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範獎: 光田醫療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樂齡活力‧職場健康新生活
光田醫療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創院迄今已一百零一年，以「提供優質之醫療
照護及健康促進」為宗旨，有鑒於員工是醫院的重要資產及回饋社會的精神，在王
總院長乃弘領導之下，在 93 年成立健康促進委員會，推動全齡全方位及環保節能的
健康促進。
全院雙向推動高齡友善醫院與社區活躍老化
該院為中部第一家通過高齡友善認證之醫院，連續三年獲頒高齡友善健康照護
機構優良獎、友善服務獎、組織再造獎，透過雙向由上往下，專家指導、院長帶領
高層實地檢視，及由下往上，院內同仁進行高齡體驗活動及深度座談回饋改善，了
解長者就醫需求，推動高齡友善品管圈，獎勵優秀品質改善案例，如:智慧型藥袋，
讓小小的藥袋發揮最大的老人用藥安全。另每年擬定推動高齡友善策略目標與行動
方案與平衡計分卡，定期監測，並且鼓勵社區活躍老化，每年辦理社區健康舞大賽，
四年共 70 個社區近千位長者參加。
營造全院員工健康減重與體能的職場新生活文化
每年由院長及主管帶領推動全院員工體重、腰圍及體適能管理，102 年 6 月由院
長、執行長、副院長帶領百名主管、醫護同仁參加國際馬拉松賽，另每年在清水鰲
峰山與大甲鐵砧山辦理全院上千人健走並結合台灣慢跑協會辦理慢跑。院內有多種
健康促進社團可供員工參與，如:輕盈社、愛跑社、羽球社、籃球社、單車社、有氧
休閒社、潛水醫學研究社、棒球社等等，103 年更將運動風氣擴散，號召社區長輩組
隊參加不老棒球隊，藉此帶動活躍老化與樂活健康的社區；健康飲食部分，提供員
工免費營養諮詢門診，並提供快速便捷又營養的減重餐服務，員工只要透過院內資
訊系統訂餐，即將餐盒送到單位，有多種健康餐盒選擇，如: 550 卡低卡餐、高鈣高
鐵 DASH 餐、蔬食餐與低碳餐。三年來共減重 10341.2 公斤，連續三年獲國民健康署
頒給減重績優獎與台中市健康促進服務金杏獎。
能源再利用提高效能推動環保節能
該院以能源再利用提高效能推動環保節能，由液氧冰水回收提供區域性空調使
用，獲國民健康署主辦之國際低碳醫院團隊合作最佳案例獎，於今年西班牙巴塞隆
納舉辦之第 22 屆健康促進國際研討會中頒獎，更於 103 年 10 月榮獲第 23 屆企業環
保獎銅獎。該院 101 年加入健康促進醫院與環境友善國際工作委員會會員醫院，成
立節能減碳推動專案小組，透過節能稽核 APP 系統，推動廢棄物 e 化管理「產出」
到「終結」的履歷，減少廢棄物產生。光田更藉由源頭管理及從小地方做起，成功
導入 ISO 50001 能源管理系統，達到醫院環境友善及節約開支之雙贏目標。榮獲經
濟部愛水節水績優單位、節能減碳行動標章特優獎與經濟部頒發節能菁英卓越創新
獎、台中市低碳城市傑出貢獻獎等多項肯定。

