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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達成情形

跨領域合作推動 臺北市長期且持續與產、官、學、民、媒等跨領域
健康減重
之公、私部門維持友善夥伴關係，號召機關、社區、
職場、學校及醫療院所等各場域共同響應健康體重
管理活動，將健康飲食及規律運動的觀念落實於市
民日常生活中，6 年(100-105 年)累計 60 萬 2,235 人
次參與，約減重 827 公噸。
決定優先改善的 透過健康署｢社區肥胖防治環境評估工具｣及 105 年
致胖環境議題
臺北市社區肥胖環境因子調查結果回顧與探討，依
問題改善之急迫性、可行性、效益性、困難性等項
目進行評估後，以｢限制非健康食品｣、｢加強運動
安全｣及「持續推廣健康餐盒」為優先改善議題，
並整合社區資源，號召各部門共同推動健康環境營
造，並定期進行成效檢討。
建置健康飲食環 1、 永國康際國際際小農市集：由臺北市政府產業
境及提升運動人
發展局輔導協助農學市集團隊，在國際觀光客
口
聚集的永康街公園小農市集，採用中、英、日
文三種語言，向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推薦臺
灣最道地、最有特色的小農物產，永康小農市
集召集的是台灣各地有代表性的小農，從米
食、生鮮蔬果到香菇、蜂蜜、茶葉等，都是以
友善環境的方式生產，不僅讓當地居民認識食
物來源的生產者與生產過程，能夠吃得更安
心，也更有信任感
2、 職場通勤步道，歷史人文與健康匯集：以社區
健康營造模式，結合歷史人文古蹟設立 2K 步
道，如尋找天空以馬偕醫院為起點沿著中山北
路到林森公園；現代藝術巡禮由馬偕醫院出發
經捷運雙連站、中山站到當代藝術館；表參道
巡禮途經晴光市場、大同大學及美術公園台北
故事館；或林蔭-浪漫婚紗～悠遊-燈海、花博
路線等健康步道，具有中山北路過去的歷史人
文的故事，創造健康與知性之旅。
3、 ｢臺北市樂齡運動圈｣平臺上路：隨著人口的快

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速老化，臺北市於 104 底老年人口已達 14.8%，
為六都人口最老，臺北市有鑒於此，除在 12 區
設置 36 站長青悠活站及 103 年設置全國首座銀
髮智慧生活館，另為了讓銀髮族透過運動習
慣，維持健康延緩老化，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與
資訊局於 105 年合作建置｢樂齡運動圈｣網站
(eldermov.taipei)平臺，結合了體育局、衛生
局、教育局、民政局等局處提供的各式運動相
關課程，讓銀髮族可透過單一平臺選擇喜歡的
課程參加，利用 3C 工具活躍老化。樂齡運動圈
網站內容包羅萬象，目前共有 2 百餘筆課程資
訊，將銀髮運動種類分為球類、瑜珈、舞蹈、
保健等，方便銀髮朋友快速找到有趣的課程。
4、 有愛無礙，北市全面推動公園無障礙環境：公
園是全民休憩、活動的場所，相關設施的設置，
除考量一般民眾需求外，更需考量身心障礙人
士、老人及幼童等安全使用公園相關設施的權
利，因此，為讓輪椅族等弱勢族群朋友能安心
使用公園設施，臺北市政府工務局針對公園進
出口及主要動線，大力推動無障礙設施，希望
讓每位市民都能安心進入公園，並有舒適的休
憩環境及安全無虞的活動空間。
5、 三橫三縱，營造友善安全的自行車路網：為完
善臺北市市區自行車路網，提供自行車及行人
更友善安全的通行環境，臺北市政府訂定
104-108 年間完成臺北願景城市-自行車路網
計畫，並分年持續建置。104 年優先建置三橫三
縱市區自行車道，截至 105 年 9 月底已完成本
市 市 區 自 行 車 道 390.19 公 里 ( 含 人 車 分 道
80.88 公里及人車共道 309.31 公里)，加計河
濱自行車道 112 公里，全市自行車道長度共計
502.19 公里。
6、 健走步道電子地圖易查詢：由 12 行政區中精選
24 條健走特色步道，結合臺北市政府資訊局
GIS 系統提供民眾運動資源，並運用健康雲及
健康體重管理 APP 宣導，提供民眾便捷查詢及
記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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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社區民眾揪 1、 訂定獎勵方案，規劃｢參加獎｣、
「個人/團體體重
團參與
回報獎」、
「健康體重管理行動達人獎」
、「ON
AIR 限時回復獎」及「健康體重管理服務獎」
等獎項，強化民眾參與健康體重管理活動之
意願，促進市民健康；105 年度有 7 萬 0,963
人參加，減重公斤數達 127.97 公噸。
2、 結合本局「105 年度社區健康生活化方案」指定
議題執行，透過本市共 40 個社區團體推動社區
健康減重，共減重 9,646.9 公斤。
強化民眾健康認 1、 結合社區醫療衛生資源，提供各場域健康體重
知及發展個人健
管理知能及開設減重班 51 班，藉此養成學員均
康減重管理技巧
衡飲食及規律運動習慣。
2、 市府帶頭示範，建立健康環保的用餐環境，引
領健康環保飲食新浪潮：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
於 105 年 4 月 1 日起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
為讓大家建立健康生活型態，員工餐廳停用美
耐皿餐具且外帶不再提供紙餐盒，改用不鏽鋼
餐具與自備環保餐具，未自備者可購買或以押
金租借環保餐具；在地下 2 樓便利超商部分，
外帶熱飲及關東煮不再提供紙杯及紙碗。配合
政策施行，員工餐廳設置隧道式洗碗機，清洗
使用過的不鏽鋼餐具。而自備環保杯購買咖啡
熱飲有折扣優惠，店家也提供消費者免費環保
餐具借用。藉由健康政策制定及宣導，使市府
團隊及個人落實環保意識，更為自己的健康把
關。
3、 平起平坐野餐日，體驗｢慢食｣生活態度：隨著
生活飲食型態改變，在追求快速便利的飲食過
程中，產生各種食安及環境問題，除了對土地
帶來劇烈的負擔外，人們也漸漸淡忘｢吃｣的本
質。臺北市客家委員會結合客家文化基金會 105
年以｢慢食｣為主題，推出一系列體驗及演出活
動，包括：親手製作水耕盆栽，透過簡單的水
耕法，親手栽種健康無毒的食材；另與竹夢市
集的小農合作，準備安心的農產及客家美食；
透過｢認識食材原貌從何而來｣、｢採用新鮮食材
及古老方法製作而成的食材｣、｢完美呈現食材
的原味｣及｢從吃去感受生活品質的昇華｣等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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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慢食生活，讓民眾擁有更優質的飲食生活。
4、 田園體驗樂悠遊，城市空間綠油油：為推廣田
園城市理念，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臺北市 11
所社區大學分別於農場、校園或社區內耕植地
辦理 1 日或半日的小田園教育體驗活動，主題
包含農耕生活體驗、百年古水圳、南港里山等
都市農園小旅行、蜂情萬種的蜜蜂生態及南機
場魚菜共生系統等，吸引近千名各級學校師
生、家長及一般民眾報名參加。另臺北市社區
大學也積極參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小田園畫，
並陸續於校園、社區等閒置空間處設置田園基
地，嘗試不同的農耕方式，如魚菜共生系統、
籃耕、樸門農法、社區特色綠牆等方式，與小
農們互相交流栽種心得，研發改良出更適合城
市的種植法，亦透過與學校師生及社區民眾實
作體驗活動的過程，推廣食農教育，在社區空
地、屋頂、辦公室或家裡陽臺，也能輕鬆打造
小小農場。
5、 樂齡運動巡迴指導團全市走透透：為提供銀髮
族合適的運動及專業指導，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推出活躍樂齡運動計畫並成立樂齡運動指導
團，要為長者打造｢安全、有趣及持續｣的專屬
運動課程，課程設計加入許多適合長者運動輔
具，如彈力帶、彈力球、沙球及相關安全運動
器材，透過設計適合熟齡者的肌力、肌耐力、
平衡、敏捷運動，達到全性的體適能強化，以
提升本市規律運動人口，打造健康運動城市。
健康減重行銷、 1、 本市通過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5 年度健康
成效分析及成果
職場認證」之事業單位共計 293 家。
發表
2、 於 105 年 11 月 18 日假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辦理
「社區健康生活方案成果發表會」
，會中頒發 10
個減重績優社區團體，計 300 人參加。
3、 105 年有 60.9%的民眾知道
「18 歲以上成人 BMI
值介於 18.5~24 屬於理想體重」
。
4、 105 年有天天吃五蔬果民眾的比例為 41.1%。
5、 105 年調查結果，民眾過去一個月內有做過持續
10 分鐘以上運動的比例為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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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討及建議（PDCA）
1.本局致力輔導社區團體、醫療院所及職場推動健康體重自主管理，
建置個人體重管理的隨身行動日記－臺北體重管理 APP 及網頁專
區，惟部分使用者針對系統操作較不熟悉，而影響使用意願。因
此，將持續蒐集使用者評論作為系統改進參考，以提供使用者更
簡單操作介面及更友善的支持性環境，進而提升健康體重自主管
理之意願。
2.依據本局「105 年度臺北市 12 區 18 歲以上民眾代謝症候群認知調
查計畫」結果發現，民眾對「18 歲以上成人 BMI 值屬於理想體重」
之認知正確率（60.9%）較去年略微下滑（104 年為 63.2%）
，本局
將持續宣導健康體重管理活動及健康體位相關認知，使更多民眾
獲得正確的健康體重管理資訊。
（三）精彩照片

