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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儘量以量化及條列式方式撰寫資料）
原定成效
1.參加減重競賽活動達 50,000 人以
上
2.健康減重成效達 75 噸以上
3.新增餐飲業者提供餐飲熱量標示
達 20 家以上
4.健走步道公里數及消耗熱量標示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100％
100％
100％
100％

達 30 條以上
5.多元媒體行銷管道達 5 類以上
6.衛生所動員檢視致胖環境的行動
達 30 區以上
7.健康促進職場認證家數達 9 家以上
8.18 歲以上運動盛行率達 2.5％以上
（104 年 80.2％）

100％
100％
100％
-

國民健康署統計中

-

國民健康署統計中

-

國民健康署統計中

-

國民健康署統計中

9.18 歲以上民眾對腰圍警戒值認知
率達 60％以上（104 年男性為 50.8
％，女性為 49.1％）
10.成人肥胖體位認知率≧全國認知
率+1 個標準差（104 年全國 36.11
％，0.58％為 1 個標準差）
11.達天天五蔬果人口百分比增加 2
％（104 年 21.4％）
（二）檢討及建議
檢討：依據致胖環境評估問卷分析結果，
「吃的到健康食物」未來將加強與
業者溝通及進行全面性宣導；
「限制非健康食物」因現行法規僅對餐
飲業者有所規範，惟民眾採購餐食時多數仍依個人喜好挑選，在健
康飲食行為的養成在推動上仍有進步空間；
「設施」與「安全」改善
幅度不大，意即須加強建置並規劃改善方案。

建議：
1. 本市未來持續帶領市府團隊推動健康生活型態營造，除一級機關首
長全數參與外，亦將動員各區區長、里長帶動市民一起健康減重，
達到全域健康的目標。
2. 本市將持續推動「校園周邊健康飲食輔導計畫」
，邀集更多學校及校
園周邊餐飲業者加入計畫，並輔導其就既有餐點搭配出「健康均衡
餐」
，讓校內營養教育與校外健康飲食環境無縫接軌，積極營造健康
飲食支持性環境。
3. 本市將持續推動餐飲業者熱量標示、健康採購及宣導健康飲食等政
策，並與農會及社區媽媽等單位合作，研發當地農特產相關健康料
理。
4. 將持續整合轄區各場域的資源，共同找出不利社區健康問題，繼續
推行『腹平減重樂臺中』
，以達到「全人健康、全域健康」目標，積
極營造健康減重新生活。
（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市長持續帶領「活力健康市
府」團隊，引領市動起來。

腹平減重代言人以活潑、
生活化方式傳遞健康資
訊。

各場域共同推動社區運動化
生活

「食在地 好健康」創意料
理

子計畫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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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1.轄區醫療院所參 本市關懷據點家數超過 200 家以上 (228 家)，參
與社區關懷據點 與比率應達 70％以上(160 家)，自定目標 174 個
達目標數，完成 據點，計完成 203 個據點，完成率 116.6％。
174 個據點
2.參加競賽聯誼活 老人參加相關競賽活動組隊人數目標為 8,500
動 人 數 達 目 標 人，完成 12,774 人，完成率 150.3％以上。
數，完成 8,500
人
3.轄區長者參與 1
項健康促進活動
比率達 65 歲以
上 人 口 25 ％
(70,600 人)
4.養護機構老人組
隊數達 2 隊
5.辦理「友善樂齡
幸 福 臺 中 -阿公
阿 嬤 活 力 show
大賽」賽前、後
說明會及賽後分
享會
6.辦理老人健康促
進競賽初賽活動
達 2 場次

轄區長者參與 1 項健康促進活動比率達 65 歲以上
人口 28.9％(占 104 年 12 月底人口比率)，計
81,730 人，完成率 115.7％。

養護機構老人參加競賽活動隊數達 12 隊。
已分別於 104 年 5 月 24 日及 10 月 19 日辦理完成，
計 234 人參加。

1.7 月 23、24 日於北區新民高中大禮堂辦理 2 場
次，本市計 48 隊參賽，隊伍來自 71 區，詳如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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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度參與腎臟病
防治宣導之老人
人數達 13,300
人

8.辦理活力秀「徵
文比賽」

9.輔導辦理不老活
力序曲賽後分享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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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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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際有 1,937 位長輩及志工參與，其中 65 歲以
上長輩平均年齡超過 72 歲，90 歲以上長輩有
68 人，更有 1 位百歲人瑞參與演出，展現活力
不老活力。
3.比賽結果選出 5 隊代表本市參加 10 月 7 日由國
民健康署舉辦之全國中區複賽，比賽結果由東
勢新盛及上城關懷據點，分別榮獲舞台組及律
動組銀牌，10 月 26 日全國總決賽更榮獲舞台
組金牌及律動組銀牌獎。
(1)結合村里鄰長、地方熱心人士、醫療院所結合社
區關懷據點、社區健康營造中心、松年大學、
社區大學、老人文康服務中心、長青學苑及老
人會等單位，辦理慢性腎臟病防治宣導活動，
計達 351 場次，共 23,934 名老人參與，達目標
數之 179.9％。
(2)結合轄區所屬醫療機構，舉辦醫護人員繼續教育
共計 16 場次/2,288 人，以提升醫護人員腎臟病
防治照護能力。
(3)透過多元化媒體(如:轄區電子宣導看板、You
Tube 網頁、宣導布條等) 擴大宣導三高及慢性
腎臟病防治正確認知達 166 則。
(4)結合各項篩檢平台，提供尿液試紙篩檢及衛教宣
導諮詢服務，提供 40 歲以上民眾及腎臟病高危
險群尿液試紙篩檢服務，共計 2,323 人，發現異
常個案 1,004 人，予以轉介腎臟專科醫院追蹤治
療，以提升民眾早期預防、早期治療之重要性。
今年另設置徵文比賽，透過文字撰寫紀錄長輩平
時社會參與、健康促進，藉此增進身、心、社會
健康，達到活躍及健康老化之目的。計選出團體
獎及個人獎前 3 名及佳作各 3 名，獲得社區長輩
及志工們熱烈迴響。
計輔導 3 支隊伍，透過隊伍自行辦理小型頒獎儀
式，參賽者、志工及家屬等三方人員心得回饋分
享，回味咀嚼參賽的練習過程，減低失落感，重

