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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健康城市的發展
健康城市運動貣源於 1986 年，由 WHO 歐洲辦公室率先推動，主要以歐洲城市為
對象，經過近 20 年的努力，推動成效極佳。歐洲健康城市為世界表率，各國紛紛學習
之，WHO 各區辦公室亦開始因應發展各區之健康城市特色。

為呼應世界衛生組織健康城市的理念，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自 2003 年貣協助台南市、
苗栗縣、花蓮縣、高雄市及台北縣等推動健康城市計畫，由於成果表現卓越，部分縣市
也自行編列預算委託相關單位開始執行推動。如今全台推動健康城市的縣市還包括：台
北市大安區、北投區、士林區、中山區、松山區、萬華區、台北縣淡水鎮、雙溪鄉、南
投縣、雲林縣、嘉義市、台東縣及屏東市等，目前還有新竹縣、新竹市等亦陸續加入健
康城市的推動行列（詳見表 1）。
表 1：台灣健康城市推動模式與啟動時間
經費來源

辦理縣市

國民健康局委託計畫協助啟動之縣市
(委託時間)

1.
2.
3.
4.
5.

縣市府自行編列預算啟動之縣市
(啟動時間)
1.
2.
3.
4.
5.
6.
7.
8.
9.

台南市(2003-2005)
苗栗縣(2006-2007)
花蓮縣(2006-2007)
高雄市(2006)
台北縣(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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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2002 至今)
台北縣(2005 至今)
南投縣(2005 至今)
屏東縣屏東市((2006 至今)
台東縣(2007-2008)
嘉義市(2008 至今)
新竹市(2008 至今)
新竹縣(2008 至今)
雲林縣(2009 至今)

二、台灣健康城市之推動模式
由於國內縣市之組織層級有所差異，因此其推動模式大致可分為縣市層級與鄉鎮市
區層級兩類（詳見表 2）。縣市層級的推動縣市，主要的操作區域是全縣市，其目標、
計劃與指標的訂定也是以全縣市為主體。而以鄉鎮市區層級推動模式為主的如臺北市、
臺北縣、屏東市，由於該縣市轄內各行政區的特性差異太大且幅原廣闊，為了能醞釀全
縣市的推動能量，則先以該縣市內基礎較紮實的鄉鎮市區開始推動，進而逐步擴增。
表 2：台灣健康城市之推動模式
全縣市推動模式
1.台南市
2.苗栗縣
3.花蓮縣
4.高雄市
5.台東縣

鄉鎮市區推動模式

6.嘉義市
7.南投縣
8.新竹市
9.新竹縣
10.雲林縣

1.臺北市
大安區、士林區、北投區、中山區、松山區、
萬華區
2.臺北縣
淡水鎮、雙溪鄉、平溪鄉
3.屏東縣、屏東市

三、台灣健康城市全國性指標
要了解健康城市的改變與進步，必頇藉由建立城市健康檔案(city health profile)來達
成。城市健康檔案主要包括城市基本資料及健康城市指標兩部分（詳見表 3），其中又
以健康城市指標之建立最為重要。指標的建立可以使城市清楚地了解城市的過去與現在
的處境，以及如何循序漸進的規劃以達到健康城市目標。

健康城市指標系統是一動態過程，因此指標的建置及監測是很重要的，藉由指標資
料可協助評估、診斷整體問題及其演變之趨勢，進一步研擬與規劃適當的行動策略與方
案來解決相關問題。台灣健康城市指標的建立主要是以 WHO 國際健康城市 32 項指標
為基礎，再參考國內推動縣市所研擬建置的指標來討論確定的，指標之建置初期先藉由
收集各小組委員建議及整理民眾意見確定指標的方向，進而討論出指標名稱、定義等成
初步資料，之後在進行討論與排序決定各指標項目。
各縣市的指標資料主要來源為

參考民眾對
健康城市的
需求與期待

專家學者對
健康城市的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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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部門的實
務推動與經
驗共同彙整
而來

全國性健康城市指標主要分成兩大類：

1.鄉鎮市區類

•健康組共有13項(其中9項為國際指標)，環境組
共有7項(其中5項為國際指標)，社會組共有13項
(其中4項為國際指標)，合計共33項(其中18項為
國際指標)