市區人行道及自行車道設置透水性鋪面

田園城市共鋤共食

樂齡運動巡迴指導團

田園城市綠屋頂

子計畫 2：臺北市活躍老化計畫成果

子計畫 2：臺北市活躍老化計畫成果
（一） 執行成效：
（請儘量以量化及條列式方式撰寫資料）
原定成效

1. 本 市醫 療院所 與社 家
署 社區 照顧關 懷據 點
結 合辦 理健康 促進 活
動之比率達 95%以上。

2. 辦 理轄 區長者 參與 健
康促進競賽活動。
(1) 本市長者組隊參加相
關健康促進競賽活
動組隊目標人數達
1 萬 745 人。
(2) 本 市 長 者 隊 伍 至轄
內社區、學校、機
構、職場等場域表演
隊數至少 3 隊。
(3) 本市安、養護機構老
人組隊參與健康促
進相關競賽活動至
少 2 隊。
(4) 本市於 104 年 8 月底
前辦理 1 場長者健
康促進競賽活動。

實際達成情形
(1) 積極鼓勵轄區醫療院所結合社區內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以辦理長者健康
促進相關活動，藉由辦理衛教宣導活
動與健康講座，增加長者健康知能與
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2) 105 年 1-12 月本市醫療院所與 67 家
社區關懷據點共同辦理長者健康促
進活動計 420 場次，參與人數達 1 萬
6,165 人次。
(1) 本市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結合相關
老人團體辦理多元化長者健康促進
競賽活動，105 年 1-12 月計有 299
隊，參與人數達 1 萬 2,880 人次。
(2) 本市長者隊伍至轄內社區、學校、機
構、職場等場域表演隊數計有 27 隊。
(3) 本市安、養護機構長者組隊參與健康
促進競賽活動計有 17 隊。
(4) 本市於 105 年 7 月 31 日假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辦理「2016 高齡友善‧幸
福臺北」銀髮長青活力 SHOW 活
動，共計 721 位長者參與，其中超過
90 歲以上的長者共有 27 位。
(5) 透過各區健康服務中心、鄰里辦公
室、各區公所及運動中心等網站發布
老人健康促進活力秀相關訊息(如初
賽等)共計 59 則，新聞媒體露出共計
25 則(電子報 18 則，數位新聞 6 則，
廣播 1 則)。
(6) 今年度代表本市參加「2016 樂齡寶
貝 熱情無限 阿公阿嬤活力秀-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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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轄區 25%以上長者至
少參與 1 項健康促進
活動。

(2)

(1)

4. 辦理三高及慢性腎臟
病防治宣導活動之參
與人數達 1 萬 9,150
人。

(2)

(3)

