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計畫 1：健康體能暨代謝症侯群及肥胖防治計畫成果
(一)執行成效：
原定成效
1. 健康減重成效
（公斤數達成率）
2. 社區健康生活型態營造

實際達成情形
本市市民共同減重 17 公噸，達成國健署目標
數 221%。
1.領導與政策
1-1 由各局處及轄區醫院合作調查本市致胖
環境，完成本市東、西區 2 份致胖環境評
估；另結合國中小、高中職及大專院校本
府 8 局處、東、西區衛生所配合完成 45
份小型社區致胖環境評估調查。
1-2 首長、議員及各局處首長親自帶頭打擊
肥胖，宣示健康減重應有策略作為，請市
民共同參與。
1-3 轄區健康照護機構院長重視肥胖防治政
策，允諾全力協助推動肥胖防治。
2.支持性環境
2-1 飲食
2-1-1 校園周邊健康吃聰明選，1 所國中、
2 所國小作為示範學校，輔導周邊餐飲業
者及倡議民眾選擇少油、少鹽、少糖、
多蔬果之烹調，並請前述業者加強促銷
健康飲食，促進社區民眾(含學校師生、
家長、保母等)健康飲食採購動機。
2-1-2 輔導本市餐飲業者熱量標示
輔導餐飲店廠商進行熱量標示，將熱量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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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於目錄、盒餐包裝，迄今已輔導 40
家盒餐業、14 家餐廳、23 家烘培業及 200
家手搖飲料店持續進行熱量標示。
2-1-3 輔導餐飲業及食品業者使用加碘鹽。
辦理餐飲業者烘培業加碘鹽宣導活動 2 場
次計 171 位業者參與共同響應。
2-2 運動
2-2-1 持續維護已建置完成熱量標示地點
嘉義市已建立 97 處熱量標示健走步道，
為鼓勵民眾運用社區健走步道，從事健
走運動，養成「日行萬步」之健走習慣，
11 月份健走月於本市東南西北區各辦理
4 場健走活動，活動區域含蓋本市 84
里，由市長、議員帶領民眾齊健走。
2-2-2 營造安全、便利的社區步道
為鼓勵社區居民運動強身，走出戶外接
近大自然，促進社區居民感情，創造更
安全便利運動環境，結合社區建置社區
歩道計 96 處。
2-2-3 公園運動設施資源盤點及民眾使用
公園運動設施調查
調查本市民眾最常運動地點為公園，盤
點本市 37 處公園，面積最大為嘉義公
園，其次香湖公園及 228 公園，平日民
眾進出公園人數約 3000 人；假日約 4000
人，運動設施最常使用高低單槓、雙槓
單槓，其次有健走歩道熱量標示處，另
民眾建議在設置運動器材旁增設溜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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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可營造兒孫齊運動，增加成人運動
率。
3.團體參與和行動
3-1 委託 5 家醫院(所)於 7-8 月辦理暑期親
子減重班，主打運動及健康飲食，計辦理
5 班。
3-2 辦理嘉市大減噸團體競賽及個人摸彩
105 年度職場及社區計參與嘉市大減噸
活動，計 6468 人參加，達 17445.9 公斤。
3-3 農會家政班及田媽媽等合作
3-3-1 本市辦理食農教育於國小、社區計 5
場次。
3-3-2 嘉義大學農藝系師生教導社區民眾以
自然農法─生產清潔蔬果
4.強化個人技能
4-1 運用「健康生活動起來」手冊提昇民眾
對聰明吃的健康飲食
將「健康生活動起來」手冊發送至本市國
中、小學、社區宣導聰明吃的健康飲食。
4-2 社區蔬菜銀行交流
國立嘉義大學農業推廣中心為推廣本市
食農教育，每週六於嘉義大學新民校區運
動場旁設置「嘉大有機農產品市集」，提
供嘉義自耕小農和手作家有固定販售
點，市民一起來市集交流。
4-3 嘉市特製健康料理食譜叢書
研製料理健康食譜，提供民眾製作健康飲
食參考，將健康飲食落實於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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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磚心設計「低碳便當」
本市磚磘里結合在地特色設計磚心便當
強調天然、健康、無害與友善環境的訴
求，成為名符其實的「低碳便當」
4-5 創意健康飲食教育
結合在地農產品推動員工或學校、社區民
眾結合當地蔬果商家推廣至暑期親子體
控班，設計闖關卡結合健康餐券、水果兌
換券；結合在地農夫市集推動至健康飲食
DIY 課程－享瘦輕盈動生活，以新鮮當季
水果（如：蘋果、芭樂、香蕉）作為課後
問券調查禮品計 56 場次。
4-6 多元健康操推廣
於各社區持續推動握力球有氧運動、「防
跌操」以及「不老操」，並製作光碟供民
眾索取，105 年發放數量共 1000 份。
4-7 封街健走
本市推廣「月月有活動、周周要運動」
，
養成民眾運動風氣，在本府各局處及民間
團體計辦理 11 場健走活動。
4-8 編制健走手冊及地圖
鼓勵全民齊健走，每日萬歩融入日常生活
中，本市編製健走手冊，教導民眾正確健
走姿勢供民眾索取，105 年發放數量共
2000 份。
5.專業服務
5-1 健康促進機構參與率刷新紀錄
今年本市共 12 家醫療院所以健康促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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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目標，其中有 9 家機構為新的健康促
進夥伴，新增參與率為半數，顯示本市為
醫療院所增能賦權著有成效，健康促進意
識抬頭，除了讓機構員工樂於工作中，也
受到社區的尊重，強化本市健康促進網絡
的量能。
5-2 中正大學體育競技系教授辦理社區健康
促進活動
中正大學李淑芳及王秀華老師帶領團隊
以「全面性團體運動處方」介入，提升嘉
義市社區缺乏身體活動之中老年人健康
生活品質和功能性體適能等為目標，整合
產、官和學界等資源，落實健康促進計
畫，改善嘉義市社區中老年人之生活型
態。
5-3 醫院與校園的健康約會─暑期親子健
康體重管理
為了讓學校孩童揮別肉肉，廣邀醫院與學校
結合辦理暑期親子健康體重管理營共 5
場，在校園吹起一股健康風，更帶進家庭，
親子齊健康。

