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計畫 1：健康體能暨代謝症候群及肥胖防治
計畫成果
(一) 執行成效：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訂定有效推動健康生活型態 1. 以市長為首，整合市府資源將本市民眾
之健康公共政策

健康生活指標納入跨局處共同推動議
題，並於市務會議、高齡友善城市推動
會議、慢性病照護網推動會議、社區總
體營造會議等檢視及探討本市健康生
活指標及推動追蹤情形。
2. 七區營造中心透過學校、里辦公處、發
展協會、職場、醫療院所等成立社區健
康促進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共同推動
及執行社區健康議題，並於里鄰長會
議、里民大會、社區公開活動場合中推
廣，帶動社區居民共同參與並能自主健
康管理。
3. 依中央目標本市減重 11,300 公斤，結
合社區、職場、學校及醫院等辦理健康
體重管理活動以及減重諮詢站，共同推
動健康減重議題，105 年本市參與人數
共 18,648 人，減重公斤數 21,417.8 公
斤，而 BMI≧27 有 7,660 人，亦達成本
市自訂減重目標數 16,800 公斤，持續
號召市民共同參與健康減重活動。
4. 基 隆 市 學 生 過 重 及 肥 胖 比 率 接 近 三
成，為本市重要的學生健康問題，本局
與教育處將適宜本市之作法融入日常
生活中，藉由行動研究策略積極推動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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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康促進計畫，使學生的體位達到適中，
並能實施自我健康管理。
5. 本局與教育處合作辦理「運動遊台灣」
活動，達成國民體育法學生至少每天運
動 30 分鐘的規定，營造運動風氣，培
養親子、師生及同儕天天運動的好習
慣，以減少肥胖對本市的威脅；此活動
共 10 所學校參與，1,200 人報名參加，
累積的里程數達 151,030.5 萬公里，相
當於擁抱台灣 67.73 圈，成效顯著。
6. 為促進本市學子健康體位，改善體重過
重及肥胖現況，以公文發函教育處協助
參與健康體重自主管理活動，與各區衛
生所結合，運用各項資源，對於體位過
重及肥胖之學子，共同建立健康生活型
態，以減少青少年因肥胖而衍生慢性疾
病。
7. 本市教育處主辦、工務處及體委會協辦
共同規劃「基隆市國民運動中心」，提
供市民優質多功能之室內運動場地，可
辦理本市各項體育活動競賽外，亦提供
民眾運動休憩場地，規 劃 有 游 泳 池 、
健 身 房 、 瑜 珈 教 室 、 籃 球 、羽 球 混
用 球 場 等 ， 以 期 提高本市運動人口。

建立支持性環境。

(一) 健康飲食的支持性環境
1. 輔導 35 家餐飲業者提供健康飲
食，推廣少油、少鹽、高纖之健康
套餐，如「減鹽餐」
、
「添壽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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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窈窕餐」，並協助張貼健康飲食
海報及標語，提供可近性、便利性
的健康餐點，讓民眾方便購買，此
外透過健康餐飲集點活動，強化民
眾選擇健康餐食的意願，進而建立
健康餐飲之觀念。
2. 持續推動餐飲業者熱量標示，並將
健康餐飲資訊連結至本市七區衛
生所粉絲專業及 E 化健康博物館
臉書宣傳，提供民眾相關訊息，以
增加其選擇健康餐飲店家的比率。
3. 本局今年以本市三家辦理長者送
餐及供餐之社區關懷據點為示範
據點，結合營養師辦理健康餐飲輔
導活動，藉由營養師實地到點授課
及烹煮教學，輔導據點之志工以少
油、少鹽、少糖、多蔬果烹調方式
料理，建立健康飲食新觀念，使社
區長者能吃得健康，健康老化。
4. 推動「105 年校園周邊健康飲食輔
導示範計畫」，提供兒童安全、營
養、均衡的飲食環境，針對學校
500 公尺內早餐店進行輔導，今年
新增 10 家早餐店，累計共 28 家，
設計多樣化餐點包括「長高餐」、
「聰明餐」及「順利餐」，並全面
輔導早餐店由 1 星符合健康餐飲
標準提升為 3 星標示熱量及六大
類食物份量；此外推出「早餐集點
活動」創意方案，購買健康套餐即
可累積點數兌換跳繩及無糖豆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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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贈品，鼓勵學童健康採購，強化
及落實學生對健康飲食的選擇能
力。
(二) 規律運動的支持性環境
1. 結合 306 個自主性運動團體，每週
持續於社區運動公園、里民活動中
心、球場或校園操場等，從事健康
操、讚美操、桌球隊、有氧舞蹈及
太極拳等健康體能活動，養成民眾
規律運動習慣。
2. 本市各區皆成立社區健走隊，每週
持續規律運動，並於基隆市 E 化健
康博物館網站提供運動團體及運
動場所等資訊。
3. 營 造 新 的 健 康 安 全 社 區 健 走 步
道，新增 12 條標示熱量消耗之路
線，提供民眾健康運動之資訊。
4. 結合經國管理健康學院運動專家
錄製設計「室內健康操光碟」提供
各機關團體運用，並輔導職場發展
為職場健康操，讓員工上下午能夠
利用 15 分鐘時間來活絡經骨，強
化動態生活，提升工作效率。

強化個人健康生活技巧

1. 透過成功減重 20 公斤之減重達人經驗
傳承，持續地至社區分享減重經驗，教
導民眾健康飲食與體能的技巧，強化其
內在意志力及克服外界誘惑，促進社區
民眾健康。
2. 辦理「健康餐飲體驗營」，依健康食譜
規劃健康餐飲教學活動，由保健志工協
助，藉由實務學習方式強化社區民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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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飲食觀念與技巧。
3. 透 過 健 康 俱 樂 部 之 Line 族 群 、 QR
code、社群網路平台及智慧行動裝置
等，傳播民眾健康訊息。
4. 舉辦基隆市「2016 阿公阿嬤動起來－
銀髮健康活力溜~溜溜」競賽活動，社
區長者 19 隊及安養護機構 2 隊，共計
855 人參加，阿公阿嬤皆於表演舞台上
展現健康活力，實踐「活躍老化」之理
念。
5. 辦理「多元志工種子培訓」，提供相關
均衡飲食及簡易可行之運動方法，宣導
購買健康食物及正確規律運動等健康
促進措施，以培養民眾健康生活型態。

