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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達成情形

1. 健康減重成效：10,100 公 1-1 首長帶領支持減重：
斤

105 年度花蓮縣傅崐萁縣長全力支持，縣經
費挹注，並帶領全縣鄉親及各職場參與健康
減重，使本縣於 105 年 4 月 27 日完成全國減
重最速達達標縣市。
1-2 完成健康減重成效：29,166 公斤、10,076
人參與，完成率為 289.5﹪。
1-3 健康減重大啟動：105 年 1 月 1 日結合「花
蓮健走健康向前行」活動，由傅縣長崐萁縣
長主持 105 年花蓮減重 GO 健康系列活動，計
約 3,000 名民眾熱烈參與。
1-4『花蓮縣健康減重輔導團隊』：輔導委員計
23 名，由醫學（中醫及西醫）營養及體能等
專業人員組成，協助本縣職場、社區減重。
1-5『健康減重代言人』：由游琇錦主播擔任，
協助各項活動健康代言、現身說法等宣導。

2.社區健康生活型態營造

2-1 社區動員情形
（1）完成 13 鄉鎮致胖環境調查
運用『社區致胖環境評估工具』19 項策略，
進行全縣 13 鄉鎮肥胖防治環境調查與測
量，並排序問題優先順序。
（2）成立社區致胖環境評估小組
完成跨領域機關、團體、學校等計 496 單位、
913 人參與致胖環境評估調查工作。
（3）13 鄉鎮成立致胖環境推動小組，針對
鄉鎮評估問題進行年度改善策略與推動。
2-2 領導與政策
（1）首長親自參與：由傅崐萁縣長帶領全縣局
處首長、縣議會、醫院、軍方、婦女團體、
農會家政班等機關單位組織團體，共同宣示完

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成年度健康減重目標100％。
（2）國中小營養午餐免費，提供學童健康支持性環境。
（3）縣政府105 年肥胖防治先期計畫經費挹注。
2-3 支持性環境營造：
(1)持續運用『花蓮減重 GO 健康』宣導口號，
鼓勵民眾健康減重及運用於各健康減重活動
文宣及媒體露出。
（2）建置『花蓮健康體重控制資訊網』：增進
民眾健康減重資訊-http://www.hlshb.gov.tw/bin/home.php
（3）『健康減重輔導團隊』：共計委員 23 名。
輔導專家有醫師、中醫師、營養師及體能運
動專家組成。105 年共計輔導減重職場35 家次。
（4）成立『體重測量報名站』106 處：於 13
鄉鎮醫院、診所、藥局、血壓測量站及衛生
所等設置，提供體重、腰圍、手冊、諮詢等
減重服務。
（5）營養及運動步道熱量標示：總計輔導全縣
13 處運動熱量標示，及完成全縣 30 處營養
熱量標示建置。
（8）健康減重志工：105 年度辦理健康志工教
育訓練，以增進志工推動效能。
2-4 團體參與和行動
（一）105 年健康減重計 130 場域單位參與。
總計有 10,076 人參加，完成 29,166 公斤，
目標完成率 289.5﹪。
類別
社區
職場
醫療院所
學校
合計

單位數
66
52
3
9
130

參與人數
4,027
4,368
1,212
469
10,076

減重公斤數
9,827.4
13,412.6
5,043.2
882.8
29,166

（二）辦理『花蓮減重 GO 健康』大摸彩
於 105.10.4 於本局進行減重大摸彩。獎品豐
富，總計有 102 獎項抽出。
（三）『山地鄉』健康減重
本縣有 3 個山地鄉（秀林、萬榮、卓溪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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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強化結合在地運動團體推動健康減重，105
年度共計 911 人參與、減重 2,798.1 公斤。
鄉鎮別
秀林鄉
萬榮鄉
卓溪鄉
合計

減重人數
192
308
336
836

減重公斤數
727.2
1,221.2
1,228.6
3,177.0

（四）『小額捐油、揪團減重 』--15 人到府服
務，為提升職場、團體健康減重，設置揪團
減重--15 人到府服務，申請流程如下：
申請書(或電話)
每月追蹤

安排量測時間

體重量測

參加花蓮減重 GO 健康大摸彩

2-5 強化個人技能
（一）減重宣導與媒體行銷
積極運用平面、地方電視台、電台等媒體宣
導運用，本年度應用統計如下：
項目
地方媒體刊登
電視電台台宣播
大型廣告看版
合計

