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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動6至17歲過重與肥胖者
及18至64歲BMI大於等於
20kg/m2者（孕婦除外）
，以健
康飲食及運動方式健康減
重，並維持健康體位，達到
共同健康減重3,500公斤
32.7%肥胖者參與健康減重
者

執行率 148%

建構健康飲食及運動的友善
支持性環境，帶動社區、醫
院、職場、校園等22場域，
建構健康的飲食、運動、消
費環境及用藥環境

執成率 231.8%

整合運用20社區、職場及民
間團體等資源，強化社區行
動力，倡議社區各場域健康
動態生活，營造有益健康的
生活環境

執成率 255%

總減重量 5,179 公斤

執行率 102%
BMI 27 以上之民眾參與人數 935 人，佔
總參加人數 33.4%
建構本縣 27 所學校、衛生福利部金門
醫院、後豐港、古寧頭、金城、金湖、
金寧、金沙、烈嶼鄉等 8 社區健康營造
中心；金門酒廠(金城廠、金寧廠)；金
防部幹訓班；環保局；大方鬍鬚伯麵
線；會計師事務所、向日葵之家、港務
處；立境環境科技；晶淨科技；新顏綠
能科技；大同之家；有限責任金門縣政
府暨所屬機關學校聯合消費合作社；超
群便當店；大山印刷；向日葵等 51 場
域健康飲食及運動環境
整合運用本縣 27 所學校、衛生福利部
金門醫院、後豐港、古寧頭、金城、金
湖、金寧、金沙、烈嶼鄉等 8 社區健康
營造中心；金門酒廠 (金城廠、金寧
廠)；金防部幹訓班；環保局；大方鬍
鬚伯麵線；會計師事務所、向日葵之
家、港務處；立境環境科技；晶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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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新顏綠能科技；大同之家；有限責任金
門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聯合消費合
作社；超群便當店；大山印刷；向日葵
等 51 單位資源，強化社區行動力，營
造有益健康的生活環境
利用社區健走步道及登山古
道營造辨理18場次有益民眾
規律健走、登山運動，遠離
肥胖與預防慢性病發生
結合及運用社區健康營造單
位、職場、民間組織、學校
等，辦理18場次肥胖與代謝
症候群健康講座、及健康吃
健康動健康瘦，鼓勵社區民
眾重視肥胖與代謝症候群所
引起的疾病，透過規律運動
及健康飲食的習慣，遠離預
防慢性病的發生率
輔導轄區內10人以上職場通
過健康職場自主認證

執行率 100%

巡迴社區及透過衛生所結合
當地醫療院所相關資源，辦
理代謝症候群健康宣導活動
15場次。

結合當地醫療院所、社區辦理代謝症候
群宣導 20 場，目標達成率 133.3%

利用社區健走步道及登山古道，辦理 18
場次健走、登山活動
執行率 161%
結合運用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後豐
港；古寧頭；金城；金湖；金寧；金沙；
烈嶼鄉等 8 社區健康營造中心；金門大
學；多年國小；金湖國中；金城國中、
金防部幹訓班、大同之家等單位辦理 29
場次健康講座

執成率 100%
輔導本縣嘉里大榮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金門營業所、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
股份有限公司-金門分公司、衛生福利
部金門醫院、金門縣文化局社等 4 家 10
人以上職場加入健康職場健康促進標
章自主認證

（二）檢討及建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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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4/27 假金湖國中理健康減重講座~傳授如何

