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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各位健康促進醫院夥伴，大家好。 

2016 健康促進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暨臺灣健康醫院學會 2016 年會學術研

討會業於11月27日(星期日)假臺北榮民總醫院介壽堂/致德樓第二會議室舉辦，

今年首度整合健康促進醫院、高齡友善健康照護與無菸醫院相關議題，共有超過

500 位與會者共襄盛舉。 

研討會特邀請財團法人中華啟能基金會附設春暉啟能中心獅鼓隊進行開幕

表演，並邀請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王英偉署長蒞臨嘉勉，由王署長及陳潤秋副

署長頒發「健康促進醫院典範暨創意計畫選拔」、「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典範

選拔、創意提案徵選、徵文活動」及「無菸醫院評核績優醫院」等獎項予表現優

異之健康照護機構及得獎者，表彰機構及個人促進國人健康之用心。 

此外，今年特別邀請四位國外健康促進領域專家進行演講，包括世界衛生組

織健康促進醫院與健康照護合作中心主任 Professor Jürgen M. Pelikan 演講「渥太

華健康促進憲章推動 30 年後健康促進醫院提升與調整健康照護服務品質與方向

之貢獻」、Griffith 大學環境與人口健康中心主任 Cordia Chu 演講「亞太地區之

健康促進發展及永續性」、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理事會顧問暨秘書處主任

Ann O’Riordan 演講「無菸醫院國際金獎標準最新內容與未來趨勢」、全球無菸

健康照護服務網絡理事暨瑞士網絡負責人 Susann Koalick 演講「戒菸治療與衛教

之國際趨勢」。 

國內部分則邀請今年度獲獎機構經驗分享，包括臺中榮民總醫院張繼森副院

長分享健康促進醫院典範經驗；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齡醫學中心林育德主任及臺北

市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吳秀玉組長分享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典範經驗；國泰醫

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呼吸胸腔科邱銘煌主任、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

醫院健康促進管理中心葉恩典主任及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家庭醫學部林

季緯主任分享無菸醫院之推動經驗，內容豐富，與會者反應熱烈。 

另為慶祝臺灣健康促進醫院網絡成立十週年，業於研討會前辦理吉祥物及微

電影徵選活動及設計「活力十足健康操」於活動當天帶領所有與會者一起實踐健

康促進之精神。 

歲末年終之際，感恩各位前輩先進的支持，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持續為國民健康共同努力! 

臺灣健康醫院學會 Journal of HPH Taiwan 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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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醫院介紹 

~國民健康署 105 年健康促進醫院典範選拔~ 

典範獎(A 組) 

 臺中榮民總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創立於民國 71 年，為台灣中部唯一之公立醫學中心。