數量
19
6
5
30

（二）辦理『健康美食列車活動』
105 年共辦理 13 場次健康美食列出活動，總計
702 人次參與。聘知名營養學者、專家擔任示
範講座課程及運動帶動，參與學員反映熱烈。
（三）花蓮健康減重網頁運用
設置『花蓮健康體重控制資訊網專區』網站，
供民眾瀏覽資訊運用（http://www.hlshb.gov.tw/）
（四）巡迴全縣 13 鄉鎮辦理『全民養生樂活』
系列活動，共計18 場，3,100 位民眾參與。
2-6 花蓮縣健康減重專業服務
(（一）結合 13 鄉鎮『整合性預防保健』服務。
提供身高、體重、腰圍、血壓、體脂肪量測
減重服務，計 89 場次進行第二階段健康體位
衛生教育宣導。
（二）結合『糖尿共同照護網』
結合 13 鄉鎮糖尿共同照護網、慢性病照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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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絡等，擴大健康減重對象。
（四）結合『24 小時健康不打烊』代謝症候群
3.創意行銷

宣導，結合 7-11 計 45 家便利商店及血壓測
量站 97 處提供健康減重報名服務。
3.105 年花蓮健康減重創意衛教實施3-1『花蓮減重 Go 健康創意啞鈴水』-分送減重
報名民眾，共發出 10,000 份，藉由宣導品分
送，喚醒民眾規律運動重要性，宣導品深獲
民眾驚喜與喜愛。
3-2 辦理『2016 花蓮 500 大卡健康盒餐』總計
30 家食品業者參與，輔導業者符合健康飲食
盒原則及 GHP 認證，並於 105.11.8 辦理「免
費吃 1 個月健康便當」大摸彩活動，計約
25000 人參與。
3-4 創設新版『2016 花蓮-全民健康活力操』
運用新版健康操巡迴 18 場次辦理有氧樂活
巡迴系列宣導活動，帶領規律運動重要性，
及強化下肢運動學習，總計 3100 相親與會。
3-5「花蓮縣-運動熱量標示及營養熱料標示」
為建置健康支持性環境，提升民眾規律運動
習慣，建置 1 鄉鎮 1 運動步道，及 30 處健
康飲食熱量標示建置，營造健康支持環境。

（二）檢討及建議
1、本縣 105 年第再度蟬聯全國『健康減重最速達標』縣市，對本縣來說又是再一次的
肯定，也顯示民眾對健康減重之重視。105 年度總計 10,067 人參與。由於本縣肥
胖率仍高，未來仍會持續以「健康體重管理」做重點鄉鎮推動。
2.為打造本縣健康促進之健康體位與基礎，持續以 80/20 法則運用『職場』、『社區』，
辦理營造健康生活環境與習慣養成，以預防各項慢性疾病發生，維護民眾健康。
3.由於本縣三個山地（秀林鄉、萬榮鄉、卓溪鄉）肥胖率位居前三名，未來會以原鄉
部落，結合在地文化、運用飲食及運運動舞蹈等進行健康生活培養，以落實全民健
康生活型態養成。
4.105 年度運用 19 項『致胖胖環境評估改善』工具評估改善，全縣共有 496 單位 913
人參與。106 年將依據致胖環境結果做為推動參考，以建構本縣健康支持性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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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民眾健康。

（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

105 年花蓮縣政府主辦健康
向前行系列健走活動，由傅
崐萁縣長帶領起跑運動，場
面盛大溫馨感人，喚起民眾
重視規律運動重要性

105 年 3-5 月份辦理 18 場巡
迴全縣-健康養生樂活系列
活動，鄉親熱烈踴躍參與，
正進行坐式骨四頭肌強化
運動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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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辦理-500大卡健康盒
餐，建置健康飲食環境，總
計30業者參與，並免費抽一
個月健康便當

105 年於全縣每鄉鎮建
置 1 條運動步道熱量標
示，供民眾運動選擇總
計 13 處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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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區關懷據點長者共同討論，針對不同
需求，制定 105 年推動之健康議題，並簽署『健
康生活公約』，張貼於據點中，藉由環境的營
造，時時提醒社區民眾實踐健康的生活型態。
（2）轄區醫療院所參與社區關懷據點辦理健康
促進活動，包括：健康飲食計 5,353 人次參加；
規律運動計 6,963 人次參加；老人防跌計 4,080
人次參加；健康檢查計 7,004 人次參加；健康
服務計 4,800 人次參加；用藥安全及慢性病衛