天天五蔬果及其益處、指導簡易製作五色蔬

社區運動教室

果沙拉的方法

105 年 10~11 月份辦理代謝症候防治
衛教宣導活動

105.4.26 結合 open 小將假金湖國小辦理
代謝症候群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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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2：活躍老化工作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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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醫療院所合作，於社區關懷據點、社
1.結合社區三高及慢性 區健康營造中心、松年大學、社區大學、
腎 臟病防 治宣導活 動 老人文康服務中心、老人會…等社區團
之目標人數，560 人。 體，辦理三高及慢性腎臟病防治衛教，
參加人數 640 人。
2.辦理腎臟病醫事人員
辦理 1 場次，目標達成率 100%。
繼續教育訓練 1 場。
與轄區醫療院所、民間團體及公部門等
3.結合轄區醫療院所、民
單位共同參與社區關懷據點辦理社區老
間 團體及 公部門等 單
人健康促進活動 (例如：健康體能促
位 共同參 與社區關 懷
進、健康飲食促進、心理健康、跌倒防
據 點辦理 社區老人 健
制等議題)，結合家數為：9 家；共同辦
康促進活動 20 場次。
理各項健康促進活動場次達 20 場次
1.鼓勵轄區關懷據點推動健康體能促進
4.辦理社區老人健康促
相關之活動，增加老年人活動之參與
進 相關活 動目標人 數
度。
3,227 人(例如：健康
2.邀請轄區關懷據點、老人會、社區營
操、槌球、下棋、土風
造單位及其他民間團體等，組隊參加社
舞、幽默心得分享等各
區老人健康促進相關競賽活動。
類有益身心健康)競賽
3.轄區之長者，25%以上長者至少參與 1
活動。
項健康促進活動，參與人數 5,115 人
5.結合教育處、社會處、 鼓勵轄區社區關懷據點等組隊人數每隊
社 區關懷 據點、老 人 至少 20 名老人，目標數 400 人參加，本
會、社區健康營造等單 年度辦理健康促進相關競賽活動，共計
位 組隊參 加健康促 進 550 人參賽。
相 關競賽 活動目標 數
400 人參賽。
結合社區民間組織，建立老人健康促進
6.強化社區行動
推廣模式，永續經營。
依國健署訂定之議題：結合醫療院所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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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理團體衛教（健康飲食、規律運動、老
人防跌、健康檢查、健康服務、用藥安
全宣導、慢性病衛教宣導、老人心理社
會健康促進等）相關有益身心健康之活
動，計 20 場次，5,115 人參加。

7.與轄區醫療院所、民間
團 體及老 人會等單 位
成立保命防跌班，進行
介 入社區 老人居家 環
境具體改善措施，以減
少跌倒機率，改善長者
居家安全。

與轄區醫療院所、民間團體及老人會等
單位共同參與社區關懷據點開設保命防
跌班，共計 20 場次，鼓勵老人參與學
習，以提升老人防跌知識，並進行長者
環境評估與改善。

8.聘請專業醫師教導共 各社區關懷據點設置血壓站並提供健康
同 研訂社 區老人健 康 諮詢，辦理相關服務長者知能活動，共
促進方案，針對健康飲 計 20 場次。
食、規律運動、老人防
跌、心理健康促進、三
高防治、社會參與及篩
檢 服務層 面等為主 要
推動議題，共計 12 場
次。
（二）檢討及建議：

（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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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2016 金門縣阿公阿嬤健康養生活力 ＊2016 樂齡寶貝熱情無限阿公阿嬤活
秀得獎人員合影留念。
力秀-全國總決賽參賽人員現場表
演場景。