強化社區能力

1. 105 年社區健康營造計畫之七個執行單
位，由七區衛生所輔導，結合社區、學
校、職場及醫療院所各場域團體與資源
動員參與健康減重活動。
2. 本市七區衛生所結合社區、學校等資源
辦理減重班共 12 班，規劃健康飲食及
運動課程，希望民眾能夠培養正確飲食
及運動觀念，總計 475 人參加，共減重
838.1 公斤。
3. 公告本局 105 年度「委託辦理健康促進
工作計畫」，由本市中國端子電業股份
有限公司執行辦理肥胖防治計畫，透過
擬定之策略實施健康減重，藉此建立夥
伴合作關係，共同解決本市健康問題，
提升民眾健康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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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使本市職場清楚了解健康職場精神
意義，本局辦理 105 年「基隆市健康職
場推動工作坊」
，邀請北區推動中心-陳
叡瑜副教授、新北市績優職場代表-台
灣電力公司第一核能發電廠及本市優
質職場代表-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與
會進行分享及討論，進而鼓勵並協助本
市職場一同加入健康職場行列。
5. 105 年由本市 2 家醫院(衛生福利部基隆
醫院、礦工醫院)加入「推動健康照護
機構參與健康促進工作計畫」，並參與
本市社區闔家歡篩檢活動及校園周邊
健康飲食輔導計畫；暑假期間辦理親子
體重控制健康營，其中礦工醫院針對
BMI＞27 的醫院職場員工亦辦理減重
班，以協助民眾維持健康體重。
6. 基隆市政府、協和發電廠與基隆好馬協
會共同以活力、健康為基礎，串連公、
私部門舉辦路跑活動。
7. 結 合 各 機 關 單 位 辦 理 之 大 型 健 走 活
動，鼓勵民眾踴躍參加，利用團體的力
量來提升民眾對運動的興趣及決心。

調整健康服務取向

1. 利用本市社區闔家歡篩檢平台，對體重
過重及腰圍過大之民眾，現場衛教或轉
介至社區健康減重服務站，提供減重及
代謝症候群諮詢與追蹤。
2. 結合轄區醫療院所及藥局，提供民眾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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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服務及正確的健康體能、健康飲食與
規律運動知識。
3. 於社區血壓站、關懷據點、里民活動中
心等民眾聚會場所，設立健康減重報名
站及提供相關衛教宣導單張，民眾可方
便就近量測血壓、體重及腰圍。
4. 聘請專業營養師針對社區民眾及慢性
病團體等，教導健康飲食概念及製作，
並依餐飲業者需求輔導其設計健康飲
食餐點。

多元媒體行銷

1. 運用手機發送簡訊計 30,000 通，對本
市市民進行國民識能及代謝症候群相
關宣導，建立民眾健康認知；利用地方
電台(共 1,464 廣播檔次)、專訪及社區
跑馬燈等多元媒體行銷，並接受民眾
call in 詢問相關健康議題，強化民眾正
確觀念。
2. 設置「基隆市 E 化健康博物館」網站及
Facebook 臉 書 提 供 粉 絲 各 項 健 康 議
題，增進民眾對於健康資訊取得之可近
性；另本市推廣之室內健康操亦公告於
網站上，供民眾運用練習，以增進有關
運動的個人技巧。

創意推動

1. 為提倡正當的休閒活動與全民運動風
氣，本市衛生所於七夕情人節晚上辦理
【為愛熄菸 FUN 音樂園遊會】
，規劃一
連串動靜態有趣的音樂表演，包括爵士
鼓秀、各式弦樂演奏、專業級國標舞及
街舞等，現場還設有熱量標示的園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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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推廣在地小農的有機蔬果，並藉
此宣導天天五蔬果，民眾反映熱烈且深
感有趣。
2. 本市文化古蹟多，仁愛區社區營造單位
結合本市文化巡禮與健走活動，辦理廟
宇巡禮健走，新增具運動熱量消耗標示
之城廟巡禮路線(仁愛行政大樓-奠濟宮
-城隍廟-慶安宮-仁愛區衛生所)，除提
倡動態生活外，亦可推廣基隆古蹟文
化。
3. 本市瑪陵國小利用後山大片空地，闢建
成小型有機農作場，栽種番薯、青蔥、
高麗菜、玉米等作物，全校師生共同體
驗「開心農場」
，並親自做成美味佳餚；
另外結合基隆市農會四健會，不定期到
校傳授學童耕作技巧，讓學童體驗種菜
樂趣，能夠身體力行並推廣每日健康蔬
果及安全食材的觀念。
4. 於端午及中秋節慶等節日活動，由營養
師至社區實地到點指導，以減鹽、減
糖、減油及高纖等健康養生食材，製作
健康養生粽及低熱量冰皮月餅，避免民
眾於節慶時攝取過多的熱量與油脂。
5. 基隆廟口美食是當地人及外地人喜愛
尋找美食之處，結合營養師及仁愛區餐
飲店規劃「美食一條街」逛街運動路線
地圖，除了推廣巷弄美食外，亦能兼具
運動效果，由營養師輔導店家「少油、
少鹽、少糖」烹飪，讓美食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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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精彩照片

說明:市長帶動參與基隆鐵道文化節-健走活動

說明:節慶健康飲食教學製作

說明:於宣導園遊會中推廣在地小農有機蔬果

說明:辦理巡迴運動指導團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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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2:活躍老化計畫成果
(一)

執行成效：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推動老人參加相關健

1. 收集本市社區 72 個關懷據點、老人會、社區營

康促進活動

造單位及樂齡學習中心等民間團體相關資訊以
建立完善資源跨局處資源整合。
2. 輔導轄區醫療機構提供鄰近關懷據點醫療諮詢
與照護多元化服務，醫療機構與社區關懷據點
結合率為 105.56%。七區共有 19 所醫療機構主
動提供 72 處關懷據點健康促進服務，服務項目
以慢性病防治、用藥安全及中老年人健康飲食
與運動等主題之健康講座為主軸，參與人次達
9,827 人。
3.以本市社區闔家歡篩檢為平台，連結轄區既有社
區及醫療資源，建立長者更好的長者健康檢查
體系及醫療社區服務網絡，截至今年 12 月底
65 歲以上長者接受社區闔家歡健康篩檢總計
3,425 人，業同步完成轉介服務。
4.透過本市高齡友善推動委員會及每月召開市務
會議等等之跨部門會議，與本市相關處局如社
會處、教育處、文化局及長照管理中心等跨局
處資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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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轄區社區資源共

1.連結轄區醫療機構提供鄰近關懷據點醫療諮詢

同推動長者多元化健

與照護多元化服務，醫療機構與社區關懷據點結

康服務

合率為 105.56%。七區共有 19 所醫療機構主動提
供 72 處關懷據點健康促進服務，服務項目以慢
性病防治、用藥安全及中老年人健康飲食與運動
等主題之健康講座為主軸，參與人次達 9,827 人。
2.結合基隆市生活美學協會與樂齡中心、長青學院
等組織團體，提供長者多元化的活動項目。
3.社區幹部與志工對長者團體維持運作具有高度
共識，從長者參與表演性活動後的熱烈反應中，
社區幹部與志工體認到讓長者有活動可練習與
參與，比僅提供問安與用餐服務還重要。
4.為鼓勵長者參與活動，在社區不同場所如社區關
懷據點、營造中心、農會、里民活動中心、樂齡
學習中心、社區大學與老人會…等提供健康飲
食、用藥安全、心理健康、規律運動與老人防跌
等多元化健康促進議題，截至 12 月底，參與健
康促進議題長者 14,026 人。
5. 辦理長者整合性健康照護篩檢計畫，截至 12 月
底已完成本市 10,559 位長者調查，針對各篩檢
結果須轉介個案或社會資源介入，轉介各相關機
構，如基隆市心理衛生中心、醫療機構、長期照
顧中心及本市社會處。