我們的願景：成為全國民眾最信賴、醫事人員最嚮往、教學研究與經營管理最優

質的標竿醫學中心；核心價值：愛心、誠信、當責、品質、團隊、創新。全院員

工約 4,500 人，病床數 1,514 張，每日門診 6,000 餘人次，除急重症病患醫療照護

外，針對病人、員工與社區各領域，發展疾病預防、衛生教育與融合身、心、靈

的健康促進照護。我們擁有各類尖端知識與技術的優秀專業人才，提供全方位整

合醫療照護服務，結合資通訊科技，創新尖端醫療技術，精進醫療品質與病人安

全，追求「智慧健康促進醫院」之典範，肩負起公立醫學中心「健康守護者」的

社會責任。 

「中榮」策略管理架構與運作落實健康促進、永續經營。本院導入平衡計分

卡，98 年啟動策略管理機制，設定六大策略主題: 醫療專業、醫療品質與病人安

全、優質教學、優質研究、善盡社會責任與經營績效最佳化。在此架構下，採取

穩健步驟，循序落實策略管理。(一)共識形成，(二)發展六項策略主題，設定

KPI，設定策略性行動方案，輔以策略性預算支應。(三)執行管控，(四)策略管

理，掌握正確與及時的策略管理資訊。我們將區域醫療整合、導入雲端資訊系統

、建構整合醫療照護中心、研發智慧健康科技、精準個人化醫療等健康促進相關

議題，納入本院短中長期計畫，參與健康促進國際網絡，目標滾動調整，持續精

進落實健康促進理念。同時於 105 年，擴大原有健康促進工作小組，成立院級健

康促進推動管理會，包括病人健康管理組、社區健康營造組、職場健康促進組、

員工福利推動組、高齡醫學發展組等五組。每年投入數億之經費，全面發展健康

促進相關作業，各項健康促進的活動、設施與資源不勝枚舉。 

得獎醫院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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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標準作業 ISO9001 的健康促進。設置品質管理中心，針對醫療品質管理

系統編撰本院品質手冊，透過計畫、執行、查核與處置管理循環，強化醫療品質

管理能力。自 98 年導入 ISO 9001: 2008 國際品質認證系統。 99 年 12 月通過 ISO 
9001: 2008 國際品質認證，期間通過多次認證，迄今持續維護將近 2800 件標準文

件。所有重要健康促進相關作業，如氣喘、糖尿病、COPD、手術、復健等，皆

有相關臨床規範，納入標準作業品質管理系統，定期審視修定廢。 

「智慧化的健康促進」臺中榮民總醫院獲得 104 年醫策會全機構智慧醫院標

章，門診、急診、住院以不送病歷全面資訊化。健康促進作業活動納入資訊管理

中。舉凡病人健康評估，如門診健康資訊首頁、吸菸狀態、飲酒狀態、營養狀態

、心理-社會-經濟狀態，病人住院中的健康促進相關記錄，轉介、轉診等資料透

過醫療作業系統，收納入電子病歷。疾病的個案管理與持續性追蹤，我們建置七

大個管整合照護模式，突破個案各管成為個案共管。有關腎臟疾病、糖尿病的追

蹤管理、糖尿病遠距照護，腦中風從急性期到中期照護，出院準備服務流程等 24
小時健康諮詢中心，雲端藥歷掌握病人健康用藥資訊，提供適切處方，減少重複

用藥、避免交互作用，提升病人用藥安全等，各項措施資訊智慧設計，落實健康

促進，提供病人全程、全人的健康照護，超過 40 個病友團體服務，於今年獲得

第八屆政府服務品質獎最高榮譽。 

安全工作環境與員工關懷創新，通過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OHSAS 18001 
& TOSHMS)雙系統認證。推行職業安全衛生系統工作成效優異，經勞動部職業

安全衛生署績效認可，評定為「103 年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並於 105
年參加「104 年推行職業安全衛生」績效評鑑。具體作為如訂定「員工健康管理

促進計畫」，利用「Hygeia 健康資訊管理與分析模組系統」，管理員工健康狀態，

自 102 年起本院組成臨廠服務團隊(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

員、職業安全衛生人員)開始辦理勞工健康臨廠服務。透過「異常工作負荷促發

疾病預防計畫」，輔導高風險個案。職場母性健康管理計畫，更是一大特色，建

置 e 化妊娠健康管理報喜系統，由妊娠員工登入填寫「職場母性健康風險評估表

」，由勞安室逕行風險評估分級管理、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針對「職場母性健

康風險評估表」自評有健康影響之項目，藉臨廠健康服務團隊協助改善職場危害

因子促進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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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榮總是中部唯一的公立醫學中心，配合政府衛生政策計畫，結合財團法

人臺中市私立惠康社會福利基金會等社會資源，推動社區健康促進。經由智慧聯

網，水平與 419 家醫療院所、26 家網絡醫院，醫療資訊交換，提供病患服務無時

差、垂直整合榮民醫療體系、整合急性醫療與長照系統。臺中榮總健康促進，在

完整的管理機制，執行醫院短中長期計畫，經由嚴謹的品質與標準作業管理，融

入資通訊智慧系統發展，我們將持續精進，成為「智慧健康促進醫院」之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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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術短文或摘要 
 