1.針對介入族群不同，量身訂
做健康傳播方案，以提供適切
性及符合需求性。

教宣導計 8,359 人次參加；老人心理社會健康
促進計 3,991 人次參加；口腔保健 15 場，計
818 人次參加；菸害防制計 3,076 人次參加；
失智症防治計 2,908 人次參加。
（3）推動長者健康促進計畫，規劃銀髮族健康
促進計畫及元氣長者健康促進計畫，內容包含
（長者規律運動、健康飲食、長者事故傷害預
防、居家安全宣導、正確用藥、三高防治、音
樂舒壓、手工藝創意課程、綠自然活動..等）
量身訂做，以提供長者適切性及符合需求性。
（4）全縣長者健康促進志工，進行社區長者居
家關懷服務，包括：協助檢視及改善居家環境
安全、陪同就醫、用藥安全宣導、提供檢測血
壓...等服務。
（1）協助整合地方醫療院所及社區資源，邀請
醫療院所走入社區，提供彼此聯繫窗口，建立
夥伴關係，共同推動社區關懷據點長者健康促

2.活絡社區資源整合及運用。 進工作。
（2）於 5 月 21 日與「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
合作，結合本縣 45 處 7-ELEVEn 統一超商辦理
代謝症候群健檢活動，提供量血壓、測腰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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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衛教宣導服務，共計 2,870 位民眾受惠。設置
社區健康小站，免費提供民眾量測血壓及腰
圍，並定期更新各類衛教單張，提供本縣民眾
「24 小時健康不打烊」服務。
（1）結合社區內不同型態地點設置血壓測量站
共 97 處，由當地志工提供民眾量血壓及腰圍之

3.健康行為重塑，降低疾病風
險。

服務，共計量血壓服務 71,820 人次，測腰圍服
務 24,964 人次。
（2）提供 90 歲長者居家關懷服務，共計量血
壓服務 9,178 人次，測血糖服務 751 人次，居
家保健諮詢服務 1,716 人次。

(二) 檢討及建議
關於指標「轄區老人參加相關健康促進競賽活動」，國健署委託戰國策國際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辦理 1.建議辦理長者活力秀場地之選擇，可符合友善環境:(1)勿禁止攜帶食
物及飲料進入會場，預防低血糖(2)場地儘可能是平地，預防長者跌倒。2.會場引導人
員態度須積極開朗及具耐心、細心且有服務熱忱及責任感，有長者照顧服務或相關活動
執行經驗者更佳。讓長者能更寬裕及從容的參加活動，增進長者健康活力，達到健康老
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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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邀請本縣醫療院所共同參與社區關懷據點辦 結合社區相關資源辦理長者三高及慢性腎臟病防治
理長者防跌、肌力訓練..等健康促進活動。 宣導活動。

光復鄉馬可認隊代表本縣參加國健署主辦之 結合社區內不同型態地點設置遠距血壓測量站，免
「2016 樂齡起舞 熱情無限 阿公阿嬤動起來」費提供民眾量血壓。
全國總決賽，榮獲舞臺組銀獎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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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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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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度「花蓮縣糖尿病防治醫事人
員教育訓練」鼓勵本縣相關醫療院所加入糖尿
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提供個案完整照護，共

1.整合醫療資源達共同照護
之最大效能。

計 132 名專業醫事人員與會。
（2）整合本縣 6 家糖尿病健康促進機構提供見
實習場所，並與醫師公會合作辦理個案討論會
共 4 場，計 157 名醫事人員參與。
（3）持續管理本縣糖尿病共同照護網站，提供
課程公告及學分查詢等多項功能。
（1）糖尿病友成長團體每年固定聚會至少 5
次，由種子輔導員協助帶領，以小組運作方式
進行，相互關懷、經驗分享，共同實踐健康生
活並持續遵行，延緩疾病合併症發生。

2.活絡病友成長團體運作，延 （2）辦理種子輔導員定期會議及實地輔導觀摩
緩疾病合併症發生。

病友成長團體，安排一系列活動，提供各項衛
教宣導，讓糖友於寓教娛樂中也能吸收糖尿病
防治新知，活絡病友成長團體運作。
（3）截至 105 年底本縣共 18 個糖尿病友成長
團體，糖友人數共 605 人。
（1）依據糖尿病重點成效評值表項目，作為糖
友健康行為重塑監測指標。
（2）與「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合作，於 5
月 21 日結合本縣 45 處 7-ELEVEn 統一超商辦