持續辦理多元化長者 1.以本市社區闔家歡健康篩檢為資源平台，連結醫
健康促進活動與競
療院所、社區關懷據點、社區健康營造中心、社
賽，以增加長者社會
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長青學苑、老人會等共
參與，並進而提升長
同推動多元化長者健康議題。
者自我價值感與健康
生活型態觀念
2.以各區衛生所為推動單位輔導並督促轄區中長
者團體組成定期聚會與活動組織至少 2 隊，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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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長者團體持續進行具有健康促進議題之動靜態
活動。
3.本市長者團體表演競賽活動以各區衛生所為推
動單位，連結轄區關懷據點、民間團體及長者團
體組隊，於七區辦理初賽及表演賽活動，65 歲以
上長者人數達 2,180 人，目標達成率 162.7%。
4. 本局並於 7 月 21 日辦理基隆市「2016 阿公阿
嬤動起來－銀髮健康活力溜~溜溜」總決賽，共
有 21 隊長者團體報名活力律動組及活力舞台組
競賽，計有 855 人參賽。本市三名代表隊伍為中
正區平寮社區發展協會的「叮噹快樂隊」、中山
區新建千歲綜藝團及暖暖區過港社區發展協會
土風舞，於 8 月 24 日新北市三重市立體育館代
表基隆參加北區競賽，分別榮穫最佳特色獎、最
佳精神獎及最佳台風獎。
5.輔導本市市立醫院附設護理之家及第一日間照
顧中心住民共 2 隊 31 位參與競賽。
6. 利用本市各項大型宣導活動，提供比賽長者多
元表演舞台，讓長者多走出戶外，藉由活動練習
及表演，除增加生命的榮耀也藉機與同伴頻繁的
互動交誼，105 年計 11 隊社區長者團體組隊至社
區、學校、機構等場域表演，執行率達 550%。
7. 結合社區相關資源(例如關懷據點、樂齡中心、
社區大學、長青學苑、老人會…等社區團體)，
每區至少辦理 3 場次以上各項慢性腎臟病防治宣
導、代謝症候群宣導、健康生活型態，推動長者
執行每日量測體重 1 次、運動 30 分鐘與攝取蔬
果 5 份的自主體重管理活動，以達到良好體能與
體態的控制，期建立規律運動習慣、正確認知男
性 90 公分、女性 80 公分的腰圍警戒值等，截至
12 月底參與三高及慢性腎臟病防治宣導活動宣
導長者人數 3,258 人。

加強長者多元化健康
1.於 105 年社區闔家歡篩檢發報告中及社區血壓
議題宣導與行銷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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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加長者社會參與和健
站，提供健康促進及三高、慢性腎臟病防治及測
康生活型態概念，且
量血壓重要性。
讓社區民眾關注長者
2.以本市各區衛生所為推動單位，結合社區關懷據
議題
點、里辦公室、樂齡(長青)學院…等，邀請社區
民眾及失智症家屬，於七區衛生所辦理失智症宣
導、照護及長者健康促進相關課程，截至 12 月
已辦理 73 場次宣導講座，參與人數約 3,411 位。
3.初段預防工作的健康促進和末段失智症者的長
期照顧與社區對失智症者的友善及支持尚屬不
足， 105 年辦理失智症老人守護天使計畫(讓社
區民眾能理解與關懷失智症者，並減輕照顧者的
負擔)，針對公部門、大學、商家、金融業、醫
療和長期照顧機構，共 72 處單位或商家辦理失
智症照護教育訓練，培訓 119 位失智守護種子講
師及 1879 位失智守護天使。
4.製作 21,500 份防走失聯絡卡片，提供社區長者
隨身攜帶，以本市長者 51,017 人計，涵蓋率佔
42.1%。另，製作「失智守護社區」精神指標立
牌、貼紙、紅布條、海報張貼社區關懷據點，強
化失智守護知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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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5.為喚起民眾對失智症之認識，重視失智症之預
防、治療及照護工作，克服社會對失智症的忽視
及標籤化於 9 月 24 日國際失智症月辦理「珍愛
記憶嘉年華-友善社區一起守護」活動，以健康
飲食、運動、正確用藥、懷舊治療等層面切入來
提升記憶力，藉由活潑有趣的活動，讓失智症病
友、家屬及關心記憶健康的民眾留下美好的回
憶。除健走闖關活動之外，特別舉辦「失智守護
友善社區啟動」儀式，由基隆市衛生局局長帶領
認證單位或團體代表一同蒞臨參與宣誓儀式。期
能透過宣導過的單位及團體人員，提供社區中失
智症老人與家屬溫暖的關懷，打造基隆市成為失
智友善城市。
6.利用本市局網及 e 化博物館提供長者整合性健
康照護篩檢量表(包括失智、居家安全評估、老
人憂鬱量表、失能評估)，讓長輩或家屬協助家
中長者檢測，除提供失智症相關資訊，提昇民眾
關心失智症早期診斷，延長長輩輕度失智的時
間，也提供轉介資源及長期照顧服務，讓民眾隨
時可找到需要的資源協助，進而提升家屬生活品
質。
7.以本市各網站如 e 化健康博物館、各區衛生所、
市政府、轄區醫療院所等管道提供健康資訊。
8.配合轄區機關、學校、區公所、社區發展協會、
里辦公室活動、社區團體等單位於各項節日與活
動，置入相關議題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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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彩照片:

說明: 105 年「2016 阿公阿嬤動
起來」各區初賽

說明:105 年 7 月 21 日「2016 阿
公阿嬤動起來－銀髮健康活力
溜~溜溜」總決賽比賽情形

說明:105 年 8 月 24 日中山區千
歲綜藝團榮獲「2016 樂齡寶貝
熱情無限阿公阿嬤活力秀」北區
競賽最佳精神獎

說明: 105 年 7 月 21 日「2016
阿公阿嬤動起來－銀髮健康活
力溜溜溜」由楊院長陪伴養護所
長者參與比賽

說明: 邀請專家老師與長輩分
享長者健康促進宣導講座，利用
有獎徵答增加互動及釋疑

說明: 辦理社區失智防治健走
活動

說明: 辦理「長者防跌 樂活動
一動」

說明: 辦理「基隆市 2016 年珍
愛記憶嘉年華－友善社區一起
守護」健走暨闖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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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3：推動慢性病共同照護網計畫成果
(一) 執行成效：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持 續 推 動 慢 性 病 1.持續推動慢性病共同照護網，定期每半年召開 1
共同照護網。