競賽」的 5 支隊伍為「信義區永安社
區發展協會」
、
「大安區永健長青樂活
隊」
、
「大同區大同樂活隊」
、
「內湖區
中華民國天使之家全人關懷協會天
使長青活力多隊」
、
「北投區關渡樂齡
隊」，其中「大同區大同樂活隊」及
「北投區關渡樂齡隊」各別獲得律動
組及舞台組金牌殊榮。
與本府教育局及社會局共同規劃長
者健康促進核心課程，以結合臺北市
立聯合醫院、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社
區團體，辦理長者健康促進課程及活
動，強化長者的健康體能及自我照護
能力，建立健康生活型態。
結合本市醫療院所、關懷據點及社區
團體等，共同辦理長者健康促進活
動，105 年 1-12 月參與人數共計 12
萬 9,860 人，參與率達 32.41%。
利用提供社區篩檢服務進行三高及
慢性腎臟病防治衛教宣導；並結合社
區內不同型態地點（如學校、宗教場
所如廟口教堂、里辦公室或社區活動
中心，職場，社區藥局，公、私行政
服務區，商店賣場、住宅大樓社區管
委會等）設置血壓測量站，提供血壓
及腰圍測量服務，及代謝症候群防治
宣導。
張貼相關宣導海報及衛教單張，喚起
民眾對血壓、血糖、膽固醇及慢性腎
臟病防治保健意識，進而強化三高及
慢性腎臟病防治的知能。
結合社區團體辦理三高及慢性腎臟
病防治宣導活動，105 年 1-12 月共
辦理 1,193 場次，65 歲以上長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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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人數達 4 萬 1,670 人。
(4) 利用志工教育訓練進行三高、代謝症
候群、腎臟病等慢性病防治之衛教宣
導，以志工為種子將防治概念傳達給
社區民眾，提升區民對代謝症候群認
知，瞭解自己的血壓值，進而落實健
康自主管理。
（二） 檢討及建議
1. 本局所屬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於年初開始招募團體參與競賽活
動，但聯絡過程中大多數團體雖有心想參與，卻受限於組隊人數
及年齡限制。建議長者健康促進競賽活動之參賽規則可減少組隊
人數，或放寬年齡條件，讓更多長者可參與活動。
2. 本市部份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已向社會局申請輔助，易造成資源重
覆，建議未來在輔導關懷據點結合社區資源，以未申請輔助者為
優先，避免資源重疊，提供長者健康政策和相關知能與技巧，以
達成健康促進之目的。
3. 臺北市長者參與「口腔保健」議題之參與人數較低，未來應強化
口腔保健之宣導，如：結合里辦公室辦理三高檢測工作站時，發
放相關口腔保健注意事項之宣導單張衛教及辦理口腔講座等，並
於社區講座，多以圖片或影片生動方式呈現，以輔助長者理解。
4. 於每季填報報表繁瑣，且第 4 季須每月提供，增加基層同仁業務
及行政程序，建議應提供線上填報系統，以減少彙整時間及行政
流程。

（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臺北市柯文哲市長頒贈敬老禮予 90 歲以上
高齡長者

結合社區資源辦理長者口腔保健課程

鄰里節慶活動辦理「代謝症候群暨慢性腎臟 長者健康促進活動:祖父母節仲秋音樂會
病防治」趣味競賽

子計畫 3：臺北市推動慢性病照護網計畫計畫成果
（一）執行成效：
原定成效
1.提升轄區內已加入糖
尿病醫療給付改善方
案之醫療院所，其糖尿
病患加入方案之照護
比率。
2.提升本市醫療院所糖
尿病人尿液微量白蛋
白之檢查率。

實際達成情形
依據國民健康署 105 年 12 月 21 日函文資料，
糖尿病患加入方案之照護比率達 38.2％，目標
達成率 109%。

依據國民健康署 105 年 12 月 21 日函文資料，
糖尿病患加入方案之照護比率達 59.2％，目標
達成率 123%。3.提升本市醫療院所提 依據國民健康署 105 年 12 月 21 日函文資料，
升糖尿病人眼底檢查 糖尿病患加入方案之照護比率達 37.6％，目標
或眼底彩色攝影之檢 達成率 107%。查率。
4 辦理糖尿病防治講座 截至 105 年 11 月底辦理 61 場，目標達成率
場次 12 場。
508%。
5.辦理臺北市糖尿病人
腎病變及視網膜病變
等相關併發症議題健
康促進課程。
6.辦理本市糖尿病共同
照護網醫事人員認證
及教育訓練課程。
（1）
「專業知識」電腦
考試。
（2）繼續教育訓練課
程。

105 年 1-11 月於十二區中心辦理腎病變及視網
膜病變等相關併發症議題健康促進課程共計
42 場次，共計 2,100 人次參與。

（1）
「專業知識」電腦考試：16 場。醫事人員
認證「專業知識課程」電腦考試共計 172
名醫事人員報考，及格人數 114 人，及格
率 66.3%。
（2）繼續教育訓練課程 4 場。臺北市糖尿病
共同照護網截至 105 年 11 月 30 日止認證
醫事人員累計已達 1,919 人；認證醫療機
構累計 212 家。
7.輔導本市腎臟病健康 105 年 1-11 月結合社區資源辦理有關三高及慢
促進機構結合社區資 性腎臟病防治之醫護人員教育訓練或觀摩共
源舉辦有關三高及慢 計 23 場次。
性腎臟病防治之醫護
人員教育訓練或觀摩。
（二）檢討及建議

備註

1. 針對本市糖尿病患者人數及名冊，本局無法掌握，需透過中央健康
保險署進行索取困難，建議由國民健康署提供臺北市糖尿病個
案，以精準進行追蹤及訪視，並適時提供衛教資源，以提升糖尿
病患照護品質。
2. 將持續加強本局各轄區糖尿病人宣導，鼓勵其可至已加入健保「糖
尿病品質支付服務方案」之醫療院所就診，並每年定期作眼底鏡
或眼底彩色攝影檢查及尿液微量白蛋白檢查。
3. 持續輔導並鼓勵本市醫療院所內相關科別均能積極參與糖尿病相
關照護服務，提供糖尿病患接受微量白蛋白、眼底鏡檢查或眼底
彩色攝影檢查等照護，納入年度輔導考核及辦理獎勵進步績優醫
療院所活動，並作為年度目標、成果檢討、業務規劃之參考依據。
（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

