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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達成情形
1.本局行文至 13 鄉鎮市衛生所、職場、
醫院、各級學校調查
(1)13 鄉鎮衛生所由承辦窗口完成

1. 運用「社區肥胖防治環 (2)職場部份由各職場相關單位窗口完成
境評估工具」瞭解社區致 (3)醫院部分由肥胖防治業務窗口完成
胖環境現況，透過社區力 (4)學校部分由各校衛生組長或護理師完
量營造健康生活型態並提 成。
供適切服務。
2.調查 對象分別 為各大 類主要推動人
士，四大類調查涵蓋率(詳見附件 3)分別
為衛生所 100 %、職場 83%、醫院 100
%、學校 82%。
建立公共政策是健康城市計畫成功之
必要條件以外，亦需要有支持性環境的
配合，支持性環境是計畫的推手，健康
促進是龐大的工程，無法由單一部門完
成，亦不是由公部門承攬全部，必須創
造一個機制使社區及縣民願意主動性參
與，即是強化社區行動力，進而發展個
2.依據五大行動綱領執行
人技巧，最後將服務有形化調整健康服
環境改善與行動:
務方向。因此推動策略部分我們以渥太
(1)領導與政策
華五大行動綱領（The Ottawa Charter）
做思考。
1. 首長親自參與之程度
每年定期召開會議及跨局處活動，每
一次皆由縣長親自主持並全程參
與。本局每次舉辦肥胖防制大型活動
縣長每次必定會參與，若無法參與則
1

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會指派副首長前往代表參與，表示本
縣首長對肥胖防治議題之重視程度。
2. 政策強度與數量
105 年度南投縣重要的肥胖防治政策
包括：健康採購、校園週邊健康飲食
（27 家早餐店、29 道健康套餐）
、飲
食標示、社區減重防制計畫（10 家社
區協會參與）、健康促進醫院（今年
度通過健康促進醫院 6 家）及職場健
康促進自我認證（1 家績優健康促
進、5 家健康促進職場、31 家健康啟
動職場），成果豐碩。
1. 飲食
持續性的提供熱量標示及符合營養
標準的健康餐飲，輔導轄區內之公立
場所不販售較不健康食物及飲料，運
用社區力量與農會家政班及田媽媽
等推廣在地健康飲食。除 104 年本局
輔導學生人數 1700 人為縣內第 2 高
學生數之國小(草屯鎮炎峰國民小學)
辦理校園周邊健康早餐，今年更擴大

(2)支持性環境

辦理，共輔導縣內 13 鄉鎮市衛生所
各選取標的學校，依照校園周邊 500
公尺範圍內早餐店，輔導拜訪店家，
組合健康早餐套餐並請營養師計算
熱量，來販售給校園學童，總計 27
家早餐店參與，共推出 29 道早餐套
餐供學童採購。
2. 運動
南投縣為觀光首都，轄內更有「全球
10 大最美自行車道」美譽的魚池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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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向山自行車道」，也就是座落於日
月潭池畔美麗的自行車道，有鑑於自
行車運動近年來受到民眾的熱愛，本
局也因應印製南投縣自行車地圖，讓
全省各地喜歡自行車運動的遊客能
夠到南投縣來騎腳踏車，觀光之餘不
忘進行健康促進。另外在健走步道的
推動部分(附件 4)，有利於運動的支持
性環境之建置考量人車共道、路面狀
況等安全性及遮陽樹蔭多寡舒適性
等相關因素，再實際測量各步道長
度，沿途設置休息區域。
本局跨領域跨局處的行動如下
1. 與救國團合作舉辦「活力甩油去，猴
年來控窯」啟動記者會。
2. 與南投縣政府觀光處合作宣導參與
本縣職場健康促進自主認證。
3. 與 13 鄉鎮衛生所及學校合作推動校
園周邊健康飲食。
4. 與慈濟功德會共同舉辦食材安全營

(3)團體參與和行動

養宣導會。
5. 與縣內十家社區發展協會合作推動
社區肥胖防治計畫 (詳見附件 5)；並
於今年 10 月 13 日舉辦社區減鹽料理
成果聯合發表會。(附件 6)
6. 與本局食品科合作推動本縣健康盒
餐認證推廣。(附件 7)
7. 與南開科技大學合作舉辦不倒翁踩
街防跌健走活動。

(4) 強化個人技巧

105 年度本縣 13 鄉鎮市整合式篩檢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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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動共計 41 場次，使用服務人次數為 3371
人，每一場次衛生所的護理長皆會宣導
均衡飲食及聰明吃快樂動的健康原則，
及 3 蔬 2 果和六大類營養素均衡攝取概
念，讓地區民眾在做篩檢的同時也能夠
獲取營養及健康飲食的相關專業知識。
本局結合糖尿病共同照護網，推動糖
尿病病患的體重控制，除此之外也責成
本縣健康促進計畫醫院進行減重資料上
傳及管理控制。縣內 6 家健康促進醫院
提供員工及家屬、病患及病患家屬更拓
(5)專業服務

展至社區民眾各類健康促進活動，服務
層面也由疾病治療轉換為預防醫學及健
康促進，並於院內成立專業輔導醫療團
隊，提供民眾健康減重服務，期能守護
及促進院所員工、病患、家屬及社區民
眾的健康。
職場健康促進，今年度共輔導 6 家職
場通過職場健康促進標章認證，其中魚
池鄉雲品國際酒店日月潭分公司更榮獲

3.健康促進職場認證

績優職場之「健康管理獎」殊榮，其為
國內第一家健康促進觀光飯店實屬不
易，並於 106 年 1 月 18 日接受頒獎表
揚；另有 29 家職場參與健康啟動標章之
申請，成果豐碩。

（二）檢討及建議
1.社區
本年度實施社區肥胖減重計畫發現，大多數社區參與成員以 65 歲以上年
長者居多，惟國健署之健康減重網計畫對象為 6-64 歲的人，故參與社區
計畫的長者無法納入健康減重網管控，倘若以社區為單位來進行肥胖防治
時，需考慮一般上班族或青壯族較難以尋找之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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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職場
今年度推行的經驗為，若為大型職場且設有廠護或勞安部門的職場在於推
行職場健康促進自我認證較好推動，若無相關法規支持(職業安全衛生法
規)，一般職場較難推動健康促進。
3.醫院
本縣共有 11 家醫院，其中 6 家醫院加入健康促進醫院(參與率 54.5%)且當
中 5 家亦同時為高齡友善醫院，此 6 家醫院皆會依照國民健康署訂定的規
則執行健康促進相關項目，然其餘沒有拿到健康促進計畫經費的醫院，則
較難輔導該醫院戮力執行健康促進業務。
4.各級學校
輔導校園周邊早餐店(附件 8)時，在需符合 6 大類營養均衡攝取的原則下，
常見的問題為沒有奶類或是沒有蔬菜，且因早餐店經濟的考量常使用保久
乳或是小黃瓜等蔬菜來加入健康套餐，故健康套餐的樣式大多相同，樣式
無法太多變化，學童可選擇性較少；後續採購率及認知行為改變預計納入
106 年調查作為及後續推動項目。
（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活力甩油去，猴年來控
窯」啟動記者會副縣長陳正
昇親自參與活動