次會議並擬定相關策略:
(1)8 月 13 日及 12 月 23 日召開慢性病共照網推
動小組會議。
(2)2 月 9 日及 9 月 5 日召開慢性病共照網推動
委員會。
2.透過推動慢性病共同照護網會議，了解醫療院所
加入糖尿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及相關合併症檢
查執行困境，並協助解決問題以提高收案意願。

輔導醫療院所加
入「全民健康保

1.輔導本市 18 家糖尿病健康促進機構，以提升照
護成效。

險糖尿病品質支

2.不定期電話訪視本市 18 家糖尿病醫療給付改善

付服務方案」
，提

方案醫療院所，以提升糖尿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升糖尿病照護成

照護率。

效比率及成長
率。

3.針對本市糖尿病就醫人數達 100 人但未加入糖
尿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鼓勵加入計畫，提供民眾
更便捷服務之醫療院所。本年度新加入 2 家醫院
為糖尿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醫療院(王孟俊診所
及安瀾診所)

輔 導 醫 療 院 所 加 1.以本市社區闔家歡健康篩檢為平台，連結社區醫
強糖尿病個案尿

療院所辦理糖尿病篩檢異常轉介服務 417 人，於

液微量白蛋白及

門診提供眼底檢查就醫知識及糖尿病照護衛生

眼底鏡之合併症

教育指導。

檢查。

2.不定期訪市府輔導醫療機構，落實糖尿病個案合
併症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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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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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針對本市糖尿病就醫人數達 100 人之醫療院所不
定期輔導落實糖尿病個案之合併症檢查(尿液微量
白蛋白及眼底鏡)，齊力推動糖尿病之全面照護品質
鼓 勵 糖 尿 病 個 案 1.病友團體固定聚會分享經驗、情感交流、彼此支
加入病友團體之運

持，以養成良好健康行為。

作提升照護成效。 2.7 區病友團體於每月固定辦理病友聚會 1 次；共
計辦理 63 次聚會共計 2,520 人次參與。
3.透過對病友支持團體的醫學講座及健身操活，幫
助病友及家屬們瞭解疾病的控制與自我照顧的
技巧，以了解血糖監測與規律運動之重要性。
4.輔導個案參加病友團體，透過病友團體衛教及團
體運作之影響力，幫助病友及家屬們了解疾病的
控制與自我照護技巧，提高民眾至醫療院所進行
檢查成效。
5.結合本市 82 個血壓測量站進行血壓測量服務共
計服務 44,714 人次。
6.11 月 19 日假基隆市仁愛國小辦理
「愛在基隆 擁
抱健康~2016 世界糖尿病日世代融和園遊會」活
動，藉由活動倡導『飲食照自我照護技巧』，以
達糖尿病人血糖控制和降低併發症威脅的目
的，約計 915 人參與，其中計有 315 病友參與。
5. 提升照護人員 1.5 月 9 日、9 月 1 日、9 月 7 日共計辦理 3 場次
（醫師、護理師、 糖尿病照護網醫事人員認證電腦考試
營養師）有關慢性

(1)報名共計 15 人；到考人數共 13 人，其中

病防治之素質及技

醫師： 6 人、護理師： 3 人、營養師： 3 人、

能.

藥師： 1 人。到考率 86%
(2)及格者人數共 10

人，其中醫師： 6 人、

護理師： 1 人、營養師： 2 人、藥師： 1 人
(3)及格率 總計 76 ％，其中醫師： 100
17

％、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護理師： 33 ％、營養師： 60 ％、藥師：
100 %
2. 於 7 月 27 日、6 月 25 日、8 月 20 日、10 月 29
日、10 月 23 日、11 月 24 日糖尿病共同照護網
繼續教育訓練共計 6 場總計 327 人參與。
3.6 月 28 日辦理跨縣市糖尿病照護績優之醫療院所
(游能竣診所)觀摩交流，12 家醫療院所及 7 所
衛生所派員參與共計 35 人。

6. 透 過 大 眾 媒 體 1. 結合本市連結醫療院所、社區關懷據點、社區
宣導，糖尿病與慢

健康營造中心、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長

性病防治及照護訊

青學苑、老人會等共同推動三高及慢性腎臟病

息

病防治、用藥安全等，七區共辦理 132 場次，
計 6,294 人次，讓糖尿病患能有正確知識定期
做尿液微量白蛋白(microalbumin）檢查及眼底
鏡檢查。
2.製作相關宣導海報、衛教單張及宣導品，宣導及
教導糖尿病個案自我照護及養成每年定期併發
症檢查追蹤，預期糖尿病尿液微量白蛋白及眼底
檢查或眼底彩色攝影檢查之檢查率及進步率達
40%，進而達到良好的血糖及併發症控制。
3.電台廣播 184 檔次及 1 次專訪，供相關人員與會
座談接受民眾叩應。
4.以本市各網站如 e 化健康博物館、各區衛生所、
市政府、轄區醫療院所等傳播管道提供健康資
訊，並今年度在基隆市 E 化博物館網站新增健康
腰圍警戒值於首頁畫面，提供民眾對腰 圍 能 反
應 腹 部 脂 肪 的 多 寡，是 判 斷 代 謝 症 候 群、心
血管疾病罹患機率的一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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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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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由本市公、私立機關、學校、職場、社區等 79
個單位跑馬燈協助每天定時播放高血壓、高血
脂、高血糖、預防慢性腎臟病及代謝症候群宣導
標語及健康促進相關議題，提升民眾認知率。
(二) 檢討及建議：
1. 檢討:提升本市衛生所同人取得糖尿病共同照護網醫事人員認證，將加強辦理教育訓
練及電腦考試，增加錄取人數，有效組成照護團隊，以提升照護及衛教成效。
2. 建議:提升糖尿病照護品質國健署協調中央健保署醫療品質資訊公開網資料，供各縣
市參考，但因此系統取得資料並未更新實際加入方案之醫療院所，且取得資料較慢，
衛生單位無法有效掌握數據，在輔導醫療院所方面較無力感。
(三) 精彩照片：

說明:辦理糖尿病支持團體組長指導血
糖機 血壓計操作

說明:6 月 28 日辦理游能竣診所觀摩

說明: 11 月 19 日假基隆市仁愛國小辦 說明: 辦理糖尿病照護網醫事人員認
理「愛在基隆 擁抱健康~2016 世
證電腦考試
界糖尿病日世代融和園遊會」頒
發糖尿病照護優質獎