105 年 7 月 20 日舉辦糖尿病共同照護網暨
心血管疾病防治網推動委員會

105 年 10 月於臺北市政府大樓西區外
牆懸掛巨幅海報宣導糖尿相關併發症

105 年 10 月 29 日於市政府舉辦「控糖穩

105 年 11 月 27 日於中正紀念堂民主大

穩、用 7 點亮視界」園遊會暨點燈活動

道辦理「2016 糖友嘉年華健走大會師」

子計畫 4：臺北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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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提 升 本 市 1-1 本局暨所屬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
1-1-1 結合本市資源，於 105 年 3 月 7 日啟動「臺北市癌症
子 宮 頸
防治便利網」記者會。
癌、乳癌、
1-1-2 運用多元通知癌症篩檢：
口腔癌及
(1) 以語音提醒一對一邀約結合台北卡集點換現金好禮，通
大腸癌篩
知乳癌首篩族及子宮頸癌和 6 年未做子宮抹片婦女鼓
檢及涵蓋
勵參加篩檢，共寄送 7 萬 4,290 通。
率，擴大防
(2) 運用精實管理手法精簡本市癌症篩檢通知流程，整合癌
治成效
症篩檢通知資料，提高通知成效，並減省通知成本。
2. 提 高 子 宮
1-1-3 運用多元宣傳管道
頸癌、乳
(1) 利用單張、海報、LED 電視牆廣告、捷運燈箱廣告、雜
癌、口腔癌
誌專刊、電子書、垃圾車懸掛布條…等方式宣導。
及大腸癌
(2) 結合社區、學校、職場及機關等場域到點設置篩檢保健
之陽性個
站及癌症防治宣導。
案 確 診
(3) 與警廣及好事聯播網、台北廣播電台合作辦理四癌篩檢節
率，降低其
目專訪及業務宣導託播。
1-2 落實醫療院所合作癌症篩檢，截至 105 年 12 月 28 日止四
死亡率
癌篩檢涵蓋率分別為：乳癌 37.68%、大腸癌 35.43%、口腔
3. 落 實 癌 症
癌 51.57%、子宮頸癌 51.08%。
陽性個案
(1) 辦理「台北卡」癌症篩檢計畫集點活動，截至 105 年 11
之追踨與
月 15 日共集點 8 萬 9,711 人次。
轉 介 管
(2) 於十二區辦理 59 場社區「整合性預防保健篩檢」活動，
理，提升個
包含四癌篩檢與成人健康檢查，共計服務 9,542 人。
案管理成
(3) 結合母親節及父親節，於市立聯合醫院辦理「醫院型複
效
合式篩檢」活動 9 場次，提供三高量測及四癌篩檢，共
4. 降 低 嚼 檳
計服務 1,403 人。
率、提升民
(4) 自 105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1 月 25 日辦理「愛咪大進擊
眾對檳榔
乳癌篩檢抽獎活動」
，共計抽出 27 名得獎者，現金 10,000
健康危害
元 1 名、禮券 5,000 元 3 名、禮券 3,000 元 5 名、禮券
認知程度
1,000 元 8 名、禮券 500 元 10 名，將請得獎者後續至本
局領取獎項。
(5) 自 105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1 月 25 日辦理「子抹篩檢 1+1=
月月抽、月月送」抽獎活動，已於 10 月 13 日及 11 月 7
日分別抽出 10 組(共 20 名)中獎人員，預計於 12 月 12
日辦理第三次抽獎。
(6) 本局輔導 31 個社區醫療群，共 201 家診所提供癌症篩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服務。
(7) 105 年 10 月辦理「105 年癌症工作坊」2 梯次，共 101
人參加。
1-3 職場及非政府組織(NGO)團體合作辦理各項宣導活動
(1)自 105 年 1 月至 11 月辦理 1,433 場社區篩檢服務，共計
服務 10 萬 6,611 人次。
(2) 自 105 年 1 月至 11 月與職場合作辦理 331 場癌症篩檢
服務，共計服務 2 萬 4,461 人次。
(3) 105 年 4 月 23 日與本市松山慈祐宮合辦「幸福護腸 御
守健康」記者會，由該宮廟董事長與本局局長出席。
(4) 105 年 5 月 7 日與台灣癌症防基金會辦理「2016 粉紅健
走嘉年華」活動，鼓勵婦女朋友定期參加乳房 X 光攝影
檢查，共計 3,000 人參與。
(5)105 年 10 月 1 日與台灣癌症基金會合辦「2016 愛波舞后
舞林召集令」活動共計 300 人參與。
(6)105 年 10 月 5 日與臺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合辦 「原住民
敬老暨健康講座活動」
，共計 200 人參與。
(7)105 年 10 月 16 日與台灣癌症基金會共同辦理癌症快閃活
動，共計 300 人次參與。
(8)105 年 11 月 5 日，本局與不老騎士出發共同發布記者會
共計 300 人參與。
(9) 105 年 8 月 26 日與本府各單位辦理「員工四癌篩檢」活
動，鼓勵市民定期參加癌症篩檢共計 200 人參與。
(10)於 105 年 12 月 1 日假本市市政大樓 1 樓中庭辦理推
動癌症防治績優職場及最佳夥伴獎頒獎典禮。
(11) 於 105 年 12 月 2 日假本市市政大樓 1 樓中庭辦理
「推動癌症防治績優醫院」及「防癌志工結業證書」頒
獎典禮。
(12)於 105 年 12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7 日辦理「臺北市口
腔癌篩檢週-1.2.3.篩檢送禮券」活動。
2-1 辦理醫護人員癌症防治教育訓練及培訓社區防癌人員
(1) 辦理「105 年度非牙科、耳鼻喉科醫師口腔黏膜檢查教
育訓練」3 梯次，共計 82 位醫師通過認證。
(2) 結合本市醫師公會、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及本局癌症承
辦人員、癌症管理中心個案管理師，辦理「105 年癌症
防治工作坊」
，共計 101 人參加。
2-2 提升醫療院所癌症篩檢品質
(1) 辦理「105 年醫院癌症篩檢、診療醫療品質提升計畫」，
並進行實地輔導及考核 25 家醫院。
(3) 利用醫院督考及邀請長官（含局長）拜訪醫學中心層級
如：台大、國泰及萬芳等教學醫院，及長官於 5 月至 8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月分別拜訪醫院加強癌症篩檢服務。
(4) 協助及輔導醫療院所辦理四癌及陽性個案追蹤等工作。
(5) 辦理「105 年臺北市癌症防治基層診所推動癌症防治獎
勵計畫」
，並獎勵診所口腔癌篩檢服務獎共 11 家及子宮
頸癌及大腸癌篩服務績優獎共 20 家。
3. 透過癌管中心(call center)結合本市 12 區健康服務中心與轄
區參加癌症醫療品質提升計畫之醫院合作，提供完善的疑陽
及陽性個案關懷服務。
4-1 辦理檳榔防制地方宣導工作
利用電視、廣播、平面報導（如：社區報紙、雜誌、新聞
稿…）、戶外廣告（如：車體、燈箱、看板、社區牆面彩
繪、大型布幔）等方式宣導。
4-2 辦理檳榔健康危害防制個別衛教及戒檳班團體衛教
由本市「105 年醫院癌症診療品質提升計畫」之 10 家醫療
院所開設檳榔健康危害防制個別衛教及戒檳班團體衛教。
（二）檢討及建議
1. 持續提升本市癌症篩檢量與強化防癌之概念
(1) 因本市市民自主性高，篩檢誘因不足，以致配合度不高，除多元
宣導及辦理各篩檢活動外，亦規劃搭配台北卡集點活動，民眾完
成四癌篩檢及篩檢陽性個案完成複檢，即可獲得台北卡點數回
饋。為使民眾踴躍參與篩檢活動，本局協助民眾完成辦卡作業、
鼓勵接受篩檢並發送簡訊與語音催檢、人工電話通知受檢民眾兌
換點數，集點活動過程中為確保民眾能及時入點，本局定期匯入
民眾篩檢資料完成集點作業，提升癌篩之意願。105 年台北卡篩檢
集點共 8 萬 9,711 人次，於 106 年度將繼續辦理。
(2) 因本市醫療資源豐富，希冀本市自費健檢診所篩檢個案資料可納
入中央癌症篩檢資料庫，以實際顯示本市篩檢量，同時避免個案
重複篩檢情形。
(3) 因職場勞工工時長，於職場辦理癌症篩檢活動不易，建議將四癌
篩檢項目納入員工健康檢查項目，以保障職場員工之健康權益。
2. 持續加強陽性追蹤困難之個案管理
計畫執行過程中發現未完成確診之原因有「自覺罹患性低(自覺身體
健康、怕被檢查出有疾病)」
、
「行為障礙(工作忙碌、行動不便、具其
他疾病)」
、
「其他(拒訪、自述已確診、已協助預約尚未確診、個案口
頭答應但尚未確診、自行安排、再次篩檢、出國/居住國外)」等。針
對上述因素，本局建構社區癌症篩檢網絡，整合健康服務中心功能與
運用社區癌症篩檢資源，培訓癌症篩檢管理中心人力，培訓防癌尖
兵，以電話諮詢方式，轉介篩檢困難個案及陽性後續轉介困難個案接
受篩檢或診療，並藉由本局、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與合作醫療院所服