（五）檢討及建議
1.本市輔導校園周邊餐飲業者推動健康套餐參與率不高。
2.各執行單位不熟悉致胖環境評估工具，希望可提供專家學者建議
名單供各縣市與各局處或合作單位開會時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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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首長及醫療院所院長帶頭打擊肥胖

熱量標示置入行銷民眾賺健康店
家飽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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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議員帶領民眾齊健走

子計畫 2：活躍老化計畫成果
（一）執行成效：
原訂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1.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結合情形(4 分)
轄區醫療院所結合社區關懷據點辦
理健康促進活動比率（須達 90％以
上），達成國民健康署目標數 100%

2.社區長者健康促進活動(9 分)
(1)轄區長者組隊參加健康促進相關競
賽活動須達 955 人，達成國民健康
署目標數 100%

結合轄內嘉南、盧厝、東門、頂庄、東
川、新店、嘉北、福民、劉厝、磚磘、
下埤、鳳梨會社、文化、及常樂園、祈
樂園、家庭關懷協會、展愛社-湖內、展
愛社-精忠、佛光山圓福寺、育英里辦公
處、等 21 個社區關懷據點辦理活動，共
53 場次，計 2,019 人參與，完成率達 100
％。
(1)7 月 23 日結合共計 17 隊社區關懷據點
及安、養護機構辦理嘉義市阿公阿嬤
活力秀比賽，計 967 人次參加。

(2)長者隊伍至縣市轄內社區、學校、機 (2)雙福基金-常樂園於 9 月 1 日至嘉義太
構、職場等場域表演，達成國民健
保高鐵車站表演，10 月 21 日雲嘉三
康署目標數 100% (2 隊)。
縣市暨中正大學合作成立高齡研究中
心意向書簽署記者會，雙福基金-常樂
園和仁義社區銀髮族打擊樂團 2 隊參
(3)轄區安、養護機構老人組隊參與健康
與表演。
促進相關競賽活動，達成國民健康 (3)於 7 月 23 日結合雙福基金-常樂園、
署目標數 100%(2 隊)。
雙福基金-祈樂園及拾智園日間照護
等 3 隊參加嘉義市健康 105 動起來(4)於 105 年 8 月底前辦理 1 場縣市決賽。
老人健康促進競賽，計 1 場次 167 人
次參加。
(5)針對轄區之長者，至少參與 1 項健康 (4)於 7 月 23 日在嘉義市西區港坪體育館
促進活動之比率（25%以上）
，達成國
辦理「嘉義市 105 阿公阿嬤健康促進
民健康署目標數 100%(8,608 人)。
活力秀」。
(5)結合醫療院所、21 個社區關懷據點、
各里辦公室及其他民間團體等辦理老
人健康促進活動計 83 場次，9,114 人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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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結合社區相關資源辦理三高及慢性病
腎臟病防治宣導活動(3 分)
本市 65 歲以上長者全年參與三高及 結合社區關懷據點及醫療院所辦理社區
慢性腎臟病防治宣導活動須達目標
長者慢性 腎臟病防治宣導活動，計 29
數 1700 人，以 達成國民健康署目 場次，3,129 人參與。
標數 100%。

（二）檢討及建議
1.期使轄區長者健康促進相關議題及競賽活動能有更多長者參與，以增
進涵蓋率。
2.鼓勵轄區內長者走出戶外，增加社會參與的機會，已達〝活躍在我嘉〞
、
〝活躍老化〞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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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躍老化計畫成果照片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活躍老化社區宣導