計 畫
外 增
辦
計 畫
外 增
辦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視參賽背後的精神意義，重溫感動，達到自我心
靈調適與重整。
10.辦理 1 場國際老 為響應 10 月 1 日國際老人日，帶領倡議活躍老
人日活動－「樂 化，以正確迎老價值觀，主題以「ㄧ里一樂齡－
齡行動教室亮點 行動教室」亮點課程為範例，於 9 月 30 日辦理「樂
發表會」
齡行動教室亮點發表會」
，邀請參與行動教室的長
輩們展現在課程中學習到的成果，其中有動態的
舞臺表演，包含太鼓、舞蹈、戲劇等精彩演出；
計 畫
也有靜態藝術作品於會場外展示，如長輩們手作
外 增
的手工皂、故事繪本、生命故事書、藺草編織與
辦
造型布偶等，共約 800 人共襄盛舉。副市長林依
瑩表示，活動展現了長輩們充滿創意與活力的作
品，透過樂齡行動教室課程不僅讓長輩交到更多
朋友，也有益身心健康，是最好的預防照顧，希
望未來將樂齡行動教室逐步推展到全台中 625
里，讓里里有教室、里里有歡樂。
11.辦理「樂齡行動 本市將 29 行政區分為 4 區，委託產學單位辦理
「ㄧ
教 室 -一 里 一樂 里一樂齡－行動教室」
，以行動支持社區成為高齡
齡」計畫
者活躍老化的社區營造，除了在一般社區開辦，
同時也深入偏鄉，拓增更多長輩可以就近參與有 計 畫
趣的健康促進與照顧預防活動。105 年共拓展 278 外 增
班樂齡行動教室（無資源里 152 班、有資源里 126 辦
班），提供約 60 種動靜態多元課程，包括健康促
進、木球運動、散步速寫、日本太鼓、多元輔療、
生命回顧、藺草編織等，約 8,000 位長輩參與。
12.結合「社區健康
營造計畫」推
動老人健康促
進活動
13. 高 齡 者 防 跌 方
案介入社區

結合 20 個社區健康營造單位，辦理「老人防跌議
計 畫
題」宣導活動，計 75 場次。
外 增
辦
考量高齡者因身體老化，對於光線明暗調節能力
下降，恐造成夜間家中跌倒的疑慮，今 105 年整
合本市「愛鄰守護計畫」
，優先關懷本市弱勢獨居
計 畫
老人，並設定發送資格為具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戶
外 增
身分獨居老人，藉由愛鄰守護隊員關懷個案時，
辦
發送小夜燈給長輩（圖 14）
，以降低長輩夜間跌倒
之風險，營造高齡友善居家環境。本市業於 4 月
透過各區公所需求調查，6 月中旬至 9 月陸續發放

原定成效
14. 快 樂 足 學 堂 －
促進社區長輩足
部健康及自我照
護能力

15.「高齡者照顧預
防健康促進」
示範區

16. 樂 齡 明 信 片 傳
情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小夜燈，共發放 470 個
為促進社區長輩足部健康，衛生局於 105 年 10 月
至 12 月辦理「快樂足部學堂」
（為期 7 次、每次 2
小時）
，由專業的物理治療師、美甲師引導，讓長
計 畫
輩了解足部健康的重要性，並學會自我足部照護
外 增
能力。課程設計包括足部相關知識及足部保養技
辦
巧，並讓長輩實際操作練習，提高學習成效。不
僅提升社區長輩對足部健康識能和自我照護技
巧，亦能改善生活品質
本市今 105 年在推動「ㄧ里一樂齡－行動教室」
過程中，發現本市西區土庫里里長及社區志工深
具服務熱忱，社區經營相當活躍，並樂於參與及
推廣樂齡相關活動。因此，選定土庫里作為「高
齡者照顧預防健康促進」之示範區，永續推動高
齡者照顧預防。
(1)樂齡行動教室：
辦理「動態－健康促進班」及「靜態－生命回
顧班」
，於 105 年 6 月至 11 月，各別辦理 12 週，
每週 2 小時之課程。
(2)社區守護員培訓：
課程內容以預防老化症候群、延緩身體機能退
化，學習如何教導高齡者照顧預防概念、強化
肌力與活化腦力之設計，於 105 年 11 月至 12
月辦理 16 小時基礎訓練。
透過里長宣傳，讓鄰近社區有意願加入的民眾也
可以參與，深耕社區，營造高齡友善環境。
自 104 年起本市透過樂齡友善校園－祖孫傳情活
動，由學生寫明信片給家中阿公阿嬤，融入高齡
友善理念，促進代間融洽關係，共寄出 1,197 張明
信片，有阿公阿嬤收到明信片表示孫女非常貼心。
因此，為傳承活動所帶來的效益，105 年透過本市
30 衛生所作為推動平臺，發出 1,950 張明信片，
由 29 區的幼稚園及國中、小學生，寫明信片給家
中的阿公阿嬤，並於 8 月 28 日祖父母節前夕寄
出，收到可愛又孝順的孫子女所寫的明信片，對
長輩而言是最棒的禮物！活動共寄出了 1,652 張
明信片。

（二）檢討及建議
1.臺灣從高齡化(7%)到高齡(14%)，再從高齡到超高齡(20%)，以三級
跳的方式快速老化，我們知道快速老化衍生之問題，已成為臺灣目
前健康照護的重大挑戰。依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顯示，本市雖相較
全國年輕，但 2004-2014 年老人人數平均年成長率，全國平均為
2.59%，大臺中為 3.10%，顯見本市應更加速推動長者相關服務，
為此本市推出「托老一條龍」政策，整合政府、社區、醫療等資源，
從健康時期的預防準備，到失能階段的長期照顧，都透過一條龍體
系照顧，配合本市提出「721 政策」，跨局處、跨域整合，結合社
區夥伴網絡，提倡照顧預防健康促進的概念， 106 年將拓展拓展
健康促進班的點，盼透過這良好的制度，讓 7 成老人都能健康樂
活、預防成為被照顧者，另外 2 成亞健康老人提升復原力、強化生
活自理能力，希望本市長輩都能「在地老化」
、
「健康老化」及「活
躍老化」。
2.另，於 101 年也發現，大部份辦理的活動，只能讓部分健康的長輩
受惠，無法照顧更多長輩，為讓更多長輩實質受惠，因此， 103
年於阿公阿嬤健康活力秀比賽中鼓勵 1 隊「毓得日間照顧中心」參
加，現場評審老師、貴賓及所有與會觀眾都深受感動，104 年更為
了鼓勵「安、養護機構或日間照顧中心」組隊參賽，增設【金勇獎】
，
符合本市正努力營造的高齡友善環境城市，105 年續增加徵文比
賽，深獲社區認同並響應，106 年將賡續辦理，提供長者表演的舞
台，建構樂齡友善環境。。

（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105.7.23 張光瑤副市長、張瑞麟副局長、弘道 105.7.23 張光瑤副市長頒發 100 歲長者銀髮
王乃弘董事長及陳淑芬科長蒞臨現場為所有 活力楷模
參賽的阿公阿嬤們加油！