務成效追蹤管理機制。
（三）癌症防治活動相關相片

105 年度醫院型整合式篩檢活
動

「105 年度非牙科、非耳鼻
喉科醫師口腔黏膜檢查」教
育訓練

105 年 11 月 05 日
「不倒騎士出發」記者會

105 年 12 月 1 日
辦理癌症防治績優職場頒
獎典禮

子計畫 5：臺北市出生性別比之監測與稽查計畫成果
（一）執行成效：
原定成效
1.105 年 1-12 月本市出
生性別比（SRB）未顯著
＞1.06 達 80%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本市 105 年 1-12 月出生性別比（SRB）
為 1.071，總計 40 家醫療院所，其中 39
家 SRB 未顯著>1.06，比例達 95%，目標
達成率 100%。
依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及國民健康

2.105 年 1-12 月執行出
生性別比醫療院所輔導
達成率達 80%

署，提供本市 105 年健保合約院所及人
工生殖機構，總計 128 家。藉由辦理政
策宣導會及實地訪查，已完成 103 家醫
療院所之輔導，醫療院所達成率：80%，
目標達成率：100%。

3.105 年 1-12 月執行出
生性別之醫事人員教育
訓練或民眾宣導共計 8
場。

本局及所屬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共辦理
醫護人員或民眾宣導之教育場次共計 13
場。目標達成率：163%。

4.105 年 1-12 月行政配 本市辦理出生性別比之監測、輔導及教
合 度 及 執 行 效 率 達 育訓練成果之報告回復時效目標達成率
100%

100%。

（二）檢討及建議
1.本市 105 年 1-12 月出生性別比 1.071 低於全國 1.077，每月出生
之男嬰及女嬰比率不同，將持續宣導男生女生一樣好之正確性別
觀念。
2.本局積極針對本市出生醫療院所及醫事檢驗所，除辦理政策宣導
說明會、實地訪查輔導，以加強醫事人員醫學倫理建立反對性別
篩選的認同感，並結合醫療相關公(學)會及非營利組織等專業團

體，宣導性別平等及推動嚴禁性別篩選政策，並將人工生殖法及
出生性別比平衡等相關法規宣導，納入本市醫療院所督導考核項
目；另藉由辦理講座、宣導單張等多元宣導方式，提升民眾之認
知。
3.本局持續透過辦理說明會、研習會等進行政策宣導。未來將透過
結合轄區內之醫療院所、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老人服務中心、
長青活力站、社區（如里鄰辦公室、活動中心）等單位辦理民眾
出生性別平衡相關宣導活動、講座等，以達性別結構趨於正常。
（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

說明:105 年 10 月 6 日辦理於「105 年人工生
殖暨出生性別比醫學倫理教育訓練」，
共計 80 位醫療專業人員(40 家醫療院
所)參與。

說明:105 年 12 區健康服務中心各區辦理出生
性別醫護人員或民眾宣導之教育場次。

說明:製作「男孩女孩都是寶，生男生女一樣
好」宣導品，加強民眾對出生性別男
女平衡之認知。

說明:於各區行政中心服務台張貼宣導海報。

子計畫 6：臺北市營造母嬰親善的哺乳環境計畫成果
（一）執行成效：（請儘量以量化及條列式方式撰寫資料）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1. 辦理母乳哺育教育訓練
(1) 醫護人員

(1) 3 月 28 日辦理，計 351 人參訓。

(2) 母乳志工

(2) 4 月 19 日辦理，計 145 人參訓。

(3) 保母人員

(3) 5 月 28 日辦理，計 200 人參訓。

(4) 藥事人員

(4) 9 月 30 日首度辦理，計 158 人參訓。

2. 辦理母乳哺育宣導活動
(1) 社區及職場健康講 (1) 於健康服務中心辦理母乳哺育健康講
座

座，截至 12 月共辦理 75 場次，計 2,321
人參與，男性 287 人，女性 2,034 人。
(2) 結合社區民間團體辦理「新手父母支持
團體活動」，截至 12 月共辦理 13 場次
計 146 人次參與。
(3) 10 月 23 日結合內湖親子館辦理《男孩
女孩都是寶，快樂育兒免煩惱》健康講
座，宣導母乳哺育及兒童發展篩檢，計
36 人參加。
(4) 11 月 13 日辦理「母乳家庭親子闖關大
會師」活動，計 13 人參與。

(2) 社區母乳志工

(5) 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招募及培訓母乳
志工，協助推廣母乳哺育，並提供婦女
母乳哺育諮詢和技巧指導、家庭訪視
等。

(3) 母乳哺育諮詢專線

(6) 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設有母乳哺育諮
詢專線，截至 12 月止共計服務 5,932
人次。

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4) 社區母乳哺育率追 (7) 依出生通報資料之戶籍地追蹤產後 2 個
蹤

月及 6 個月母乳哺育情形，並提供諮詢
服務，截至 12 月止計服務 2 萬 2,235
人次。

3. 提供友善支持環境，創
造更多便利哺乳空間
(1) 依據「公共場所母 (1) 截至 12 月止本市依法應設置哺集乳室
乳哺育條例」稽查

之機構計 428 家，皆已完成設置，年度

依法設置之哺集乳

稽查率 100%。

室
(2) 辦理優良哺集乳室 (2) 105 年共計 175 間哺集乳室通過認證，
認證

全市共有 560 間優良哺集乳室。

(3) 友善臺北哺集乳室 (3) 徵集本市對外開放民眾使用且已通過
公開資料建置

優良哺集乳室認證之哺集乳室相關服
務資訊，以資料集形式開放資料，鼓勵
個人、企業和組織運用開放資料創造知
識資產及便民服務。105 年完成 219 筆
哺集乳室資料建置。