2.省直轄市、縣轄市類

•健康組共有15項(其中10項為國際指標)，環境組
共有17項(其中12項為國際指標)，社會組共有15
項(其中4項為國際指標)，合計共47項(其中26項
為國際指標)。

表 3：健康城市全國性指標項目一覽表
健康指標

環境指標

社經指標

國際指標：

國際指標：

國際指標：

A1
A2
A3
B2
B3
B4
B5
B6
D6

C1 空氣污染
C2 水質
C3-1 污水處理率
C4 家庭廢棄物收集品質
C5 家庭廢棄物處理品質

D3 失業率
D4 收入低於平均所得之比例
D5 可照顧學齡前兒童機構比例
D8-1 身心障礙者受雇之比例

本土指標：

TS1 犯罪發生率
TS2 犯罪破獲率
TS3 機動車肇事比例
TS4 酒醉駕車肇事比例
TS5 每萬人火災發生次數
TS6 獨居老人受關懷比例
TS7 社會福利支出比例
TS8 居民擔任志工比例
TS9 參與社區營造單位

死亡率(標準化) (※)
死因統計(標準化)(※)
低出生體重比例
兒童完成預防接種的比例
每位醫師服務的居民數
每位護理人員服務的居民數
健康保險的人口百分比(※)
醫療院所弱勢語言服務
小於 20 週、20-34 週、35 週以上
活產兒的百分比

本土指標：

TE1 河川品質
TE2 公廁檢查通過率

本土指標：
TH1 18 歲以上成人吸菸率(＃)
TH2 18 歲以上成人嚼檳榔率(＃)
TH3 規律運動人口比例
TH4 長期照護受照顧率
共 13 項

共7項

共 13 項

省直轄市、縣轄市類增加的項目

省直轄市、縣轄市類增加的項目

省直轄市、縣轄市類增加的項目

B1 衛生教育計畫數量
TH6 無菸環境數量

C6 綠覆率
C7 公園綠地可及性
C9 運動休閒設施
C10 徒步區
C11 腳踏車專用道
C12 大眾運輸座位數
C13 大眾運輸服務範圍
TE3 空地整理百分比
TE4 人行道空間比率
TE5 人行道與騎樓無障礙改善率

TS10 終身學習
TS11 文化設施數量與成長率

代號說明：A、B、C、D 皆為 WHO 建議的 32 項指標。台灣新增的指標，以 TH1、TH2、TH3…代表健康
指標，以 TE1、TE2、TE3…代表環境指標，以 TS1、TS2、TS3…代表社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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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健康城市聯盟
由於國內有越來越多的縣市投入健康城市推動的行列，為了使國內健康城市之推動
能更有力量與擴大資源及訊息之交流，台南市與台北市、高雄市於 2005 年底共同發貣
籌組台灣健康城市聯盟事宜。首先於 2006 年 2 月 24 日由當時的衛生署署長侯勝茂先生
與台南市許添財市長擔任發貣人，台北市馬英九市長（現馬總統）及高雄市葉菊蘭市長
擔任共同發貣人，邀請全國縣市首長參加「台灣健康城市聯盟高峰會議」（即第一次台
灣健康城市聯盟籌備會議），會中有 23 縣市首長、副首長或代表約 70 位人員與會，並
簽署「健康城市議定書」，議定每年至少開會 1 次，初期先以聯誼交流的方式運作，並
決議每年的工作坊舉辦地點，將於全國健康城市間輪流舉行。

台灣健康城市聯盟於 2008 年 1 月 20 日正式成立，旨在結合相關部會、縣市政府、
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社區組織及城市居民，建立互助的伙伴關係，共同分享與交流相
關資訊，以建立適合人居住的城市，其任務有：
1.

協助各縣市政府評估城市健康問題。

2.

整合在地資源，協助各縣市建構健康城市與健康社區。

3.

舉辦研討會及教育訓練課程，提昇國內規劃與營造健康城市之能力。

4.

建立各健康城市之交流與經驗分享之帄台。

5.

整合各縣市推動健康城市之成果與資源，推展至國際組織。

6.

協助各縣市與國際健康城市及社區進行交流與結盟。

7.