19

子計畫 4：癌症篩檢與檳榔健康危害防制計畫成果
(一) 執行成效：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社區及醫療資源，建 1.105 年以本市社區闔家歡健康篩檢為平台，
立篩檢體系及服務
連結轄區醫療院所、藥師公會、牙醫師公會
網絡
與婦產科診所等資源，結合預防保健服務，
提供符合對象癌症篩檢服務:
(1)統計至 12 月 31 日總計辦理到點服務 37
場，服務 10,051 人;到院篩檢服務 5,305
人;總計到點及到院共服務 15,356 人。
(2)以社區闔家歡篩檢為平台，邀認證合格乳
攝車到社區提供到點服務，計配合 37 場
次，篩檢 1,455 人。
(3)透過戶政資料、癌登已篩與大乳口系統大
腸癌與大腸癌首次篩檢個案資料，匯入本市
市民健康照護系統產出四癌未篩名單，建立
健全篩檢資料，清楚掌握本市未篩檢個案，
以提供完善服務。
2. 增加轄內執行四項癌症篩檢服務據點
(1)連 結本市醫療院所 (其中包含區域級醫
院、地區醫院、牙科診所、 耳鼻喉科診所、
婦產科診所、內科診所及 7 區衛生所)共同
辦理｢定 量免疫法糞便潛血檢查｣之大腸
癌篩檢服務、｢口腔黏膜檢查｣之口腔 癌篩
檢服務、｢子宮頸抹片篩檢｣之婦女子宮頸
癌篩檢服務。
(2)連結本市通過乳房攝影認証衛生福利部基
隆醫院、基隆市立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
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等 3 家醫院共同辦理
婦女｢乳房攝影檢查 ｣之婦女乳癌癌篩檢
服務，統計 105 年 12 月 31 日總計篩檢
5,689 人次，首次接受篩檢 1,129 人次。
(3)連結認證合格乳攝車提供本市婦女更便捷
的服務，統計 12 月 31 日底共 9 家醫療院
所乳攝車，辦理 301 場計服務 10,660 人。
(4)5 月 20 日及 5 樂 26 日進行行政訪查，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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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本市 4 家醫院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基隆
市立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
念醫院、醫療財團法人台灣區煤礦業基金
會 台 灣 礦 工 醫 院 )通 過 癌 症 品 質 提 升 計
畫，善用門診癌症系統，以提供本市民眾
良好的癌症篩檢服務。
3.通知民眾到點參與篩檢方式:
(1)以明信片通知(名冊內無聯絡電話) 個案。
(2)以人工方式電話邀約個案到場篩檢。
(3)針對首次篩檢個案則以簡訊個別通知，發
送簡訊提醒乳房攝影 4549 封與大腸癌篩檢
5,238 封共計 9,787 封，其中乳房篩檢 186
人，完成率達 4.08%，腸篩篩檢 321 人，完
成率達 6.13%。
(4)本年度首次以一對一邀約語音提醒通知個
案篩檢，並以大腸癌及子宮頸癌篩檢對象
為原則，今年 5-9 月以語音通知目標族群
受檢，共撥出 20419 通；語音邀請抹片篩
檢 7,975 通，接受篩檢 84 人，完成率 1.1%；
大腸癌篩檢 12,444 通，接受篩檢 251 人，
完成率 2%。
4.辦理業務聯繫會與相關人員教育訓練:
(1)於今年 2 月 22 日召開衛生局所業務連繫
會，計 21 人參加。
(2)於今年 4 月 9 日辦理癌症篩檢一對一邀約
語音提醒通知說明，七區衛生所相關人員
共計 13 人參加。
(3)於今年 5 月 5 日辦理癌症篩檢與追蹤資訊
整合系統教育訓練，七區衛生所相關人員
共計 14 人參加。
(4) 於今年 7 月 4 日辦理公共衛生護理人員子
宮頸抹片採檢技術訓練課程，共計 28 人參
加。

高 危 險 群 職 場 篩 檢 於環保局、警察局、果菜市場、中國貨櫃公
情形
司、陽明海運、消防局、魚市場、法務部矯
正署基隆監獄以及轄內各精神醫療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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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如：維德醫院等公私門部之高危險群職場，
配合勞工安全健康檢查，提供癌症篩檢設站
服務與宣導服務。

篩 檢 陽 性 者 後 續 之 1. 於 105 年社區闔家歡篩檢 37 場發報告中進
轉介及追蹤治療服
行癌症篩檢陽性個案轉診掛號，並於看診
務
前一日電話提醒民眾。
2. 連結轄區醫院，建立衛生所與各確診機構
轉介合作平台，並制定轉介標準流程作業
原則，針對癌篩提供陽性個案專診轉介服
務，包含長庚醫院提供四個快速通關診
次、部基提供 3 個快速通關診次。
3. 以社區闔家歡健康篩檢為平台，透過本市
市民健康照護系統進行系統監測，對已轉
診資料，建檔於系統中，以利隨時掌握轉
診進度。
4. 針對大腸癌篩檢或異常個案，配合民眾下
次回診的前 1-2 天以電話提醒民眾繳回採
便管或確診，以提高篩檢量或異常個案追
蹤轉介率。
5. 陽性案部份若未聯繫到的民眾請衛生所同
仁寄發異常轉診單、關懷信供轉介使用。
6. 除了電話追蹤關懷，並主動聯繫醫療院所
加強陽性個案接受轉診，如結合台大醫院
門診，由個案管理師聯繫至台大醫院做大
腸鏡檢之快速通關服務。
加強癌症防治與檳榔 1.利用年度衛教主軸活動辦理四癌篩檢。
危害宣導教育，增強 2.配合本市原住民節日辦理原住民豐年祭活
民眾對自我健康維護
動進行癌症篩檢。
之認
3.於 11/19 辦理人口政策園遊會，活動現場
知
設置癌症篩檢攤位闖關卡，針對基隆市民
與高危險族群進行宣導與篩檢服務。
藉由傳播行銷方
1.運用地方電台廣播，進行四大癌症宣導，電
式，加強大眾媒體宣
台廣播宣導共 366 檔次。
導，結合網路、市
2.透過檳榔健康危害防制宣導、地方報紙、四
刊、社區報、地方電
癌篩檢新聞稿等宣導癌症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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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達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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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廣播、報紙等宣 3.結合地方公私部門、各級學校、幼托園所、
導方式，推廣癌症防 大型職場活動、社區老人團體及各里里民活
治訊息
動，發送宣導單張、張貼海報等進行宣導。
(二)檢討及建議:
針對本市四癌篩檢量部分:截至 12 月止除乳攝應篩達 106%外(不含首篩)，其他三癌
均未達標；腸篩應篩達成率 96.4%(不含首篩)高於全國平均 84.3%，口篩達成率 93.5%高
於全國平均 78.9%，子抹篩檢達成率 93.9%高於全國平均 92.1%；陽追率部分皆已達考核
基準，未來將針對腸篩、口篩及子抹個案加強有效邀約策略。
另外，腸、乳首篩、子抹 6 年未篩及身障抹片目標數部份，截至 12 月止，腸篩首篩
達成率 67.0%高於全國平均 59.0%，乳篩首篩達成率 71.5%高於全國平均 52.8%，子抹 6
年未篩達成率 72.9%低於全國平均 73.4%，身障抹片達成率 37.7%高於全國平均 34.1%，
綜上所述，本市除了 6 年未抹項目低於全國平均外，其他項目雖未達標，但皆高於全國
平均，故建議國健署長官，是否針對目標數應斟酌各縣市達成情形，而非一味無止盡增
加目標數，造成大部分縣市無法達標之窘境。
(三)精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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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5:出生性別比之監測與稽查計畫成果
（一）執行成效：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備
註