4. 提升母嬰親善醫療院所
之出生數涵蓋率，並輔
導產後護理機構
(1) 輔導本市接生醫院 (1) 本市共計 23 間母嬰親善醫療院所，出
參與母嬰親善醫療

生數涵蓋率為 77.26%，105 年度實地輔

院所認證

導 8 家接生醫療院所。

(2) 追蹤統計接生醫院 (2) 本市接生醫院每季提報前季母乳哺育
母乳哺育率

率，統計 1-12 月住院期間純母乳哺育
率 56.78%。

(3) 輔導本市產後護理 (3) 截至 12 月底本市產後護理機構共 62
機構

家，輔導訪視 62 家，輔導率 100.00%，

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達成率 333.33%。

5. 多元行銷提升母乳哺育
正向認知與支持
(1) 定期維護本局官網 (1) 定期更新「母乳哺育」專區資訊，包含
「母乳哺育」專區

母乳衛教資訊、哺集乳室、母嬰親善醫
療院所、法規等。

(2) 多元宣導活動

(2)多元宣導活動
a.4 月 11 日及 9 月 20 日，本局配合勞
動局共同辦理 105 年度「職場平權暨
性騷擾防治研習會」，宣導營造友善
職場哺乳環境，希望無論在哪裡工作
的女性都能兼顧工作與母乳哺育。
b. 4 月 23 日本局配合中央健康保險署
辦理「全民健康保險開辦 21 週年」
健行及宣導活動設攤，宣導母乳哺育
及兒童發展篩檢的重要，希望大人小
孩都健康成長。

(3) 製作母乳文宣

(3) 為 宣 導 社 區 民 眾 母 乳 哺 育 的 正 確 觀
念，協助產婦能順利哺餵母乳，編印
了「『母乳』給孩子量身訂作的禮物」
宣導單張 3 萬 5,000 張、海報 2,000
張、手提袋 5,000 個及手提 L 型資料
夾 1,500 個等一系列文宣品，提供產
婦正確哺餵母乳知識、母嬰親善醫療
院所資訊、諮詢管道及哺集乳室資
訊，鼓勵產婦及其家人支持母乳哺育。

（二）檢討及建議
依據本局 105 年度於社區職場辦理各項健康講座及母乳支持團體後之

備註

反饋意見發現，職場的母乳哺育資訊及硬體設備資源仍使民眾感到不足，
返回職場就業的媽媽們除了需要家人的支持與協助之外，更需要在職場上
獲得充裕的哺乳時間及空間與週邊環境同仁及主管的支持與鼓勵，針對職
場母乳哺育，除了將持續積極於職場辦理母乳哺育健康講座之外，未來亦
結合本市勞動主管機關，加強宣導勞動基準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等保障職
業婦女於職場哺乳的相關法規，並鼓勵雇主主動設置員工哺乳室或替代性
空間，並強化職場健康促進管理人員（如健管師、廠護等）母乳哺育知能，
以提升婦女返回職場後哺餵母乳的環境及支持性資源，使媽媽們能更放心
且安穩地於職場持續母乳哺育。
未來仍將持續輔導醫療院所、產後護理機構等母乳哺育核心推廣人員
知能，並結合藥事人員提供母乳哺育諮詢管道，以提供有母乳哺育困難之
婦女即刻性的資源及協助；同時，強化本局官網母乳哺育資訊完整性及強
化網站互聯網絡，以提升資訊利用的便利性。此外，突破以往母乳哺育宣
導對象侷限於哺乳婦女之策略，將宣導對象擴展至哺乳婦女之配偶及其他
家屬，強化整體家庭成員對於母乳哺育之知能、參與及支持，協助有意願
哺育母乳之婦女得以延續哺乳。
有關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認證，因本市接生診所受限人力不足，彙整相
關行政文書作業負擔繁重，經詢診所負責醫師表示，願意支持母乳政策，
接受相關輔導但無法配合參與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認證，導致本局推動上實
有困難，本局仍持續鼓勵支持及輔導接生診所自主性參與醫療院所參與輔
導及認證作業。
此外，依據本局「104 年臺北市母乳哺育率」調查顯示，由 102 至 104
年度結果都顯示本市需增設哺集乳室的公共場所皆為餐廳和公園/廣場等地
方，未來亦將針對此類場域積極推動哺集乳室設置，並持續進行「公共場
所母乳哺育條例」稽查工作及辦理本市「優良哺集乳室認證」
，以落實友善
母嬰親善哺乳環境政策，進而提升本市純母乳哺育率。
（）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圖 1】4 月 23 日「全民健康保險開 【圖 2】8 月 17 日新手父母支持團體
辦 21 週年」健行及宣導活動
活動

【圖 3】10 月 23 日「男孩女孩都是寶 【圖 4】11 月 13 日母乳家庭親子闖
快樂育兒免煩惱」健康講座
關大會師

子計畫 7：臺北市原住民、新住(移)民等族群之婦幼健康及
事故傷害防制計畫計畫成果
（一）執行成效：（請儘量以量化及條列式方式撰寫資料）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1. 20-45 歲原住民育齡婦 1. 依國民健康署婦幼健康管理資料庫提
女生育健康指導及諮
供原住民育齡婦女個案名冊進行個案
詢檢核 4,000 案之達成
建卡管理。
率≧90%
2. 建卡個案進行電話或家庭訪視，提供生
育計畫、產前產後、婦女保健、心理衛
生及轉介等一般及生育健康衛教指
導，完訪後完成系統登錄。
3. 針對原住民育齡婦女空戶、遷出、遷址
不詳、死亡、人在國外、拒訪 3 次等個
案，進行銷案作業。
4. 105 年完成 20-45 歲原住民育齡婦女一
般及生育健康指導及諮詢檢核訪視
4,409 案，達成率 108.17%，完成率
120.20%。
2.新住（移）民婦女 2,100 1. 各區健康服務中心按月由各區戶政事務
案生育健康指導及諮
所提供新婚新住（移）民個案名冊，及
詢檢核達成率≧95%。
運用國民健康署婦幼健康管理資料庫
轉入個案建卡管理。
2. 進行電話或家庭訪視，提供家庭計畫、
優生保健、婦幼衛生等一般健康衛教指
導及生育健康衛教指導及衛教手冊、各
項優生保健補助資訊等服務，完訪後完
成系統登錄。
3. 扣除年滿 45 歲、返鄉 2 年以上不歸者、
無生殖能力、死亡、遷址不詳、遷出、
空戶、行蹤不明、拒訪 3 次等個案，進
行銷案作業。
4. 105 年完成新住（移）民婦女一般及生
育健康指導及諮詢檢核訪視 2,631 案，
達成率 125.28%，完成率 131.88 %。