「管好體重，預防癌症」啟
動新聞發表，黃昭郎局長親
自現身代言

健康飲食紀錄片(營養師
訪談使用本縣食物輕圖典
工具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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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 日社區發展協會健
康減鹽餐發表

附件 4、社區健走步道

集集鎮八張社區健走步道刊版

南投市芳美社區健走步道刊版

信義鄉琉璃光之橋步道

竹山鎮車店仔社區健走步道

南投市永興社區健走步道

名間鄉田仔社區健走步道

魚池鄉日月潭社區健走步道

竹山鎮山崇社區健走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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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減鹽餐

7

飲食標示與健康盒餐

本縣健康盒餐認證上網

105 通過健康盒餐認證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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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周邊健康早餐

集集鎮校園周邊健康早餐

集集鎮校園周邊健康早餐

名間鄉校園周邊健康早餐

鹿谷鄉校園周邊健康早餐

信義鄉校園周邊健康早餐

竹山鎮校園周邊健康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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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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轄區醫療院所(不包括 1.委由轄區 10 家醫院(衛生福利部南投
衛生所)參與社區關懷據
點辦理健康促進活動。

醫院、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臺中
榮總埔里分院、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
里基督教醫院、竹山秀傳醫院、佑民
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南基醫院、
新泰宜婦幼醫院、曾漢棋綜合醫院、
東華醫院)結合 85 家關懷據點辦理老
人健康促進相關活動，每個據點由 11
項健康促進議題(健康飲食、規律運
動、老人防跌、健康檢查、健康服務、
安全宣導慢性病衛教宣導與訊息提供
等、老人心理社會健康促進、口腔保
健、社會參與、菸害防制、失智症防
治)中至少擇 3 項健康促進議題及三
高防治宣導辦理。(表一)

2-1.邀請轄區社區關懷據點、老人會、
社區營造單位、樂齡學習中心等單
2.轄區老人組隊參加縣內
位參加。
老人健康促進競賽。
2-(1)-1.拜訪老人會理事長、長青會等
負責人鼓勵其成員參加或結合共同
(1)組隊人數至少 2,215
人。

辦理老人健康促進活動，共辦理 79
場次初賽，共計 2,534 位長者參加
競賽活動。(表二)
2-(1)-2.社區關懷據點、老人會、社區
營造單位、樂齡學習中心及其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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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間團體共組 79 隊參加老人健促競
賽活動。

2-(2)-1. 2/14 竹山鎮巧聖仙師廟千人
焢窯活動-中和里老人囝仔隊。
(2)長 者隊伍 至縣市 轄
內 社 區 、 學 校 、 機 2-(2)-2. 5/16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哼哈
構、職場等場域表演

哈演唱會-名間鄉微微笑三千歲重

2隊

金屬樂團。
2-(3)-1.共 11 隊(南投市傑瑞老人安養
中心、南投市仁愛之家、草屯鎮吉康

(3)安、養護機構老人組
隊至少 2 隊。

護理之家、埔里鎮愚人之基金會伯特
利長青活力站、埔里鎮基督仁愛之
家、竹山鎮康能護理之家、竹山鎮淨
元護理之家、竹山鎮同心居安養中
心、名間鄉新泰宜護理之家、名間鄉
尚德安養中心、名間鄉祥和安養中
心)安、養護機構組隊參加老人健促
競賽活動。
2-(4)-1. 8 月 6 日(星期六)假南投縣政

(4)105 年 8 月底前辦理
縣市決賽。

府地下 2F 大禮堂辦理南投縣複賽計
9 隊參賽，最佳前 3 名隊伍，代表南
投縣參加國健署舉辦之區賽，榮獲佳
績分別如下:
埔里鎮福祿壽寶貝隊-舞台組「最佳
動感獎」。
南投市鳳鳴八卦九九千歲團-活力律
動組「銅牌獎」。
信義鄉望鄉教會文化健康站-活力律
動組「金牌獎」。並於 10 月 26 日假
新北市三重區綜合體育館參加「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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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樂齡寶貝 熱情無限 阿公阿嬤活力
秀」全國總決賽，再度博得頭彩，勇
奪活力律動組「金牌獎」
。
2-(4)-2.健康促進競賽活動包括健康活
力秀、健康操等各類有益身心健康活
動。
3-1.衛生所結合社區健康營造中心、松

3.縣內 65 歲以上長者參
與健康促進活動

年大學、社區大學、老人文康服務中
心、長青學苑、人會、農會、樂齡學
習中心及其他民間團體等辦理老人健
康促進 11 大議題宣導，共辦理 281 場
次，計 18,652 人參加(表三)。
3-2.健康促進活動包括老人防跌、規律
運動、健康飲食、健康檢查/篩檢服
務、心理健康促進、口腔保健、菸害
防制、社會參與及三高防治、失智症
防治等 11 大議題辦理。
3-3.結合本局企劃科高齡友善城市共同
營造高齡友善環境。本年度推動高
齡友善商店認證，由指導及宣傳、
專家訪視並環境檢視後再經過教育
訓練及體驗活動, 通過認證家數計
藥局 55 家、餐廳 3 家、旅館 7 家、
金融機構 6 家、便利商店 33 家。另
為維持通過認證之商店品質，持續
監控管考商店提供之服務是否符合
本認證之規範，且設有管考機制，
如接獲民眾檢舉，經查屬實且經勸
不願改善者，將撤銷其認證資格。
4-1.結合社區健康營造中心、松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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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原定成效
4.辦理三高及慢性腎臟
病防治宣導活動。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學、社區大學、老人文康服務中心、
長青學苑、老人會、農會、樂齡學習
中心及其他民間團體等辦理三高及慢
性腎臟病防治宣導活動，共宣導 106
場次，計 6,695 位社區民眾參加。(表
四)
4-2.依結合單位需求分別採取播放國健
署製作之腎臟病防治及認識三高宣導
短片或邀請三高及透析患者，透過個
案現身說法，共同宣導三高及「護腎
三三用藥五不」概念 2 種方式辦理宣
導。
4-2-1 播放國健署製作之腎臟病防治及認
識三高宣導短片並辦理有獎徵答以
吸引參與民眾注意觀賞影片內容，
後測認知率達 80％以上。
4-2-2 邀請三高及透析患者，透過個案
現身說法，共同宣導三高及「護腎三
三 用藥五不」概念。
4-2-3 與醫院共同辦理三高及慢性腎臟病
防治醫事人員教育訓練 4 場次，計 287
人參加。

（二）檢討及建議
相同模式的老人競賽活動至 105 年已辦理 6 年，參加的長者仍多以女性長
者為多，未來競賽方式若能更多元，方能吸引更多男性長者參加。
（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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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樂齡寶貝 熱情無限 阿公阿嬤活力秀」