優良獎: 財團法人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高醫杏林一甲子 高屏守護一世情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為台灣第一間私立創辦的醫學大學設立的醫院，歷經一
甲子的歲月，嚴秉服務、教學、研究之宗旨，守護高屏地區民眾健康。克服傳染病
肆虐，走入偏鄉缺醫村，提供高品質的醫療照護，落實秉持醫學倫理，善盡社會責
任之經營理念。
該院引領潮流，在健康促進風潮襲捲全台前，已發展出心血管、糖尿病、肝炎
等整合性照護模式，不僅是台灣第一家腎臟保健推廣機構，更領先國際率先舉辦台
灣世界腎臟日活動。為滿足民眾健康需求，發展以病人為中心的服務模式，落實公
共衛生三段五級，結合新科技與新資訊，整合全院資源，有效掌握病人健康狀況，
及時提供適當的健康介入與治療。
優質的醫療服務來自於健康幸福的員工，專責勞工安全衛生室營造安全職場，
更甚分擔員工的家庭壓力，設置員工 10 坪專用哺乳室、幼兒園及托育中心，創全國
最優質，每年 1 億 5 千萬之就醫補助、子女就學補助，並於今年榮獲勞動部第一屆
工作生活平衡獎。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在健康促進的領域拓展已久，直至 2012 年始正式加入健
康促進醫院網絡的行列，透過全面性與系統性的推動，至今有多項耀眼成果，不僅
榮獲世界衛生組織全球無菸健康照護網絡(ENSH)認證金獎，更在今年首度參加健康
促進醫院典範選拔即獲得優良獎，顯示醫院早已將健康促進與全人醫療深植組織文
化。在獲得肯定之後，該院將持續精進，打造病人、員工、民眾、醫院四贏的健康
典範醫院。

優良獎: 財團法人基督長老教會馬偕紀念醫院淡水分院

活力馬偕，社區健康動起來
「寧願燒盡，不願鏽壞」為馬偕紀念醫院創院來所秉持的服務精神，在醫療傳道
路上謹守愛人如己、關懷弱勢的使命。馬偕紀念醫院淡水分院結合社區及基層醫療
機構資源，共同推動健康促進，提供讓民眾身、心、靈之全人醫治。
強化社區連結、落實健康促進；全人照護，推動高齡友善、就醫無礙(吾愛)
重視社區健康促進與推廣預防保健觀念，99 年成立「淡水馬偕紀念醫院社區健
康促進推動委員會」利用網絡平台概念，院外結合 62 個組織，並設置 58 個健康服
務站，以「在地人服務在地人」的精神，由志工提供量測及專業人員健康諮詢，有
效發掘、運用社區長者擔任志工，較能了解就診長者狀況與需求，發揮社區自助互
助之照顧功能。
每月舉辦「馬偕健康日」活動提供如代謝症候群、活躍老化、菸檳酒防制等健康
議題講座，BMI、血壓、骨密、肺功能、失智、癌篩、血糖、情緒等檢測及健康諮詢
等闖關攤位，促進社區民眾與來院病人健康。
並積極推動高齡友善照護環境，成立銀髮整合照護服務(門診)以及重症老人病患
整合性共同醫護照護(住院)，並設立弱勢銀髮族關懷基金，結合政府與非營利組織
社會資源與員工自動募捐，專款專用於老年長者照護服務，並提供銀髮族送餐服務
及推動關懷據點，期許讓獨居老人可受到更適切之照護。
推廣戒菸計畫、營造無菸環境
為推動菸害防制政策、營造無菸環境，定期舉辦在職教育課程及「馬偕戒菸週」
宣導活動，並開設戒菸班，明訂辦法予以戒菸成功員工獎勵，並前進學校、社區職
場及機構等組織辦理無菸場域、菸害宣導等健康促進活動，103 年通過「全球無菸健
康照護服務網路認證」並榮獲金獎肯定。
待員工如家人-營造樂活工作環境
將員工視為家人般的照顧，期望每位員工能擁有身心靈的健康，設置「員工運動
中心」提供多元運動設備由運動教練指導；鼓勵員工多走樓梯取代搭電梯；補助 20
餘個員工自組性社團，讓員工在工作之餘可享有興趣的發展，並養成規律運動習慣；
每月「勞安日」定期辦理體適能量測活動，讓員工瞭解自我身體狀態，提供適當運
動建議；於院外規劃佳美腳蹤尋根健走，帶領員工走訪馬偕博士歷史足跡，提升馬
偕精神向心力。
為照顧員工心靈健康並提升醫院人文氣息，每年選擇不同的休閒場所，以公假公
費方式，辦理兩天一夜的「活力馬偕成長營」
，讓員工於繁忙工作中有再充電的機會；
定期辦理馬偕美德成長計畫，每週於各單位進行詩歌分享及每季辦理馬偕美德講
座，另外舉辦馬偕美德之光，票選優良品格員工並公開表揚，發揚馬偕精神，並且
實質營造員工如家人的環境氛圍。