活躍老化社區宣導

嘉義市阿公阿嬤活力秀比賽

嘉義市阿公阿嬤活力秀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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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3：推動慢性病照護網計畫成果
（一）執行成效：
原定成效
1.建立健康公共政策

實際達成情形
1.建立健康公共政策

1-1 取得市長及議會承諾，辦理本市中 1-1 已取得市長及議會承諾，辦理本市中
低、低收入戶及近貧之弱勢糖尿病病
低、低收入戶及近貧之弱勢糖尿病
友血糖試紙補助。
病友血糖試紙補助，目前共 64 人次
申請補助。
1-2 將糖尿病篩檢項目列入整篩計畫重
要執行指標。
1-3 獲得醫院主管承諾，將糖尿病照護品
質列入該院執行指標。
1-4 明確規範訂定各項糖尿病治療指引
及品質監控標準及轉介標準。
1-5 本年度須召開推動委員會議 2 次，共
同討論各項目標與工作執行，建立醫
院與診所良好之整合、連結與合作、
檢討之機制，藉以提升糖尿病團隊照
護涵蓋率。

1-2 已將糖尿病篩檢項目列入整篩計畫
重要執行指標。
1-3 已獲得醫院主管承諾，將糖尿病照護
品質列入該院執行指標。
1-4 已明確規範訂定各項糖尿病治療指
引及品質監控標準及轉介標準。
1-5 已於本年度召開推動委員會議 1 次，
共同討論各項目標與工作執行，建立
醫院與診所良好之整合、連結與合
作、檢討之機制，藉以提升糖尿病團
隊照護涵蓋率。

1-6 針對診療糖尿病醫療院所，進行 DQIP 1-6 針對診療糖尿病醫療院所，進行 DQIP
抽樣調查，64 家院所共抽樣 2,453
抽樣調查。
案。
2.創造支持性環境

2.創造支持性環境

2-1 於本市四家醫療院所辦理整合性健 2-1 於本市五家醫療院所辦理整合性健
康篩檢活動，針對已篩出糖尿病高危
康篩檢活動，針對已篩出糖尿病高危
險群民眾進行衛教及轉介，計 15,852
險群民眾進行衛教及轉介。
人參加。
2-2 於社區公園、自行車步道、學校、 2-2 結合嘉義大學體育健康休閒所，於
社區公園設計健走步道熱量標示，讓
體育場及職場建置健走步道熱量標
社區民眾切確了解運動與糖尿病之
示，讓社區民眾切確了解運動與糖尿
關係，總計完成 97 處，完成項目如
病之關係。
下表：
項目
完成數
公園站
24 處
鐵馬道
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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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小
機關
自行車步道

56 處
6處
5條

2-3 撥發單股尼龍繩、護照、各項單張、 2-3 針對轄區診療糖尿病之醫療院所均
撥發、護照、各項單張及轉介單，本
轉介單至本市診療糖尿病院所。
年度 1-10 月已發出 1,964 本護照。
2-4 強化糖尿病網頁功能，維護醫事人 2-4 已強化糖尿病網頁功能，維護醫事人
員學分查詢系統及民眾資訊參考。
員學分查詢系統及民眾資訊參考。
3.強化各單位行動力

3.強化各單位行動力

3-1 辦 理 本 市 糖 尿 病 照 護 品 質 監 測 調 3-1 由市長親自頒發「DQIP 照護品質優良
查，並請市長針對優良照護院所進行
醫療院所」，以激勵各院所提升照護
頒獎。
品質之動力。
3-2 建立「展延預告」機制，事先數月提 3-2 建立「展延預告」機制，事先數月提
醒已需展延之醫事人員，以防逾期。
醒已需展延之醫事人員，以防逾
期，總計 33 人。
3-3 由本局整合各糖尿病及腎臟病病友 3-3 本年度「嘉義市糖腎病友團體聯盟」
病友團體活動，辦理 2 場、計 155
團體，成立「嘉義市糖腎病友團體聯
位病友參加。
盟」，輔導該聯盟每半年辦理活動 1
次，加強各病友團體聯繫，形成互助
聯絡網，達到資源互享及支持性交
流。
3-4 定期召開種子輔導員會議每年 1 場，
3-4 召開本市糖尿病病友團體種子輔導
討論各病友團體推動狀況、成果分
員聯繫會議 1 場，共 13 人次參加
享與改善機制，如特殊情況得提議
召開臨時會議。
3-5 規劃種子輔導員參與並協助團體定 3-5 辦理嘉義市糖尿病病友團體聯盟活
期正常運作及落實病友團體功能，
動 2 場，共 155 人次參加。
促使病友產生健康行為。
4.發展個人技能

