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年訪查委員實地訪查提供醫院 

之建議及常見缺失 

一、健康促進醫院自我評估表五大標準： 
標準一、管理政策 

建議及常見的缺失 子標準 改進建議 
建議發展年度健康促

進計畫並有系統地推

動 

1.1.1 醫院的宗旨、願景、目標應加入或

更明確表達出健康促進之理念。 
1.1.2 (1)積極加入 WHO 健康促進醫院網

絡團體會員，並參與各項相關活

動，以更新訊息做為政策規劃之

參考。 
(2)多參與國民健康署及相關機構舉

辦之活動，以利增進內容深度與

強化發展方向。 
1.1.3 (1)針對醫院特色，訂定相關健康促

進政策，以利永續發展。 
(2)建議制訂短、中、長程目標，方

能掌握健康促進之運作脈絡，及

深根健康促進文化。 
(3)健康促進推動之架構可與當前國

家政策配合。 
1.1.4 加強全員參與的共識，瞭解各專業

人員的參與度，以訂定計畫，增進

參與。 
缺乏品質評估方案 1.3.2 (1)建議可參照 WHO 健康促進醫院

自我評估標準 18 項量化指標做為

評估品質之基準。 
(2)針對計畫成效評估部份，應做好

現況調查分析以利訂定具體成效

指標。 
(3)確實以 PDCA 改善各項計畫之推

動狀況。 
(4)建議設定有量化或質化之目標。 

標準二、病人評估 
建議及常見的缺失 子標準 改進建議 



健康資訊宜針對不同

族群提供適當易吸收

之資訊 

2.1.3 針對不同的病人群體(例如：氣喘、

糖尿病、COPD、手術、復健等病人）

及族群分別提供適合之健康資訊及

衛教方式。 
病人照護之臨床指引

宜加入健康促進之相

關流程 

1.2.2 
2.1.1 

將健康促進服務納入操作程序（如

臨床指引或臨床路徑）中，供臨床

部門使用。 
2.2.1 
3.1.2 

(1)在病人住院時，將其健康促進需

要評估記錄在病歷中。 
(2)建議整合健康促進於臨床治療及

出院計畫中。 
(3)健康促進的活動及預期結果於病

歷中應有記載及評估。 
標準四、推動健康職場 

建議及常見的缺失 子標準 改進建議 
易忽略員工健康促進

之重要性 
4.2.2 加強辦理員工對健康促進認知等相

關教育訓練。 
4.2.3 以平衡計分卡結合管理與員工健康

促進之推動。 
4.2.4 可針對員工相關福利及職安防護編

制機動式任務小組來輔導相關員工

親善業務。 
4.3.1 (1)推廣運動性社團並編列補助經

費。 
(2)設置員工運動中心或與附近學

校、運動中心等簽訂使用契約，

員工可以優惠價格使用其設施。  
(3)員工健康可結合員工家庭日及增

加親子互動。 
(4)建構醫院為推動健康職場的支持

性環境。 
(5)透過健康促進委員會或相關專家

擬定明確目標與策略。  
(6)依據機構能力，可增加及調整員

工福利經費支出及預算。 
(7)具體收集員工對健康促進方案之

看法與計畫參與，以增加計畫之

廣度與深度。 



(8)宜利用多元的方案提升員工之壓

力管理成效。 
4.3.2 執行員工戒菸計畫。 
4.3.3 (1)進行員工健康促進需求調查。  

(2)定期實施員工健康行為調查，以

瞭解員工之健康行為現況，做為

介入策略之參考。 
(3)建立不記名的心理諮商管道。  
(4)可定期執行各職類工作人員危險

因子深入調查與分析並提出介入

方案。 
(5)針對員工滿意度調查之負面評

價，應加以分析、檢討再改進。 
(6)員工健檢資料分析，可以將性

別、年齡群組再加以分析，以清

楚明確界定問題群體。 
(7)針對員工健檢異常結果：如體重

過重、脊椎側彎…等問題，深入研

究其發生原因，以找出解決員工

健康問題之方法。 
(8)可針對員工健檢之結果做後續追

踪及改善機制。 
於員工知道機構推動

相關政策比率指標部

份，宜有前後比較 

4.2.2 在健康促進計畫實施前後均調查員

工知道機構推動健康促進政策之比

率。 
健康促進納入員工表

現評核系統不明確 
4.2.3 建議制訂相關準則或辦法(設定目

標、定期評量)，公告給員工周知，

並鼓勵員工參與。 
其他 

建議及常見的缺失 改進建議 
運用渥太華健康促進

憲章五大行動綱領永

續推行健康促進議題 

針對員工進行教育訓練使其能熟捻渥太華健康促

進憲章五大行動綱領，並妥善運用於所推行之健康

促進議題。 
避免僅利用衛教、宣

導、講座等模式推動健

康促進業務 

(1)以健康促進五大行動綱領做較完整之規劃。 
(2)在全院性業務會議、共識會議中由院長公開宣導

健康促進的概念及做法。 
(3)社區民眾健康促進之技能賦權可加強資源投入。 
(4)建議可鼓勵同仁多參與學會舉辦之研討會或參



與國際年會以標竿學習其他機構之創新策略。 
可依據地域性特色做

更 多 健 康 促 進 介 入

(如：高齡友善醫院、健

康老化、在地老化、精

神病人、失智症患者及

戒檳等)，並與社區多做

結合 

(1)申請高齡友善醫院認證。 
(2)與社區發展協會、鄉公所、鄰/里長合作推動健

康促進議題，進行社區醫學研究。 
(3)結合健康城市營造共同推動。 
(4)強調社區民眾健康促進之增能與賦權。 
(5)結合醫院與社區之個案管理。 

 