3.健康行為重塑，降低疾病風
險。

理代謝症候群健檢活動，提供量血壓、測腰圍
及衛教宣導服務，共計 2,870 位民眾受惠。
（3）輔導糖尿病友成長團體參加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辦理「105 年全國糖尿病支持團體第
八屆選拔活動」
，其中本縣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
分院、瑞穗鄉衛生所兩家榮獲優良病友團體及
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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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二）檢討及建議
1.整合性糖尿病視力保健服務結合門諾醫院東區視力保健中心辦理，評價良好
且團隊將糖尿病個案會出現的併發症也在篩檢過程中一一詳細與個案諮詢，
最後將異常個案協助追蹤轉診並電話關心是否有就醫。
2.913 位受檢民眾中，有糖尿病史的 861 人佔 94.3％，已較 104 年為佳，達到
糖尿病患者占九成的期望目標，但糖尿病患者眼底篩檢比率仍偏低，應還有
許多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患者沒有參與篩檢，歸納出以下原因(1)東部交通不
便，病患行動不便又沒有家屬陪同，降低就診意願(2)病情無性命直接的威脅
性，視力與視野的缺損也不易察覺，病患本身對病情了解與治療的積極度不
高，因此篩檢結果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比率是有被低估的可能(3)部分患者已
至醫院就醫因此沒有參與篩檢。建議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患者視病情的嚴重性
一至三個月追蹤一次至醫院做眼睛檢查。
3.糖尿病人眼底檢查或眼底彩色攝影之檢查率雖有成長，相較於國健署制定之
目標，仍有進步空間，將積極推動糖尿病個案至醫療院所或眼科診所執行眼
底檢查或眼底彩色攝影檢查，以提升檢查率。因此除了糖尿病患者眼睛篩檢
外，也應加強地區中老年的視力保健，今年除了 17 場次糖尿病視篩，後續再
加上彩色眼底照相機的巡迴場次，期望可以提高本年度糖尿病患者眼底的受
檢查比率。
4.「糖尿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推展至今，仍因健保給付誘因不足、行政作業
繁瑣、個案追蹤不易、醫療資源分布不均，加入門檻高（需先通過電腦筆試、
還需至醫院見實習、糖尿病照護管理課程）
，偏鄉醫師嚴重不足等種種因素，
直接影響就診時的照護人力調度，再者約診到診率的高低也會影響其運作成
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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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病友非常踴躍提問有關糖尿病之問題