4.發展個人技能

4-1 辦理醫事人員研習會 6 場（包括個案
4-1 辦理醫事人員研習會 19 場（包括個
討論會、中醫、腎病），透過研習、
案討論會、腎病）
、計 1,317 人次參
前後測方式以增加醫事人員認知率
加，認知率達 80﹪以上。
達 80﹪，以提升衛教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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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協助參加認證之醫事人員至教學醫 4-2 協助參加認證之醫事人員至教學醫
院參與見實習，以熟練相關技術。
院參與見實習總計 13 人。
4-3 辦理醫事人員電腦筆試 1 場。

4-3 辦理醫事人員電腦筆試 1 場，計 36
名醫事人員參加。

4-4 規劃本市病友團體參加全國各項團 4-4 協助本市病友團體參加全國各項團
體比賽。
體比賽，為增加團體榮譽感，除院所
照護品質考評加分外，並請市長表揚
頒獎。
5.調整健康服務方向

5.調整健康服務方向

5-1 辦理 DQIP 抽樣調查，針對醫療院所 5-1 已辦理 DQIP 抽樣調查，65 家院所共
照護品質分析結果，訂定評比標準及
抽樣 2,453 案檢查比率列入 DQIP 抽
獎勵辦法，依據糖尿病資訊系統產製
樣調查。
績效報表定期評價，不合規定之院所
請擇期改善。
5-2 藉由糖尿病個案收案管理、建立公衛 5-2 已藉由基層院所整合性照護網絡計
畫，整合轄區院所形成照護網絡提
護士與病人醫病關係，定期評價、抽
升眼科診所及基層西醫診所之眼科
查其紀錄及 Data，藉以提升衛生所糖
照護率、衛教及 A1C 篩檢率。
尿病照護品質及績效管理。

（二）檢討及建議:
本年度雖已針對轄內未符合糖尿病品質支付服務方案執行率之院所進行
溝通，照護率仍不盡理想，如何提高其他科別對於糖尿病照護率，為本市
努力改善方向。

12

（三）精彩照片

糖
尿
病
共
同
照
護
網
推
動
委
員
會

病
友
團
體
輔
導
員
聯
繫
會
議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13

本
市
糖
尿
病
病
友
團
體
聯
盟
活
動

本
市
醫
事
人
員
教
育
課
程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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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訂定之癌症篩檢率： （1）完成健康署訂定之癌症篩檢率
1-1.子宮頸癌 100﹪
（105.01.01 至 105.12.31）：
1-2.6 年以上子抹未檢≧ （1-1）子宮頸癌：89.7﹪
100﹪
（1-2）6 年以上子抹未檢：71.6﹪
1-3.乳癌非首篩＞100﹪
（1-3）乳癌非首篩：76﹪
1-4.乳癌首篩＞100﹪
（1-4）乳癌首篩：101.1﹪
1-5.大腸癌非首篩＞100
（1-5）大腸癌非首篩：94.4﹪
﹪
（1-6）大腸癌首篩：102.5﹪
1-6.大腸癌首篩＞100%
（1-7）口腔癌：86.9﹪
1-7.口腔癌＞100﹪
（1-8）社區里里到站免費癌 篩服
務：提供子宮頸抹片檢查之婦女
篩檢率，共計辦理 98 場次，1195
人次篩檢。
（1-9）配合 5 月至 10 月醫院整合性
健康篩檢服務，於服務期間接受
四癌篩檢分別為大腸癌篩檢
3,641 人，口腔癌篩檢 2,453 人，
子宮頸癌篩檢 4,202 人及乳癌篩
檢為 2,142 人。
（1-10）配合國一女生子宮頸癌疫苗
接種，辦理｢一人一信、愛的叮嚀｣
活動，透過「愛的叮嚀」卡片邀請
學生母親定期子宮頸抹片檢查，共
計 132 人完成篩檢。
2.完成健康署訂定之篩檢陽 （2）完成訂定之篩檢陽性個案追蹤率
性個案追蹤率：
（104.10.01 至 105.9.30）：
2-1.子宮頸癌＞92％。
（2-1）子宮頸癌陽性追蹤率 87%。
2-2.乳癌＞90％。
（2-2）乳癌陽性追蹤率 91.4%。
2-3.大腸直腸癌＞70％
（2-3）大腸癌陽性追蹤率 76.5%。
2-4.口腔癌＞75％
（2-4）口腔癌陽性追蹤率 81.7%。
（2-5）辦理本市市民糞便潛血陽性
之個案施作無痛性大腸鏡，
共計 362 人受惠。
3.提升婦女子宮頸癌認知。 （3）配合整合性健康篩檢服務，子宮
頸抹片人數共篩檢 2﹐17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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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計算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
醫療院
所依健
保署規
定資料
於時間 3
個月內
完成申
報
上
傳。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3-1）做子抹抽黃金：8 月至 9 月該
活動共計有 3320 名女性參加活
動，篩檢人數較同期增加 17%
（3-2）配合國一女生子宮頸癌疫苗
接種，辦理｢一人一信、愛的叮嚀｣
活動，發送 1800 封邀請卡給媽
媽，提醒做子宮頸抹片檢查。
4.提升「醫院癌症醫療品質 （4）本市 5 家經認證合格醫院，經審
提升計畫」成效，以提高
查結果均已建立篩檢門診主動提
篩檢率。
式系統，並於醫院門口設立單一快
速通關窗口，及聯合癌症篩檢門診
制度。
5.達成四癌癌前病變及癌症 (5-1)藉由癌症品質提升計畫期中報
發現人數目標
告審查及實地訪查，進行篩檢品質
實地輔導，透過篩檢資料庫的品質
指 標 分 析 篩 選 出 PPV 及 Case
yield，進行實地輔導確保篩檢計
畫具有適當的執行品質，有效提升
四癌癌前病變及癌症發現人數。
(5-2) 統計至 105 年 11 月底，本市
四癌確診癌症及癌前病變共 816
人（乳癌 39 人、大腸癌 499 人、
口腔癌 83 人、子宮頸癌 195 人）
6.提升基層診所參與大腸癌
篩檢率