監測本市出生性別比 1. 修訂本市出生性別比稽查原則及稽查業務
異常情形，不定期稽
查訪查

分工項目。
2. 至少每月運用出生通報系統匯出接生醫療

院所（含人工生殖機構）及接生人員接生
性別分析資料一次，以隨時監測接生醫療
院所性別比，並建立異常警示回饋機制。
105 年共計已監測 12 次。
監測轄區院所疑似宣 1. 每月定期監測轄內 11 家婦產科醫療院所
傳「性別篩選服務相

是否出現疑似「性別篩選服務相關」網路

關」之違規廣告案

違規廣告案件。105 年共計已監測 132 次。

件，降低性別篩選情 2. 配合本局醫政科督考轄內 11 家婦產科醫
事。

療院所是否出現疑似「性別篩選服務相關」
實體廣告案件。
3. 每月依據違規廣告案件監測結果進行不定
期違規稽查。
4. 105 年度本市婦產科醫療院所無涉及「性
別篩選」相關違規廣告。

異常院所及接生者稽 1. 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函文出生性別
查達成情形

比異常醫療院所稽查。
2. 以出生通報系統之出生性別比例分析資料
為基礎，針對系統呈現出生性別比異常（出
生性別比大於 1.06）之接生醫療院所，聯
合本局醫政科及稽查大隊至該院所進行稽
查。
3. 本市 105 年度無出生性別比異常醫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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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備
註

所。
辦理轄區內縮小出 1. 105 年度本市 7 區衛生所於各社區至少辦理
生性別差距之醫事人

相關民眾宣導 2 場次。

員教育訓練或民眾宣 2. 宣導內容包含：「男孩女孩一樣好」、「有兒
導，提升知能。

萬事足，有女真幸福」、
「反胎兒性別篩檢」
等。
3. 本(105)年度共計辦理 14 場次民眾宣導，共

計 739 人參與。
4. 配合 105 年本市世糖日及人口政策宣導園遊

會，宣導性平觀念約 500 人參與。
提高行政配合度及執 1. 監測、輔導及宣導成果於 4 月、7 月、10
行效率

月及隔年 1 月 10 日前函復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105 年皆於期限內回復，執行率
100%。
2. 本 105 年度無接生人員接生性別比及接
生機構性別比異常。
3. 105 年每季本市接生醫療院所及人員出生
性別比輔導情形應回復 4 次，均已於期限
內回復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配合度
100%。

（二）檢討及建議
1、 本年度執行出生性別比輔導事項時，醫事人員皆反映無進行胎兒性別比篩檢，故接生
性別非人為可控制，而出生性別比篩檢所涉及相關法規已熟知，是否不需接受出生性
別比輔導。
2、 本年度執行本計畫時，亦有醫事人員反映因接生性別非人為可控制，僅依照出生通報
系統上所顯示之數據，懷疑接生人員進行胎兒性別比篩選之可能性，不太妥當。
（三）精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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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05.04.06 台灣電力公司基隆營運
處，職場員工宣導~生男生女一樣好，每個
生命都是寶。

說明:105.05.05 德和關懷據點宣導~生男生
女一樣好，個個都是寶。

說明:衛生所門診候診區播放宣導影片。

說明:105.07.29 碇內浸信會向外籍配偶團
體宣導~生男生女一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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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6:營造母嬰親善的哺乳環境計畫成果
（一）執行成效：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加強母乳哺育知能，提升 為提升本市母乳哺育率，辦理純母乳哺餵
本市母乳哺育率

滿 6 個月之產婦獎勵活動，經衛生局、所
及婦產科醫療院所醫護人員的宣導、輔導
及追蹤，以達喚起民眾對於哺餵母乳重
視，進一步提升本市母乳哺育率。105 年
1 月 1 日~4 月 31 日產婦計有 773 名，完
成獎勵活動計有 130 名。仍持續追蹤哺餵
母乳情況，並適時予以衛教。

推動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認 1.本(105)年輔導 1 家醫院參與母嬰親
證機構參與之醫療機構及

善醫療院所再次認證，該院(105)年

持續輔導已認證機構

1-12 月生數為 909 人，出生涵蓋率為
36.80%。如通過認證，則本市母嬰親
善醫院出生數出生涵蓋率約達 84.85%
較前一年度 66.08%提升 28.40%。
2.聘請母乳哺育種子講師實地輔導認證
之院所，共計輔導 3 次，內容包含教
學課程.討論會議.座談等。
3.持續輔導已認證機構，並維持母嬰親
善機構必要之措施。提升服務品質。

監測及輔導母乳哺育之公 1. 依據「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進行
共場所設施設備，營造社

稽查已設置哺集乳室之單位，以及輔

區母乳哺育友善環境，提

導未設置之單位設立哺集乳室。

升稽查績效

2. 105 年度本市符合「公共場所母乳哺
育條例」第 5 條第 1 項應設置哺集乳
室機構共計 36 處，均已完成設置。
3. 105 年度每季輔導稽查本市符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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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應設置之哺集
乳室一次，完成率 100%。
4. 105 年度共計設置 46 個集哺乳室，包
含 36 個政府機關及 10 個非強制設置
之醫院、職場及餐廳並於市中心麗榮
皇冠大樓設置 2 處哺集乳室，提供哺
乳使用。
5. 為加強宣導哺集乳室相關資訊，本年
度衛生局 E 化健康博物館網站增建本
市哺集乳室導覽地圖及其 APP 架設，
提供有哺乳需求者使用。
鼓勵各機構參加親善哺集 1. 邀請本市公、私立單位已設置之哺集
乳室競賽活動，嘉獎極表

乳室參加 105 年度本市優良哺集乳室

養

競賽，此次競賽分為二階段評選(書
面及實地)。
2. 105 年度本市目標參與家數為 5 家，
實際參賽為 14 家，目標達成率 100%。
3. 105 年度優良哺集乳室競賽優勝單
位，於 105 年 11 月 19 日「愛在基隆
擁抱健康~2016 世界糖尿病日世代融
和園遊會」頒獎及表揚。

哺乳親善環境滿意度達成 此項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委外調
率

查，目前尚未有調查結果。

（二）檢討及建議
1. 本市配合大眾媒體進行母乳哺餵相關議題行銷及宣導，母乳哺育社區支持網絡
已建置並持續運作，但產後婦女常因上班、 家人不夠支持或其他因素導致哺乳
中斷，未來將針對職場及母乳支持團體規劃系列母乳宣導活動，進行哺餵母乳
獎勵活動，以其提升母乳哺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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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市 1 家尚未加入母嬰親善醫院認證之診所，對於加入該認證仍持保留態度，
已多次與該診所接觸並了解拒絕原因，診所表示人力不足，故參與意願偏低，
建請中央是否可會同相關單位將母嬰親善認證納入診所評比中。
3. 為提升本市母乳哺餵，105 年辦理純母乳獎勵活動，媽媽哺餵純母乳除有相關
贈品外，並追蹤哺餵母乳情形，內容包含:「生產住院期間，是否哺餵母奶」
、
「預
計哺餵母奶多久」
、
「停餵母奶困難點」
、
「生產時有實施肌膚接觸嗎?」
、
「生產後
有實施親子同室嗎?」、「知道本市設有哺乳諮詢專線嗎?」、「知道本市設有哺乳
室嗎?」及「知道本市有母乳支持團體嗎?」等問題，經調查統計分析如下表:
分析一：請問您有餵過寶寶母乳嗎?
題目