 職場霸凌影響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因果關係之研究 

以醫事人員為例 
 

張嘉怡 1、張孟玲 2*、劉祥得 3 

                        1 臺北市內湖區公所民政課 
                        2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護理科 

                        3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暨研究所 
 

摘要 

本研究探討醫療機構醫事人員工作要求、工作資源、社會支持、職場

霸凌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間的因果關係。本文以教學醫院之醫事人員為研

究對象，共獲取有效樣本268份。研究結果發現，醫事人員工作要求正向影

響職場霸凌；工作資源、社會支持負向影響職場霸凌；職場霸凌正向影響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工作資源調節工作要求和職場霸凌間的關係。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ausal relationships among medical 

personnel’s job demands, job resources, social support, workplace bullying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yndrome at medical institution. We obtain 
a total of 268 valid samples from several teaching hospitals. Study found that 
medical personnel’s job demands positively affect workplace bullying; job 
resources and social support negatively affect workplace bullying; workplace 
bullying positively influences Post-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 job resource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demands and workplace bullying. 

前言 

雖然現在職場重視工作之成就與幸福感，但職場霸凌 (workplace 
bullying)仍普遍存在，值得探究。特別是服務於醫療機構照顧病患之醫事

人員，工作時間採輪班制，包含白班、小夜班、大夜班及假日輪值，常導

學術短文或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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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睡眠型態紊亂，生理時鐘失調，直接影響健康情緒，間接影響家庭生活

與社交圈，且工作攸關病人生命，工作壓力必然比一般正常上班族大。當

醫事人員不斷地獲得工作要求(job demand)，特別是在缺乏工作資源(job 
resource)和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下，如果又受到職場霸凌，會感到更

沮喪無助，甚且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值

得探究。  
職場霸凌(workplace bullying)係指工作過程中長期、持續暴露於敵視

的狀態，進而造成嚴重的工作壓力反應。Leymann(1996)首先探討職場霸

凌相關議題，其指陳長期的工作霸凌包含：過度批評(excessive criticism)、

資訊隱藏、散佈謠言 (spreading rumors)、社會隔離 (social isolation)等
(Einarsen, Hoel, Zapf, & Cooper, 2010)。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則被定義為：歷

經重複的、困擾的記憶、思維或創傷事件(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0)。許多研究也證實，職場霸凌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有所關連(Balducci, 
Alfano, & Fraccaroli, 2009; Mikkelsen & Einarsen, 2002)。醫事人員面對高

壓、緊急工作，管理、指揮上會比較強勢，有時就會造成職場霸凌和創傷

後壓力症候群現象。  
工作要求(job demands)被認為是工作上對於身體、心理的要求，其常

造成工作壓力、人際衝突，甚而造成職場霸凌(Baillien et al., 2011)。而工

作資源則被認為是決策自主性(decision-making autonomy)，其可以協助個

人達成目標，並被認為可以紓緩職場霸凌(Baillien et al., 2011)。社會支持

(social support)則指陳一種來自其他人的關心、尊重與協助(Ogden, 1996)，
其可以協助個人面對壓力(Worchel & Shebilske, 1995)，甚且可以減緩職場

霸凌的發生。  
醫事人員所面對的工作面向多元，除了在工作環境中面對病患及家屬

提出的各種問題與要求外，有時可能還要面對不友善的同仁，在高度醫療

工作壓力下，有時長官變嚴厲，同事較易失控，加上醫事人員超時的工作

時數，排班問題等，都造成身體、心理壓力，也容易產生職場霸凌現象。

過去一些文獻證實醫事人員高離職率原因和職場霸凌有所關連。  
一般而言，職場霸凌行為不只會侵蝕個人的專業素養，經年累月也會

無法建構出健康的職場環境，對於醫療機構來說，也是如此。職場霸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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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要求 