(6)邀請尚未提供大腸癌篩檢之基層
醫療院所，適當提供採管輔導診所
提供篩檢，共計輔導 25 家，截至
11 月底參與率 31.1%。

7.推廣口腔篩檢防治及降低
成人嚼檳率提升認知率

（7-1）透過各種宣導以有效提升口
腔黏膜健康檢查率。
（7-2）由衛生局協調牙醫師及醫師
公會，鼓勵所轄牙科、耳鼻喉科等
醫療院所做口腔黏膜健康檢查。
（7-3）結合本市整合性健康篩檢辦
理口腔癌篩檢，共篩 2,453 人並提
供衛教。
（7-4）建立有意願提供口腔癌篩檢
服務之各醫院、牙科、家醫科、耳
16

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鼻喉科、內科等醫療院所名冊給衛
生所並協助篩檢服務事宜。
（7-5）函文各機關團體、工會等轉
知本局提供口腔癌篩檢服務。
（7-6）函文邀請各醫院、家醫科、
耳鼻喉科、內科等醫療院所等接受
訓練並加入提供口腔癌篩檢服務
行列。
（7-7）配合整篩策劃於世新電視台
及各廣播電台宣導口腔癌篩檢訊
息，提升篩檢率。
（7-8）製作口腔癌防治宣導帆布廣
告板於體育場圍牆，供社區口腔癌
防治宣導用。
（7-9）積極建立衛生局、所與醫療
院所間轉介與追蹤平台，有效掌握
陽性不合作個案，追蹤複檢之時效
性。
（7-10）配合監理所道安課程辦理戒
檳、戒菸課程，並邀請口腔癌口友
衛教，同時提供口腔癌篩檢。
（7-11）轉介醫院複查並加強異常個
案之追蹤訪視工作，促其早期就
醫、早期治療。
（7-12）將疑似陽性個案建檔管理，
並加強陽性個案戒食檳榔服務。
（7-13）嚼檳率提升認知率將由國健
署依調查報告結果於 106 年 3 月公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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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8.辦理檳榔健康危害防制
8-1 辦理電視、廣播（如：
廣告、新聞報導、節目
專訪…）至少 20 檔次。
8-2 辦理平面報導（如：社
區報紙、雜 誌、新聞
稿…）至少 5 則。
8-3 辦理戶外廣告（如：車
體、燈箱、看 板、社區
牆面彩 繪、大型布
幔…）至少 4 面。

9.身心障礙婦女抹片篩檢率
>50%
10.口腔癌篩檢品質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8-1）辦理電視、廣播（如：廣告、
新報導、節目專訪…）達 300 檔次
以上。
（8-2）刊登嘉義地方電視台公益性
質跑馬燈，宣導口腔癌防治觀念。
（8-3）辦理平面報導 （如：社區報
紙、雜 誌、新聞稿…）達 5 則以
上，藉由結合社區據點活動定期發
布新聞稿。
（8-4）辦理戶外廣告（如：車體、
燈箱、看 板、社區 牆面彩 繪、
大型 布幔…）達 8 面以上，目前
設置於 2 區衛生所及嘉義火車站
顯眼處廣告。
身心障礙婦女抹片篩檢率達成率
33.1%。
(10-1)已完成嘉基、聖馬、中榮、部
嘉及張耿源診所輔導訪查(100%）。
(10-2）已完成複查，複查合格率 86%

（二）檢討及建議
建議：建請國民健康署補助地方完成「四癌篩檢語音應用系統服務」，俾
利協助地方衛生局填補非上班時間（晚上及休假日）向民眾推廣四
癌篩檢之邀約機會。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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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轄區院所出生性別比
＜1.06
2.院所輔導家數達成率
100%（20 家）
3.轄區縮小出生性別比
差距之醫事人員教育
訓或民眾宣導 8 場次
達 100%