105.07.23 陳淑芬科長頒發 90 歲以上長者獎 105.07.23 國健署鍾遠芳科長頒發 90 歲長者
狀予以鼓勵
獎狀予以鼓勵

子計畫3：105年臺中市推動慢性病共同照護網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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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糖尿病品質內部監 1-1：監測 105 年各項照護品質指標分析：
測機制，隨時監測照護品
質指標；輔導各層級醫療
院所糖尿病個案管理照
護品質成效評值，並隨時

(1)轄區就醫糖尿病且使用糖尿病用藥人數共
計 189,729 人，加入方案照護人數 64,852
人，照護比率達 66.7%。

檢討成效，以持續性的品 (2)接受視網膜病變篩檢人數 79,623 人，檢查
質監測得知隨時改善的
率為 42.3%。
效果。
(3)接受腎臟病變篩檢人數 104,486 人，檢查率
61%。
1-2：積極輔導各層級醫療院所：
(1)針對照護率＜50%之醫院及新加入方案院
所，優先進行實地輔導 24 家；另將地區醫
院級以上醫院列入醫療院所業務督考輔導
21 家，協助了解及檢討看診、衛教流程及
空間設計適當性，以提升照護品質。
(2)輔導本市 85 家參與共照服務網之各層級醫
療院所提升照護品質並參與糖尿病健康促
進機構評審，以擴展見實習培訓本市糖尿
病共同照護網人力點，提升照護人力素
質，105 年共通過審查 2 家，目前本市共
計 24 家健康促進機構。

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1-3：加強接受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篩檢：
(1)鼓勵偏遠地區、眼科醫療資源缺乏之鄉鎮辦
理眼科門診，由鄰近鄉鎮之眼科醫師支援
衛生所定期眼科門診、社區篩檢，提供視
網膜病變篩檢服務。
(2)運用本局購置眼科醫療儀器，包括裂隙燈顯
微鏡、數位眼壓計及頭戴式眼底鏡，辦理
『社區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巡迴篩檢』共計

2. 糖 尿 病 照 護 品 管 資 訊
化系統之應用

辦理 36 場次，篩檢 735 人。
2-1：透過本市研發『臺中市糖尿病共同照護
服務管理系統』滾動式修改系統以提供服
務網絡院所建構個案管理資訊系統，並配
合健保署給付改善方案計畫，隨時做適當
修正，以協助醫院資料上傳，並隨時更新
照護品質資料，以利成效評值。
2-2：運用本局研發『數位學習系統』
，將國健
署『照護網醫事人員認證考試單機版』
，修
正為網路版，可減少裝卸系統及逐台彙整
考試成果之時間及人力，以提升行政效率。

3.賡續加強辦理糖尿病共 3-1 辦理醫事人員繼續教育、訓練、個案討論
同照護網認證及輔導工
會及分享會，以培育優質的照護人力(醫
作

師、護理師、營養師、藥師)，完成醫事人
員繼續教育、分享會計 10 場次，1,487 人

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參加，個案討論會 11 場，318 人參加。
3-2 輔導醫療院所，提升院所醫護人員認證資
格，鼓勵新代科以外之科別醫師及護理師
加入認證，以提升收案照護率，並加強監
測糖尿病醫療品質成效。
3-3 辦理照護網醫事人員認證考試，共計 9 場
次，到考人數 218 人(醫師 66 人、護理師
102 人、營養師 28 人、藥師 22 人)，通過
考試 143 人(醫師 61 人、護理師 54 人、營
養師 16 人、藥師 12 人)，總及格率 65.6%。

4.以問題導向學習及分級 4-1 辦理社區糖尿病個案分級：將衛生所經照
照護之機制，提高病人自
護滿一年之所有糖尿病個案，擷取一整年
我管理。

度之 A1c、血壓、TG、HDL 等值，將病人
做分級。
4-2 依據分級標準篩選出 A 級病人 232 人
(HbA1C≧9，出現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2
項者)，並針對個案辦理 2 場專科諮詢會議
計 102 人參加，由醫師、護理師及營養師
審查個案照護品質並彙製成 FAQ 提供建
言參酌。

5.結合轄區醫療院所、衛 5-1 結合轄區基層診所共同成立及運作病友支
持團體，如：軍功區衛生所結合瑞健診所；
生所共同成立及運作病
友團體，共同分享資源，

西屯區衛生所結合佳禾診所成立病友團體

以提升團體運作效能。

運作。

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5-2 結合資源提供『控舞大帝國』及糖尿病黃
斑部水腫『睛魂記』微電影光碟供病友團
體推動規律運動及合併症認知強化之運
作，以提升成員規律運動率及知能。
5-3 運用『101』策略，推行團體成員一人帶領
一人，加入團體之策略，成員包含糖尿病
人或高危險群者為主要邀集對象，至 105
年本市已建構 29 行政區均有分佈支持團
體共計 49 團隊，病友人數 1,766 人。

6. 輔 導 糖 尿 病 友 團 體 運
作，強化團體功能，並完
成團體成員行為成效之
檢討。

6-1 透過聯繫分享會邀請本市獲獎團隊輔導員
分享糖尿病支持團體帶領及運作技巧，協
助輔導員新思維帶領病友團體，並分組討
好協助團體發現運作問題及困難，並運用
運作模式策略解決其困難。
6-2 進行團體成員糖尿病自我照護行為探討其
行為改變成效如下：
規律運動比率(＞30 分/次且≧5 次/週)比率
達 72.36%。
血糖自我監測(每週至少一次) 比率達
50.74%。
病友攝取正確一日主食量比率達 66.94%。
6-3 輔導病友支持團體參加「105 年全國糖尿
病支持團體選拔活動」
，評選結果，本市所

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輔導團體獲獎多共計 5 家院所，全國得獎
數僅次於彰化縣。

7.結合社區資源舉辦有
關三高及慢性腎臟病

7-1 結合轄區所屬醫療機構及本市腎臟病健
康促進機構，舉辦醫護人員繼續教育及推
動腎臟病照顧之成果觀摩會，共計 17 場次

防治之醫護人員教育
訓練或觀摩。

/共計 2,584 人參加，以提升本市醫護人員
腎臟病防治照護能力。
7-2 配合世界性節日(糖尿病日、腎臟病日…等)
辦理宣導活動達 452 場/39,776 人。
7-3 透過多元化媒體(如:轄區電子宣導看板、
You Tube、Face book 網頁、line、宣導布
條、廣播電臺等) 擴大宣導三高及慢性腎
臟病防治正確認知達 166 則。
7-4 結合各項篩檢平台，提供尿液試紙篩檢及
衛教宣導諮詢服務，提供 40 歲以上民眾及
腎臟病高危險群尿液試紙篩檢服務，共計
2,323 人，發現異常個案 1,004 人，予以轉
介腎臟專科醫院追蹤治療，以提升民眾早
期預防、早期治療之重要性。