工作資源 

社會支持 

職場霸凌 創傷後壓
力症候群 

為除了明顯的言語或肢體上的攻擊行為外，也包括被動的行為，例如：不

回覆電話、不回應問題、故意採取不合作態度等。醫療行為都十分緊急，

加上家屬亦都十分緊張，甚且失控。醫事人員難免壓力很大，語言上、肢

體上表現霸凌，以及消極地不回應，都很有可能，的確值得深入探究。  
2013 年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的調查顯示，有 54%的上班族曾經歷職場

霸凌經驗，且以言語謾罵、冷嘲熱諷及勞務分配不均較常發生，有 61%的

霸凌行為來自於主管，35%則是同事。可見職場霸凌，在台灣是很頻繁發

生的事，而主管、同事都是霸凌產生者。美國職場霸凌學會(Workplace 
Bullying Institute)於 2010 年調查顯示，每 3 名美國成人就有 1 人曾受到霸

凌，足見霸凌不分國界。美國調查的霸凌，又以言語暴力方式帶給被霸凌

者的心理壓力較高，並非肢體暴力，其也顯示無形的暴力行為反而造成更

大工作壓力。  

方法 

一、研究架構 
如前所述，醫療機構屬性關係，比較容易產生職場霸凌行為，其是否

進一步對於醫事人員造成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進而影響醫療機構運作，值

得探討。因此，本研究擬探討醫療機構的工作要求是否造成職場霸凌認知

提高；此外，了解工作資源、社會支持是否減少職場霸凌；而職場霸凌是

否進一步提高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特別地，本研究擬探討，醫事人員的「工

作要求」認知，會否因「工作資源」調節(moderating)，進而降低職場霸

凌認知。因此，提出以下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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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研究架構圖  

二、受訪者基本資料與敘述統計 
本研究係以北臺灣公、私立教學醫院之醫事人員為研究對象，施測過

程中，儘量依據單位分層系統隨機發放問卷，共獲取有效樣本 268 份。受

訪第一線醫事人員基本資料，性別方面，男性佔 15%、女性佔 85%。年齡

方面，20-29 歲佔 33.7%、30-39 歲佔 23.7%、40-49 歲佔 28.7%、50-59 歲

佔 14%。教育程度方面，高中職佔 1.3%、專科佔 30.3%、大學佔 60%、研

究所以上佔 8.3%。  

三、問卷設計與測量 
本研究測量，參考先前各研究構面定義，並參酌各構面已存在的重要

量表，加以修改。職場霸凌之衡量，本研究參考 Einarsen, Hoel, & 
Notelaers(2009)之量表，依研究主題修改字句，以求適用於本研究；創傷

後壓力症候群之衡量，參考 Lang & Stein(2005)之量表，加以修改。工作

要求之衡量，參考 Demerouti et al.(2001)之量表，加以修改。工作資源之

衡量，參考 Demerouti et al.(2001) 之量表，加以修改。社會支持之衡量，

參考 Zimet, Dahlem, Farley(1988)之量表，加以修改。所有構面採 Likert
七點量表。參考量表都被廣泛使用，且信效度頗佳，故具相當程度專家、

內容效度。  
本文也針對所有構面量表進行內容效度指數(content validity index, 

CVI)檢定，被邀請專家依量表各題目之「正確性」、「相關性」、「用詞的合

適性」等項目(評分標準：1分表示題目不適當，應予以刪除；2分表示題目

可能不適合或不需要，需做大幅度修正；3分表示題目尚可，需做少部分修

正；4分表示題目適合，不需修改亦不可省略)予以計分，並以評分結果計

算 CVI值， CVI值之計算方式採題目內容效度指數 (item-level content 
validity index, I-CVI；該題被專家給分為3或4分之次數/所有專家數)、量表

內容效度指數(scale-level content validity index, S-CVI；專家們均給3或4分
之題數 /總題數)以及量表內容指數 /平均計算法(scale-level content validity 
index, averaging approach, S-CVI/Ave；量表題目之專家給分平均值(Pilot & 
Beck,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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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共邀請5位相關領域專家進行內容效度指數檢測，上述專家乃是