＊2016 辦理「辦理腎臟病醫事人員繼 ＊2016 巡迴各鄉鎮辦理「腎臟病防治」
續教育訓練」活動。
衛教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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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3：推動慢性病照護網工作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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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加 入 糖尿病 醫 療 達成率:52%
給付改善方案之個案照 轄區加入糖尿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之
個案照護率為 18.2%。
護率 35%
2. 轄 區加 入 糖尿病 醫 療 本年度無成長率。
給付改善方案之個案成 104 年度轄區加入糖尿病醫療給付改
長率 25%。
善方案之個案照護率 26.9%。
3. 轄區醫療院所糖尿病人 達成率: 70.2%
尿液微量白蛋白之檢查 105 年度轄區醫療院所糖尿病人尿液微
率 50%。
量白蛋白之檢查率為 35.1%。
104 年度轄區醫療院所糖尿病人尿液微
量白蛋白之檢查率為 34.3%。
本年度進步率:2.3%。
4. 轄區醫療院所糖尿病
達成率: 56%
人眼底檢查或眼底彩
105 年度轄區醫療院所糖尿病人眼底
色攝影之檢查率 30%及 檢查或眼底彩色攝影之檢查率 16.8%。
進步率 20%
104 年度轄區醫療院所糖尿病人眼底
檢查或眼底彩色攝影之檢查率 19.2%。
本年度無進步率。
5. 結 合社 區 資源舉 辦 有 達成率:100%
關三高、慢性腎臟病及 本年度辦理相關醫事人員三高、慢性腎
糖尿病防治之醫護人員 臟病及糖尿病防治等教育訓練計 3 場。
教育訓練或觀摩 3 場。
6. 聘 僱營 養 師或護 理 師 達成率:275%
參 與 轄 區 糖 尿 病 團 隊 本年度聘僱營養師或護理師參與轄區
（醫師、營養、護理） 糖尿病團隊（醫師、營養、護理）宣導、
宣導、照護活動一年內 照護活動共 33 場。
至少 12 場次
（二）檢討及建議
因本縣營養師人數僅 3 人，2 人通過認證，另 1 人待加入，且因醫事
人員過少使得許多院所無法加入糖尿病共同照護方案，而造成照護率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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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未來本局將持續輔導並溝通協商支援人力，協助開業醫療院所加入本
方案。
（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烈嶼鄉衛生所幫糖友做血壓血糖監測

營養師針對個案進行個別性諮詢衛教

社區宣導糖尿病及代謝症候群防治講座

辦理本縣醫事人員繼續教育課程

9

子計畫 4：105 年癌症篩檢與檳榔健康危害防制工作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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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69 歲 3 年未受檢婦女年
度內接受子宮頸抹片人數
(103-104 年目標數篩檢完成數
14,000 人/3 年)

實際達成情形
103～104 年有效篩檢數 8,161 人，105
年已篩 1,208 人，累計 9,369 人。達成率
67.2%

2.36～69 歲 6 年未受檢婦女年
度內接受子宮頸抹片人數(652 105 年有效篩檢數 147 人。達成率 22.5%
人/年)
3.40～69 歲乳癌非首次篩檢目
標達成率 (104-105 年目標數
篩檢完成數 6,565 人/2 年)

104 年有效篩檢數 2,303 人，105 年已篩
2,345 人，累計 4,648 人。達成率 70.79%

4.40～69 歲乳癌首次篩檢目標
達成率(105 年目標數篩檢完成 105 年已篩 266 人。達成率 3.29%
數 8,089/人/1 年)
5.50～69 歲大腸癌非首次篩檢 104 年有效篩檢數 2,770 人，105 年已篩
目標達成率(9,626 人/2 年)
6.50～69 歲大腸癌首次篩檢目
標達成率(13,742 人/1 年)
7.30 歲以上吸菸或嚼食檳榔之
民眾接受口腔癌篩檢目標達成
率(6,167 人/2 年)

3,000 人，累計 5,770 人。達成率 59.9%
105 年已篩 566 人。達成率 4.12%
104 年有效篩檢數 825 人，105 年已篩總
計篩檢 1,103 人，累計 1,928 篩檢率 31.2%

8.子宮頸抹片篩檢陽性個案追 陽性個案 11 人，已追蹤 11 人，完成率
蹤率≧92％

100%。

9.乳房攝影篩檢陽性個案追蹤 陽性個案 164 人，已追蹤 146 人，完成
率≧90％

率 89%。

10.口腔癌檢陽性個案追蹤率 陽性個案 79 人，已追蹤 27 人，完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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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原定成效
≧75％