推動高齡友善商店認證

全國總決賽信義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望鄉教會

藥局張貼語共同營造高齡友善環境

部落文化健康站勇奪活力律動組「金牌獎」

富寮里社區發展協會關懷據點辦理老人健康促進

辦理三高及慢性腎臟病防治醫事人員教育訓練

健康服務：【量血壓、腰圍、健康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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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3：推動糖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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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增加轄內已加入糖 1-1 本縣 105 年(計算期間 104 年 7 月-105 年 6 月)
尿病共同照護網醫療
糖尿病個案照護率為 69.1%，現 1-9 月整體照
院所收案病人數。
護率達 49.9%，為中區第二(附件一)。
1-2 105 年 11 月 23 日辦理糖尿病共同照護委員
會，進行糖尿病照護品質績優院所頒獎，共
22 院所獲獎(附件二)。
1-3 本(105)年培訓本鄉鎮衛生所藥師共 5 位取得
共照網證書並加入共照網團隊，以提升照護
率。
2.提昇醫事人員取得 2-1 105 年 3 月 30 日及 10 月 26 日辦理糖尿病共
糖尿病共同照護網證
同照護網醫事人員認證專業知識課程電腦筆
書比例。
試 2 場次，共 55 人應考，35 人及格，及格率
64%，及格人員已安排後續實習事宜。
2-2 105 年度培訓本縣糖尿病共同照護網醫事人
員〈醫師、護理師、營養師及藥師〉接受認證
並取得證書。本縣醫事人員參加糖尿病共同照
護網認證共累計共計有 340 人，含醫師 92 人、
護理師 188 人、營養師 36 人及藥師 24 人（至
105 年 6 月止）
。105 年度新認證人員數計 32
人，含醫師 9 人、護理師 17 人、營養師 3 人
及藥師 7 人。
3. 強 化 糖 尿 病 共 同 照 3-1 105 年 11 月 23 日辦理糖尿病共同照護網委員
護網委員會功能，藉
會，檢討運作及執行成效。
以提昇照護率及檢 3-2 於糖尿病共同照護委員會，進行糖尿病照護
查率改善措施。
品質績優院所頒獎，共 22 院所獲獎。
3-3 擬定及公佈 106 年度「糖尿病共同照護網醫
療院所提高照護品質獎勵競賽」於本局網頁，
鼓勵院所提升糖尿病照護品質。
4.加強糖尿病病患對 4-1 105 年度本縣 22 個糖尿病支持成長團體持續
眼睛、腎臟檢查重要
辦理 4 場次糖尿病主題活動，除了糖尿病病
性認知。
友也鼓勵高危險群及家人共同參與，加入醫
療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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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5.提升糖尿病之照護
品質，檢查項目包括
眼底檢查、尿液微量
白蛋白等。

6.結合社區資源舉辦
有關三高及慢性腎
臟病防治之醫護人
員教育訓練 13 場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4-2 藉由糖友卡抽獎活動鼓勵糖尿病友每年定期
做眼睛及腎臟檢查，發出 17,880 張，回收 3,300
張，回收率 18%。
4-3 鼓勵基層診所及衛生所轉介個案至眼科診所
進行眼底檢查或眼底彩色攝影檢查，105 年
度轉介未申報資料共 86 筆。
5-1 為提升糖尿病健康促進機構之功能及照護品
質，協助縣內醫療院所彙集糖尿病業務資料及
成果報告，本局業已請資訊公司針對「糖尿病
共同照護暨轉介管理系統」新增糖尿病健康促
進機構成果報表產出功能。
5-2 每月 5 日由本縣糖尿病共同照護網下載檢查
率，提醒未達成目標之院所加強改善。
5-3 105 年 11 月 23 日辦理糖尿病共同照護網委員
會，舉辦糖尿病照護品質績優院所表揚，藉由
會議執行檢討及經驗分享。
5-4 對於成效評價欠佳單位了解原因及給予輔導。
5-5 持續辦理 106 年糖友卡抽獎活動鼓勵糖尿病
友每年定期接受眼睛及腎臟檢查。
6-1 為促進醫事人員證書展延及提升人員糖尿病
新知，結合縣內醫療院所辦理三高及慢性腎臟
病防治之醫護人員教育訓練 13 場次，780 人
參訓，課程結束後予以後測以了解醫事人員研
習情形。分別委託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等 4
所縣內醫院辦理 7 場次繼續教育，南基醫院辦
理 5 場次糖尿病同好會，安杏診所舉辦 1 場次
糖尿病共享門診(附件三)。
7-1 截至 105 年 11 月止，30 所糖尿病共同照護網
醫療院所共有 25 所加入該方案，現積極輔導
竹山衛生所、中寮衛生所加入該方案。

7.輔導本縣糖尿病共同
照護網醫療院所加入
初期慢性腎臟病醫療
給付改善方案。
8.持續推動糖尿病支持 8-1 本縣共有 22 個糖尿病支持成長團體持續辦理
成長團體運作，並鼓勵
4 場次糖尿病主題活動。
診所成立支持團體。 8-2 積極鼓勵鹿谷鄉衛生所、集集鎮衛生所、魚
池鄉衛生所於 8 月 17 日、10 月 24 日參加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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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年全國糖尿病支持團體實作輔導種子師資培
訓。
8-3 鼓勵本縣參與 105 年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舉辦「糖尿病支持團體推展暨行銷計畫」之全
國優良糖尿病支持團體選拔(第八屆)獲獎名
單:安杏診所-砂糖特攻隊、竹山秀傳醫院-糖
尿病病友團體，於 11 月 23 日假臺北市舉行頒
獎典禮。
8-4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特舉辦 105 年「糖尿
病支持團體推展暨行銷計畫」之全國糖尿病支
持團體運作經費申請方案，本縣錄取單位:佑
民醫院、竹山秀傳醫院、南基醫院。

（二） 檢討及建議
1. 本縣 30 所糖尿病共同照護網醫療院所中有 22 所為基層院所(13
所衛生所及 9 所診所)，礙於經費不足，購置困難，眼底檢查大多
需轉介外院，使得本縣眼底檢查率偏低。未來將協助媒合週邊醫
院及眼科診所接收轉介病人及辦理眼科醫師巡診，並持續辦理
106 年糖友抽獎活動，鼓勵病人定期接受眼底檢查，以提高本縣
眼底檢查率。
2. 為改善糖尿病病人糖化血色素(HbA1C)控制，本年度「糖尿病共
同照護網醫療院所提高照護品質獎勵競賽」增列 HbA1C 品質率項
目，於本次安杏診所、黎俊奇診所、陳宏麟診所、育英診所達獎
勵指標，針對衛生所及醫院部分，因考量分母數過大可能影響成
效，故嚴擬獎勵機制為「基層院所」及「醫院」層級以調整獎勵
標準，鼓勵院所提升照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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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照片錦集

活動日期:105 年 05 月 27 日
說明:「糖尿病共享門診」安杏診所

活動日期:105 年 9 月 3 日
說明:三高及慢性腎病教育訓練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活動日期:105 年 06 月 06 日
說明: 適當飲食及食物代換草屯衛生所

活動日期:105 年 05 月 18 日
說明:足部自我照護-水里衛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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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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衛 生 教 育 宣 1-1 媒體宣導癌症篩檢相關訊息：
導