具備醫事醫療機構人事管理、組織行為等專業。結果顯示，5位專家在量表

「正確性」、「相關性」、「用詞的合適性」等回答上都沒有1、2，都在3、4
以上。因此，本研究量表「正確性」、「相關性」、「用詞的合適性」 I-CVI
值、S-CVI值、S-CVI/Ave都為1，證實本研究量表具備內容效度(Pilot & Beck, 
2006)。  

四、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利用SEM軟體，以驗證式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檢測構面及題項的信度、效度。首先，因素負荷量λ值方面，所有研

究構面題項因素負荷量介於0.72~0.91，都高於0.5，符合Hair, Anderson, 
Tatham , & Black(1998)的建議(>0.5)，表示本研究量表個別題項具有可被接

受的信度水準。驗證式因素分析係為因素分析之一種，該分析方法第一步

驟即在於驗證題項負載構面情形，本研究所有題項負載T值都達統計顯著

水準，部分亦證實本研究構面的建構效度及收斂效度。問卷信度檢測上，

構面α值方面，介於0.84~0.96間，在可接受範圍，表示本研究問卷具備信

度水準。  
潛在構面的組成信度(CR, composite reliability)可以測量構面內部變

數的一致性 1，當潛在構面的CR值越高，表示觀測顯性變項是高度相關的，

表示這些都在衡量相同的潛在變項，愈能測出該潛在變項。根據Hair等人

建議CR值須大於0.7(Hair, Anderson, Tatham , & Black, 1998)，本研究潛在變

項之CR值，介於0.88-0.96，皆大於0.7，表示本研究的潛在構面具有良好的

內部一致性。  
平均變異萃取(AVE)2代表觀測題項可以測得潛在構面值的百分比，不

僅可用以判斷信度，同時亦代表區辨效度及收斂效度。根據Fornell & 
Larcker之建議，AVE值大於0.5時，表示構面具有收斂效度(Fornell & Larcker, 
1981)。本研究潛在變項之AVE值，從0.60到0.77，皆大於0.5，表示本研究

的潛在變項具有良好的區辨、收斂效度。  

                                                      
1 CR 的計算公式為：(Σλ)2/〔(Σλ)2+Σεj〕。λ 為標準化因素負載值，ε 為測量誤差項。  
2 AVE 的計算公式為：Σλ2/ (Σλ2+Σε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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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辨效度在於檢定測量變項對於不同的構面之間的鑑別程度。每個變

項與測量同樣一個構面的其他變項之相關程度，應該要高於與測量不同構

面變項的相關係數。一般而言，區辨效度的檢驗，個別構面抽取之平均變

異量(AVE)的平方根，應該大於該構面與模型中其他構面間的相關係數，

表示具有區辨效度(Hulland, 1999)。下表為構面之間的相關係數矩陣，對

角線所列即該構面的AVE 平方根。本研究之各構面測量變項的平均變異抽

取量(AVE)之平方根，均大於任兩構面間的相關係數，代表測量模型中各

構面的變項確實彼此相異，即本研究測量模式具有良好的區辨效度。此外，

AVE也都大於MSV、ASV，同樣證實本文的區辨效度。  
此外，相關矩陣亦可以看出構面間的初步關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和

職場霸凌、工作要求正向相關；和工作資源、社會支持負向相關。職場霸

凌也和工作要求正向相關；和工作資源、社會支持負向相關，和假設的理

論關係相符。  

表 1：相關矩陣與區辨效度分析表  

 

創傷後

壓力症

候群 

職場 
霸凌 

工作 
要求 

工作 
資源 

社會 
支持 ASV MSV AVE 

創傷後壓力

症候群 0.87     0.24 0.41 0.76 

職場霸凌 0.53 0.82    0.15 0.23 0.68 
工作要求 0.37 0.43 0.78   0.22 0.41 0.60 
工作資源 -0.42 -0.35 -0.13 0.80  0.07 0.09 0.63 
社會支持 -0.30 -0.33 -0.01 0.37 0.87 0.12 0.15 0.77 