備註

（二）檢討及建議
1.依據國際糖尿病聯盟估計到西元 2025 年，糖尿病罹病人口會超過 3 億人，
且年齡層也不斷在下降中，另國民健康署 102-104 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
變遷調查」結果顯示 18 歲以上國人糖尿病盛行率為 11.8%：全國有 227
萬名糖尿病人，推估本市以整年度該族群人口數來推估本市糖尿病患約 26
萬人，預期未來本市醫療保健支出將會明顯增加，因此，積極推動慢性病
防治，以達及早治療、預防並落實自我管理實為當務之急。
2.為提供病人優質照護，本市積極推動醫療院所參與糖尿病共同照護網及健
康促進機構，截至今(105)年轄區就醫糖尿病且使用糖尿病用藥人數共計
189,729 人，加入方案照護人數 64,852 人，照護比率達 66.7%；另眼底檢
查或眼底彩色攝影及尿液微量白蛋白檢查率分別達 42.3%及 61%。為持續
提升本市糖尿病人照護品質，將針對診斷糖尿病人數≧100 人、且照護率
＜50%之醫院(共計 25 家)，列為第一優先進行實地輔導；另將地區醫院級
以上醫院列入醫療院所業務督考輔導，協助了解及檢討看診、轉診、衛教
流程及空間設計適當性。另針對診斷糖尿病人數≧300 人尚未加入方案之
醫療院所，列為第一優先進行邀請參加方案，以擴展本市共同照護網絡，
提升照護人數。
3.有關健保署推動糖尿病品質支付服務方案，其目的為達控制病患病況，減
緩併發症發生，進而降低國民醫療保健支出。因此，定期篩檢及早發現問
題及早防治對病患照護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建議健保署將照護各項品質篩
檢項目都能強制列入該方案所必要完成篩檢追蹤項目之正向指標，以免導
致院所將重點偏向於收案，但並未積極執行後續篩檢照護品質進而影響照
護效能，期望透過賦能院所自我管理原則，以達全面強化院所職責，增進
病患照護效益。

（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輔導病友支持團體參加「105 年全國糖尿病支持團 輔導員設計課程教導病友團體，以建立病友
體選拔活動」
，其評選結果本市所輔導團體獲獎多共 正確攝取一日主食量及參與課程，以期可在
計 5 家院所，全國得獎數僅次於彰化縣。
日常生活中施行，達血糖控制良好的目的。

建立滾動式改善學習機制輔導共同照護醫療院所分 致力推動夥伴實地輔導、諮詢工作坊、LINE
享、聯繫並共同宣誓堅持照護病患。
群組討論分享，透過分層及縱橫向不同深度
的輔導，共同發現問題互相學習、成長。

透過辦理闖關、健康篩檢、抽獎等多元方式加強三 結合轄區健康促進機構，舉辦醫護人員繼續
高防治宣導，以達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效益。
教育、個案討論會及觀摩，以提升知(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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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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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媒體行銷公司策畫「檢查顧健
康、刮刮送好康」四癌篩檢宣導活動，
鼓勵民眾踴躍參與癌症篩檢。
2. 辦理「呵護臺中婦女健康，篩檢送好
禮活動」活動，針對婦女加強推動癌
症篩檢活動。
3. 針對大腸未篩名單，寄發篩檢邀請明
信片 50,000 份，輔以電話邀約，鼓勵
民眾接受篩檢。
4. 結合本市國一女生 HPV 疫苗接種計
畫，辦理子宮頸癌防治宣導活動，計
11,211 人參與，鼓勵學生邀請家人接
受篩檢。
1. 辦理各項癌症宣導，提
5. 結 合 活 動 設 計 製 作 宣 導 海 報 2,100
升民眾對於癌症防治及
份、宣導單張 29,000 份，平面媒體 25
檳榔健康危害防制的認
則、電視跑馬及廣播託播 8,400 檔，
知
戶外廣告 29 面等。
6. 推廣「鍾愛一生」預防保健 APP，進
行全自動化、主動地通知民眾，關懷
及保障民眾定期接受檢查，下載次數
超過 12,723 次。
7. 結合衛生所、醫療院所、里鄰、校園
及民間團體，辦理癌症防治宣導活動
計 576 場。
8. 透過工會與高危險族群團體及學校，
建立檳榔防制網絡（如公所、衛生所、
學校、計程車司機團體、客運公司、
部隊、原住民族群、教會等）。
9. 印製檳榔危害健康「不含任何紅灰、

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白灰的檳榔子是致癌物」宣導標語及
海報，於社區、學校、高嚼檳榔職場
及醫療機構等計 150 處。
10. 結合學校、職場或社區，播映國民健
康署「遺失的微笑」紀錄片、檳榔防
制宣導影片，共計 69 場次。
11. 結合社區營造單位，辦理檳榔防制宣
導踩街活動計 19 場次。
12.針對社區高危險族群機關團體，進行
檳榔健康危害衛教宣導計 344 場次，
並放映檳榔防制宣導影片及辦理口腔
黏膜篩檢活動。
13.推動無檳職場 36 家、支持無檳環境
43 處及辦理戒檳及個案戒檳衛教課
程，提供服務計 836 人。

1. 業務聯繫會議：針對衛生所、癌品醫
院、乳攝醫療院所等夥伴召開癌症業
務聯繫會議及工作坊，針對篩檢推動
事項進行討論共 7 場次。
2. 年度獎勵表揚：針對各層級醫療院所
2.建立癌症防治溝通整合
癌症業務成績績優者公開鼓勵。
平台，強化意見交流及 3. 針對醫療院所安排訪視，計輔導衛生
共同合作。
所 30 家、癌品醫院 27 家。
4. 以癌品醫院所屬社區醫療群為基礎，
建立癌症篩檢轉介模式，輔導醫院提
供乳癌篩檢等轉介服務。
5. 針對非牙科、耳鼻喉科醫師辦理口腔
黏膜檢查教育訓練，計 3 場次。
1. 大型職場設站篩檢：搭配醫療院所提
3. 推廣各項癌症篩檢，提