優良獎、組織再造獎: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老教會馬偕紀念社會事業基金會
馬偕紀念醫院

馬偕活力 2K～健康動起來
馬偕紀念醫院創院已 130 週年，秉持著以耶穌基督愛人如己、關懷弱勢之精神，
提供民眾身、心、靈全人之醫治，以達成醫療傳道之宗旨。臺北院區在院方政策的
支持及全院員工努力推動下，於 102 年成為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會
員，致力推動社區健康營造、病人友善照護、職場健康促進等議題，短短 2 年即獲
得健康促進醫院優良獎。
院方體認到唯有健康的員工才能永續推動落實健康促進理念的核心價值，因
此，為了讓所有員工主動關心、照顧好自身健康，在院長大力支持下，自 2012 年起
規劃辦理「健康馬偕動起來活力 2K 健走」系列活動，初期舉辦馬偕員工「活力 2K
步道規劃徵選」
，期創造院內、外可利用之運動空間，提供適合員工及社區民眾使用
之活力 2K 步道，經社區專家委員、院內主管及員工網路票選，45 件作品中，選出
20 件馬偕活力 2K 步道。並舉辦「健康動起來~馬偕齊步來健走」
、
「健康動起來~台北
社區醫學中心揪團來健走 」活動，邀請院內員工、社區民眾，一起利用馬偕活力 2K
步道進行健走運動，並針對體位過重者進行體重管理追蹤指導。經過健走活動推動，
讓員工了解自我健康管理重要，參與健走活動員工體位下降，且養成健康蔬果飲食
攝取及規律運動習慣。並在院方支持下，形成健走運動風氣，員工相互結伴邀約，
強化全院向心力及凝聚力，增加對工作職場的認同感。
持續至今，為強化體重管理意識，今年度加強辦理「健康動起來~揪團來減重」
活動，邀請馬偕醫院員工(眷)、義工、社區民眾、來院病人，組成減重團隊，進行
揪團「健走」加「減重」活動，共同勉勵督促，激發減重動機及鼓勵養成固定運動
的習慣，透過健康促進醫院理念，將病患、家屬、社區民眾及員工視為一家人，期
待每一位進入馬偕醫院的民眾及員工都能享有身體、心理及靈性健康的美好狀態。

優良獎、友善職場獎: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

全心三總 全人照護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戮力建構健康促進醫院，已邁入第 12 個年頭，因應醫院
有別於其他醫院之軍醫屬性，該院秉持著「關懷、品質、紀律、創新」的最高核心
價值，關心國軍官兵、眷屬及社區民眾的健康是其對社會的承諾，也是必須善盡的
企業社會責任。該院於 2007 年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會員醫院，
推動健康促進多年，一直守護員工、社區民眾、病人及其家屬的健康，主動提供各
項健康促進議題：職場健康促進、運動健康促進、母嬰親善、勞工健檢與癌症防治、
健康飲食新文化、菸害檳榔暨藥酒癮防制等。
該院除對病患、家屬和員工照顧外，更走入社區，了解社區健康需求，提供社
區民眾預防保健、衛生教育、營養諮詢等健康醫療服務，並以社區營造之手法提供
健康促進環境營造、健康促進知能導入日常生活等全面性的健康促進相關服務。不
再只是被動等民眾來院看診，而是主動走入社區提供關懷，如:辦理社區大型活動「清
山、淨山園遊會」
、
「母親節親子活動日」
，亦在鄰近區域設立保健諮詢站，利用攜帶
方便的儀器，就近在社區內為民眾的健康把關，化身為社區民眾的健康守護者。
該院亦非常重視職場健康營造，醫院每年辦理專業課程提供員工再進修，及辦
理各式員工講座，如:人文藝術、溝通技巧、影片賞析、健康生活型態等及健康促進
社團，充實員工身、心、靈健康。另位帶動員工運動風氣，每週六辦理「樂活三總
健行活動」
，由院長親自帶領員工進行健行或慢跑活動，並定期舉辦體適能檢測、爬
健康樓梯活動、員工運動會、及提供設備齊全的健身房和運動場。
三軍總醫院透過此次健康促進醫院典範選拔，標竿學習各院經驗與成果，將持
續依循渥太華五大行動綱領推動健康促進工作，提供全方位健康服務，透過醫療服
務轉型，結構、文化、決策與流程的創新發展，提昇社區民眾、病人、家屬、及員
工之健康價值。