1-1-1.本局網頁/醫療資源/醫療機構/癌症篩檢及複診醫
療院所公告辦理大腸癌、口腔癌、子宮頸抹片及
乳房攝影合約醫療院所名單供民眾查詢。
1-1-2.製作大腸癌篩檢及癌症篩檢服務紅布條 120 條供
基層診所懸掛。
1-1-3.透過 5 家地方廣播電台（台灣廣播公司中興廣播
電台、省都廣播電台、全國廣播公司、正聲廣播
公司、山城廣播電台）
，呼籲民眾重視自身健康，
及早戒食檳榔及定期接受癌症篩檢分別 250 及
256 檔，合計共 506 檔次。
1-1-4.透過 2 家地方廣播電台（台灣廣播公司中興廣播
電台、山城廣播電台）節目專訪共計 8 則：探討
癌症的成因、預防和治療並呼籲民眾重視自身健
康，鼓勵民眾定期接受健康篩檢；有嚼食檳榔民
眾及早戒食檳榔。
1-1-5.本局網頁/衛教園地/健康促進專區/癌症防治放置
認識子宮頸癌、乳癌、口腔癌、大腸癌檢查方式
及複檢醫療資源計 4 則。
1-2 辦理學校、職場、社區..等衛教宣導。
1-2-1.結合學校、職場、教會及社區等資源，邀請臨床
醫師或衛生所護士以專題講座或個別衛教方
式，辦理學生、職場及社區民眾癌症防治教育宣
導共 436 場，參加人數達 30,504 人次(四癌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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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場次計 28,890 人次、檳榔防制 41 場次 1,614 人
次)。(如表一)
1-2-2.結合本縣相關活動辦理癌症篩檢服務、設攤宣導
癌症篩檢及檳榔防治，活動如下：與救國團南投
縣團委會結合辦理「猴年來烘窯(控油)，活力甩
油“篩”健康」活動，辦理癌症篩檢服務及闖關
宣導、參與「2016 就業博覽會」活動辦理癌症篩
檢及檳榔防治宣導、與中科管理局結合辦理「621
中科送幸福 做篩檢 賺健康」活動、結合「105
年度南投縣銀髮族健康活力秀複賽」活動，辦理
癌症篩檢服務及宣導、「送健康到企業」活動，
辦理癌症篩檢服務及檳榔防治宣導、與財團法人
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於水里鄉及魚池鄉
7-EVELEN 結合辦理「癌症篩檢 流感疫苗接種
暨肝炎/肝癌篩檢活動」
、結合「2016 中臺灣農業
博覽會」活動，辦理設攤宣導癌症篩檢及檳榔防
治宣導等。
1-2-3. 4 月 22 日與教育處結合辦理 DEAR 家庭親職教
育活動宣導檳榔危害健康，共 80 人參與幼兒說
故事比賽。
1-3.檳榔防制宣導
1-3-1.學校、社區辦理檳榔防制宣導 41 場次參與 1,614
人次。
1-3-2.職場辦理檳榔防制宣導共計 14 家，介入辦理衛
教宣導 20 場，辦理口腔檢查計 471 人次。
1-3-3.辦理個案戒檳衛教共計 244 位成員：戒食前嚼食
量 2,497 顆，平均嚼食量 10.2 顆/人/日，戒食後
嚼食量 1,456 顆，平均嚼食量 5.97 顆/人/日；減
20

檳人數 192 人、戒除人數有 52 人。

2.醫護人員繼 2-1.辦理衛生局所工作人員教育訓練。
續教育

2-1-1. 4 月 15 日辦理新進護理人員子宮頸抹片採檢基
礎課程共 7 名參訓並通過訓練取得證書。
2-1-2. 5 月 15 日辦理西醫專科醫師口腔癌篩檢教育訓
練，計 1 場次共 9 人參與並通過訓練取得核可證
明；105 年度南投縣共計 13 人取得資格；99-105
累計共 180 人。

3. 整 合 資 源 提 3-1.辦理社區癌症篩檢服務約場次服務人次：(如表二)
供各項服務

3-1-1.辦理社區癌症篩檢服務約429場次服務8,037人。
3-1-2.子宮頸癌：辦理社區設站篩檢服務：子宮頸抹片
檢查 343 場提供約 7,470 人次。3 年未檢之子宮
頸抹片檢查 67,089 人，浮動目標 77,664 人完成
率 86.38%，持續辦理篩檢。
3-1-3.乳癌：社區設站篩檢服務中，受理乳房 X 光篩檢
預約登記及社區乳攝車服務計提供 307 場約
5,244 人次。完成 45-69 歲婦女首次乳房 X 光攝
影檢查 3,209 人，浮動目標 4,937 人完成率 65%；
2 年 1 次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30,547 人，浮動目標
39,685 人完成率 76.97%，持續辦理篩檢。
3-1-4.糞便潛血免疫反應檢查：社區設站篩檢服務：379
場次提供約 6,963 人次。完成 50-69 歲民眾首次
接受糞便潛血免疫反應檢查 6,272 人，浮動目標
16,859 人完成率達 37.20%，持續辦理篩檢。 2
年 1 次糞便潛血免疫反應檢查 47,403 人，浮動目
標 60,532 人完成率 78.31%，持續辦理篩檢。
3-1-5.口腔癌檢查：社區設站篩檢服務：345 場提供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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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1 人次。完成 30 歲以上民眾（嚼、戒檳榔或
吸菸）
有效篩檢人數為 40,175 人，浮動目標 49,528
人完成率 81.12%，持續辦理篩檢。
3-2.辦理轄區職場(含中小型)癌症篩檢服務場次，鼓勵
職場致力推動職場健康促進，結合勞工體檢提供癌
症篩檢服務，共計 62 家，乳癌篩檢 26 場、子宮頸
抹片篩檢 44 場、糞便潛血免疫反應檢查 57 場、口
腔癌檢查 56 場。(如表三)
4. 篩 檢 工 作 之 4-1. 1 月 6 日本局 5 樓會議室辦理衛生所癌症業務工作
工作說明、檢

說明會 1 場次；4 月 12 及 8 月 19 日業務檢討改善

討、聯繫

會議。
4-2. 2 月 24 日辦理本縣醫療院所衛生保健業務聯繫
會、8 月 19 日業務檢討改善會議。
4-3.針對衛生業務進度，於 6 月至 8 月由局內主管及各
衛生所主任、護理長共同檢討改善方案。

5. 輔 導 轄 內 醫 5-1.輔導院所提供癌症篩檢服務：其中有 10 家醫院 109
療院提供癌

診所及 13 家衛生所提供定量免疫法糞便潛血檢

症篩檢服務

查。8 家醫院 64 家診所（含 9 家耳鼻喉科、32 家
牙科、23 家經訓練通過的其他專科）及 13 家衛生
所提供口腔癌篩檢服務。
5-2.基層診所提供大腸癌篩檢服務方面，截至本(105)
年 12 月 28 日止，縣內基層診所共 232 家(扣除 3
家歇業或無健保合約、7 家婦產科診所、20 家小兒
科診所、13 家眼科診所、6 家皮膚科診所、2 家精
神科診所)，共 109 家提供服務涵蓋率 60.22%，平
均每ㄧ診所服務量為 24.81 案；本局辦理基層診所
大腸癌篩檢服務獎勵措施，年服務量達 30 位以上
者共計 2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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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辦理醫事機構婦女乳房攝影篩檢轉介計畫，共邀請
510 家中西醫診所、檢驗所、牙醫診所及藥局參加
乳房攝影轉介計畫；有意願配合共 36 家（藥局 8
家、中醫診所 6 家、西醫診所 21 家及牙醫 1 家）；
實際執行家數共 9 家；共轉介 150 位；其中 75 位
確實篩檢。
6. 陽 性 個 案 追 6.陽性個案追蹤：
蹤轉介服務