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3.建置新住（移）民社區 1. 於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設置新住（移）民
保健諮詢站及提供服
社區保健諮詢站。
務。
2. 由外語衛生醫療通譯人員及新住（移）民
志工，於十二區新住（移）民社區保健諮
詢站提供醫療保健、親職家庭、醫療補
助、就學、戶籍諮詢、國籍歸化、活動翻
譯、就醫指引、表單填寫及各訊息轉知等
服務。
3. 105 年由外語衛生醫療通譯人員及新住
（移）民志工，提供新住（移）民現場
諮詢服務 2,890 人次、電話諮詢服務 1,778
人次。
4.培訓新住（移）民衛生 1. 105 年 3 月辦理 24 小時通譯人員教育訓
醫療外語通譯人員及
練，完成培訓並提供通譯服務之衛生醫
提供通譯服務。
療外語通譯人員計 24 位，其中越南語
11 人（45.83%）
、印尼語 7 人（29.17%）
、
泰語 4 人（16.67%）
、英語 2 人（8.33%）
。
2. 105 年共提供新住（移）民 2,478 小時通
譯服務，服務 1,889 人次（男性 368 人次/
女性 1,521 人次）。
3. 民眾接受通譯服務之滿意度達 98%。
5. 6 歲以下原住民居家安 1. 辦理本市居家安全業務相關人員、社區
全 環境 檢核 與諮詢 完
志工或居家安全訪視輔導員之居家訪
成 131 戶之達成率≧
視訓練，並製作居家安全宣導文宣及宣
100%
導品，提升民眾居家安全相關知能。
2. 為增進幼兒安全，提升教保服務人員、
家長、保姆等對於幼兒安全促進之知
能，辦理「幼兒室內活動安全研習」1
6. 6 歲以下新住（移）民
場，提供居家、幼兒園等環境設備安全
等 族群 居家 安全環 境
維護與改善，及瞭解幼兒行為與照顧時
檢核與諮詢完成 1,255
的作為，計 57 人參加。
戶之達成率≧100%
3. 由健康服務中心公衛護士、訪視輔導員
進行居家安全環境檢核、衛生教育宣
導。完成 6 歲以下原住民家庭子女之居
家安全環境檢核與諮詢訪視 219 戶，6
歲以下新住（移）民等族群家庭子女之
居家安全環境檢核與諮詢訪視 1,446
戶，達成率分別為 167%及 115%。

備註

（二）檢討及建議
1. 依本市 104 年度辦理「新住（移）民要甚麼？-新住（移）民公民
咖啡館」活動之新住（移）民需求調查及本局 105 年度提供新住
（移）民衛生醫療通譯服務滿意度問卷統計分析，發現新住（移）
民有「加入健保」及「孕產婦及嬰幼兒照護」服務之需求，因此，
本局除了於新婚及產後新住（移）民個案衛教訪視時提供相關資
訊外，並將其列入本局編製之多語版衛教宣導手冊供新住（移）
民參考；另結合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辦理新住（移）民婦幼健康講
座，提供新住（移）民孕產婦婦幼保健及自我照護知能，期營造
本市新住（移）民多元化之友善健康照護環境。
2. 幼兒的居家安全除了平日在居家環境多用心外，亦可透過幼兒
園、小學或是平時教導幼兒安全知識，以培養正確的安全生活習
慣和態度。另可針對一般家庭進行訪視，建立家長正確的居家安
全觀念，進而降低意外的發生。
（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新移民婦幼健康講座

英語通譯人員於健康服務中心向新
移民說明預防注射注意事項

結合兒童整合性篩檢活動宣導居
家安全

廚房門口設置安全防護欄，避免幼
童闖入

子計畫 8：臺北市新生兒聽力篩檢計畫成果
（一）執行成效：（請儘量以量化及條列式方式撰寫資料）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1） 本局積極鼓勵及輔導接生醫療院所
提供新生兒聽力篩檢服務，今年 9
月新增 1 家(四季和安婦幼診所)，目
前本市共有 35 家接生醫療院所執行
新生兒聽力篩檢服務，包括 22 家醫
院及 13 家診所。

1. 擴 增 新 生 兒 聽 力 篩 檢
特約醫療機構，增加新生
兒受檢之可近性。

（2） 105 年新生兒聽力篩檢服務之醫療
院(所)，辦理績優醫療院所評選，提
供聽力篩檢組績優獎 12 名及聽力篩
檢確診組績優獎 4 名，予獎金及獎
牌獎勵。
（3） 支付本市執行新生兒聽力篩檢醫療
院所委託經國健署簽訂新生兒聽力
篩檢特約醫院派專業人員到院(所)
提供篩檢服務所需之相關雜支費
用，提高醫療院所之參與意願。

2. 提昇民眾對於新生兒聽
力篩檢之認知。

將本市提供新生兒聽力篩檢醫療院
所之名單、聽力確診醫院名單及衛教
單張等公布於本局新生兒聽力篩檢
專區，方便民眾查詢。

3. 依婦幼健康管理資料庫 （1）105 年 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於本
系統之新生兒篩檢及需

市醫療院所出生之新生兒有 2 萬

確診名單，掌握本市新

9,711 人，扣除死亡、早產、重病等 7

生兒聽力篩檢篩檢及確

位個案，共 2 萬 9,280 人完成篩檢，

診情形。

篩檢率為 98.57%。
（2）未於出院前完成篩檢之個案，請出生
醫療院所電訪追蹤並及早安排完成

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篩檢。
（3）針對 2 次篩檢未通過個案，依居住地
請轄區公衛護士於個案出生 3 個月內
進行追蹤訪視，系統登錄訪視結果，
並於個案完成確診後予以結案。

4. 利用新生兒聽力篩檢資

（1）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

訊系統監測本市出生新

接受初次篩檢的 2 萬 9,280 人

生兒之受檢情形，以及

中，有 1,340 人未通過篩檢，其

進行未通過初步篩檢個

中 207 人未通過複篩。

案之追蹤管理。

（2） 居住本市疑陽個案(104 年 7 月
至 105 年 6 月出生)共計 238 名，
公衛護士已完成追蹤 238 名，完
成追蹤率 100%，經確診異常共
98 位。
（3） 針對初次篩檢不通過之個案，鼓
勵各院所於個案出院前完成複
篩，若因故無法於出院前完成，
應與個案約定返院接受複篩之
時間，以提升複篩率。
（4） 委託專業單位監測新生兒聽力
篩檢資料庫中各醫療機構之執
行情形，掌握本市篩檢率，並針
對未完成確診個案，電訪追蹤個
案儘速完成確診檢查，並提升確
診率。
（5） 委託專業單位進行新生兒聽力
篩檢之監測，利用婦幼健康管理
系統及本局新生兒聽力篩檢資
訊系統進行篩檢監偵，統計篩檢
時效，以利監測篩檢與確診之時

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效，並進行年度績優醫療院所評
選計算。
（二）檢討及建議
1. 針對 2 次篩檢結果未通過個案，建議於出生 4-6 個月完成確診，因本
局 104 年由十二區公共衛生護士進行追蹤,因家長提出許多有關確診
之醫療問題過於專業而無法適當回復，因此本局於 105 年委託專業
單位(耳鼻喉科)協助追蹤個案，透過專業人員提供家長確診相關醫療
問題，釐清問題及提供正確觀念，藉此提升家長確診意願。
2. 陽性個案於 4 個月內完成確診率達 95%，仍有部分個案於出生 4 至 6
個月以上才完成確診，主要是因為個案雙親自認為無異常表徵，較
不積極進行確診，或自行前往非由國民健署核准之確診特約醫院，
造成個案已完成確診卻未被登錄確診結果於系統；個案多次至其他
確診醫院就診；或多數個案至同 1 家醫院進行確診，導致看診及排
檢時間延長。建議針對陽性個案家屬加強確診就醫指導，並增加確
診醫療院所資源，以提升確診率。
（三）精彩照片