有

無

合計

是否餵過寶寶母乳

516

45

561

91.98%

8.02%

100%

百分比

分析二：請問您(預計/哺餵)母乳多久?
題目

1 個月內

1-2 個月

2-4 個月

4-6 個月

半年以上

合計

(預計/哺餵)母乳
多久

72

149

104

10

181

516

13.95%

28.88%

20.16%

1.94%

35.08%

100%

百分比

分析三：請問您生產完在住院期間，是餵寶寶吃母乳還是配方奶?
母乳+配方奶混合
題目
純母乳
配方奶
餵
在住院期間，是餵寶寶吃母
乳還是配方奶
百分比

合計

386

5

115

506

76.28%

0.99%

22.73%

100%

分析四：請問您(沒/停)餵母乳的困難點?
題目/原因

奶水不足
402

工作環境
不便哺乳 607

其他
990

277

49

78

68.56%

12.13%

19.31%

(沒/停)餵母乳的困難點
百分比
分析五：請問您聽過產後肌膚接觸嗎?
題目
聽過產後肌膚接
觸嗎

有

425

無

136

合計

561
29

生產時有實施嗎
無

有

125

404

合計

529

百分比

75.76%

24.24%

100%

23.63%

76.37%

100%

分析六：請問您聽過親子同室嗎?
題目

有

聽過親子同室嗎
百分比

無

生產後有實施嗎

合計

無

有

合計

213

347

560

154

168

322

38.04%

61.96%

100%

47.83%

52.17%

100%

分析七-1：請問您知道本市設有母乳諮詢專線嗎?
題目
知道本市設有哺乳諮詢專線嗎
百分比

知道

不知道

合計

289

272

561

51.52%

48.48%

100%

分析七-2：請問您知道本市設有哺集乳室嗎?
使用率
未用過
用過

不知道

知道

合計

知道本市設有
哺乳室嗎

445

114

559

23

86

109

19

2

21

79.61%

20.39%

100%

21.10%

78.90%

100%

90.48%

9.52%

100%

百分比

合計

使用後滿意度
滿意
不滿意

題目

合計

分析七-3：知道本市有母乳支持團體嗎?
使用率
未參加過
參加過

題目

不知道

知道

合計

知道本市有母乳支
持團體嗎

535

26

561

26

0

26

95.37%

4.63%

100.00%

100.00%

0.00%

100.00%

百分比

合計

由以上分析住院期間哺餵純母乳比率達 76.28%，且預計哺餵 6 個月以上比率
35.08%，而停餵母乳困難點以奶水不足最多，工作關係次之，有實施產後肌膚接觸比率
76.37%，有實施親子同室比率 52.17%，不知有母乳支持團體高達 95.37%，因此，提升本
市母乳知能與支持團體運作有更大空間。

（三）精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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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05.04.16 假基隆市衛生局辦理 105 年
母乳哺育志工研習。

說明:105.06.26 假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
庚醫院辦理 106 年母乳哺育專業人員進階教
育訓練。

說明：105.05.20 參與本市婦產科診所母乳哺 說明:105.08.23 參與本市母嬰親善醫療院所
餵媽媽教室並宣導母乳支持團體。
再次認證。

說明：105 年本市 E 化健康博物館網站，新增 說明：105.11.19 假本市大型園遊會活動中辦
母乳專區及哺集乳室地圖。
理哺集乳室競賽優良單位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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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7: 新住民與弱勢族群之婦幼健康及事故傷害
（一）執行成效：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新住民生育健康指 1. 提供本市 105 年度登記結婚入境之新住民
導及諮詢檢核達成

生育健康指導及諮詢檢核服務，並提供與生

率

育保健相關服務介紹。
2. 105 年本市新住民列管(含大陸及港澳地區
及東南亞)諮詢個案共 194 人，均已提供健
康指導及諮詢檢核服務，新住民生育健康指
導及諮詢檢核達成率 100%。

原住民生育健康指 1. 利用婦幼健康管理系統及本市市民照護管
導及諮詢檢核

理系統 20-45 歲原住民婦女個案資料進行
一般性健康指導及孕期、產後保健指導。
2. 105 年本市原住民 20-45 歲婦女應建卡個案
共 1,370 人，已建卡管理個案 1,449 人，建
卡管理率 105.7%。

原住民、新住民等 1. 利用婦幼健康管理系統及本市市民照護管
弱勢家庭子女居家

理系統中 6 歲以下原住民、新住民等資料，

安全環境檢核

實際訪視並進行居家安全檢核，將於 1 個月
內再進行第二次訪視，並發給居家安全相關
輔 具工具 (如 :桌角 保護套 、插座安 全蓋
等)，並予衛教居家安全對幼兒之重要性。
2. 105 年度未接獲本市社政單位轉介之個案。
3. 本市 105 年 6 歲以下原住民居家安全環境檢
核目標數為 81 戶，已完成 97 戶，執行率
119.7%。
4. 本市 105 年 6 歲以下新住民及其他特殊族群
居家安全環境檢核目標數為 182 戶，已完成
227 戶，執行率 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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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彩照片

105 年 9 月 25 日衛教主軸居家安全環境宣 提供居家安全目標族群相關宣導品
導假海洋廣場宣導居家安全小細節大危
險，參加人次 500 人

105 年 5 月 14 日「親親寶貝嬉遊記·親子 105 年 3 月 19 日「105 年度學齡前兒童篩
家族總動員」設攤宣導居家安全小細節藏 檢暨居家安全」教育訓練，共計 77 人參與。
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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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8：新生兒聽力篩檢計畫成果
（一）執行成效：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轄 區 接 生 醫 療 1. 於本(105)年 10 月 22 日辦理新生兒聽
院所，推動新生

力篩檢研習 1 場，共計 28 人參加，以

兒聽力篩檢服

提升篩檢醫療院所服務工作流程及衛

務

生所衛教與溝通技巧等。
2. 105 年度本市接生院所共計 5 家，目前
尚有 1 家未執行新生兒聽力篩檢，為
提升篩檢率輔導本市立慢性病防治所
辦理外展篩檢服務，針對本市兩家無
篩檢儀器之接生診所，提供外展服務
共計 296 人。