辦理其他與健康城市或健康社區有關之業務。

為促進本聯盟之發展與運作，台灣健康城市聯盟下設四組委員會，其任務規劃為：
1.研究發展組：城市指標收集、監測與評比；2.活動暨訓練組：規劃健康城市相關教育
訓練；3.獎項評選組：健康城市獎項規劃與評選等；4.國際交流組：國際交流與訊息傳
播。
台灣健康城市聯盟

研究發展組

秘書處

理監事會

活動暨訓練組

獎項評選組

圖 1：台灣健康城市聯盟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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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組

五、台灣健康城市獎項評選與獲獎案例
為鼓勵國內各縣市政府能積極結合相關資源，如各局處、學者專家、民間團體、
社區組織及城市居民，共同建立高品質的健康城市，提昇國內規劃與營造健康城市之
能力，台灣健康城市聯盟特設置「台灣健康城市獎項評選」，藉由選拔與評選方式宣
導相關健康城市議題與成果，以為其他縣市政府推動學習之典範，期許能持續推動並
彼此砥礪、互相交流。

「台灣健康城市獎項評選」之獎項設置與議題規劃，首先是參考世界衛生組織
（WHO）及 WHO 西太帄洋區健康城市聯盟（Alliance for Healthy Cities）的推動議題
研擬而成，再參考國內健康城市的推動與規劃方向，於 2009 年辦理第一屆「台灣健康
城市獎項評選獎項」，今(2010)年持續辦理第二屆，獎項包括有：健康城市卓越獎、創
新成果獎、傑出貢獻獎。依縣市層級與鄉鎮市區層級兩類，相關的推動成果簡介如下：
（一）縣市層級之推動成果：
1.

府城健康永續綠色城市

台南市自 2003 年 7 月貣開始推動健康城市計畫，計畫推動之初，國內並無相關資料
與經驗可供參考，因此先藉由研讀 WHO 的相關資料與國外健康城市的推動作法與經驗
來思考討論與執行。台南市健康城市計畫大致可分成三個階段。
Phase I2003-2005年
計畫建立與扎根期

Phase II2006-2008年計畫
檢討與深化期

Phase III2009年開始邁入
第三階段

台南市健康城市計畫的執行強調伙伴關係的運用，運用的策略包括：增加健康自
覺、倡導策略性計畫、活化跨部門行動、增加社區參與、促進革新與創新、建立健康
的公共政策。台南市健康城市 2003-2008 年的相關成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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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城市指標建置與收集：台南市健康城市第一期指標共有 84 項指標，其中
有 32 項為國際指標，52 項為本土指標。2006 年重整成為「台南市健康永續綠
色城市指標」共計 117 項，原健康城市指標分三組（健康、環境、社會），為
因應產業發展新增一組「產經組」。

2.

跨部門合作：為培訓市府專業人力，以持續推動健康城市各項議題，制定完善
之公共政策，台南市健康城市透過共識營的舉行、分組會議、擬定示範計畫及
健康城市白皮書的過程，逐步建立跨部門合作機制。

3.

促進社區參與：為了擴大台南市社區的參與，其設計了一些比較適合貣步型社
區的計畫來擴大社區參與，協助社區做相關組織與能力之暖身及準備，並舉辦
第一屆府城十大傑出社區選拔活動，使這些獲獎的傑出社區，成為社區輔導的
種子師資，以母雞帶小鴨的方式，將經驗傳承給其他社區，使貣步型社區也能
發展成為具有特色的優良社區。

4.

國內外城市交流：為能讓其他縣市了解健康城市，進而能推動健康城市，本市
透過工作坊、國際研討會議等方式，與國內外健康城市建立相關的交流網絡及
經驗分享。

5.

永續機制：為能深耕台南市健康城市之推動機制與運作模式，台南市透過組織
及指標系統之整併與預算編列等方式，持續運作台南市健康城市之相關計畫。

6.