實際達成情形

備註

34.18%。

11.大腸癌篩檢陽性個案追蹤 陽性個案 212 人，已追蹤 117 人，完成
率≧70％

率 55.19%。

12.四項癌症篩檢確診個案接 癌症確診 17 人(大腸 2 人、乳房 9 人、
受優質治療率≧90％

口腔 2 人、子抹 4 人)均已接受後續治
療，完成率 100%。

13.成人嚼檳榔盛行率改變幅 18 歲以上成人嚼檳榔盛行率改變幅度達
度≧4％

4%

14.成人對檳榔正確認知的進 18 歲以上成人對檳榔正確認知進步率達
步率≧20％

20%

15.檳榔防制衛教宣導(電視廣
播≧20 檔次)

電台及電視總計播出 1,638 檔次，達成
率 100%。

16.檳榔防制衛教宣導(平面報
導≧5 檔次)

報紙刊登 5 檔次，達成率 100%。

17.檳榔防制衛教宣導(戶外廣
告≧4 檔次)

戶外廣告 25 檔次，達成率 100%。

（二）檢討及建議
1.本年度金門地區三年未受檢婦女接受子宮頸抹片篩檢的比率依然落
後，主因金門福利政策太好，實居其他地區而虛設戶籍於金門者甚多，
也有不少設籍在金門的婦女根本無法取得正確聯繫資料，造成無法提醒
接受抹片檢查情況，希望能有更合理的方法可以顯現努力的成果。金門
地區位離島，民風保守，因戶籍地在金門實際居住在台灣及國外居多聯
絡不易，且中老年人比例偏高，接受抹片採檢的意願低，雖大力執行衛
教宣導，成效有限，建議因應各地不同，訂定目標數。
2.口腔癌、大腸直腸癌篩檢率仍偏低，將賡續加強宣導設置(公車車體廣
告、戶外 LED 電子廣告看版)及鼓勵地方耳鼻喉科及牙科診所配合口腔
黏膜篩檢服務及賡續辦理巡迴社區宣導，期望民眾能從日常中去避免發
生癌症的可能因子，並養成定期接受健康檢查，期能早期發現，接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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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治療。
4.乳房攝影部份，本縣目前僅有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提供乳房攝影檢查，
加上院內女性放射師人力吃緊，為加強婦女對婦癌防治的認知，並能主
動接受乳房攝影檢查，達到早期預防早期治療的目標，本年度邀請戴銘
浚婦兒醫院、輔大診所工作團隊巡迴各鄉鎮婦女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提
升婦女乳房攝影篩檢率。

（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邀請本局陳局長及陶聲洋基金會陳光

耀董事長巡迴各鄉鎮辦理癌症防治教

＊赴高中職接種 HPV 人類乳突病毒疫苗

育宣導

＊邀請金門醫院李漢威醫師巡迴各鄉鎮
村里辦理癌症篩檢教育宣導活動

＊邀請金門醫院陳建龍醫師巡迴各鄉鎮村
里辦理癌症篩檢教育宣導活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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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轄區院所出生性別比 1.每月監測出生通報系統院所之出生性
（SRB）下限達成情形
別比情形，並瀏覽醫院或相關網頁，
(未顯著＞1.06)
確實掌握轄區院所（含人工生殖機構）
及其接生人員出生性別比狀況。
2.巡迴社區辦理 4 場次「向性別篩檢 say
no 社區衛教宣導活動」。
3.籍由親子教室、母乳支持團體活動時
間，宣導男生、女生一樣好的觀念計
10 場次。
2.轄區內產檢醫療院所
出生性別比(SRB)輔導
比率

本縣婦產科醫療院所計二家，已輔導家
數二家，輔導比率 100%，且本縣 SRB
尚無顯著異常(紅字顯示)，持續輔導。
3.辦理縮小出生性別差距 於 105/3/6 邀請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郭素珍 兼任教授針對醫事人員辦理縮
之醫事人員教育訓練
小出生性別差距教育訓練一場次。
或民眾宣導
（二）檢討及建議:無。
（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男生女生一樣好觀念宣導