實際達成情形
由國健署統計報表評核。

備註

針對接生及產檢醫療院所進行輔導
計 20 家。
3-1 於 9 月 13 日針對醫護人員辦理
「105 年度性別失衡醫學倫理研
習會」
，計 1 場次 30(女 29 人男
1 人)人參加。
3-2 結合醫療院所辦理「準爸爸媽
媽教室」宣導「女孩男孩一樣
好，生來通通都是寶」及「出
生性別比均衡的重要性」
，計 12
場次 1006 人參加。
3-3 結合社區活動及內政部入出國
及移民署服務事務大隊嘉義市
服務站辦理生育保健講座，計 17
場次 1264 人參與。
4.行政配合度及執行效 4-1 分別於 4 月、7 月、10 月將醫事
率辦理出生性別比之
機構出生性別比輔導進度表傳
監測、輔導及教育訓練
送國民健康署。
成果之報表回復。
4-2 持續監測轄區院所宣傳「性別比
篩選服務相關廣告」未發現有違
規院所
4-3 行政配合績效良好達國健署執
行率 100%。

（二）檢討及建議：
持續監測本轄區出生性別比例異常或有違規醫療廣告之醫療院所及接
生人員，進行聯合稽查，以降低性別比＜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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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彩照片

105 年度性別失衡醫學倫理研習會

準爸爸媽媽及雙親教室講座

社區民眾宣導出生性別比均衡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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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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產後 6 個月以下之純母 1-1 辦理「母乳哺育照護研習會」1
乳哺育率達國健署目
場，計 201 人醫護人員參加。
標數≧50％。
1-2 辦理「105 年母乳志工及通譯員
母乳哺育繼續教育訓練」
，計 7
人參加。
1-3 公共衛生護士針對產後 15 日婦
女進行電話關懷計 2,019 人，瞭解
產婦狀況並予以必要之衛教。
1-4 建立雙向轉介機制，輔導醫療院
所幫助產婦出院後轉介至支持團
體，由公衛護士及母乳志工提供
「到院到宅或電話服務」計 304
人，以利提供正確資訊並追蹤輔
導，並於 1 週內通報院所服務狀
況。
1-5105 年「母乳支持團體」課程，
計 12 場次 107 人次參加。
1-6 結合接生醫療所辦理「爸媽教室
及雙親教室」系列講講座，計
12 場次 1006 人次參加。
1-7 為落實推動職場母乳哺育政
策，配合本市勞工單位辦理「性
別工作平等法暨性騷擾防治宣
導會」就優質職場哺育環境條件
加強宣導，計 1 場次 76 人次參
加。
1-8 結合接生醫療院所產後母乳支
持團體之推動，將有母乳問題轉
介兩區衛生所繼續追蹤服務計
45 人。
依國健署「縣市母乳哺育率調查計
畫」統計評分。
2.參與母嬰親善醫療院
2-1 加強聯繫已通過「母嬰親善醫療
所認證機構之出生數涵
院所」證之醫院，鼓勵並協助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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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蓋率達國健署目標數≧
90％。

續通過複檢。
依據國健署「縣市母乳哺育率調查
計畫」統計評分。
3.產後護理機構輔導率
本市設置產後護理之家有康寶產後
（4 家）達國健署目標 護理之家(6 月 7 日) 、嘉義基督教
數 100％。.
醫院附設產後護理之家(9 月 9
日)、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附設產後
護理之家(9 月 21 日)、信合美診所
附設產後護理之家(10 月 6 日)，計
4 家輔導完成，達國健署目標數 100
％。
4.符合公共場所母乳哺
已輔導本市有設置公共場所哺集乳
育條例第 5 條第 1 項各 室，計 44 家，達國健署目標數 100
款之公共場所輔導/稽 ％。
查場所（44 家）比率達
國健署目標數 100％。
5.公共場所職場親善哺
5-1 於 7 月 6 日函請本市哺集乳室設
集乳室「創意競賽」家
置單位踴躍報名參加「105 年度
數（5 家）達國健署目
嘉義市優良哺集乳室競賽」活
標數 100％。
動，並將活動簡章置本局網站之
最新消息。
5-2 於 8 月 8 日請委員完成書面審
查。
5-3 於 8 月 17、30 日請委員實地訪
查評選公共場所職場親善哺集
乳室，計 14 家，達國健署目標
數 100％。
5-4 於 10 月 24 日於市府市務會議恭
請市長，辦理嘉義市優良哺集乳
室競賽活動頒獎，並發布新聞。
6.哺乳親善環境滿意度
依據國健署「縣市母乳哺育率調查
達成率
計畫」統計評分。

（二）檢討及建議
本市轄區基層接生醫療院所因少子及人力資源問題，較無法參與母嬰
親善醫療院所認證，為未來本局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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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彩照片