升四癌篩檢人數

報本局勞工健檢核備業務，促進轄內
醫療院所以員工人數超過 300 人之企
業為目標，積極結合勞檢業務或專門
安排乳癌及大腸癌設站篩檢達 39 家。

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2. 衛生所結合乳攝巡迴車設立社區日、
並規劃夜間及假日定點服務站，便利
上班婦女民眾接受篩檢，社區夜間場
次計 418 場，假日定點服務站計 386
個，共篩檢 16,085 人。
4. 建立癌症篩檢專區及醫療院交流平
台，提供民眾及醫院與衛生局(所)之
聯繫窗口。
5.運用多元乳癌篩檢 e 化預約服務，設計
網路、QR Code、及專線預約方式，
提升民眾便利性。
6.辦理社區公寓大廈「逗陣來檢查，健
康送到厝」四癌篩檢活動，共完成公
寓大廈設站 11 場次。
7. 培訓防癌服務志工協助發放、回收採
檢管及各區衛生所篩檢個案邀約通
知，共招募志工 10 位。
1. 結合衛生所癌篩業務聯繫會、乳攝工

作坊及癌品醫院聯繫會，針對癌症篩
檢、陽性個案轉介追蹤及接受後續確
診問題進行討論，共 6 場次。
2. 成立癌症篩檢管理中心，由專職個管
師與衛生所及醫療院所連結，將本市
4.加強篩檢陽性個案轉介
困難個案集中於中心提供進一步個管
追蹤及接受後續確診與
深度服務，促進醫療院所加強拓展篩
治療。
檢及陽追廣度；同時作為資源整合平
臺，協助衛生所、醫院及診所，提供
篩檢、轉介及癌前病變追蹤管理服務。
3. 編制「個案管理教戰守則」
，將困難個
案管理結果做系統性記錄、彙整，並
收集衛生所及醫院個管師常見問題，
以提升陽追成效。

備註

（二）檢討及建議
1. 本市醫療資源豐富，但基層診所囿於人力有限，需增加投入成本、
或對篩檢及後續陽性個案追蹤等相關行政作業繁多，而影響參與篩
檢之意願。此外，醫療院所服務人員對大腸癌篩檢缺乏正確觀念及
衛教能力，邀約及衛教民眾篩檢之意願低；各醫院癌品窗口人員異
動大，對篩檢流程不熟悉；基層衛生所社區資源統整能力問題，導
致本市在大腸癌及乳癌篩檢推動困難，是本局須持續努力之重點。
2. 本局持續推動癌症防治工作，透過加強夥伴關係建立，擴展社區篩
檢模式，連結里鄰長、校園、關懷據點、社區公寓大廈及大型職場
等民間團體，結合衛生所、醫療院所共同推動癌症篩檢及宣導活動，
提升民眾健康認知及定期接受癌症篩檢，進而達到降低癌症死亡率
之目標。

（三）精彩照片限 4-8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辦理「2016 鍾愛家人，守護一生防癌誓 「我是健康超人讓您健康超越 100 分」
師記者會暨癌症防治績優單位表揚」
健康識能傳播暨篩檢推廣活動說明會

結合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前進清水、 結合里鄰長研習會，辦理四癌篩檢及檳
沙鹿、梧棲辦理四癌及肝炎檢驗活動
榔防制宣導

辦理醫療院所及衛生所癌症篩檢業務 辦理醫療院所及衛生所「乳攝工作坊」
聯繫會
三場次

子計畫 5：出生性別比之監測與稽查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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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監測轄區院所出 1. 每月定期由出生通報系統查核，確實
生性別比的達成情形。

掌握轄區院所（含人工生殖機構）及
其接生人員之出生性別比狀況。另依
據國民健康署提供「醫療服務機構暨
接生人員異常出生性別比稽查重點
及作業原則」及 SRB 達統計顯著異常
之院所，進行聯合稽查及違規事證查
處之執行，本市 105 年尚未有出生性
別比違規之情形。

2. 輔導接生及產檢院所 2-1 為凝聚衛生局、衛生所推動出生性
（含人工生殖機構）及

別比之監測與輔導之共識，及建立年

其接生人員禁止性別

度政策目標之ㄧ致性，於 105 年 2

篩選之輔導達成情形。

月 25 日辦理 1 場次衛生所人員衛生
保健業務研習會。
2-2 105 年本市接生及產檢醫療院所（含
人工生殖機構）計 145 家，每年輔
導 1 次 1-12 月已輔導 146 家次，輔
導比率達成情形 97.3％。

3. 辦理縮小出生性別比

3-1 各區衛生所於轄區內針對醫事人

差距之醫事人員教育

員、社區民眾及新住民等辦理「出生

訓練或民眾宣導

性別比宣導講座」共計 43 場次，計

（1） 配合社區、各科室

3,379 人參加。

或 局 處 之 相 關 活 3-2 衛生所於轄區內辦理出生性別比失
動，宣導「女孩男

衡保健宣導活動，並配合各項宣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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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孩一樣好」
，糾正重

動向民眾宣導性別平等觀念引起民

男輕女的觀念。

眾之共鳴及重視，共計辦理 30 場

（2） 結合醫療院所，為

備註

次，15,485 人參加。

尊重生命倫理、保 3-3 印製兒童繪本透過幼兒園藉由親子
障生存權利、符合

共讀，從小建立幼兒及家長女孩、男

醫學倫理、傳遞正

孩一樣好觀念。

確醫療資訊，嚴禁 3-4 製作「女孩男孩有伴成長感情好」
性別篩選。
（3） 針 對 不 同 習 俗 文

宣導布條，於衛生所辦理活動時廣為
宣導。

化 ， 傳 遞 兩 性 平 3-5 運用本局健康就是讚粉絲專頁，宣
權、女男一樣好之
正確觀念。

導民眾。
3-6 編印性別平等宣導單張，透過各區
戶政事務所、醫療院所發放新婚及孕
前夫婦，以加強民眾性別平等之觀
念。

（二）檢討及建議
本年度出生性別比輔導查核並未發現有違法情形，且鄰近縣市皆至
本市產檢及生產直接會影響本市接生之出生性別比，另民眾觀念亦
是重要影響因素，本局將加強從民眾及學校端加宣導做起，賡續辦
理縮小出生性別差距之醫事人員教育訓練及民眾宣導，以加強改變
民眾或醫事人員之性別平等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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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說明：製作「女孩男孩有伴成長感情 說明：105.04.16 於光田醫院辦理
好」宣導布條，於 105.3.27 配合愛 醫療人員縮小出生性別比差距宣導
無國界猴好健康宣導。
講座。

說明：105.03.22 石岡區衛生所於里 說明：製作宣導單張宣導『讓愛生
鄰 長 研 習 會 宣 導 『 男 孩 女 孩 一 樣 生不息拒做性別篩檢』
，分送各戶政
好』，提醒里鄰長重視此議題。
事務所、醫療院所，廣為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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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6：營造母嬰親善的哺乳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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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醫療院所友善的哺 輔導本市新加入院所 1 家(清水王婦產科
乳環境，積極推展「母 診所)及續認證院所 2 家，共 3 家參加母
嬰 親 善 醫 療 院 所 認 嬰親善醫療院所認證，皆通過認證。將持
證」
，提昇參與母嬰親善 續加強輔導，鼓勵更多接生醫療院所參與
醫療院所認證機構之出 認證，以提升本市參與認證涵蓋率。
生數涵蓋率
2.提昇醫護人員及母乳志 為增進母嬰照護相關人員有關母乳哺餵
工有關母乳哺育之知識 之知識與技能，聘請母乳哺育種子講師辦
與技能