二、子計畫 
建議及常見的缺失 改進建議 

三項自選計畫宜結合醫院

之政策目標，以作為永續

之推動，不要因配合國家

之政策而辦理 

(1)在配合國家政策之前提下亦發展符合醫院政

策及具地方特色之健康促進計畫，充份發揮

各院之創意及巧思。 
(2)宜塑造醫院健康促進之組織文化，使健康促

進與醫院政策合而為一。 
三個子計畫應有背景資料

(profile)及現況調查分

析，以作為成效評估之基

礎 

擬訂計畫前先進行背景及現況調查分析並確立

成效評估指標。 

執行健康促進計畫前宜先

進行需求評估，分析各目

標群體之主要健康促進問

題再予以介入 

(1)進行社區診斷並定期做健康促進的需求評

估。 
(2)進行員工對於健康促進醫院相關概念認知調

查，據以為推動之基礎。 
針對三項子計畫之內容應

以具體數據(如：用電/水
量、減重公斤數、吸菸率

及成功戒菸率…等)及實證

表現成果 

(1)以量化數據及實證佐證醫院推動之健康促進

成果。 
(2)節能減碳以每床人日計算廢棄物等會較為客

觀。 
(3)可將滿意度調查納入各項子計畫之成果調查

中，以利呈現量化數據。 
無菸醫院宜結合國家二代

戒菸之推動，推行住院與

門診戒菸同時進行 

(1)同時推動住院戒菸及門診戒菸方案。 
(2)推動住院病人、家屬之主動戒菸宣導及服務。 

健康減重方案可考慮鼓勵

誘因之設計，以增加參與

率 

(1)以鼓勵代替懲罰，如禮品、獎金、公開頒獎

表揚等。 
(2)將過重/肥胖之員工納入，並設計競賽或獎勵

機制。 



建議及常見的缺失 改進建議 
樂活減重方案之成效可增

加參與者之健康生活型態

轉變情形 

除身體量測、生化指標之變化外，並描述參與

者健康生活型態轉變情形。 

節能減碳可呈現在地當季

食材的使用、廢棄物減量

及廢水回收等 

除更換老舊設備之外，亦應落實員工之教育訓

練、文化塑造及以其他管道達成節能減碳之目

標。 
節能減碳之策略及成效不

夠明確 
(1)建議配合業務成長，以每人日之水電、垃圾

等用量計算做為比較。 
(2)建議可加強員工行為方面之介入策略。 
(3)建議採量化方式呈現成效。 

高齡友善醫院計畫可增加

老人的滿意度或使用心

得，更具體展現績效 

調查高齡長者對院內各項高齡友善措施之滿意

度及使用心得，從使用者之角度思考是否仍有

需要改善之處。 
 
三、行政作業 

建議及常見的缺失 改進建議 
衛生局承辦人員因初次接觸健康促

進醫院業務，對於健康促進醫院自我

評估表各項條文之內涵及健康促進

計畫調查表之撰寫方式不清楚，因此

在輔導健康照護機構方面顯得窒礙

難行 

針對衛生局辦理一場深度輔導工作

坊。 

衛生局承辦人員未於實地訪查前先

將機構申請資料提供給國民健康署

及學會承辦人員確認，導致委員於實

地訪查時看到機構之資料不完整或

有誤 

請衛生局承辦人員務必於實地訪查

前先將資料提供給國民健康署及學

會承辦人員確認。 

部份機構在填寫健康促進醫院自我

評估表時，在「現況」說明部份描述

過於簡單，且缺乏量化數據及佐證資

料，導致實地訪查時委員無法掌握機

構之健康促進推行狀況 

請機構在填寫健康促進醫院自我評

估表時，針對各子標準之現況說明

詳細，並補充量化數據及佐證資料。 

部份機構將三項健康促進計畫填寫

在同一份計畫調查表內，無法清楚呈

現各計畫之實施對象及方法 

三項健康促進計畫之計畫調查表需

分開填寫。 

 



 

四、報告內容 
建議及常見的缺失 改進建議 

有些單位在進行簡報時未針對「健康

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推動政策與資源

準備」進行簡報 

請機構說明為推行健康促進醫院與

照護機構所執行之政策與資源準

備。 
部份醫院尚未成立健康促進醫院推動

委員會或工作小組，進行跨部門整

合，因此在自我評估部份未能充份展

現各項指標之推動成果 

鼓勵醫院成立健康促進醫院委員會

/工作小組，並針對健康促進醫院自

我評估表各項條文逐項檢討推動情

形。 
機構在簡報三個健康促進醫院子計畫

時僅針對各計畫之作法及成果進行陳

述，未進行執行該計畫之背景或現況

分析 

(1)請機構先簡報各計畫之背景或現

況分析，再描述實施成果。 
(2)建議呈現方式宜由緣起、現況分

析、執行重點、評值結果等方向

呈現，較為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