母乳哺育照護研習會

新生兒健康照護研習會

產後護理之家輔導

哺集乳室實地訪查及優良哺集乳室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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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7：原住民、新住民與弱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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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住民及原住民婦 1-1 運用婦幼健康管理資料庫，公衛護
幼健康管理
士進行家訪，提供新住民婦幼健康
1.新住民生育健康指導
建卡管理計新住民應建卡 58 人，已
及諮詢檢核達成率＞
建卡管理 58 人，建卡管理率 100％。
95％以上，達國健署 1-2 已輔導外籍配偶納入全民健保提供
目標數 100％
未納保新住民之產前檢查計 173 人
次。
1-3 辦理新住民婦女生育保健宣導活動
12 場次，計 169 人次參加，提供生
育保健、母乳哺育並宣導男孩女孩
一樣好。
1-4 辦理「105 年母乳志工及通譯員母
乳哺育繼續教育訓練」，計 7 人參
加。
1-5 辦理「幼兒事故傷害防制研習」1
場，計 69 人幼兒園教職員參加。
1-6 針對幼兒園教職員辦理「幼兒園學
齡前兒童保健講習及說明會」1 場
次，計 69 人參加，期能增加教職
員對幼童安全的意識，降低幼童的
事故傷害。
1-7 通譯員提供新住民婦女生育保健
服務（內容為協助建診預防門診、
訪視、翻譯相關活動現場口譯、異
常個案轉介、健康問卷調查 1-11
月共服務 108 人次，461 小時/4
人）。
2-1 原住民育齡婦女應建卡 97 人，已
2.原住民生育健康指導
建卡管理 103 人，建卡管理率
及諮詢檢核達成率＞
106.18％，達國健署目標數 100％。
95％以上，達國健署 2-2 辦理原住民生育保健相關講座，計
目標數 100％
1 場 50 人參加，提供生育保健、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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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二)6 歲以下原住民及
新住民等弱勢群族之
居家安全環境檢核與
諮詢
1.辦理 0-6 歲原住民家
庭子女之居家安全環
境檢核、諮詢及改善
達 目 標 100 ％ （ 10
戶）。
2.辦理 0-6 歲新住民與
弱勢族群家庭子女之
居家安全環境檢核、
諮詢及改善達目標
100％（120 戶）
。

乳哺育並宣導男孩女孩一樣好。
1-1 辦理 0-6 歲原住民家庭子女之居家
安全環境檢核、諮詢及改善達目標
100％（10 戶）－實際完成 12 戶
，達目標 100％。
1-2 配合原住民生育保健相關講座辦
理居家安全宣導，計 1 場 50 人次
參加，以減少事故傷害發生。
2-1 辦理 0-6 歲新住民與弱勢族群家庭
子女之家安全環境檢核、諮詢及改
善達目標 100％（120 戶）－實際
完成 120 戶，達目標 100％。
2-2 配合新住民生育保健相關講座辦
理居家安全宣導，計 12 場 169 人
次參加，以減少事故傷害發生。

備註

（二）檢討及建議：
1.強化新住民通譯員生育保健相關議題技能與資訊，以提供更多元化
服務。
2.辦理居家安全環境檢核、諮詢與改善工作，可增加幼兒照顧者居家安
全衛教知識，提供幼童有更安全健康的成長環境，並同時降低社會及
醫療的成本，如國民健康署能多補助一些經費，就可購買如桌角、插
座…等防護套，如現場發現不安全時，就可分送給案家，以立即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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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住民、新住民與弱勢族群之婦幼健康及事故傷害防制計
畫成果

原住民生育保健及居家安全講座

新住民生育保健及居家安全宣導

幼兒事故傷害防制研習

兒童事故傷害防制宣導

母乳志工及通譯員母乳哺育繼續教育訓練
新住民生育保健及居家安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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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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生兒聽力篩檢率達≧
95%

1-1 已輔導嘉義基督教醫院、天主教
聖馬爾定醫院、信合美診所等 3
家接生醫療院所，協助提供新
生兒聽力篩檢宣導及服務，針
對 2 家無 aABR 篩檢儀器，已協
助與其他醫院合作提供新生兒
篩檢服務。
1-2 已輔導嘉義醫院、嘉義基督教醫
院、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信合
美診所等 3 家接生醫療院所通過
國民健康署「篩檢醫院資格審
查」通過。
1- 3 聖馬爾定醫院等 2 家接生醫療
院所通過國民健康署「確診醫
院」通過。
由國健署婦幼健康管理系統統計報
表評核。

2.新生兒聽力篩檢陽性個
案完成確診率達≧95
％

2-1 結合接生醫療院所辦理產前媽
媽教室講座及產前門診時將「新
生兒聽力篩檢」列入衛教宣導內
容，計 12 場次 1006 人次參加。
2-2 於 3 月 16 日辦理辦理幼兒園學
齡前兒童保健講習暨說明會，
計 1 場次 69 人幼兒園老師參
加，藉由說明會以增進幼兒園
教職人員對新生兒聽力篩檢之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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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2-3 於 12 月 3 日辦理 105 年度新生
兒健康照護研習會，計 1 場次 46
人醫護人員參加，藉由研習以增
進醫護人員對新生兒聽力篩檢及
異常個案之追蹤與療育的認知。
由國健署婦幼健康管理系統統計報
表評核。