6-1.子宮頸癌：截至本（105）年 12 月 5 日應追蹤陽性
個案 145 人，完成切片或治療 123 人，陽性追蹤率
84.8%，持續辦理追蹤。
6-2.乳癌：截至本（105）年 12 月 28 日篩檢結果 0 之
陽性個案 1128 人，完成追蹤 1017 人，追蹤率
90.16%；篩檢結果 3 之陽性個案 175 人，完成追蹤
133 人，追蹤率 76%；篩檢結果 0 且複檢為 4,5 之
陽性個案 209 人完成追蹤 182 人追蹤率 87.08%；
篩檢結果 4、5 之陽性個案 112 人，完成追蹤 97 人，
追蹤率 86.61%。合計追蹤完成率達
((1017+133)/(1128+175))*0.4+((182+97)/(209+112))
* 0.6=87.45%，持續辦理追蹤。
6-3.大腸癌：截至本（105）年 12 月 28 日為止陽性個
案 1,768 人，陽性個案已完成追蹤數為 1,254 人，
完成率 70.92%，持續辦理追蹤。
6-4.口腔癌：截至本（105）年 12 月 28 日為止陽性個
案 1,640 人，陽性個案已完成追蹤數為 1,255 人，
完成率 76.52%，持續辦理追蹤。
6-5.為提升大腸癌陽追率，辦理縣內醫事機構人員轉介
獎勵，篩檢結果為陽性個案，於篩檢後 3 個月內接
受大腸鏡檢查完成率達 75%以上酌予獎勵措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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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18 家院所達成。

（二）檢討及建議
1.為達癌症篩檢服務量，本局辦理醫療院所獎勵措施來提升函蓋率及服
務量，使縣民能及早接受篩檢資訊進而獲得便利性的篩檢服務，且能
儘早發現異常個案並給予適當之轉介就醫服務，此計畫有助於診所參
與服務之意願，建請署 106 年可規劃基層診所獎勵措施，期能再提升
基層診所參與率及服務量。
2.由本(105)年 7 月國健署提供 104 年成人縣市嚼檳率及認知率資料來
看，本縣成人男性嚼檳率 13.7%高出全國同期 8.8%；檳榔認知率為
54.3%略高於全國 0.01%。106 年將持續辦理各場域(學校、職場、社
區…等)衛教宣導，並提供嚼食者諮詢服務的管道，期望藉由提升認
知率來降低嚼食率。
3.利用語音撥號服務，批次大量通知、快速分類民眾篩檢意願；其方式
除減少人工耗時撥打電話外，再以撥號結果確認個案電話號碼正確
性，若有錯誤號碼(空號、暫停使用)經確認後回饋該區衛生所至篩檢
系統更正，此方式將減少錯誤電話通知並提高電話正確率及邀約效
率。
4.推動職場篩檢為考量員工上班時間，輔導職場辦理勞工體檢時併癌症
篩檢服務，各公司辦理體檢項目不依，勞檢項目中已包含自費癌症篩
檢，故推動職場辦理癌症篩檢意願及配合度不高。除了持續推廣職場
篩檢業務外，並定期提供篩檢相關訊息及鄰近可社區篩檢場次資訊供
參考，亦請廠護加強衛教宣導癌症防治之重要性。建立雇主與員工定
期接受篩檢之觀念，將於辦理勞工健檢前拜訪職場，了解狀況後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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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醫院，如勞檢醫院無法配合直接與縣內醫院聯繫辦理癌症篩檢。
5.近年來流感疫情大爆發，自 105 年起疾病管制署擴大流感疫苗接種對
象，年齡層下降至 50 歲與癌症篩檢年齡相符，為此本局將流感施打
與四癌篩檢相互結合辦理，讓民眾施打流感疫苗同時接受癌症篩檢一
次性的完善服務；106 年將持續辦理，期望有效提升癌症篩檢率及維
護縣民健康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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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彩照片

說明：口腔癌篩檢醫師初訓

說明：辦理整合式篩檢活動

說明：癌症業務院所聯繫會議

說明：護理人員抹片訓練課程

說明：邀請何麗娟護理長辦理志工教 說明：職場篩檢活動-中科送幸福-做
育訓練
篩檢 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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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配合 DEAR 家庭親職教育活動 說明：結合肝病基金會辦理-癌症篩
-宣導檳榔危害健康
檢活動

說明：溫馨篩檢送幸福-抽獎活動

說明：結合救國團辦理 -猴年來控
油，活力甩由"篩"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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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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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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監測轄區各醫療院

1. 每月透過出生通報系統查核，掌握轄

所（含人工生殖機構）

內醫療院所及接生人員之出生性別比

及其接生人員之出生性

例有無顯著異常情形。

別比，並建立異常警示
回饋機制。

2. 105 年 7-9 月本縣轄內 7 家接生院所
SRB 無異常達統計顯著，其中；出生性
別比偏高院所：新泰宜婦幼醫院
1.204、佑民醫院 1.157，經實地訪查，
未發現違法情事。。
3. 本縣 1-9 月出生性別比為 1.104，為使
醫事人員了解性別平等之重要性，委
請本縣 2 家接生院所(佑民醫院、埔里
基督教醫院)辦理醫事人員性別失衡
(縮小出生性別差距)之醫學倫理研習
各 1 場次。
4. 本縣 105 年 1-12 月出生男嬰總計
1400 人，女嬰總計 1293 人，轄區院
所出生性別比為 1.083(全國 1.076)，
本縣 SRB 統計檢定未達統計顯著。

2. 輔導接生單位及產檢 1. 結合本局醫政、藥政等科室，針對轄
醫療院所，以縮小轄區

區接生及產檢醫療院所 24 家進行輔導

出生性別比差距

各 1 次，輔導執行率 100%。
2. 針 對 醫療 服務 機構 ， 查察 各媒 體 通
路，並無進行違規醫療廣告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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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衛教及宣導出生性別比 1. 配合移民署每月外籍配偶座談會宣導
平衡之重要性。

「女孩 男孩一樣好 健康就是寶」。
2. 結合衛生所、醫療院所、社區活動、母
乳支持團體宣導「偏見停一停，女男
一樣行 兩性都珍貴，平等才是對」活
動共 131 場次。
3. 配合母乳支持團體親子教室辦理「女
孩男孩一樣好 生來通通都是寶」宣導
活動 12 場次。
4. 委託醫療院所辦理性別失衡醫學倫理性別主流化與性別平等研習 2 場次。
(1) 9 月 21 日假佑民醫院辦理「醫事人員
性別失衡醫學倫理」研習會， 計有 96
名醫事人員參加。
出席人員職業別:
護理人員 80 人、醫師及其他醫事人
員:16 人。
(2) 10 月 01 日假埔里基督教醫院辦理
「醫事人員性別失衡醫學倫理」研習
會， 計有 122 名醫事人員參加。出
席人員職業別:
醫師:25 人、醫事人員:20 人(放射師、
醫檢師、臨床心理師)、社工師：7 人
護理人員:30 人、行政人員:37 人
院外人士:3 人
5. 印製宣導標語於宣導品，加強宣導。