優良獎、組織再造獎: 澄清綜合醫院

同心協力、友善關懷、優質團隊、守護健康
澄清綜合醫院以「服務、溝通、精緻」為經營理念，
「以醫療倫理安適生命，建
立與病人、社區緊密結合的醫療服務組織」為宗旨，達到「以病人為中心、全程全
人醫療、病人權利優先、效率優質服務、社區健康促進、友善關懷標竿」之目標。
該院健康促進之導入以醫院為本、社區為重、民眾為尊，於 2000 年開始推動社
區健康營造，透過社區資源整合，舉辦健康講座，高危險群篩檢，與基層醫療院所
進行雙向轉介，及整合院內醫療團隊與院外開業醫辦理共同照護門診，營造社區健
康環境，為社區民眾健康把關，提升民眾的健康促進知識與健康行為養成，以期達
到早期預防、早期發現、早期治療。
在院內醫療以全方位整合性團隊做健康照護，病人就診提供健康評估、住院疾
病治療計畫、與疾病相關健康促進的衛教指導、出院準備計畫、個案管理追蹤、訂
定各項照護標準作業流程，在慢性疾病患者健康照護，透過跨領域的共同照護團隊，
提供持續性追蹤、有系統性衛教、並成立病友團體，輔導病友團體發揮疾病自我健
康照護上之功能。
在院內員工的健康促進，營造安全職場、職前與定期的員工健檢評估、生活型
態問卷調查、設置員工交誼廳提供運動器材、員工職委會組織運作，鼓勵員工成立
休閒、有益健康之社團，定期舉辦員工旅遊、卡拉 OK 歌唱比賽、球類競賽、忘年會、
全院性運動活動等，連結醫院鄰近社區休閒運動空間、透過醫院網頁、電子公告宣
導，將健康促進相關課程列入員工在職通識教育課程。
澄清綜合醫院透過健康促進醫院模式，提供系統性服務，達成多元化且豐富的
健康促進成果，守護病人、社區、員工及家屬的健康，以成為最受民眾信賴，最有
競爭力的醫療服務組織為目標。

健康促進醫院創意計畫選拔得獎名單
類別

獎項
特優

醫院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女會醫療財團法人天

熄菸保健康 無菸醫院戒菸推廣計

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畫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花蓮慈濟醫院
財團法人羅許基金會羅東博愛醫院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老教會馬偕紀念社

戒菸
推廣

計畫名稱

會事業基金會馬偕紀念醫院
優等
高雄榮民總醫院

國立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探討住院病人戒菸行為之意向研究
調查
戒菸找專業，我們支持您
馬偕戒菸週-戒菸推廣計畫
團隊合作＆全方位介入-打造高榮
鑽石戒菸班
陽大無菸，乎你勁健康～落實醫院
無菸環境計畫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女會醫療財團法人天

無菸一身輕 健康我最行-促進員工

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持續戒菸行為與自我效能之計畫

精神
醫療
機構

特優 衛生福利部嘉南療養院

菸不菸有關係-「戒菸服務作伙來」

菸害
防制
環保節能從小處著手、生態飲食環
特優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台北慈濟醫院