男生女生一樣好觀念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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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縮小出生性別差距醫事人員教訓

向準爸媽們宣導女生男生都是寶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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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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參與母嬰親善醫療院 1-1.達成率 100%，金門醫院於今年度提
所 認證機 構之出生 數
出參與母嬰親善醫院認證計畫，並於
涵蓋率達100%。
105/9/30 由評鑑委員蒞院實地評鑑。
參與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認證機構之服務
涵蓋率＝轄內參與母嬰親善醫療院所之
出生數/轄區醫療院所總出生數,截至
105/12/5 止出生數計 415 人/醫院總出生
數 415 人=100%
1-2.輔導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執行「母
嬰親善醫療院所認證」相關事宜:
(1)禁止與奶粉公司合辦活動
(2)禁止於院內促銷配方奶及張貼廣告
(3)禁止陳列嬰兒配方奶
(4)所需嬰兒配方食品應價購方式為之
(5)禁止向產婦施打退奶針
(6)醫護人員在產婦住院期間、孕婦門診
時間，給予完善的早期哺餵母乳的輔
導、協助及衛教。
1-3.每月辦理家庭教室活動計 10 場
次，參與人數約 300 人次。
1-4.印製母乳哺餵相關海報，張貼於衛
生福利部金門醫院、各衛生所，鼓
勵以母乳哺餵我們的下一代。
1-5.於各宣導活動時，分發母乳哺餵宣
導單張，包括:母嬰早期肌膚接觸、
增加奶水分泌、母乳嬰兒最好的食
物、職業婦女輕鬆哺育母乳及幫助
母親哺餵母乳書籍予孕產婦，宣導
母乳哺餵的重要性。
15

備註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2.成立社區母乳志工暨
2-1.成立 5 家：由各鄉鎮衛生所成立母
支持團體
乳支持團體，依計畫及主題定期落
實執行，分別為(1)金城鎮母乳哺育
支持團體、(2)金寧鄉母乳哺育支持
團體、(3)金湖鎮母乳哺育支持團
體、(4)金沙鎮母乳哺育支持團體、
(5)烈嶼鄉母乳哺育支持團體，探討
的主題包括有:如何成功哺乳、哺乳
的好處、哺乳姿勢、職場媽咪快樂
哺乳方法、母乳媽媽的營養補充、
寶寶吃飽了嗎？如何增加泌乳量？
母乳保存與回溫方法……等。
2-2.各鄉鎮母乳親善天使不定期利用電
訪或親訪方式，針對出院後有哺乳
困難之產婦及運用預防注射嬰幼兒
名冊進行訪視計畫。

3.辦理母乳哺育教育訓
練課程
4.符合公共場所母乳哺
育條例第 5 條第 1 項各
款之公共場所輔導/稽
查績效≧100％

105.03.05-105.03.06 二天辦理「105 年
度金門縣母乳哺育研習課程」一場次，
邀請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郭素珍教授
及貝斯特助產所萬美麗助產師蒞金授
課，對象為照顧母嬰相關醫護人員、母
乳親善天使等，合計 12 小時。
不定期至本縣哺乳室設置地點進行輔導
事宜，依法應設置哺乳室家數計 19 家，
輔導家數 19 家，輔導績效 100%。

為促使政府機關、職場等設置之哺(集)
乳室發揮自主管理的精神，使哺乳婦女
5.辦理公共場所/職場親
於使用哺(集)乳室時可多一層保障，於
善哺集乳室競賽
5-7 月份辦理公共場所及職場哺集乳室
競賽活動，總共參與家數計 6 家。
（二）檢討及建議：無。
（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16