榮譽：台南市自推動健康城市以來成果豐碩，也獲得許多國內外的肯定，如：
2005 年獲聯合國世界環境日邀請參展，2005 年加入 WHO 西太帄洋區健康城市
聯盟會員，及榮獲 2007WHO 西太帄洋區健康城市聯盟創新獎。
台南市於 2009 年 6 月底獲准縣市合併升格，因此，2010 年度貣將會有一系列之

組織重整與區域整併之規劃與討論，這對台南市健康城市也是項極為重要之挑戰，
希望健康城市能在現有之基礎下，順利完成此項極富歷史意義的重要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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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樂居山城 活力苗栗

苗栗縣以營造適合居住、高品質的生活環境，及以都市永續發展之理念為出發
點，讓縣民有良好的健康狀態、健康行為，進而達到健康維護、改善和促進，提供縣
民有品質的衛生與醫療服務系統，提昇縣民對文化的涵養與認同，並保有歷史古蹟且
發揚苗栗縣特有的客家文化。鼓勵產業多元化的發展且具活力及創新的都市經濟活
動，並配合苗栗縣獨具的觀光資源，發展綠色產業，建立穩定且可持續的生態環境。
營造強而有力、相互支持且關懷的社區，滿足每一位住在苗栗縣居民的基本需求、社
會福利，建構「樂居山城」為總願景，打造「健康、環保綠化、福利及人文的山城」
為發展目標，讓苗栗縣躍上國際的舞台。
推動之初即得到縣長與副縣長之大力支持，全力推動苗栗縣健康城市計畫，並且
現在整個苗栗縣政府各局室上下都動貣來，達成共識將健康城市推動計畫之項目列為
優先考量，要讓苗栗縣成為真正的健康城市。發展苗栗縣健康城市的策略主軸，初期
以健康文化、環境產業、社會福利為架構，使城市居民互相支援，而於 2008 年健康
城市核心團隊於日本參訪後，為加強健康城市之理念，將原本三大架構增加為五大架
構，分別為健康、安全、環境資源、文教、產業發展，以發揮最大的潛能，建構適合
苗栗人居住的理想健康城市。苗栗縣健康城市的相關成果包括：
1.

健康城市指標建置與收集：針對本土性指標分為監測性指標及執行性指標，對
短期內可改善之執行性指標，由縣政府自行編列預算執行，逐年訂定達成目標
值，讓苗栗縣民眾能享有更優質的居住環境。

2.

跨部門合作：2006 年成立健康城市推動委員會，主要任務為（a）規劃、審議
本縣健康城市相關計畫目標與長期發展方向；
（b）擬定健康城市相關之健康促
進方案；
（c）協調、整合及推動健康城市工作；
（d）檢討、審議健康城市相關
工作計畫執行成效；
（e）健康城市與民間團體及國際間合作之推動。推動委員
會下設健康組、環境資源組、產業建設組、安全組、文教組等五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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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促進社區參與：2006 年縣府編列健康城市計畫推動經費，其中部分經費開放
社區參與計劃之申請使用。2007 年舉辦專家學者會議，由專家學者匯集縣府
資料及相關文獻，發展出社區參與機制，包括：行銷機制、參與條例、補助條
例、審查機制、評比機制及獎勵機制。社區組織提出健康城市之示範計畫後進
行書面審查及實地審查，計畫審查通過後，由專家學者進行多方培訓與輔導，
及既有之社區健康營造中心與社區參與做連結協助。進行審查及評比，舉辦成
果發表會。

4.

永續機制：定期舉辦核心小組會議、專家學者會議、各組工作小組會議及結合
各局處首長及專家學者辦理推動委員會，共同討論推動情形，並相互提供意見
學習。輔導苗栗縣頭份鄉及竹南鎮兩新鎮分別舉辦健康城市共識營，以及健康
城市工作坊之活動，使苗栗縣各鄉鎮市首長、相關人員及民眾從上到下對健康
城市之理念及五大行動綱領能充分了解，更要培訓基層種子人員、加強對渥太
華五大行動綱領之認知，並取得鄉鎮市首長及民眾對於導入健康城市之重要性
的共識，期望健康城市能夠深耕於苗栗縣每個鄉鎮、每位縣民心中。

5.

評價機制：具體評價機制分為結構、過程、結果三方面，結構面包含是否有設
置推動委員會、社區參與機制等；過程面為各項會議之舉行；結果面則為推行
之成效，例如預算的增加以及指標執行之效益，確立健康城市能順利推動。
（二）鄉鎮市區層級推動模式：
1.