保救地球-生態飲食推廣、用電節約
暨廢棄物回收再精進計畫

生態
永續
優等

壢新醫院

員工餐廳「珍食行動-零廚餘」

天主教耕莘醫療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節約能源、生態永續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老教會馬偕紀念社

洗衣中心蒸氣及熱水製程供應節能

會事業基金會馬偕紀念醫院

改善計畫

類別 獎項

醫院

特優 苗栗縣頭份鎮衛生所

計畫名稱
食在享"瘦"健康 圓夢計畫

彰化基督教醫療財團法人雲林基督教醫 雲基共種健康樹健康減重集點集氣集
院

健康計畫
全國首創夜市動能生活「打造士林區

臺北市士林區健康服務中心

動態雲端、休閒運動、美食饗宴」～
健康三軌計畫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老教會馬偕紀念社 推動「馬偕活力 2K 健走」系列活動在
會事業基金會馬偕紀念醫院

健康促進成效之探討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So(瘦)黑皮 Fun 暑假

衛生福利部胸腔病院
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LEARN」讓學習不只是學習-五管齊
下 輕鬆享瘦創意計畫
一童健康享瘦減重計畫

飲食

財團法人基督長老教會馬偕紀念醫院淡 遠離代謝症候群-以社區網絡平台推

運動

水分院

動肥胖防治計畫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仁愛院區

癌症全方位營養照護計畫

與體
重控
制

優等
衛生福利部桃園療養院

青少年健康學園健康減重計畫-青春
不贅 活力健康

臺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爬梯享低卡‧肥肉不卡卡

壢新醫院

員工餐廳「減油計畫」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女會醫療財團法人天
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高雄市立民生醫院

健康減重心連心 共同減重三噸半
員工心理健康-健康樂活員工計畫

財團法人基督長老教會馬偕紀念醫院淡 打造腫瘤安寧護理人員身心靈健康滋
水分院
壢新醫院
高雄市立聯合醫院

養抒壓計畫
心伙相惜！關心伙伴，型塑友善關懷
職場文化
營造友善關懷職場計畫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林分院 「員工心理健康關懷」計畫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花蓮慈濟醫院

捧您在手心，同仁心理健康計畫

類別 獎項

醫院

特優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安全
職場

優等

害計畫
醫院火災預防安全職場促進計畫-「創新

大學興建經營

情境火災預防教育訓練」

屏基醫療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職場安全健康再飛揚計畫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女會醫療財團法人

醫療院所室內儲槽安全保護改善專案計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畫

敏盛綜合醫院

職場健康促進創造-輕盈、健康、心職場

北醫學大學辦理
特優 竹山秀傳醫院
衛生福利部雙和醫院-委託臺北醫學
大學興建經營
屏基醫療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新竹市香山衛生所

健康 優等

臺大醫院手術室預防污染性尖銳物傷

衛生福利部雙和醫院-委託臺北醫學

臺北市立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

老人

計畫名稱

行天宮醫療志業醫療財團法人恩主公
醫院
義大醫療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醫院職場安全衛生管理系統建構計畫
健康南投智慧小鎮-遠距照護服務計畫
老年肌少性肥胖健康促進計畫
在地健康老化-深耕三地門鄉長期照護
服務
老人健康促進「寶貝機」應用健康管理
計畫
「保密防跌大作戰」計畫
田寮長者樂活又健康運用遊戲圖像記憶
法宣導健康認知

財團法人基督長老教會馬偕紀念醫院

抓住記憶傳承技藝～建置失智長者樂齡

淡水分院

工作坊計畫

臺北市立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

我藥安心-文山區社區安全用藥訪視計

北醫學大學辦理

畫

衛生福利部臺中醫院

「老寶貝的健康 我們來守護」-以長者
為中心之長青特別整合門診

類別 獎項

醫院

特優 衛生福利部豐原醫院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花蓮慈濟醫院
健康

財團法人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

平權

院
優等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

計畫名稱
中低收入戶暨弱勢健康照護管理計
畫
花蓮偏鄉婦女乳房攝影車篩檢健康
信念模式之探討
愛與健康的哺乳家庭之增能計畫
建構中醫藥就醫用藥安全衛生教育
模式計畫