理醫療院所、志工及衛生局所人員繼續教
育，計辦理 3 場次，共計 590 人次參加。

3.強化「母乳支持團體」運 本市成立母乳支持團體共計 27 處，定期
作，藉由母乳志工協助 辦理母乳支持團體聚會活動，並與百貨公
解決媽媽哺餵問題，以 司合作辦理媽媽教室，加強民眾對母乳哺
延長哺育時間

育認知、落實哺餵行為改變，並能持續哺
育母乳，共計辦理 224 場次，參加人數
2,730 人次。

4.運用媒體行銷及宣導活 4-1 為響應國際母乳哺育週，結合澄清綜
動，提高母乳哺育及母嬰

合醫院中港分院於 8 月 6 日假該院辦

親善醫療院所的能見度

理「105 年國際母乳週-母乳哺育是永
續發展之鑰」活動，同時邀請本市母
嬰親善醫療院所共同參與宣誓活
動，活動內容包括：母乳寶寶爬行比
賽、孕肚彩繪走秀、奶爸韻律操表
演、捐乳媽媽愛心表揚、闖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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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等，約 350 人參加。
4-2 印製母乳哺育宣導單張放置戶政事務
所，發送新婚夫妻，加強宣導並鼓勵
孕婦踴躍至母嬰親善醫療院所接受
產檢及生產。

5.營造公共場所及職場友善 5-1 結合勞工局於東區勞工服務中心、中
的哺乳環境，藉由設置哺

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辦理「性別工

集乳室，提升哺乳婦女哺

作平等法暨性騷擾防制宣導會」時，

餵母乳的便利性及意願

進行宣導促進職場設置哺（集）乳
室、促進優質職場哺育環境條件等共
計辦理 2 場，約 250 人參加。
5-2 加強輔導鼓勵各職場或母乳哺育條例
所定公共場所設置哺集乳室，方便員
工集乳或洽公民眾哺集乳使用。至 12
月止本市已輔導法定公共場所設置
哺集乳室共計 228 家。
5-3 為促使公民營企業重視母乳哺育，加
入優質哺育環境，本市辦理「親善哺
集乳室競賽活動」，期望藉由本活動
鼓勵各單位對所屬哺集乳室加以重
視，讓媽媽們能自在的在公共場所或
職場哺乳，進而提升本市母乳哺育
率，本巿參加親善哺集乳室競賽（公共
場所 57 家、醫療院所 14 家及職場 25
家）共計 96 家參與。

6.產後護理機構的親善哺乳 6-1 本市 105 年 1-6 月產後護理機構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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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原定成效
環境之營造及輔導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25 家，已輔導 25 家，輔導達成率為
100％。
6-2 結合產後護理機構業務聯繫會暨教育
訓練，辦理母乳哺育業務宣導，強調
產婦母乳哺育的重要性，增進照護人
員有關母乳哺育的知識與技能，共辦
理 1 場計，約 50 人參加。

（二）檢討及建議
檢討：依據歷年縣巿母乳哺育率調查及母嬰親善認證分析，本市在純
母乳哺育率、肌膚接觸率、親子同室率及母嬰親善認證涵蓋率
仍有非常大的進步空間。
建議：
1. 考量醫療院所層級、人力、資源配置均不同，在母嬰親善認
證基準之下，基層診所對於參與認證意願相對欠缺，為鼓勵
院所參加母嬰親善認證，建議提高通過母嬰親善認證院所之
補助及獎勵，並將母乳手冊、單張、宣導品等資源優先給通
過認證之院所。
2. 為協助婦女返回職場後繼續哺乳，提升產後 6 個月純母乳哺
育率，本市將持續輔導鼓勵職場設置哺集乳室，並結合本市
勞工局、中部科學園區辦理職場哺乳宣導，以營造友善職場
哺乳環境。
3. 母乳哺育手冊為醫療院所、產後護理機構、志工進行母乳衛
教指導的重要資源，建議中央持續提供母乳哺育手冊，給予
產婦及家屬完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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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說明：8 月 6 日本市「國際母乳週-母乳 說明：8 月 6 日本市「親善哺集乳室競
哺育是永續發展之鑰」活動，市

賽活動頒獎」，市長頒發獎牌鼓

長以行動支持母乳哺育。

勵得獎機構。

說明：4 月 20 日假大里仁愛醫院辦理
「母乳哺育研習會」
，聘請具母乳 說明：本局設計母乳哺育宣導單張，放
哺育種子講師資格之王文中主任
擔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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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戶政事務所，發送新婚夫妻。

子計畫 7：新住民、原住民等族群之婦幼健康及事故傷害
防制計畫成果
（一）執行成效：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1、落實原住民、新住民婦幼
健康建卡管理，提供新住 外籍與大陸配偶應建卡 793 案，已建卡 793
民一般性婦幼健康指導 案，建卡率達 100%；另原住民應建卡 5,186
及生育保健指導與諮詢 案，已建卡 5,614 案，建卡率達 108.3%。
檢核。
2、提供設籍前未納健保之懷 （1）製作 1 款設籍前未納健保懷孕新住民婦
孕新住民婦女產前檢查

女產前檢查補助之彩色帆布條，俾宣導

補助，以提升產檢利用

鼓勵懷孕之新住民定期接受產前檢查。

率。

（2）利用各項活動及衛教場合辦理宣導，105
年全市 30 家衛生所共計辦理 66 場次，
宣導國民健康署提供設籍前未納健保之
新住民產前補助，俾利提升本市未納保
新住民之產前檢查利用率。
（3）本市新住民未納保產前檢查補助計 1,606
案，共 823,232 元。
（4）4 月份結合本市 29 區區公所及 30 家衛生
所資源，辦理新住民未納健保前產前補
助及居家安全環境跑馬燈衛教宣傳。

3、培訓外籍配偶生育保健通 （1）105 年共有 24 區衛生所、計 37 名生育保
譯員，提供多元化生育保
健服務。

健通譯員提供通譯服務。
（2）為利未培訓有生育保健通譯員的衛生所
日後臨時有通譯需求時，可快速取得支
援，本局訂定通譯員跨區支援服務表，
讓沒有通譯員的衛生所在臨時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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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時，可就近取得支援，不必煩尋找專業
通譯人員的問題。另鑒於本市海線新住
民家庭服務中心目前培訓有 151 位通譯
員，本局於 11 月 9 日與該中心會面商
談，日後藉由通譯員的跨單位支援合
作，讓通譯員服務的涵蓋率達全市。