糖尿病友成長團體每年固定聚會 5-6 次，由小組
長及幹部協助帶領運作。

結合專業眼科醫療團隊，針對各鄉鎮市三高糖尿 定期辦理糖尿病種子輔導員會議，相互交流及分
病個案提供視力篩檢服務。
享帶領技巧及實務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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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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105 年度 30-69 歲婦女 1、本縣 105 年度依篩檢目標執行 2 年未檢女性
子宮頸抹片篩檢及 6 年未檢
子宮頸抹片篩檢 6,556 案；6 年以上未檢婦女
婦女 HPV 自採目標，以早
篩檢計 1,440 人次，藉以早期發現、早期治
期發現、早期治療陽性個
療子宮頸癌之效能確保婦女健康。
案，以維護婦女健康。
2、完成 105 年度 50-69 歳婦女 2、本縣 105 年度已依篩檢目標執行婦女乳房 X
乳房 X 光攝影篩檢目標，以
光攝影篩檢 10,250 案。另，陽性確診部分，
早期發現陽性個案，並進行
計有診斷「0」791 名，診斷「3」19 名，診
追蹤確診治療，以提升疾病
斷「4.5」49 名個案，總計 859 名陽性個案。
治癒率，維護婦女健康。
105 年共計發現 41 名乳癌確診個案，並達早
期發現、早期治療提升乳癌治癒效益。
3、完成 105 年度 50-69 歳一般 3、本縣 105 年度已依大腸癌篩檢目標執行大腸
民眾大腸癌篩檢目標，以早
癌篩檢 16,998 名民眾篩檢服務。另陽性確診
期發現陽性個案，並進行確
部分，提供 872 名民眾轉介追蹤確診服務，
診、治療，以提升疾病治癒
以達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之效能。105 年共
率，維護民眾健康。
計發現 23 名大腸癌確診個案，並達早期發
現、早期治療提升大腸癌治癒率及效益。
4、完成 105 年度 30 歳以上嚼 4、本縣 105 年度已依口腔癌篩檢目標執行男性
檳榔或吸菸民眾口腔癌篩
口腔癌篩檢完成 89.92%，提供 14,711 名男性
檢目標，以早期發現陽性個
民眾篩檢服務；女性口腔癌篩檢完成
案，並進行確診、治療，以
201.28%，提供 8,790 名女性民眾篩檢服務。
提升疾病治癒率，維護民眾
另陽性確診部分，提供 1,089 名民眾轉介追
健康。
蹤確診服務，以達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之效
能。105 年共計發現 34 名癌前病變個案及 14
名口腔癌確診個案，並達早期發現、早期治
療提升口腔癌治癒率及效益。
5、強化社區行動力，結合各機 5、結合 13 鄉鎮宗教團體、學校、機關團體、
關團體或社團共同宣導，以
社區活動、媒體及醫療院所，運用多元化的
提升檳榔危害的認知率。
宣導模式進行口腔癌檳榔危害防制宣導，使
民眾獲得口腔保健及檳榔危害的資訊，達到
維護口腔健康的目的。
6、結合教育局、學生校外生活 6、結合學校辦理檳榔危害健康宣導，及製作紅
輔導委員會及癌品質提升
布條或大型廣告等懸掛於各鄉鎮社區內明顯
醫院共同推動檳榔危害健
之處，以加深學生民眾對檳榔危害的概念，
康之議題。
達成防制檳榔危害健康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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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二）檢討及建議
本縣 105 年度共計有 6 家癌品質提升醫院參與癌症篩檢計畫，院內篩檢及
異常轉介追蹤成效仍待加強，本縣亦會持續與醫院進行溝通協調聯繫，並
建議鈞署能更有完善的制度及方式，輔導癌品醫院加強篩檢工作，以共同
完成癌症篩檢及異常轉介追蹤應有效益目標。

（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

說明：105 年 1 月辦理癌症篩檢啟動記者會

說明：105 年 4 月搭配局慶活動癌症篩檢

說明：105 年 5 月子宮頸抹片採檢訓練

說明：105 年 6 月癌評醫院訪查-門諾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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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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縣轄區院所出生性別比 105 年本縣轄區接生醫療院所總計出生人數
達成情形統計檢定未顯著 2,621 人，男嬰 1,335 人，女嬰 1,286 人，出生
＞1.06。

性別比為 1.038，SRB 統計檢定未大於 1.06 之
顯著異常值。

2.接獲健康署出生性別比異 1.本縣今年度並無出生性別比異常之案件。
常之案件函文，進行配合不 2.於 105 年 6 月會同本局醫政科及藥食科承辦
定期實地查核。

人員，全面稽查及輔導轄內有進行接生及產
檢之醫療院所(8 家)，並無發現違規事項。

3.倡導正確的生育文化與性 結合社區資源，藉由社區保健活動時辦理民眾
別平等觀念

宣導共計 11 場，以提升社區民眾對尊重生命倫
理及保障胎兒生存權益的認知，加強宣導男孩
女孩都是寶的觀念，進而減少民眾重男輕女的
觀念。

4.配合人口政策宣導辦理出

配合人口政策宣導活動，於平常 1-10 月及 11

生性別比相關宣導活動。

月人口政策宣導月，針對性別平等、高齡化及
尊重多元文化等三大人口核心議題提供具體措
施之宣導
1.辦理人口政策相關宣導活動。
2.提供性別平等相關海報及宣導單張。

（二）檢討及建議
1.本局持續針對縣內接生單位進行出生性別比之監測及稽查，希望透過全面性
的數據監測以及對異常院所個別化資訊的迴饋與管理，減緩性別結構嚴重失
衡的情況。
2.持續宣導正確的生育文化與性別平等觀念，以促使性別比例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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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

會同本局醫政科及藥食科業務承辦人員，針對本縣產檢醫療院所(含人工生殖機構)全面進
行稽查及輔導，並訪談醫護人員，輔導比率達 100%。

利用民眾聚會場所，張貼海報布條宣導性別 於衛生所預防注射時段，倡導性別平等觀
平等概念。
念，強調男孩女孩一樣好，促使性別比例均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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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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成立五個母乳哺育支持團體，由帶領人
及母乳志工，協助團體按月依主題定期聚會
105 年執行共辦理 55 場次，計 781 人次參
加，成果如下：