義大醫療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用心傳愛-兒少健康夏令營

壢新醫院

全方位健康促進 e 網打盡，精彩無限

健康促進醫院創意計畫特優獲獎內容摘要
類別

醫院

計畫名稱

內容摘要

天主教中華
聖母修女會
醫療財團法
人天主教聖
馬爾定醫院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致力於無菸醫院及無菸環境推
廣，本著守護社區健康的精神，依據渥太華五大行
動綱領，大力推動「無菸醫院服務品質提升計畫」，
分別於職場、社區、校園、醫院...等場域，提供戒
熄菸保健康 無菸 菸班、戒菸衛教、戒菸講座、戒菸門診及吸菸個案
醫院戒菸推廣計畫 管理等持續性服務，積極提倡戒菸服務與菸害防
制，有效地促進病人、員工、家屬及社區居民健康，
全力做好菸害防制，共同營造無菸環境，維護家人、
病人及社區民眾的健康，齊創幸福、無菸、樂活的
未來。

精神醫療
衛生福利部
機構菸害
嘉南療養院
防制類

衛生福利部嘉南療養院 98 年元日起，全力配合國家
公共衛生菸害防制政策，於本院推動無菸醫院，透
過 SWOT 分析運用世界衛生組織全球無菸健康照護
菸不菸有關係-「戒 網絡(ENSH)十大標準策略執行，至 100 年 10 月開
始參與二代戒菸服務介入治療，發現精神病患經由
菸服務作伙來」
無菸醫院的營造及戒菸服務，不但有效的達到戒菸
成功的效果，更發現於第 30 天之治療成效最佳，此
結果大大的肯定支持和鼓勵精神病患戒菸。

戒菸推廣

生態永續

佛教慈濟醫
療財團法人
台北慈濟醫
院

臺北慈濟醫院以「節能減碳從小處著手」與「生態
蔬食環保救地球」為目標，著重在人與環境中落實
環保節能從小處著
手、生態飲食環保 環保健康概念，推動醫療塑廢料回收及回收品項再精
進，讓廢棄物回收率成果斐然；推廣生態飲食，讓全
救地球-生態飲食
推廣、用電節約暨 院在102-103 年約減少300公噸CO 2 ；利用空調分段調
廢棄物回收再精進 控設定，從小處著手節約能源，103 年減少電度數約9
計畫
千多度，該院提高廢棄物的可回收性及從生活小處著
手，落實環保，生態永續。

飲食運動
苗栗縣頭份
與體重控
鎮衛生所
制

安全職場

國立臺灣大
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

食在享"瘦"健康
圓夢計畫

頭份鎮衛生所以健康營造為手法，透過跨部門參
與，專家學者等協同合作，針對健康飲食、規律運
動形成支持網絡，推動每周一為社區健康日。並採
三五好友小團體互相學習、互相督促方式，激發社
區民眾自我健康管理責任與能力，持續性落實健康
行為，強化支持環境，獲社區民眾肯定，足以發展
健康生活型態工作模式。

臺大醫院針對手術室作業流程之獨特性，進行創新
臺大醫院手術室預 性預防策略的規劃及執行，包括：運用磁性墊落實
；創意研發「廢
防污染性尖銳物傷 手術「安全區」設置及「間接傳遞法」
害計畫
液袋處理設備」及「免手持抽藥輔助工具」
；全面使
用無針預充式導管沖洗器；定期查核尖銳物違規丟