4.行政配合度及執行效率

每季稽查結果於每年 4 月、7 月、10 月
及隔年 1 月 10 日時效內完成回復國民
29

健康署。

（二）檢討及建議
本縣今(105)年之出生性別比為 1.119(全國 1.079)；屬偏高但未達統
計顯著。雖採用接生性別比，可間接作為是否有性別選擇的初步訊號，
但於實地院所訪查時，經比對產檢資料、人工流產資料等，並未發現不
法情事，但造成臨床醫師之困擾，建議中央朝源頭管控，加強試劑與檢
驗之管理與稽查，若於源頭查獲可疑跡證，再向下游追查。本縣未來仍
將宣導列為重點工作，配合本縣各大型活動(日月潭集團結婚、新移民節
慶祝活動、全縣幼兒園運動會等)；持續宣導提倡「女孩男孩一樣好，生
來通通都是寶」，並責成轄內 13 鄉鎮市衛生所提報人口政策宣導計畫，
規劃全年宣導活動，於各鄉鎮市社區場域活動(長者活躍健康舞動活動、
幼兒園親子活動、母乳支持團體等)中；加入性別平等議題宣導，共同塑
造社會氛圍。

（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105 年 9 月 21 日 草屯鎮佑民醫院
辦理性別失衡醫學倫理-性別主流化與性別
平等研習

105 年 5 月 30 日 地點：仁愛鄉大同村活動中
心-座談會--「性別比平等衛教-拒絕性別篩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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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6 月 18 日 結合稅捐處辦理大型宣導 105 年 3 月 28 日 地點：南投市泰谷光電股份
活動時，進行兩性平權宣導 「兩性都珍貴， 有限公司，向員工說明「女孩男孩一樣好 生來
平等才是對」
通都是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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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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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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6 個月內純母乳哺育 1-1.委託轄內接生單位辦理醫事人員母
率達 50%以上、提升產後
乳哺育研習會，聘請種子講師及母
及早母嬰肌膚接觸率
嬰親善醫院評鑑委員擔任講座，2 場
45%及提升母嬰同室率
次，共計 98 人次參加。
25%
1-2.本局辦理母乳哺育專業人員進階教
育訓練 1 場次。
1-3.各衛生所辦理母乳支持團體活動
132 場次; 親子教室 14 場次。
1-4. 8 月 6 日委託轄內 5 家母嬰親善醫
院辦理支持公共場所母乳哺育串聯
活動，約 592 人參加。
1-5.彙整轄內醫療院所及衛生所母乳
哺育衛教場次資源，印製母乳衛教
場次折頁，分送轄內母嬰親善院所
及 13 鄉鎮衛生所供民眾索取並公
告於本局及衛生所網站，提供民眾
知曉參與。
1-6.鼓勵孕產婦參加母乳哺育衛教活
動，參加 5 次課程以上之孕婦即贈
送精美宣導品一份，計有 41 人次參
加 5 次以上課程。
1-7.由公衛護士或母乳志工每月主動電
話關懷追蹤轄內產後 1-6 個月內之
產婦，進行母乳哺育諮詢與衛教。
1-8.配合移民署每月外藉配偶座談會鼓
勵至母嬰親善認證醫院生產及宣導
母乳哺育及其重要性。
1-9.縣內日月潭集團結婚宣導母乳哺育
的好處，共計 50 對新人及親朋好
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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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2.輔導醫院參與母嬰親善 2-1.聘請種子講師提升醫護人員專業繼
醫院認證工作
續教育訓練課程 1 場次。
2-2.印製母乳哺育海報、提供母乳哺育
教材如 L 型枕、乳房模型供醫療院
所使用。
2-3.母嬰親善認證醫院予以發佈新聞稿
及在局內網站公告，以利提升醫院
形象及便於民眾查閱參考。
2-4.輔導轄區內接生院所參加母嬰親善
認證，馨生婦產科診所(出生數居全
縣涵蓋率 24%，尚未加入母嬰親善)
經多次輔導後，由台灣助產協會委
員於 6 月 4 日及 8 月 2 日進行輔導
作業，內容包含教學課程、討論會
議，已於本(105)年度 8 月 30 日參與
母嬰親善醫院認證作業。
2-5.輔導新泰宜婦幼醫院於 8 月 30 日進
行母嬰親善醫院繼續認證實地評鑑
作業。
2-6.105 年度本縣參與母嬰親善醫療院
所認證機構之出生數涵蓋率
99.5%(參與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認證
機 構 之 出 生 數 2,679/ 總 出 生 數
2,693(男：1400 女：1293)。目標達
成率 110.5%。
3.符合公共場所母乳哺育 3-1.截至 12 月止本縣依法應設置哺集乳
條例第 5 條第 1 項各款之公
室之機構計 45 家，皆已完成設置，
共場所哺集乳室應設置率
設置率 100% 。
100%
3-2.依國健署制訂之公共場所哺集乳室
設備檢（抽）查重點及作業原則，
定期輔導及稽查依法(公共場所母乳
哺育條例)應設置公共場所哺集乳室
之場所，其設置及管理情形。各鄉
鎮市衛生所每季實地稽查所轄哺集
33

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乳室至少 1 次。
3-3.為促進母乳哺育政策於職場上之推
行及落實，配合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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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2 場
次。
4.辦理親善哺集乳室競賽
(含公共場所及職場)

4-1.本次報名共 40 家職場及公共場所，
於 5 月 12-17 日實地評選轄內符合公
共場所設置條例之參與單位計 23
家。親善哺集乳室競賽分甲(依法設
置)、乙(自願設置)兩類；選出優良
獎計 14 家、普獎 8 家，配合本縣衛
教主軸暨大型音樂會予公開授獎。

（二）檢討及建議
1.本縣診所目前對於母嬰親善醫院認證仍持保留態度，因人力常態性不足，
院方無全體推行之共識且縣內診所認證標準與大都會區域、教學醫院相
同，近年來民眾對於哺餵母乳及母嬰同室之觀念雖已較能接受但診所對於
通過認證與否並無太大的誘因，故參與意願仍顯低落，建議國健署與健保
署商討制定配套措施(納入診所評比)及誘因(提高健保接生費用補助差異)…
等等以提升參與認證之意願。
2.本縣主推光觀產業，縣內多處知名觀光景點遊客人潮絡繹不絕，目前知名
景點哺集乳室仍屬自願設置且大多尚未規劃此空間，未來會先朝向人潮聚
集處，先行輔導業者設置哺集乳室，供有需求之遊客及民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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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8 月 6 日母乳串聯活動，衛生局技正李麗美親 2016 日月潭集團婚禮『日月見證，永結同
臨竹山秀傳醫院與蔡副院長味娟共同以行動力 心』，於 10 月 14 日在向山遊客中心舉辦，本
支持並鼓勵媽媽於公共場所哺集乳。
局也前往宣導哺餵母乳的好處及提供相關諮
詢。