（1）花蓮市:11 場次，共計 225 人次參加。
1.辦 理 母 乳哺育支持 團體活 （2）新城鄉：11 場次，共計 194 人次參加。
動。
（3）吉安鄉: 11 場次，共計 140 人次參加。
（4）壽豐鄉:11 場次，共計 112 人次參加。
（5）玉里鎮:11 場次，共計 110 人次參加。
2.其餘鄉鎮衛生所辦理推廣母乳哺育宣導共
8 場次，計 205 人參加。
本局與門諾醫院分別於 105 年 10 月 8 日及 10
2.結合醫療院所辦理母乳哺育 月 22 日合作辦理準父母成長教室，母嬰親善
推廣活動。

推廣，宣導產後及早母嬰肌膚接觸及母嬰同室
共計 113 人參加。

3.結合醫療院所辦理專業醫護 本局與台北榮總醫院玉里分院於 105 年 8 月
人員母乳哺育繼續教育訓練 30 日合作辦理專業醫護人員母乳哺育教育訓
課程。
4.培訓本縣母乳支持團體帶領
人及提升現有帶領人的專業
知能。

練，共計 6 小時，87 人參訓。
為培訓本縣母乳支持團體帶領人及提升現有
帶領人的專業知能，於 105 年 11 月 3 日辦理
「花蓮縣母乳支持團體帶領人訓練課程」，共
計 24 人參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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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二）檢討及建議
本縣分別於北、中、南區 5 個鄉鎮市衛生所成立母乳哺育支持團體，並按月依主題
辦理聚會，因帶領人工作家庭或業務異動而流失，導致帶領人排班吃緊，部分衛生
所帶領人是由花蓮市衛生所的帶領人協助支援。本局為提升母乳志工及帶領人母乳
哺育的專業知能，於 105 年 11 月 3 日辦理母乳哺育支持團體帶領人訓練課程，參與
人員有衛生所、醫療院所醫護人員、母乳志工及母乳支持團體帶領人，參與人員反
應熱烈，也表示希望此類之團體研習可一直持續延伸下去。

（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

聘請專家學者進行本縣產後護理機構輔導。結合本縣醫療院所辦理醫護人員專業母乳
哺育教育訓練。

衛生所每月定期舉辦母乳哺育支持團體活 辦理 105 年度花蓮縣哺集乳室競賽頒獎活
動。
動，全縣哺集乳室負責人皆與會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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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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 辦 理 人 口 政 策 宣 導 活 105 年度人口政策宣導活動共辦理 39 場次。
動，加強人口合理化成
長及提高人口素質，尊
重多元文化。
2.維護新住民婦女健康權 1.落實大陸配偶及外籍配偶健康建卡管理。
益及提升自我健康照護 2.持續辦理外籍配偶生育保健通譯員服務，提升
新住民女性自我健康照護理念，以達婦幼健康
的知能。
服務品質與效益。
3.提供新住民婦女設籍前未納保產檢檢查補助。
3.提升外籍配偶生育保健 105 年度辦理外籍配偶生育保健通譯員服務成
通譯員之衛生保健相關 果如下：
（1）花蓮市：通譯員 2 人，計服務 178 小時
知識及服務品質。
（2）鳳林鎮：通譯員 4 人，計服務 160 小時
（3）玉里鎮：通譯員 1 人，計服務 68 小時
（4）吉安鄉：通譯員 3 人，計服務 268 小時
（5）壽豐鄉：通譯員 1 人，計服務 75 小時
（6）光復鄉：通譯員 2 人，計服務 300 小時
（7）瑞穗鄉：通譯員 1 人，計服務 77 小時
（8）富里鄉：通譯員 3 人，計服務 310 小時
（9）新城鄉：通譯員 1 人(與花蓮市共用)，計服
務 220 小時

（二）檢討及建議
因婦幼健康管理資料庫系統內容繁多，有鑒於各衛生所地段公衛護士常因業務及
人員異動而對系統使用陌生，是否可請國健署開辦系統教育訓練，積極鼓勵衛生
所人員參與訓練，以確保新業務承辦人員能熟知系統操作，並提升照護品質及工
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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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