資料來源：本研究  

附註：非對角線的數字是各潛在構念間的相關係數，而對角線數字則是各構念與其衡量項目的平均抽取

變異(AVE/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的平方根值(the square roots)。MSV=Maximum Share Variance。
ASV= Average Share Variance 。  

結果 

表 2 係數可以看出，職場霸凌確實正向影響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當醫

事人員職場霸凌認知高時，很容易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對於醫事人員

管理，十分不利。工作要求正向影響職場霸凌，醫院工作要求高時，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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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職場霸凌認知也高。工作資源、社會支持都負向影響職場霸凌，可見工

作資源、社會支持真的可以減緩職場霸凌認知。工作資源確實調節工作要

求和職場霸凌間的關係。當醫事人員因為工作要求高，而感受高度職場霸

凌時，強化其工作資源，可以減緩其間的負向關係。  

表 2：路徑係數分析表  

 路徑係數 標準誤 T 值(絕對值) 
職場霸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0.53*** 0.06 9.49 
工作要求→職場霸凌 0.39*** 0.05 7.76 
工作資源→職場霸凌 -0.21*** 0.07 3.14 
社會支持→職場霸凌 -0.25*** 0.07 3.73 
工作要求* 工作資源→職場霸凌 -0.12* 0.07 1.77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示 p<0.01、**表示 p<0.05。  

結論 
本研究實證結果證明工作資源及社會支持有助於降低職場霸凌認知。

亦即醫事人員工作資源、社會支持程度愈高，其職場霸凌認知就會減少；

醫事主管如能採取人性化的領導方式，個別化關懷部屬，激發部屬創新能

力，則可以降低高度工作壓力下的霸凌認知，特別是工作要求高時。  
此外，家庭的支持，以及單位的支持，包含彈性上班、減少上班超時、

家人生病時可以休假在旁照顧等，應該都可以降低職場壓力，也降低職場

霸凌現象，最後減少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提高醫療照護品質。單位管理上，

醫事人員達成艱困工作任務時，給予適當的獎酬或鼓勵，例如 :頒發個人績

優獎金或予特休假等，能強化醫事人員對單位的支持，亦都有其正向作用。  
而主管單位應建立明快且迅速的職場霸凌標準化處理機制及流程，標

準化處理流程可以避免罷凌狀況再發生，俾保障每位醫事人員免於被霸凌

的恐懼和困擾。本研究已證實，當醫事人員職場霸凌認知高時，很容易造

成其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進而對於醫事工作產生不利的影響。如能重

視並制度化職場霸凌處理，必能降低職場霸凌機率。  
本研究也發現：工作要求增加職場霸凌知覺。醫事人員常面對無數工

作要求，包含身體上、心理上嚴格、快速要求，使得其工作壓力高，加上

工時過長、班別不定、休假不正常、工作及家庭衝突等危害因素，的確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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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產生職場霸凌。需輔以工作資源及社會支持的提高，不僅建構一良性工

作環境，也可以提高醫院醫療品質。  

結論 
本研究建議醫院主管及人事、教學研究部門於教育訓練上，將焦點著

重於高階主管、基層主管人員訓練，使其具備基本的領導統御能力，降低

工作過度要求，給予醫事人員更多工作自主性與社會支持，且主動關懷部

屬、激發部屬，應該可以降低職場霸凌現象與認知。善用多元化的管理策

略，營造出友善優質的工作環境，避免職場霸凌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發

生，俾提升醫療照護品質及績效。  
醫事人員工作資源與支持方面，應重視其健康防護、促進福利，也應

提供人員意見反應管道及心理支持輔導機制，即時面對問題，並降低職場

霸凌之壓力。至於職場霸凌避免之規劃上，應以教育方式教導醫護人員區

分覇凌的情境，並訂定覇凌相關罰則。其次，加強職場霸凌防制宣導，教

導醫事人員，有衝突或覇凌情況出現時，請求支援並防止衝突升級。第三，

讓醫護人員瞭解標準的霸凌處理流程。第四，妥適之醫事人力配置，降低

工作壓力造成之霸凌現象。醫院單位應定期評估人員能力，給予適當人數

配置，及適切工作內容及合理之工作量。第五，規劃後續精神科醫師或心

理師治療。最後，建議醫療機構可鼓勵員工建立多元人際社會網絡，以提

高社會支持，減低職場霸凌之負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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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您： 
臺灣健康醫院學會徵求學術短文或摘要。請提供您的作品予學會，內容為投稿第二十四屆世界