哺集乳室競賽於 10 月 16 日衛教主軸大型音樂 6 月 26 日假南投衛生局辦理 105 年母乳哺育
會中辦理哺集乳室競賽優良單位授獎。特邀長 專業人員進階教育訓練由郭素珍理事長傳授
榮交響樂團參與演出，上千位民眾熱情參與也 相關經驗。
藉此宣導，提高友善哺乳環境營造之認同感與
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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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7：原住民、新住民等族群之婦幼健康及事故傷害
防制計畫成果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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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新住民及原住民婦 1. 大陸配偶應建卡數 61 人，已建卡數
幼健康建卡追蹤管理，提

61 人，建卡率 100%，外籍配偶應建

供一般性健康指導與生

卡數 90 人，已建卡數 90 人，建卡率

育保健指導與諮詢。

100%。
2. 本縣 20-45 歲原住民育齡婦女人口數
5,743 人，建卡目標數 5169 人；轉入
人數 431 人，可扣除個案數 2,002
人，應建卡數 3,599 人，依 105 年 12
月 31 日婦幼健康管理系統統計生育
健康指導及諮詢檢核完成數 4,019
人，生育健康指導及諮詢檢核達成率
111.67 %。

2.輔導外籍配偶納入全民 1. 配合移民署辦理新住民初次入境衛
健保

生保健講座，共計 12 場次。
2. 提供外籍配偶孕婦設籍前未納入健
保者產前檢查之服務及補助，1 月至
12 月底共計 196 案次(外籍配偶 75 案次
及大陸配偶121 案次)，總計補助經費新
台幣 10 萬 3,059 元整。

3. 辦理新住民婦女生育
保健通譯員再教育訓

1. 於 4 月 13 日辦理 1 場次通譯員及衛
生所新進人員研習課程，共計 4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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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原定成效
練，提供多元化生育保
健服務

實際達成情形
次參加。
2. 1 至 12 月份協助健診及預防注射門
診 1049 小時，翻譯相關資料 57 小
時，辦理相關活動口譯 64 小時，外
籍配偶健康問卷調查及資訊傳達 29
人次，協助家庭訪視個案管理及電話
訪視關懷計 142 小時、2409 人次。

4.辦理實地『原住民、新 1. 公衛人員利用家訪，實地以「居家安
住 民之 居家 安全環 境

全環境檢核表」針對本縣轄區內原住

檢核』

民（含平地、山地原住民）、新住民
家庭中有 6 歲以下子女之家庭進行
居家安全訪視前、後測，共計完成
662 家戶(原住民家庭目標數 307
戶，完成數 326 戶，達成率為 106.2
﹪、新住民家庭目標數 263 戶，完成
數 336 戶)，達成率為 127.8﹪。
2. 評估結果顯示：不合格率最高前 3
項分別為「室內無安裝火災警報
器 」「加裝安全保護蓋於未使用之
插座」、「傢具無凸角或銳利邊緣」。
另發現「浴廁之地毯或腳踏墊有止滑
裝置」家庭占第 4 位。
3. 利用本局印製之居家安全教戰手冊
及宣導品(居家改善用品)，實地輔導
家中照顧者改善居家環境之安全，並
提高照顧者對居家不安全區域與項
目之檢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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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5.辦理『新住民與弱勢家 1. 宣導對象:幼托兒所師生及家長、一
庭事故傷害防制』宣導

般民眾等。
2. 共辦理宣導 40 場次，宣導兒童事故
傷害防制，參加人數約 2,465 人。
3. 透過媒體宣導，共發布 25 則幼兒事
故防制相關訊息。
4. 每場次活動中發出的宣導品上加強
印製宣導標語提高宣導效益。

（五）檢討及建議
1.

藉由居家安全檢核發現，部分經濟弱勢家庭因裝置火災警報器費用
偏高，無力裝設，經徵詢案家同意後，將其名單經編列造冊後，今
年已協調本縣消防局，優先協助新住民、原住民經濟弱勢家庭免費
裝設火災警報器。

2.

藉由公衛體系與新移民婦女接觸多數與生育保健指導或育兒問題相
關，較少觸及其心理健康問題，未來將通譯人員訓練課程中將加入
心理衛生項目及簡易諮商技巧。

（六）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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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4 月 13 日 南投縣衛生局 3 樓簡報室 105 年 6 月 5 日於水里鄉頂崁活動中心辦理
新住民婦女生育保健通譯員再教育訓練
照顧者居家安全事故傷害防制衛教宣導進
行有獎徵答

105 年 3 月 22 日鹿谷衛生所邀請新(原)

105 年 5 月 18 日南投市衛生所於幼兒園進

住民朋友們參加居家安全環境宣導講座。

行居家事故傷害防制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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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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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開婦幼保健工作說明會 1 場次，13
鄉鎮市衛生所護理長及承辦人計 48
人參加。

1.提升醫護人員對新生兒 2.
聽力篩檢的認知

完成轄區接生醫療機構聯繫之窗口
建置。

3. 配合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之「 新
生兒聽力篩檢診斷研討會」
，函 文
所轄醫事機構及衛生所參加研
習。
2.辦理新生兒聽力篩檢個
案管理追蹤

1.

依婦幼健康管理資料庫系統之
新生兒聽力篩檢及需確診名
單，掌握本縣新生兒聽力篩檢篩
檢及確診情形。105年度於本縣
醫療院所出生之新生兒共2,575
人，計2,544人完成初次篩檢，
初篩率為98.8%。

2. 104年7月1日至105年6月30日出
生者，應確診數29人，已完成追
蹤29人，篩檢陽性個案完成確診
率達100%。
3. 印製新生兒聽力檢查紀錄表提供 6
家篩檢單位使用，並輔導 6 家辦理新
生兒聽力篩檢認證醫療院所，在篩檢
40

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前後執行家長衛教。
4. 每月定期管理追蹤各鄉鎮市新生兒
聽力篩檢：未篩/拒篩、初篩未通過
未接受確診個案並通報轄區衛生所
追蹤、衛教及新生兒聽力篩檢資訊系
統登錄。
1. 於本局網站公告新生兒聽力篩檢服
務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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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資訊，供民眾查訊。
3.加強民眾對新生兒聽力
篩檢認知宣導

2. 結合幼兒園親子會、各鄉鎮市大型活
動、教育單位、保母協會、托育機構
等等藉由辦理座談會、專題講座、及
設攤衛教宣導聽力保健相關訊息共
61 場次，共 2,628 人參加。

（二）檢討及建議
1. 本縣提供新生兒聽力初篩之醫療院所，其出生涵蓋率為 99.5%，本
(105 年) 新生兒聽力初篩率為 98.8%，異常個案追蹤完成率 100%。
新生兒聽力篩檢計畫在本縣有限的醫療資源下已取得相當成果。
2. 本縣 7 家接生院所；其中 6 家皆已提供新生兒聽力篩檢服務；唯 1
家助產所未能提供該項篩檢服務，其出生數約占本縣出生數之
0.5%，本局已媒合具新生兒聽力篩檢服務之醫療院所協助該助產所
出生之新生兒提供聽力篩檢服務，以落實聽力篩檢，達到早期診
斷、早期治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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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說明新生兒聽力篩檢院所及篩檢流程概要