衛生所人員進行居家安全環境檢核，樓梯無 衛生所人員進行居家安全環境複檢，案家已
防護隔門。(改善前)。
於樓梯放置防護隔門。(改善後)。

衛生所人員進行居家安全環境檢核，尖銳桌 衛生所人員進行居家安全環境複檢，案家已
角無防護。(改善前)。
於桌角放置保護套。(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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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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5 年本縣轄區 接生醫療院所出生人 數
2,616 人，扣除人數 20 人，應提供出生 3 個
月內新生兒聽力篩檢人數 2,596 人，105 年
已提供新生兒聽力篩檢人數 2,520 人，篩檢
率達 97.07﹪。
2.定期追蹤新生兒聽力篩檢情形，並電話告知
1.新生兒聽力篩檢率≧95﹪。

家長新生兒聽力篩檢之重要性，增加家長帶
新生兒至醫院篩檢的意願及動機。而南區則
由花蓮慈濟醫院協助提供一個月 2 次的外展
服務，在進行篩檢當週，除衛生所人員追蹤
報告之外，衛生局也會在篩檢前 1-2 天再電
話告知提醒家長，以增加本縣南區新生兒聽
篩的篩檢率。
1. 104 年 7 月 1 日至 105 年 6 月 30 日本縣新
生兒聽力複篩異常個案 18 人，扣除拒檢 2
人，應執行確診人數 16 人，已確診 16 人，

1. 異常個案完成確診率≧95
﹪。
(計算時間為 104/7/1-105/6/30
出生個案)。

確診率 100 %。
2.定期追蹤複篩異常未確診個案,若電話無法
聯繫上，則由地段護士家訪告知確診的重要
性，必要時由衛生局聯繫慈濟醫院聽力師協
助掛號及篩檢時段，縮短民眾等待時間，並
提昇家長帶新生兒至醫院確診的意願。

（二）檢討及建議
本縣台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105 年出生人數為 156 人，但因無聽力儀器設施
及聽力師的專業人員，故皆需由衛生局協調聘請花蓮慈濟醫院聽力師，每月 2
次定期至南區醫院，提供新生兒聽力篩檢服務。多次與台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
19

院婦產科醫師溝通輔導，皆表示聽力儀設備昂貴、不符成本，醫院無法採購。
所以每次在進行南區新生兒聽力篩檢當週，除請衛生所護理人員事先通知未篩
家長受檢之外，衛生局也需在篩檢前 1-2 天再次電話提醒家長，以提供本縣南
區新生兒聽力篩檢服務，以達鈞署設定之新生兒聽力篩檢率≧95﹪，如此也增
加了許多人力、時間、金錢的耗損。

（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

本縣因地形狹長，每月固定 2 次委請花蓮慈濟醫院聽語師至偏鄉南區執行新生兒聽力
篩檢外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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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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針對兒童照顧者近視防 1.衛生局結合醫療院所及教育處辦理衛生所及校
治之宣導教育

園教師或校護的近視防治宣導、視力篩檢教育
訓練及技能學習 1 場次，共計 49 人參與。
2.衛生所辦理校園兒童視力保健宣導活動共 32 場
次，計 1,323 人次參加；於社區及校園針對家
長及教師辦理兒童照顧者近視防治宣導教育共
15 場次，計 727 人次參加。
3.於衛生局、所、幼兒園及醫療院所張貼近視防
治及護眼海報並提供衛教宣導單張,供民眾參
閱。

(一) 視 力 篩 檢 疑 似 異 常 個 1. 針對本縣滿 4 歲兒童施行視力篩檢，目標數為
案追蹤完成率

2,431 人，共篩檢 2,446 人，篩檢率達 101%。

1. 視力篩檢率達 98%

初步篩檢異常個案 65 人，全部複篩後有 36 人

2. 疑似異常個案完成
確診率達 98%
3. 高風險近視兒童關
懷率 100%

確診異常，皆完成追蹤及矯治，確診完追率
100%.
2. 針對本縣滿 5 歲兒童施行視力篩檢，目標數為
2,280 人，共篩檢 2,310 人，篩檢率達 101%。
初步篩檢異常個 98 人，全部複篩後有 46 人異
常，皆完成追蹤及矯治，確診完追率 100%.
3. 4 歲近視個案 10 人，5 歲近視個案 15 人，皆
完成關懷檢核表及衛教指導。
4.結合門諾醫院視力篩檢團隊進行偏鄉地區糖尿
病個案視力篩檢時，也一併針對偏鄉視力異常
的幼兒進行複篩，以提升異常個案確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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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討及建議
因本縣地形狹長，中、南區眼科醫師較缺乏，加上隔代教養比率偏高，往往篩檢
異常幼童要執行追蹤、確診不易，所以衛生局結合門諾醫院視力篩檢團隊，進行
偏鄉地區糖尿病個案視力篩檢時，也一併提供視力篩檢異常的幼童進行複篩，以
早期發現異常，早期提供轉介治療，也提升異常個案確診率。