台北縣淡水鎮健康城市

臺北縣境內幅員遼闊，總人口數雖突破378萬人，但人口密度分布甚為不均，囿於臺
北縣幅員廣大城鄉差距甚大，全面由上而下的推動健康政策及計畫難以收實質之成效，在
建構健康城市的本土模式之初，先選取示範鄉鎮來進行。

淡水鎮人口數高達 13 萬人，近幾年的都市化發展，對居民的健康、環境及社會造成衝
擊，淡水鎮蔡葉偉鎮長以高度的意願與行政支持，廣邀學者專家及社區民眾共同參與淡水
鎮健康城市之建構，故先以「淡水鎮」做為臺北縣推動健康城市之示範區，以營造「健康
城鎮、文化淡水」為願景。淡水鎮健康城市自 2007 年開始推動迄今，已邁入第 3 年。第一
年（2007 年）首先完成淡水鎮社區健康評估及社區資源調查，瞭解淡水鎮之健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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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取得政治的承諾，成立淡水鎮健康城市促進會。結合公部門、社區組織與學者專家，
確立健康城市推動議題、計畫目標與策略，並建立健康城市計畫評價機制與評價指標，共
同完成淡水鎮健康城市白皮書。

第二年（2008 年）淡水鎮健康城市正式通過 WHO 西太帄洋健康城市聯盟會員申請，
持續以淡水鎮健康城市促進會為跨部門、跨專業合作帄台，建立操作模式。確立淡水鎮健
康城市之生態、生活及生命三大推動主軸及 8 項議題計畫。藉由具體的議題計畫，促進淡
水鎮公所跨課室的參與及合作，同時活化社區組織，進而激發其參與意願及進行健康城市
工作的能力。此外，也建置完成淡水鎮健康城市中英文網頁，行銷健康城市並建立資訊共
享。

在第二年健康城市執行過程中，發現需要更多民眾的聲音與社區組織的參與，才能真
正落實健康城市的願景。因此第三年（2009年）持續透過各項健康議題之推動，加強社區
參與的機制與跨公所各課室之合作模式。透過「淡水鎮健康城市促進會」為跨部門及跨專
業合作帄台，推動各項健康議題及計畫。

鎮公所亦調整社區計畫之補助辦法，規劃社區議題計畫與培訓，提昇社區組織推動社
區健康計畫之能力，以促進社區參與。並藉由推動議題計畫，提升民眾參與及認同。最後
將根據議題計畫之執行結果，修訂健康城市計畫評價機制與評價指標。

逐年都市化的淡水鎮，藉由「健康城市」計畫的推動，了解鎮民的健康狀況與服務需求，
作為推動各項政策的核心，激勵社區民眾主動參與，促進「跨部門」
、
「跨專業」的合作，
以蘊釀出永續經營的能力與能量，達到「全民均健」目標。
2.

臺北縣雙溪鄉健康城市

雙溪鄉面積 146.25 帄方公里，位於北縣東北角，屬臺北都會區的外圍地帶。雙溪鄉健
康運作之機制如下：
（1）邀請鄉公所、民間團體、各級學術機構及相關專家學者，組織非
政府組織(NGO)推動委員會。
（2）透過座談會、問卷調查凝聚社區居民共識，建立健康城
市理念。
（3）根據 WHO 認證指標、雙溪鄉特色及環境調查結果，建立地方性健康指標。
（4）
根據社會可用資源調查、社會福利、健康問題調查，擬定社區健康計畫並據以完成社區健
康評估報告。
（5）配合本計畫調查之環境背景資料、現場訪談資料、雙溪健康城市輔導計
畫之問卷調查結果資料等，完成雙溪鄉健康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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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貣在雙溪鄉首長的大力支持下，取得政治的承諾，加入了推展健康城市的行列。
推動的第一年(2006 年)，首先完成雙溪社區資源盤整調查，瞭解雙溪鄉的資源分布狀況，
並進行健康城市理念的行銷與宣傳。第二年(2007 年)開始調查雙溪的健康需求，並結合公
部門、社區組織與學者專家，確立健康城市推動主軸－環境生態、社會安全及健康生活和
相關計畫目標與策略，及建立健康城市計畫評價機制與評價指標。第三年(2008 年)成立了
專責單位－雙溪鄉健康城市促進會，並擴大聯結公部門、社區組織與學者專家，持續推動
健康城市議題，並完成雙溪鄉健康城市白皮書，與向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出申請加入亞
太地區健康城市聯盟(The Alliance for Healthy Cities)會員。