類別

醫院

計畫名稱

內容摘要
棄等，達到維護醫院職場安全，預防手術室污染性
尖銳物傷害。

老人健康

竹山秀傳醫
院

竹山秀傳醫院位處南投縣竹山次醫療區域，人口老
化速度過快，且獨居與兩老相依為命長者高達 50%
以上，該院透過渥太華憲章五大行動綱領，導入遠
距照護服務，提供生理量測、手機緊急求救服務、
健康南投智慧小鎮 失智協尋、藥物諮詢、預防跌倒與居家訪視，主動
-遠距照護服務計
關懷長者，了解其健康狀況，鼓勵自我健康的管理，
畫
並提供長者身心靈的健康照護，提供在地民眾可近
性、持續性、綜合性、完整性的照護服務，建立社
區化的醫療服務網絡，讓高齡者能夠在地老化與活
躍老化。
衛生福利部豐原醫院依據衛生福利部百年衛生醫療
改革中長期計畫，以「照護民眾健康、配合政策、
關懷弱勢」為使命，於 2013 年組成跨專業領域照護

健康平權

衛生福利部
豐原醫院

中低收入戶暨弱勢 團隊，針對中低收入戶暨弱勢族群共收案 254 人，
健康照護管理計畫 藉由整合式醫療與健康自主賦權管理，並透過福利
資源有效連結及溫馨關懷活動，建構全方位醫療照
護資源網絡，提升其健康品質，達到全人健康與福
祉的新境。

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會員授證名單
1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2