備註

指導手擠乳方法

產婦執行親子同室情形

哺(集)乳室競賽評審評分情形

哺乳室訪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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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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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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生育健康指導 1.為保障新住民婦女之生育健康，推動
及 諮詢檢 核達成率 ≧
新住民婦女生育健康建卡管理，予以
95％
生育保健指導，至今年 12 月 31 日止
建卡率為 100%。
(1)東南亞及其他國籍配偶建卡管理率=
已建卡總人數 9 人/應建卡個案 9 人
=100%
(2)大陸及港澳地區配偶建卡管理率=已
建卡總人數 28 人/應建卡個案 28 人
=100%
2.原住民生育健康指導及
諮 詢檢核 達成率≧ 90 2.為保障 20-49 歲原住民育齡婦女之生
育健康，推動原住民婦女生育健康建
％
卡管理工作，予以生育保健指導，至
今年 12 月 31 日止應建卡管理人數為
72 人，已建卡人數 89 人，建卡管理
率 123.6%。
3.辦理新住民產檢補助
3.補助新住民婦女未設籍前之產前檢查
說明並受理申請、核銷
醫療費用，至今年 12 月底止，計補助
事宜
產前檢查 100 人，金額新台幣 45,180
元整。
4.辦理新住民婦女生育
保健宣導活動5場次。

5.辦理6歲以下新住民與

4.結合社區資源，辦理新住民生育保健
宣導活動：提供產前、產後、優生保
健、生育調節指導，宣導新住民產檢
補助方法、新生兒照顧、兒童發展篩
檢重要性、嬰幼兒保健…等健康議題
計辦理 5 場次。

5-1 幼童居家安全評估方案-藉由檢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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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原 住民等 弱勢族群 之
估改善幼童居家安全環境，協助輔導
居家安全環境檢核，並
不安全項目改善：未使用插座上有防
提 供必要 之輔導與 諮
護蓋改善、尖銳角改善等。
詢，提升其居家安全。 5-2 至新住民與弱勢家庭幼童家中以居
家安全檢核表為標準進行居家安全
訪視。評估幼童家中環境危險因子，
並給予改善建議。
6.提高新住民、原住民幼 6-1 辦理新住民、原住民幼童居家安全
童 居家安 全環境之 改
研習會，至幼童家中進行居家環境之
善，辦理自我導向學習
改善，活動中報告改善前及改善後之
式「幼童居家安全」活
成果展現。
動暨成果展現活動。
6-2 辦理幼童家中居家環境之改善，共
同討論去了解幼童可能面臨的危
險，可以預防許多不必要的事故發
生。
（二）檢討及建議:
本案第 1 期款核定 16,400 元（原住民、新住民等族群家庭子女居家
安全環境計畫），第 2 期款 10 月底撥入 53,760 元，有關該款 53,760 元
核定補助臨時人員酬金辦理「6 歲以下新住民及原住民居家安全環境檢
核改善」，由於僱用訪員認為時間相當緊迫，每件必需進行不同日期分
別第一次訪視（居家環境改善前）及（第二次訪視改善後），改善前及
改善後必須要有一段長時間，並提供必要之輔導與諮詢，協助輔導不安
全項目改善評估幼童家中環境危險因子，並給予改善建議，以提升其居
家安全。由於撥款較緩慢影響執行進度，因此第 2 期款使用 8,316 元，
建議鈞署 106 年度第 2 期款能提早 6 月份撥款，以利辦理業務遂順利行。
（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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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幼童居家安全研討會

＊配合新住民活動宣導產檢、乙型鏈球菌篩檢補助

＊辦理自我導向學習式「幼童居家安全」
活動暨改善前及改善後成果展現活動。

＊辦理產檢補助、乙型鏈球菌篩檢補助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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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8：新生兒聽力篩檢工作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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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轄區之出生醫療院 本縣接生醫療院所僅衛生福利部金門醫
所提供新生兒聽力篩檢 院一家，採用自動性聽性腦幹反應儀
服務
(aABR)幫新生兒進行聽力篩檢工作，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新生兒出生人數計
433 人，聽力篩檢人數計 432 人，死亡 1
人，篩檢率 100%。
2.陽性個案完成確診追
針對現居地於本縣之陽性個案，由各鄉
蹤服務
鎮衛生所收案管理，督促家長帶幼兒至
台省的確診院所進行確診事宜，104 年 7
月 1 日~105 年 6 月 30 日陽性個案計 13
人，完成確診 13 人(10 人無異常、3 人
確診異常)，追蹤確診完成率 100%。
（二）檢討及建議:無。