2016.3.30 臺北市聽篩訪查木生婦產科診所

2016.3.30 臺北市聽篩訪查禾馨新生婦產科

子計畫 9：臺北市兒童近視防治計畫成果
（一）執行成效：
原定成效
1、 辦理兒童（學齡前及國小
學童）照顧者之近視防治
宣導教育 15 場

實際達成情形
105 年辦理 15 場兒童近視防治宣導
教育課程，目標達成率為 100%。

依據本市戶籍登記至 12 月底之滿 4
歲及 5 歲現住人口數預估約 4 萬
2、 滿 4 歲及 5 歲兒童視力篩
5,669 人，105 年實際篩檢人數 4 萬
檢率 98%
5,669 人，篩檢服務涵蓋率為 100%，
目標達成率為 102.04%。
105 年學前兒童視力篩檢未通過個案
3、 滿 4 歲及 5 歲兒童疑似異 數為 9,253 人，完成轉介醫院複診個
常個案完成確診率 98% 案數為 9,140 人，異常個案轉介追蹤
率為 98.78%，目標達成率為 100.8%
105 年透過本篩檢疑似異常後，確診
為近視之個案數共計 1,947 人，已進
4、 滿 4 歲及 5 歲兒童高風險
行高風險近視兒童關懷人數為 1,947
近視兒童關懷率 100%
人，關懷率為 100%，目標達成率為
100%。
5、 辦理 1 場兒童課後照顧 105 年辦理 2 場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場
服務場域視力友善環境 域視力友善環境營造說明會，目標達
成率為 200%。
營造說明會
6、 辦理 2 場本市兒童課後 105 年辦理 2 場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場
照顧服務場域高度近視 域高度近視防治之宣導教育，目標達
成率為 100%。
防治之宣導教育

7、 成立 1 組輔導專業團隊

成立 1 組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視力
友善環境營造輔導委員團隊進行實
地輔導訪視，委員計 37 名，目標達
成率為 100%。

8、 召開 2 場專家會議訂立 105 年辦理 3 場專家訪視指標會議，
目標達成率為 150%。
輔導訪視指標

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9、 配合本府教育局行政查
察時程辦理 50 家本市兒 105 年完成訪視本市 100 家兒童課後
童課後照顧服務場域訪 照顧服務場域，目標達成率為 200%。
視
（二）檢討及建議
1、本局自 95 年起首創辦理「臺北市學齡前兒童整合性社區篩檢計
畫」，篩檢涵蓋率及品質逐年攀升。而基於社會少子化的趨勢，
家長對子女健康之重視相對提高，所以篩檢未通過之個案轉介率
相當高。然經複檢確定視力異常之個案，本局將更積極提供轉介
醫療機構資源、定期追蹤及輔導個案家長，使家長能排除萬難，
帶幼童進一步至醫院進行矯治。
2、持續透過多元化的行銷管道，例如：網路、里長辦公處等處公告
轄內幼兒園篩檢資訊，並由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主動以寄送明信
片、家訪或電訪等方式，通知未就學之學前兒童進行篩檢，提高
篩檢利用率。
（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場域訪視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場域測量照度

學齡前兒童視力篩檢─NTU300 亂點
立體圖檢查

近視防治宣導講座

子計畫 10：臺北市青少年性健康促進管理計畫成果
（一）執行成效：（請儘量以量化及條列式方式撰寫資料）
1.青少年父母生育保健服務
原定成效

1. 已生育未成年少女避
孕管理率達 95%

2. 青少年生育家庭追蹤
管理達成率達 90%

3. 青少年父母生育保健
服務計畫滿意度達
95%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本局委託專業單位（財團法人勵馨社會
福利事業基金會）辦理「青少年父母生
育保健服務」
，105 年 1 月至 12 月出生
通報系統通報設籍本市之未成年生育女
性共計 91 人，扣除無法聯繫者 6 人，完
成避孕指導共計 85 人，追蹤管理達成率
為 100%。
本局委託專業單位（財團法人勵馨社會
福利事業基金會）辦理「青少年父母生
育保健服務」
，105 年 1 月至 12 月出生
通報系統通報設籍本市之未成年生育女
性共計 91 人，扣除無法聯繫者 6 人，完
成追蹤管理共計 85 人，追蹤管理達成率
為 100%。
本局委託專業單位（財團法人勵馨社會
福利事業基金會）辦理「105 年度青少
年父母生育服務計畫滿意度調查」
，整體
服務滿意度達 100％。

2.青少年性健康促進宣導
原定目標

實際達成情形

105 年 6 月至 12 月於臺北市國、高中(職)
1. 辦理青少年性教育宣
學校辦理 48 場宣導講座，計 1 萬 8,164
導講座 48 場
人參與。
105 年 7 月至 10 月辦理「性健康促進網
2. 辦理性健康促進行銷
路揪團有獎徵答抽獎活動」
，共計 908 人
宣導活動 1 場
參與。
3. 「青少年性健康促進 105 年 7 月 20 日假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
增能活動」1 場
公園客家文化中心教室，針對臺北市

備註

原定目標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國、高中(職)辦理「青少年性健康促進增
能活動」計 51 人參與。
4. 針對家長辦理「性健康 105 年 6 月至 10 月針對青少年之家長辦
，計
促進相關宣導講座」2 理 3 場「性健康促進相關宣導講座」
場
140 人參與。
5. 新增本局「我的青春 105 年 6 月至 12 月於本局主題網站「我
網」網站資訊≧24 則 的青春網」新增 24 則網站資訊。
（二）檢討及建議
1. 青少年父母生育保健服務
(1) 本局將持續委託專業單位針對「青少年父母」進行個案管理訪
視關懷，提供包含自我及新生兒照護、避孕管理、心理衝擊、
生活適應等需求評估及衛生教育指導，並針對青少年生育相關
保健照護議題，辦理各項講座及宣導，以提升青少年生育個案
有關生育保健、新生兒照護、親職能力之認知。
(2) 將依據本年度服務滿意度調查結果，作為未來訂定服務方向及
策略之參考，以針對青少年生育家庭需求，提供適切資源與服
務。
2. 青少年性健康促進宣導
本局將賡續委託專業單位辦理「臺北市青少年性健康促進巡迴
宣導計畫」
，並將宣導族群向下延伸至國小高年級學童，透過多
元的宣導方式，強化本市學童、青少年及其家長性健康促進相
關知能，營造友善環境建立其自我健康管理的能力。
（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

說明：105 年 8 月 3 日辦理小媽媽支持團體
「伴桌趣」

說明：105 年 9 月 3 日辦理寶寶手語遊戲親子
活動

說明：105 年 7 月 20 日辦理青少年性健康促
進增能活動

說明：105 年 10 月 7 日辦理性健康促進宣導講
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