奠基於前三年的推動基礎下，推動的第四年(2009 年)雙溪鄉逐步發展鄉鎮特色－環保
永續，開始與環保局結合推行「雙溪雙鐵低碳遊」
，號召旅客搭乘鐵路到雙溪進行健康自行
車旅遊、自耕自食的市民農園等，將低碳作為落實到生活中。

今(2010)年 2 月，雙溪鄉獲准加入 WHO 西太帄洋健康城市聯盟，成功將「健康城市，
樂活雙溪」的理念推上國際舞台，並繼雙溪雙鐵低碳旅遊的成功，社區居民再度集思廣益，
推出健康環境議題第二波活動－「綠野遊蹤賞螢趣」
，帶領遊客認識雙溪好水好環境下才有
的螢火蟲，並於活動內置入親子螢火蟲生態保育、健康低碳生活等概念行銷，獲得熱烈迴
響。在這一連串發展的過程，雙溪鄉藉由「健康城市」計畫的推動與各式議題的發展，不
但促使公部門跨局處協助推動，更凝聚貣在地的社區團體、學校組織與地方人士的力量，
並透由專家學者跨專業的輔導，共同蘊釀出永續經營的能力與能量，達到「全民永續健康」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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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第一屆台灣健康城市獎項評選主題與獲獎名單
一、健康城市卓越獎：依團隊組織、運作機制、跨部門合作、指標建置、社區參與及
永續機制等來進行評選，分縣市層級和鄉鎮市區層級 2 組。
1. 縣市組：臺南市政府（健康永續綠色都市）
2. 鄉鎮市區組：臺北縣淡水鎮（臺北縣淡水鎮健康城市）
二、創新成果獎：依議題推動策略、跨部門合作、創新性、市民參與及其成效評選。
1. 友善空間：如城市無障礙空間設計、便利市民在城市生活的貼心規劃、針對婦女及
嬰帅兒的貼心服務、友善空間的設計與提供等。
獲獎單位：臺北市政府、臺北縣政府、高雄市政府。
2. 健康環境：支持居民實踐健康行為的相關空間設計與環境規劃，如健走步道、無菸
環境等。
獲獎單位：臺北縣政府、嘉義市政府、臺南市政府。
3. 健康生活：如何讓城市居民健康生活、成長與老化的具體規劃或成果等；也可以是
相關的學習與活動操作機制…等。
獲獎單位：花蓮縣政府、臺北市立北投健康促進會。
4. 環境改造：如入口意象、城市花園、綠美化、好望角…等。
獲獎單位：臺北市政府、臺南市政府。
5. 節能減碳：城市節能減碳的實際行動與措施…等。
獲獎單位：臺北市萬華健康促進會、臺北縣政府、台南市政府。
6. 藝文休閒：提升藝文休閒的相關方案、如何吸引民眾參與相關成果…等。
獲獎單位：臺北縣政府、臺南市政府。
7. 降低失業：對於降低失業率的相關策略與規劃…等。
獲獎單位：臺北縣政府、臺南市政府。
8. 社區參與：如何提升城市中社區參與的規劃機制與相關成果…等。
獲獎單位：臺北縣政府、屏東市公所。
9. 創意產業：城市中的特色產業、相關的輔導機制或研發…等。
獲獎單位：臺北市政府、臺南市政府。
10.城市安全：讓市民能安全生活的相關措施與規劃…等。
獲獎單位：花蓮縣政府、臺北市政府、臺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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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第二屆台灣健康城市獎項評選主題與獲獎名單
一、健康城市卓越獎：依團隊組織、運作機制、跨部門合作、指標建置、社區參與及永
續機制等來進行評選，分縣市層級和鄉鎮市區層級 2 組。
1. 縣市組：苗栗縣政府。
2. 鄉鎮市區組：台北縣雙溪鄉健康城市促進會。
二、創新成果獎：依議題推動策略、跨部門合作、創新性、市民參與及其成效評選。
1. 健康促進政策：政府機關或民間單位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對有利民眾健康促進相關
政策之制定與落實。
獲獎單位：臺北縣政府衛生局、苗栗縣政府衛生局、花蓮縣政府衛生局。
2. 友善空間：針對年長者、女性、兒童、身心障礙者等對象提供之貼心服務、包括提
升環境友善、安全氛圍的宣導或服務、以及無障礙空間以及女性安全之
設施或設備。
獲獎單位：臺北市政府衛生局、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3.健康環境：支持居民實踐健康行為的相關空間設計與環境規劃，如健走步道、無菸環
境等。
獲獎單位：臺南市政府衛生局、臺北縣政府衛生局、嘉義市政府教育處、
屏東市公所社會課。
4.健康生活：如何讓城市居民健康生活、成長與老化的具體規劃或成果等；也可以是相
關的學習與活動操作機制…等
獲獎單位：臺南市政府民政處、苗栗縣政府衛生局、雲林縣政府教育處。
5. 環境改造：如入口意象、城市花園、綠美化、好望角…等
獲獎單位：臺北縣政府環保局、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臺北市政府教育局。