備註

（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接受聽力篩檢守護寶貝健康

叮囑儘速帶新生兒進行聽力確診及相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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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兒聽力篩檢

聽力篩檢的重要性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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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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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兒童視力異常個 學前兒童視力異常個案轉介追蹤率 100%
案轉介追蹤率（篩檢未 篩檢人數 1,329 人(含滿 6 歲兒童)，異
通過個案轉介就醫）。 常 288 人，追蹤 288 人，複檢率達 100%。
2.滿 5 歲（99 年次）兒童 滿 5 歲（99 年次）兒童視力篩檢涵蓋率
視力篩檢涵蓋率。
100%，篩檢人數 531 人，男生篩檢人數
271 人、女生篩檢人數 260 人。
3.滿 4 歲（100 年次）兒 滿 4 歲（100 年次）兒童視力篩檢涵蓋
童視力篩檢涵蓋率。
率 100%，篩檢人數 577 人，男生篩檢人
數 315 人、女生篩檢人數 262 人。
4.與校方共同辦理斜弱
與校方共同辦理學童視力暨斜弱視幼托
視學童家長衛生教育
園所老師、學生及家長及相關工作人員
宣導。
衛生教育宣導之視力保健涵蓋率 100％。
5.於 105 年度由各校校護 實施幼稚園及托兒所中班、大班學童斜
及 教保人 員進行視 力 弱視及視力篩檢工作，由各校教保人員
及立體圖檢查，本局並 進行視力及立體圖檢查，並強化抽驗幼
進 行抽驗 幼稚園所 操 托園所老師之操作技術。
作技術。
（二）檢討及建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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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衛福部金門醫院專科醫師許蓁祐醫 ＊辦理 105 年度學前兒童視力暨斜弱
師抽驗幼稚園所學前兒童視力暨斜
視檢篩工作人員研習會。
弱視操作技術之進行。

＊辦理 105 年度學前兒童視力暨斜弱 ＊與校方共同辦理斜弱視及視力學
視檢篩工作人員研習會現場進行操 童家長衛生教育宣導專注聽講場景。
作立體圖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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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10：青少年性教育工作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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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生育未滿 20 歲 1.每月由戶政事務所抄錄未滿 20 歲之
成年少女避孕管理率
所有登記結婚及生育婦女資料，建卡
90％。
管理避孕管理率 100％
2.辦理親職教育宣導 8 2.結合本縣各級學校及社區資源辦理
場次，進行前後施
親職教育宣導 8 場次，前後測認知率
測，並提升 50％認
達 90％。
知。
3.辦理青少年性教育宣 3.結合學校、社區資源宣導衛生教育，
導 20 場次。
並推展青少年性健康相關議題，辦理

備註

4.輔導醫療院所加入青
青少年性教育宣導 20 場次。
少年親善醫師/門診 4.本局輔導醫療院所青少年親善醫師/
計畫提供親善服務至
門診計畫，提供親善服務 3 家。
少 1 家。
（二）檢討及建議：無
（三）精彩照片至多限 4 張（照片請加註說明）

＊辦理 105 年度兩性教育師資種子研 ＊辦理 105 年度結合學校、社區資源
習會與會人員專注聆聽。
宣導親職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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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學校、社區資源巡迴各鄉鎮辦 ＊辦理 105 年度青少年性健康管理宣
理青少年性健康管理宣導講座。
導活動邀約衛福部金門醫院林程
珅醫師講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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