門診對家屬辦理新生兒聽力篩檢宣導

105 年 4 月 7 日於集集國小附設幼兒園

105 年 9 月 23 日於爽文國小辦理新生兒
聽力篩檢宣導

辦理新生兒聽力篩檢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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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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衛生局、所工作說明會 1 場，並責成
各衛生所追踨服務達成率，列入年度考核
成績。
2. 對象：滿 4 歲（100 年次）及滿 5 歲（99
年次）兒童；需扣除空戶、遷出人數。

1. 確 認 篩 檢 人
數

3. 造冊：衛生所依據當地戶政事務所提供之
100、99 年出生之人口分別造冊後篩檢，除
幼兒園就學兒童外，對於社區未就學兒童
積極納入篩檢列管對象。
4. 辦理 2 場視力及斜弱視篩檢工作研習訓
練，針對衛生所工作人員及幼兒園護理人
員、老師，計 146 人參與。研習內容：視
力檢查重要性、視力篩檢操作流程、視力
異常處理..等等。
1. 全縣共 185 家幼兒園全面辦理視力及斜弱
視篩檢工作涵蓋率 100%。

2. 滿 4 歲及 5
歲兒童疑似
異常個案完
成 確 診 率
≧98%

2. 本項篩檢截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篩檢人
數：四歲兒童 3,366 人（男童 1,766 人、
女童 1,600 人）、未通過人數：346 人、經
眼科醫院診所複檢結果：正常人數 75 人、
異常人數 265 人、有 6 人未複檢、疑似異
常個案完成確診率 98.3%。
3. 五歲兒童共篩檢 3,134 人（男童 1,638 人、
女童 1,496 人）、未通過人數：330 人、經
眼科醫院診所複檢結果：正常人數 9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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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異常人數 233 人、疑似異常個案完成確診
率 98.2%。
1. 結合幼兒園所親子會、各鄉鎮市大型活動
或健兒門診、媽媽教室…等方式針對兒童
照顧者宣導近視防治衛教講習，計 74 場
3,488 人參與。
3. 衛 生 教 育 宣

2. 透過遊戲、說故事針對幼兒園兒童辦理近
視防治衛教講習，計 69 場 3,103 兒童參與。

導

3. 宣導內容：視力及斜弱視篩檢重要性、早
期發現早期轉介治療為主要內容，並針對
幼兒園教保員與家長，增加幼兒及兒童每
日戶外活動時間且減少每天看螢幕的時
間。
1. 輔導全縣共計 185 家幼兒園執行『視力保
4. 輔 導 幼 兒 園

健評鑑指標』涵蓋率 100%。

執行『視力保
健評鑑指標』

2. 針對指標不符合之園所進行輔導並限期改
善。並建議輔導幼兒園增加戶外活動課程。

（二）檢討及建議
近年來 3C 產品盛行，使用年齡層下降，部分父母甚至將手機、
平板電腦、電視當作獎勵品或是暫時安撫孩童的工具，忽略 3C 產品對
幼童眼睛的傷害。部分幼兒園所或幼教廠商甚至強調教學課程結合電
腦視聽教材；引進動畫、電腦互動教學等等。未來除加強宣導正確使
用 3C 產品的重要性，並透過教育處、結合幼兒園基礎評鑑，鼓勵幼兒
園所調整課程內容、增加戶外活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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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說明：105 年 3 月 22 日於愛迪生幼兒園
針對兒童進行視力保健宣導

說明：105 年 5 月 7 日於爽文國小

說明：105 年 6 月 18 日假中寮鄉公所
辦理兒童照顧者視力保健宣導講座

說明：105 年 5 月 7 日於埔里鎮育英國小附
設幼兒園辦理幼童視力保健宣導

針對兒童照顧者進行兒童近視防治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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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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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1. 未 成 年 結 婚 針對未成年結婚及已生育婦女進行收案管
及 未 成 年 已 理，以家訪或電訪方式提供產後保健、生育
生 育 婦 女 列 調節及嬰幼兒照護等指導；並至國民健康署
案管理

婦幼康管理系統建卡列案管理，105年1至12
月應管理人數108人，已接受避孕輔導管理
108人；管理執行率100%。

2. 辦 理 工 作 說 1 月 29 日辦理婦幼保健工作說明會 1 場次，
明會。

13 鄉鎮市衛生所護理長及承辦人計 48 人參
加，會中說明青少年性健康促進之各項工作
方式及流程，並責成各項指標列入各衛生所
年度考核。

3.辦理青少年

1. 10 月16 日結合本縣「2016 南投縣衛教

性教育宣導

列車暨反菸音樂會」闖關活動，設攤宣
導青少年性教育及婦幼保健的重要性，
以加強青少年及家長的認知，參加人數
約1200人。
2. 所轄13鄉鎮市衛生所結合國高中、小學
及社區共同辦理青少年性教育講座及衛
教宣導，並納入教育、衛生單位宣導重
點，強化正確性知識、態度及觀念，教
導有效避孕方法，避免性傳染疾病及懷
孕。校園講座共辦理42場次共7,687人參
加，社區宣導活動共辦理51 場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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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5,341人參加。
3. 利用幸福9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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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結合青少年 1. 本縣目前有3家青少年親善醫師/門診
親善醫師/門

（衛生署部立南投醫院、草屯鎮衛生

診推廣計畫

所、埔里鎮慶生婦產科診所）及青少年

辦理青少年

親善醫師計10名，親善獨立的就診空

性健康促健

間、專業的醫師提供專業諮詢意見；並

宣導。

由親善醫師至本縣高中職校園進行青少
年正確兩性關係及避孕宣導，105年1-12
月間計辦理10場次(中興高中日間部、進
修部，同德家商、草屯商工、埔里高工、
暨大附中、仁愛高農、三育高中)，高一
高二生全數參加。

（二）檢討及建議
有鑑於衛生單位多於青少女生產後，才接觸到個案，本局已於
今年開始與本縣社會處、勵馨基金會合作，透過本縣未成年懷孕服
務單一窗口；及早掌握未成年懷孕婦女個案。並透過所轄鄉鎮市公
共衛生人員必要時陪同社會處社工人員一同家訪，結合社政、衛政
力量及早介入服務，降低早產、低體重及死產風險，並提供產後避
孕指導、新生兒照護指導等；未來將持續透過跨局處合作，營造支
持環境，以促進及保護青少年健康為目標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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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說明：於 105 年 9 月 23 日由婦產科醫
學會校園種子講師石醫師至埔里鎮暨
大附中談健康兩性關係及正確的避孕
觀念。

說明：105 年 4 月 13 日於中寮國中進行
青少年健康避孕觀念與態度宣導講座

說明：105 年 1 月 27 日於草屯鎮太清宮
針對青少年照顧者講述健康兩性關係
及避孕觀念宣導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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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05 年 9 月 29 日於仁愛鄉仁愛國
中進行青少性教育專題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