（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

結合醫療院所及教育處辦理衛生所及校園 針對轄區幼兒園的老師進行視力篩檢教育訓
教師或校護近視防治教育訓練。
練，並說明異常幼兒應如何協助轉介就醫。

解說視力檢查如何進行，並教導小朋友護眼 進入校園辦理近視防治宣導，提供有獎徵
操，從小建立保護眼睛的正確觀念。
答，吸引小朋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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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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一) 運用國民健康署出生通

1.衛生局所工作人員每月定期至國民健康署出生

報系統，追蹤及輔導已

通報系統，追蹤及輔導已生育未成年少女避孕

生育未成年少女避孕管

管理，掌握個案名單積極介入，提供生產照護

理。

及產後避孕措施指導。
2.105 年本縣 10-19 歲生育婦女人數 53 人，扣除
空戶 3 人、遷址不詳 2 人、失聯 3 人，應管理
個案數為 45 人，皆已提供衛教及避孕指導。

(二) 鼓勵本縣醫療院所加入 1.結合國健署委託單位「Teens’幸福 9 號」分別
「青少年親善醫師/門

於 5 月 29 日及 6 月 5 日於本局辦理「青少年親

診」計畫，提昇青少年

善醫師/門診」培訓課程，鼓勵本縣醫療院所加

生育與預防保健服務品

入「青少年親善醫師/門診」計畫，提昇青少年

質。

生育與預防保健服務品質，落實對青少年之全
人照顧，加強服務可近性。
2.今年度新加入 1 家醫療院所為慈濟醫院，截至
目前本縣共有 3 家醫療院所加入「青少年親善
醫師/門診」計畫，分別為慈濟醫院、門諾醫院
及國軍花蓮總醫院。

(三) 針對青少年性健康促進 結合台灣性教育學會，針對推動青少年性健康促
工作者辦理青少年性健 進工作者，包括:學校、社區、醫療院所、社福單
康 促 進 研 習 及 教 育 訓 位、在地團體，分別於 10 月 26 日及 10 月 27 日
練。

於本縣東華大學，辦理「偏鄉青少年性健康促進
増能研習」，提升本縣工作人員專業知能。

(四) 辦理青少年性健康相關 公衛護理人員於社區、校園進行性教育宣導，內
議題衛教及宣導。

容依各年齡層之不同，涵蓋性別平等、身體自主
權、網路交友安全、安全性行為、性病及性侵害
防治等，共辦理 96 場次，計 6,056 人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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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討及建議
根據內政部統計，我國 15-19 歲青少女生育率，104 年全國平均值均為 4‰，然而
原住民青少女則高達 19‰，各縣市青少女生育率則以花蓮縣最高(12 ‰)，台東縣
次之(11‰)。因本縣受限地形、經濟因素，工作機會較缺乏，隔代教養比率偏高，
家長往往疏於照護子女，未及早發現問題，及早導正錯誤觀念。青少年進入青春
期，「性」發展是這時期重要的發展任務，極需要學校、家庭與社會共同協助其
建立正確的性觀念，以促進青少年的性健康。今年度本縣積極爭取外部資源，包
括: 結合國健署委託單位「Teens’幸福 9 號」及台灣性教育學會，期望明年也
能結合更多外部單位，提供本縣青少年完整之生育與預防保健服務，落實對青少
年之全人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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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

結合台灣性教育學會辦理「偏鄉青少年性健康 提供青少年性健康促進衛教，宣導性別平
促進増能研習」
，提升本縣工作人員專業知能。權，提醒尊重自己與他人身體自主權。

教導小朋友身體界限、自我保護技巧，期望青 進入校園辦理青少年性教育宣導，提供有獎
少年性教育向下紮根，從小建立正確性觀念。 徵答，吸引小朋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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