接生醫療院所

1. 105 年共接生 2,398 人，接受新生兒聽

確實完成出生

力篩檢，已服務共 2,328 位，15 人為

網路通報作

可扣除個案，篩檢完成率 97.69%。

業，並追訪新生

2. 每 2 週定期下載未篩及拒篩個案轉由

兒聽力篩檢未

衛生所關懷追蹤管理，並提供篩檢衞

篩、拒篩個案，

教應於一個月內回診進行篩檢。

落實追蹤管理
應達 95%。

3. 製作宣導單張於接生醫療院所於產婦
最後一次產檢時，加強衛教宣導。

篩檢陽性個案

1. 每 2 週定期下載篩檢未過個案由衛生

追蹤完成確診

所關懷落實追蹤管理及衛教指導。

率 95%

2. 本年度異常個案計 31 位，電話追蹤加
強衛教宣導共 28 案於 4 個月內完成確
診、1 案超過 5 個月完成確診，其餘 2
案為可扣除個案(早產及失聯)，轉介
篩檢陽性個案完成確診率達 97.59%。

透過大眾媒體

1. 透過地方電台廣播及跑馬燈宣導，新
34

(28*1+0.3*1)/
(31-2)=97.59%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宣導，全面推動

生兒聽力篩檢衛教及相關篩檢訊息，

新生兒聽力篩

以提升新生兒聽力篩檢率，本年度電

檢訊息，提升篩

台廣播共計 552 檔次。

檢率

備註

2. 於本年 10 月 6 日辦理通譯員培訓，課
程加入新生兒聽力篩檢之重要性，共
計 22 位外配參加。

（二）檢討及建議
篩檢院所未及時更新篩檢紀錄，未篩名冊中有已完成個案，導致衛生所同仁重覆追蹤，
建請貴署於該服務方案中加強規範院所上傳篩檢記錄時效。
（三）精彩照片

105 年 10 月 20 日假基隆市衛生局，辦理新生兒聽力篩檢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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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9：近視防治計畫成果
(一)

執行成效：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提升衛生所工作人員與幼

1.本市各區衛生所每半年辦理幼兒園業務聯繫會，

教人員相關視力保健教育

並於會中加強宣導兒童近視防治之重要性，共召

及溝通技巧

開 14 場次。

備註

2.本市 105 所幼兒園將兒童視力保健加入教材，使
兒童更加了解護眼重要性之觀念，共納入教材 85
次，約 2,684 兒童人次參加。
辦理學齡前兒童視力及斜
弱視篩檢。

1.利用學齡前兒童整合式篩檢，進行兒童視力及斜弱
視篩檢，並持續追蹤異常個案計 432 人。
2.利用電訪未就學兒童之家長及結合本市衛生所預
防接種及健兒門診，提供符合年齡層兒童接受視力
篩檢服務，約 516 人參加篩檢，期能加強未就學族
群之視力保健。
1.每年定期召開衛生所及幼兒園業務聯繫會適時修
正視力及斜弱視立體感篩檢異常轉介流程，以維護

提昇視力及斜弱視立體感
篩檢異常個案轉介。

服務品質，於各區衛生所共召開 14 場次。
2.針對異常個案及兒童照顧者予以相關衛教，以避免
個案度數加深，計有 432 名異常個案及兒童照顧者
接受轉介及相關衛教。
1.發送各幼兒園視力保健相關宣導單張及海報予以
兒童照顧者外，並於各相關活動宣導使用，發予兒

透過大眾媒體宣導，推廣
兒童視力篩檢及防治訊
息，提升家長相關知識。

童照顧者，以建立兒童近視防治正確之觀念。
2.結合「愛在基隆·擁抱健康～2016 年世界糖尿病日
世代融和園遊會」活動，宣導兒童照顧者相關兒童
近視防治觀念，並於會中提供兒童視力篩檢，計有
500 位家長照顧者及兒童參與活動。

高風險近視兒童關懷

1.本市視力篩檢之近視異常個案共 77 位兒童，針對
36

105 年 12 月
再更新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近視異常個案，致電詢問兒童照顧者，關懷高風險
近視兒童用眼習慣，提醒兒童照顧者每日戶外活動
應維持 2 小時，並施行 3010 眼安康之習慣，以減
緩兒童罹患近視之風險，計有 77 份問卷完成。

(二) 成果照片

愛在基隆·擁抱健康～2016 年世界糖尿病日世
幼兒園業務聯繫會
代融和園遊會之宣導活動

兒童照顧者近視防治之宣導教育

兒童近視防治宣導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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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10：青少年性健康促進管理(遺傳及生育調節)
計畫成果
(一) 執行成效：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結合資源推動青少年健康服務

1. 輔導與推動本市青少年生育保健門診，配
合國健署「親少年親善醫師/門診」計畫，
於 8 月 3 日訪視輔導本市 2 間青少年親善
醫療院所(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及廖內兒科
診所)，並輔導本市有意願加入「Teens’幸
福 9 號」青少年生育保健親善門診之醫師
參加相關培訓，以促進及保障青少年生育
健康。
2. 推動青少年健康服務，以本市健康促進學
校為平台，針對國小、國中與高中職學校
教職人員，於 3 月 16 日辦理 1 場青少年性
教育種子教師增能研習，由學校教師及校
護參與，共計 62 人參加。
3. 與教育處及中央輔導委員召開業務聯繫
會，共同討論健康促進學校性教育相關議
題。
4. 結合崇右技術學院表演藝術系與教育部健
康促進學校中央輔導委員龍芝寧老師，辦
理「青少年性教育微電影製作」之產官學
合作計畫，將微電影內容製作成光碟，分
送至本市國小、國中、高中及轄區衛生所，
以活潑的微電影方式進行宣導，以建立青
少年正確的性觀念。
5. 於 12 月 14 日辦理教師增能研習課程，以
「性教育微電影」為導向進行教學示範，
說明如何運用多元媒體教材以有效之教學
策略培養學生對性的正向觀點，以提升「自
尊」與學習「真愛」為基礎的「青少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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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健康促進」
。參加對象為國小、國中與高中
職學校之教職人員及校護，共計 53 人參與。
6. 辦理已生育未成年個案管理：透過本市每
月出生通報系統與戶政資料產出之已生育
未成年個案，由轄區衛生所進行建檔與管
理，並提供生育保健衛教服務指導，以維
持個案服務品質。

多元化行銷宣導

1. 於 3 月至 10 月辦理青少年校園性健康促進
宣導活動 8 場次，共計 350 人參加。
2. 以本市 E 化健康博物館網站為平台，透過
多元傳播管道提供相關健康資訊。
3. 配合轄區健康促進學校，辦理校園性教育
暨愛滋病防治(正確使用保險套)宣導活動
及講座、兩性教育議題-教室佈置競賽、校
內徵文競賽(祝福愛滋病患的一句話)等，藉
由多元化行銷宣導活動，提升青少年對性
健康促進之知能，促進其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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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精彩照片

說明: 青少年性教育種子教師增能研習

說明: 「別上紅絲帶關懷永遠在」活動

說明: 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宣導講座

說明: 校內徵文競賽(祝福愛滋病患的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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