4、結合原住民、新住民等族 （1）依國民健康署訂定之「6 歲以下原住民、
群婦女之健康建卡管理

新住民等弱勢家庭子女居家安全環境檢

機制，提供育有 6 歲以下

核表」，針對育有 6 歲以下子女之原住

子女之家庭居家安全環

民、新住民及弱勢族群家庭辦理居家安

境檢核與諮詢。

全環境檢核與諮詢，共計完成原住民家
庭 343 家戶、新住民與弱勢族群家庭
1,348 家戶。
（2）製作 1 款居家安全環境宣導品，以利衛
生所護理人員衛教民眾時使用。
（3）製作 1 款兒童事故傷害防制海報，加強
宣導注意居家環境安全性，俾保障嬰幼
兒。

5、辦理「原住民及新住民婦 （1）各衛生所結合轄區相關資源辦理，原住
女生育保健宣導講座」、

民及新住民婦女生育保健宣導講座，共

「現職通譯員及工作人

計 66 場次。

員教育訓練」
、
「原住民、 （2）3 月 27 日於本市東協廣場，藉由辦理
新住民與弱勢家庭居家

「2016 愛無國界 猴(好)健康活動」場

環境安全宣導講座」
、
「居

合，辦理動態式新住民生育保健通譯員

家安全環境檢核訪視人

培訓，透過實際參與活動通譯工作方

員教育訓練」等。

式，提升通譯員對於菸害防制、毒品防
制、用藥安全、婦幼保健、癌症篩檢、
食品安全等衛教議題之瞭解及說明技
巧，計 14 名通譯員參訓。
（3）11 月 11 日辦理「105 年新住民生育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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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通譯員進階教育訓練暨業務聯繫」
，於課
程中安排「兒少保護及家庭暴力防治」
講題，提升通譯員對於可能受虐的孩子
及新住民之敏感度，協助告知可尋求的
社會支援，並加入「兒童發展篩檢」課
程，俾通譯員日後有能力協助醫師向新
住民解說其小孩的發展問題，促使新住
民能了解並願意帶小孩進行後續評估及
治療；當天計 23 名通譯員參訓。
（4）各衛生所於轄區內針對育有 6 歲以下子
女之原住民、新住民與弱勢家庭，辦理
居家環境安全宣導講座，全市共計辦理
62 場次。
（5）於 8 月 10 日針對衛生所兒童事故傷害防
制種子人員辦理 1 場次教育訓練，俾加
強其居家環境安全衛教知能。

（二）檢討及建議：
於 11 月 11 日辦理「105 年新住民生育保健通譯員進階教育訓練暨業務
聯繫」時，有通譯員反映於協助衛生所人員進行居家安全環境檢核與諮詢
的實際經驗中，常有幼兒家長或主要照顧者對於「6 歲以下原住民、新住民
等弱勢家庭子女居家安全環境檢核表」長達 4 頁、高達 41 項細項的內容，
感到冗長而不耐煩；由於要說服幼兒家長或主要照顧者讓衛生所人員進行
檢核本已十分不易，建議貴署能研議精簡該檢核表之內容，以免引起民眾
之反感，加深該項工作執行之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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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彩照片：

說明：本市警察局第 4 分局協助
辦理設籍前未納健保新住民產前
補助之跑馬燈宣導。

說明：本市新社區戶政事務所協
助辦理居家安全環境檢核之跑馬
燈宣導。

說明：製作設籍前未納健保懷孕
新住民婦女產前檢查補助之彩色
帆宣導布條。

說明：製作居家安全環境宣導
品，以利衛生所護理人員衛教民
眾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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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市大安區衛生所辦理居
家安全環境檢核宣導講座。

說明：8 月 10 日辦理衛生所兒童
事故傷害防制種子人員教育訓
練。

說明： 3 月 27 日於本市東協廣場 說明： 11 月 11 日辦理新住民生
辦理動態式新住民生育保健通譯 育保健通譯員進階教育訓練暨業
員培訓。
務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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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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輔導轄區之出生醫療

實際達成情形
本市聽力篩檢補助服務醫療機構共計 38

院所提供本項篩檢服

家，其中 20 家有提供非該院出生新生兒聽

務。

力篩檢服務。

2. 輔導轄區之出生醫療

(1) 105 年本市出生數 28,563 人，應篩數

院所提供新生兒聽力

28,483 人，已篩檢 27,965 人篩檢率

篩檢服務。藉由辦理

達 98.2％，已完成目標數。

新生兒聽力篩檢及異

(2) 104 年 7 月 1 日至 105 年 6 月 30 日出生

常個案複檢、矯治等追

者，應確診數 321 人，已完成確診 320

蹤管理，早期發現先

人，陽性個案完成確診率達 99.7%，

天性聽障之幼兒，給

依加權公式計算，調整後完成確診率

予適當的療育，達到

約 96.3%，已完成目標數。

早期矯治的目的。
3. 結合社區資源及利用 為強化本市新生兒聽力保健工作推行成
多元宣導方式辦理新 效，結合相關單位、民間團體、托育機構，
生兒聽力保健宣導活 藉由辦理座談會、專題講座、及設攤衛教
動，以提升家長及社 宣導、懸掛布條、分發宣導文宣品及多元
區民眾對新生兒聽力 性媒體宣導等方式辦理。
保健之認知與重視。 宣導成果如下：
(1) 於本局辦理「阿公阿嬤健康活力 show
大賽」
，以布條宣導新生兒聽力篩檢。
(2) 配合大肚區公所「2016 磺溪書院文化
系列-考生祈福活動」設攤，提升家長
及社區民眾對新生兒聽力篩檢之認知
與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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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3) 本市各區衛生所利用設攤宣導、專題
講座、懸掛布條、分發衛教單張、文
宣品等方式，呼籲家長關心孩童聽力
健康。