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療服務處

3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柳營奇美醫院

4

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療服務處中清分院

5

臺中榮民總醫院

6

敏盛綜合醫院

7

國軍桃園總醫院

8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療服務處

9

桃園縣復興鄉衛生所

10

桃園縣蘆竹市衛生所

11

桃園縣觀音鄉衛生所

12

枋寮醫療社團法人枋寮醫院

13

寶建醫療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14

衛生福利部草屯療養院

15

臺北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16

清泉醫院

17

苗栗縣三灣鄉衛生所

18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北投分院

19

臺北榮民總醫院

20

苗栗縣西湖鄉衛生所

「健康照護機構提昇照護品質競賽活動」獲獎名單

獲獎機構
衛生福利部胸腔
病院

基督復臨安息日
會醫療財團法人
臺安醫院

指標名稱

獎項

 指標 1：18 歲以上病人有吸菸紀錄之比率

數位資訊組-傑出獎

 指標 3：18 歲以上男性病人有嚼檳榔紀錄之比率

數位資訊組-傑出獎

 指標 1：18 歲以上病人有吸菸紀錄之比率

數位資訊組-傑出獎

 指標 5：18 歲以上病人有飲酒紀錄之比率

數位資訊組-傑出獎

 指標 1：18 歲以上病人有吸菸紀錄之比率

數位資訊組-特優獎

 指標 3：18 歲以上男性病人有嚼檳榔紀錄之比率

數位資訊組-傑出獎

 指標 1：18 歲以上病人有吸菸紀錄之比率

數位資訊組-特優獎

 指標 3：18 歲以上男性病人有嚼檳榔紀錄之比率

數位資訊組-特優獎

 指標 1：18 歲以上病人有吸菸紀錄之比率

數位資訊組-優等獎

 指標 3：18 歲以上男性病人有嚼檳榔紀錄之比率

數位資訊組-優等獎

 指標 5：18 歲以上病人有飲酒紀錄之比率

數位資訊組-特優獎

 指標 6：18 歲以上病人有飲酒者接受戒酒衛教個
案收案之比率

彙整計算組-傑出獎

 指標 1：18 歲以上病人有吸菸紀錄之比率

數位資訊組-優等獎

 指標 3：18 歲以上男性病人有嚼檳榔紀錄之比率

數位資訊組-優等獎

 指標 4：18 歲以上男性病人有嚼檳榔者接受戒檳
衛教個案收案之比率

數位資訊組-傑出獎

 指標 5：18 歲以上病人有飲酒紀錄之比率

數位資訊組-特優獎

 指標 6：18 歲以上病人有飲酒者接受戒酒衛教個
案收案之比率

數位資訊組-傑出獎

新店耕莘醫院

高雄市立小港醫
院

臺北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

天主教若瑟醫療
財團法人若瑟醫
院

獲獎機構
埔里基督教醫院

衛生福利部嘉南
療養院

臺南市立醫院

指標名稱

獎項

 指標 1：18 歲以上病人有吸菸紀錄之比率

數位資訊組-優等獎

 指標 3：18 歲以上男性病人有嚼檳榔紀錄之比率

數位資訊組-特優獎

 指標 1：18 歲以上病人有吸菸紀錄之比率

彙整計算組-傑出獎

 指標 2：平均戒菸服務提供率

彙整計算組-優等獎

 指標 3：18 歲以上男性病人有嚼檳榔紀錄之比率

彙整計算組-傑出獎

 指標 4：18 歲以上男性病人有嚼檳榔者接受戒檳
衛教個案收案之比率

彙整計算組-傑出獎

 指標 5：18 歲以上病人有飲酒紀錄之比率

彙整計算組-傑出獎

 指標 6：18 歲以上病人有飲酒者接受戒酒衛教個
案收案之比率

彙整計算組-傑出獎

 指標 8：18 歲以上病人有測量腰圍紀錄之比率

彙整計算組-傑出獎

 指標 9：18 歲以上病人有測量 BMI 紀錄之比率

彙整計算組-傑出獎

 指標 1：18 歲以上病人有吸菸紀錄之比率

彙整計算組-優等獎

 指標 3：18 歲以上男性病人有嚼檳榔紀錄之比率

彙整計算組-優等獎

 指標 4：18 歲以上男性病人有嚼檳榔者接受戒檳
衛教個案收案之比率

數位資訊組-優等獎

 指標 5：18 歲以上病人有飲酒紀錄之比率

彙整計算組-特優獎

 指標 9：18 歲以上病人有測量 BMI 紀錄之比率

彙整計算組-特優獎

 指標 10：18 歲以上病人有規律運動紀錄之比率

彙整計算組-傑出獎

獲獎機構

指標名稱
 指標 2：平均戒菸服務提供率

 指標 4：18 歲以上男性病人有嚼檳榔者接受戒檳
衛教個案收案之比率
仁愛醫療財團法
人大里仁愛醫院  指標 6：18 歲以上病人有飲酒者接受戒酒衛教個
案收案之比率
 指標 11：18 歲以上 BMI 異常病人接受飲食、運
動指導或介入活動指導紀錄之比率

獎項
數位資訊組-傑出獎
彙整計算組-特優獎
彙整計算組-傑出獎
彙整計算組-傑出獎

 指標 2：平均戒菸服務提供率
衛生福利部新營
 指標 6：18 歲以上病人有飲酒者接受戒酒衛教個
醫院
案收案之比率

數位資訊組-特優獎

 指標 3：18 歲以上男性病人有嚼檳榔紀錄之比率
 指標 4：18 歲以上男性病人有嚼檳榔者接受戒檳
衛教個案收案之比率
高雄市立岡山醫
 指標 6：18 歲以上病人有飲酒者接受戒酒衛教個
院
案收案之比率

數位資訊組-優等獎

臺中榮民總醫院

彙整計算組-傑出獎

彙整計算組-傑出獎
彙整計算組-傑出獎

財團法人蘭陽仁  指標 11：18 歲以上 BMI 異常病人接受飲食、運
動指導或介入活動指導紀錄之比率
愛醫院

彙整計算組-特優獎

 指標 2：平均戒菸服務提供率
 指標 4：18 歲以上男性病人有嚼檳榔者接受戒檳
衛教個案收案之比率
 指標 6：18 歲以上病人有飲酒者接受戒酒衛教個
案收案之比率
 指標 11：18 歲以上 BMI 異常病人接受飲食、運
動指導或介入活動指導紀錄之比率

彙整計算組-傑出獎

西湖鄉衛生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