（二）檢討及建議：
加強輔導篩檢醫療院所確實將篩檢個案相關資料登錄於國民健康署
婦幼健康管理系統並轉介陽性個案至確診醫院，減少聽障兒錯過學習及發
展重要時期。

（三）精彩照片：

幼兒園學齡前兒童保健講習暨說明會

新生兒健康照護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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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9：兒童近視防治成果
（一）執行成效：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1. 針對兒童（學齡前及國 1. 配 合 眼 科 專 業 醫 師 提 升 專 業 知
小學童）照顧者近視防
能，落實專業分工
治之宣導教育 15 場。 1-1 針對異常率高的幼兒園邀請眼
科醫師舉辦保健講習計 21 場
次，計 1,163 人參加以提升幼
兒園教師、家長及幼兒視力保
健專業知識。
1-2 由幼兒園教師對學童及家長進
行視力保健宣導並納入教學單
元。
1-3 邀請眼科專業醫師舉辦兒童視
力保健及常見視力問題宣導 1
場，計 38 人參加，以提高幼兒
園老師對觀察學童近視的敏銳
度。
2.學校及家長共同努力強化學生視
力保健觀念。
2-1 發送單張至各幼兒園，並交由學
童帶回，以建立家長相關知能。
2-2 以宣導方式建立家長每半年定
期帶學童做檢查，如發現幼兒
眼睛瞇眼、斜視或看物體越近
等異常應立即前往眼科檢查及
定期持續追蹤。
2-3 在幼兒園由老師督導學童用眼
方 式 是 否 正 確 及是 否 充 分 休
息，在家則由家長督導學童用
眼方式是否正確，重視均衡營
養與充足睡眠，作息正常及足
夠的運動。
2-4 輔導幼兒園增加戶外教學課程
及安排戶外活動，減少近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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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用眼並避免用眼過度。

備註

2-5 將視力保健納入幼兒園輔導考
核。
2.滿 4 歲及 5 歲兒童視力 1.99 年次篩檢 2,362 人，視力篩檢率
篩檢率 100 %。
篩檢率篩檢率≧98%
2.100 年次篩檢 2,203 人，視力篩檢
率篩檢率 100%。
3.滿 4 歲及 5 歲兒童疑似異 1. 99 年次篩檢 2,362 人，初次篩檢
未通過 295 人，完成複檢 295 人，
常個案完成確診率完成
異常個案追蹤完成率 100%。
率≧98%
2. 100 年次篩檢 2,203 人，初次篩檢
未通過 208 人，完成複檢 208 人，
異常個案追蹤完成率 100%。
2. 透過衛生所及幼兒園合作定期
視力篩檢並轉介異常個案就醫。
4.滿 4 歲及 5 歲兒童高風險 1.99 年次高風險近視兒童為 98 人，
完成關懷追蹤 98 人，高風險近視
近視兒童關懷率＝100%
兒童關懷率 100%。
2.100 年次高風險近視兒童為 122
人，完成關懷追蹤 122 人，高風
險近視兒童關懷率 100%。

（二）檢討及建議：
配合眼科專業醫師提升專業知能，透過宣導建立正確觀念及定
期檢查的好習慣，學校及家長共同努力強化學生視力保健觀念，如
發現幼兒眼睛瞇眼、斜視或看物體越近等異常應立即前往眼科檢查
及定期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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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幼童近視防治保健工作活動照片：

北園國小視力親師講座

港坪國小視力親師講座

博愛國小視力講座

蘭潭幼兒園視力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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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10：青少年性健康促進管理成果
（一）執行成效：
原定成效
3. 轄區內已生育未成年少
女避孕管理率大於 95
％，以達國健署目標數
100％。

實際達成情形
依據出生通報系統統計 105 年 1 月
1 日~105 年 12 月 31 日止<20 歲已
生育未成年少女有 28 人，公衛護理
人員於產後 15 日均進行個案追蹤
管理，關懷率 100%。
4. 辦理青少年性健康促進 已辦理校園青少年性健康促進宣導
宣導 8 場，以達國健署 ，計 21 場次共 7,643 人參與。
目標數 100％。

備註

（二）檢討及建議：
持續配合辦理 1.青少年性健康促進宣導。2.已生育未成年少女避孕管
理達 95％。3. 輔導醫療院所提供親善的青少年性健康促進諮詢環境。4. 提
供未成年少女懷孕諮商或諮詢服務。有鑑於網路已是青少年獲得資訊的主
要管道，應加強宣導國健署「性福 e 學園」青少年網站，以增進青少年有
正確的性知識及降低未成年婦女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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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少年性健康促進管理工作活動照片：

宣導「秘密花園」青少年網站

青少年性健康促進宣導

青少年性健康促進宣導

宣導「性福 e 學園」青少年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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