（二）檢討
1.本市 105 年新生兒聽力篩檢篩檢率為 98.2%， 104 年 7 月 1 日至 105
年 6 月 30 日出生者，應確診數 321 人，完成確診 320 人，陽性個
案完成確診率達 99.7%，依加權公式計算，調整後完成確診率約
96.3%，已逾原訂目標數 95％。
2.以本市 46 家接生醫療院所篩檢情形來檢討，仍有 10 家接生醫療
院所因未提供新生兒聽力篩檢服務，亦未確實落實轉介制度，而
使部分新生兒未能於 3 個月內完成聽力篩檢；未來將針對未提供
篩檢之接生醫療院所，加強協助轉介至有提供新生兒聽力篩檢之
院所受檢或轉請衛生所追蹤落實聽力篩檢，以保障出生 3 個月內
新生兒受檢權益。
3.對於篩檢率不佳之醫療院所，將請轄區衛生所加強輔導追蹤、並
提供院所新生兒聽篩轉介相關資料，使該院所落實轉介制度或接
受外展服務，務求讓每位新生兒均能接受篩檢服務，達到早期發
現早期療育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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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說明：配合大肚區磺溪書院「2016 磺 說明：利用衛生所預防注射時間以海
溪書院文化系列-考生祈福活
報向媽媽宣導新生兒聽力篩
動」設攤宣導新生兒聽力篩檢，
檢，加強民眾對新生兒聽力篩檢
喚起民眾的認知。
服務之認識。

說明：於后里區衛促會會員大會宣導新 說明：配合居家安全管理講座課程，
生兒聽力篩檢之重要性。
宣導新生兒聽力篩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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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9：兒童近視防治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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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幼兒園教保人員視 針對幼兒園教保人員分區別辦理 24 場學
力保健在職訓練並加強 前視力保健研習會，並於課程結束後檢測
篩檢品質之評核。
視力保健認知，通過後才可執行兒童視力
及 NTU 立體圖檢查，以確保篩檢品質，參
加人數人。

2. 依據國健署訂定之篩檢 本市滿 4 歲及滿 5 歲兒童有 48,973 人，
要項辦理學前兒童視力 有接受視力篩檢 48,576 人,篩檢率為
篩檢服務。
99.2%

3.藉由辦理學前兒童視力 1. 視力篩檢初篩異常個案 7,865 人，已至
眼科診所確診 7,792 人，疑似異常個案
篩檢及異常個案追蹤篩檢
轉介追蹤率 99.1％
初篩、複檢、矯治等追蹤
2. 針對高風險近視兒童，由教保人員或公
管理，期望達到早期發
衛護士給予兒童與家長衛教關懷，避免
現，早期矯治的目的。
兒童視力再度惡化。
3. 辦理兒童近視防治宣導 1. 利用「拒絕近視 護眼任務」之宣導海
活動提昇民眾、兒童家
報於本市各衛生所、幼兒園等公共場所
長對近視防治之重視。
張貼宣導，並設計「兒童保健繪本」發
放，期望透過主題繪畫，加深兒童及家
長對視力保健之認知與重視。
2. 為強化本市幼童視力保健工作推行成
效，結合相關單位、民間團體、托育機
構，透過辦理座談會、專題講座、並利
用托育機構將視力保健納入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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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及設攤、懸掛紅布條、分發宣導文宣品
及多元性媒體宣導等方式辦理，本局、
所辦理宣導成果如下：
(4) 結 合 社 會 局 及 教 育 局 辦 理 托 嬰 中
心、幼兒園、國小及課後照顧機構之
聯繫會議時，宣達視力保健重要性，
並請兒童減少使用 3C 產品從小保護
視力。
(5) 針對本市幼兒園辦理「好愛(eye)健
康創意教案競賽活動」，提升教保人
員及家長對兒童近視防治的重視與
實踐。
(6) 配合「阿公阿嬤健康活力 show 大賽」
活動宣導，提升社區民眾對兒童視力
保健之認知與重視。
(7) 善用社會資源結合相關單位、托育機
構、及民間團體辦理設攤宣導、專題
講座、座談會時，利用懸掛紅布條、
分發衛教單張、海報、文宣品等方
式，本年度共辦理 135 場，13,472
人參加。
（二）檢討及建議
本市 105 年度針對滿 4 歲及滿 5 歲兒童視力篩檢率為 99.2%，異常個案
完成確診率為 99.1％，達原訂目標。有鑑於 3C 產品普及對兒童視力產生不
少衝擊，106 年將視力保健納入重點宣導業務，透過 105 年辦理「好愛(eye)
健康創意教案競賽活動」之優秀教案，分享推廣予幼兒園及教保人員，讓
教保人員互相學習並落實於幼兒教學中，提升對兒童近視防治的重視，亦
藉由運用多元媒體及各項相關活動場合加強宣導，鼓勵兒童減少使用 3C 產
品、多戶外運動並定期視力檢查，發揮三段五級預防醫學初段預防的概念，
加深市民「多戶外運動 遠離惡視力」之印象且落實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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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說明：分區辦理幼兒園教保人員視力保 說明：幼兒園利用「遠離 3C 拒絕近視
健相關學理講授及其重要性宣
護眼任務」海報向幼童宣導視力
導、視力及立體感篩檢技術解說
保健。
與操作及實行方式說明。

說明：新福祿貝爾幼兒園參與「好愛 說明： 105 年辦理「好愛(eye)健康創
(eye)健康創意教案競賽活動」
意教案競賽活動」，頒獎予優秀
實施教案之成果-眼鏡公主話劇
獲獎者。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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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十）：青少年性健康促進管理（遺傳及生育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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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生育未成年少女避孕 針對已生育未成年少女進行收案管理，提
管理

供產後保健、生育調節及嬰幼兒照護等指
導，105 年 1 至 12 月應管理 328 人，已
接受避孕輔導管理 328 人，管理執行率達
100%。

2.辦理青少年性健康促進 2-1 結合國高中、小學及社區共同辦理青
宣導活動

少年性健康促進講座及衛教宣導，強
化正確性知識、態度及觀念，並教導
有效避孕方法，避免性傳染疾病及懷
孕。校園及社區辦理青少年性健康促
進宣導講座共辦理 58 場，15,797 人參
加。
2-2 提供青少年兩性教育宣導海報及單
張，向青少年朋友、學校及社區傳達
正確的兩性相處、性方面知識及觀念。

3.結合轄內現有青少年親善 3-1 本市目前計 7 家青少年親善醫師/門診
門診之資源，提供完整的

（童綜合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

親善服務

院、臺中醫院、林文豹小兒科診所、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光田綜合醫
院、東區衛生所）。
3-2 本市 105 年門診收案服務量超過 500
人，藉由親善獨立的就診空間、專業
的醫師及個案管理師的專人負責，並
配合至校園宣導，確實能幫助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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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二）檢討及建議
為進行已生育未成年少女避孕管理，建議由出生通報系統將已生育
未成年少女個案資料，匯至婦幼健康管理系統，以利公共衛生護理
人員掌握個案名冊，並於個案管理及追蹤時可進行建檔、紀錄，掌
握個案動向，俾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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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說明：5 月 19 日烏日九德國小性教育講
座，講師以問答方式與學生互動
讓學生加深印象。

說明：6 月 4 日豐原高商性教育講座，
講師教導學生正確使用保險套。

說明：本局設計青少年性教育海報，供

說明：紅布條宣導。

宣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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