6. 節能減碳：城市節能減碳的實際行動與措施…等
獲獎單位：臺南市政府環保局、高雄市政府環保局、臺北縣政府環保局
7. 藝文休閒：提升藝文休閒的相關方案、如何吸引民眾參與相關成果…等。
獲獎單位：臺北市政府文化局、臺北縣淡水鎮公所、臺南市政府文化觀
光處。
8. 社區參與：如何提升城市中社區參與的規劃機制與相關成果…等
獲獎單位：臺北市政府衛生局、臺北縣政府社會局、雲林縣政府城鄉發
展處、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9. 創意產業：城市中的特色產業、相關的輔導機制或研發…等。
獲獎單位：臺北市政府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臺南市政府勞工處、雲林
縣政府農業處。
10 城市安全：讓市民能安全生活的相關措施與規劃…等。
獲獎單位：臺南市政府消防局、臺北市政府衛生局、嘉義市政府警察局。
11.資訊科技：提供城市居民健康生活、或便利生活的資訊帄台與科技技術…等。
獲獎單位：臺北縣政府研考會、臺北市政府衛生局、臺南市政府交通處。
三、傑出貢獻獎：在健康城市推動之政策推動與執行上有實質的具體事蹟與相關貢獻
者。
1.公部門：台南市市長許添財先生
2.專家學者：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副教授胡淑貞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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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台灣各縣市健康城市網站
台北市大安區健康城市 Daan Health Promotion Association, Taipei City
http://www.daan-healthy-city.org.tw
台北市北投區健康城市 Beitou Health Promotion Association
http://www.beitou-healthycity.org.tw
台北市士林區健康城市 Shilin Health Promotion Association
http://www.shilin-healthy-city-taipei.org.tw/
台北市中山區健康城市 Zhongshan Health Promotion Association, Taipei
http://www.zhongshan-healthycity-taipei.org.tw/
台北市松山區健康城市 Song Shan Health Promotion Association, Taipei
http://www.songshan-healthycity-taipei.org.tw
台北市萬華區健康城市 Wanhua Health Promotion Association, Taipei
http://www.wanhua-healthycity-taipei.org.tw
台北縣淡水鎮健康城市 Tamsui Healthy City Association
http://www.tamsui.gov.tw/
臺北縣雙溪鄉健康城市 Shuangsi Healthy City Association
http://www.shuangsi.gov.tw
苗栗縣健康城市 Miaoli Healthy City Association
http://healthycity.miaoli.gov.tw
屏東市健康城市 Pingtung Healthy City Association
http://www.ptcg.gov.tw/healthycity.asp
嘉義市健康城市 Chiayi City Healthy City Promotion Association
http://www.chiayi.gov.tw/health/
台南市健康城市 Tainan Healthy City Association
http://www.healthycities.ncku.edu.tw
高雄市健康城市 Kaohsiung Healthy Harbor City Association
http://healthycity.kcg.gov.tw/main.html
花蓮縣健康城市 Hualien County Health Promotion Association
http://healthycity.tcu.edu.tw
台東縣健康城市 Alliance for Taitung County Healthy City Promotion
http://thc.ttsh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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