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研討會之文章，或有關健康促進醫院相關文章、摘要等。於本學會

出版之「臺灣健康醫院學會雜誌(Journal of HPH Taiwan)」發表有關健康醫院或醫學原著論文

者，每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教育積分 5 學分、第二作者教育積分 3 學分，此類教育積分每年

累積上限為總教育積分之 20%。 
文章請寄至：hphtwmai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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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CC HPH 網絡最新消息 

 2016 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競賽徵求參賽者 

2016 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競賽現在開放報名！ 
今年徵求參賽者現在開放報名，請按照下方文件所列步驟進行，並記得於 2017
年 1 月 20 日前將報名表寄至 awards@hphnet.org。 
 
緣起與目的 

健康促進醫院會員大會(General Assembly)與監理委員會(Governance Board)決
議每年頒發三項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競賽獎項給健康促進醫院/健康服務機構

會員、國家/區域網絡及學術團隊，以提升 HPH 的能見度、表彰將健康促進醫院

標準/策略性目標傑出實踐者，及促進學術性文章的發表數。 
 
獎項類別(並非每個獎項每年都會頒發)： 

WHO 健康促進醫院標準傑出實踐獎(僅限由 HPH 會員提出) 
健康促進醫院策略傑出實踐獎(僅限由國家/區域網絡提出) 
學術發表傑出獎(可由一或多名作者提出) 
 
頒獎時間與申請截止日 

所有 HPH 競賽獎項是每年頒發的，獲獎者將事先被告知。獎項於每年的健康促

進醫院國際研討會中頒發。報名表(使用 HPH Awards Entry Form)須於 2017 年 1
月 20 日前提交至哥本哈根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秘書處。報名資料需以電子郵

件方式寄至 awards@hphnet.org 
 
競賽提名、參加資格與評選 

任何 HPH 競賽僅限由健康促進醫院/健康服務機構會員或國家/區域網絡提出申

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專欄 

mailto:回饋E-journal閱讀心得或建議至學會信箱hphtwmai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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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健康促進醫院策略傑出實踐獎僅限由國家/區域網絡提出。 
WHO 健康促進醫院標準傑出實踐獎僅限由健康促進醫院及健康服務機構會員提

出。 
學術發表傑出獎可由一或多名作者提出。 
策略與標準傑出實踐參賽資料將由 HPH 監理委員會成員中選出之委員進行審查

和評比。 
學術發表傑出獎將由臨床健康促進期刊編輯處進行評比。 
 
競賽過程及規範 

每一位獲獎者皆會得到獎項證書，以表揚其傑出成就，並於年度 HPH 國際研討

會中進行頒獎典禮。 
國際網絡並不會支付獲獎者至研討會領獎之旅費。若獲獎者無法到場領獎，則獎

項將會如期於大會宣佈，並於事後將證書郵寄給獲獎者。 

HPH 競賽規範部分為： 
1.所有相關文件須以英文(English)填寫。 
2.多家機構一起合作的努力，可以單一申請資料來參賽，若獲獎，所有機構將

會獲頒一份獎項證書。 
3.申請表格須以 HPH Awards Entry Form 提交，若資料不全或以其他方式提交則

不予考慮。 
4.參賽者必須備齊所有相關參賽文件，參考文件可如以下範例：自我評估表的

結果、策略計畫或成果摘要、出版品、文章、工作描述、計畫描述等。 
5.所有的表格與申請資料皆須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寄至 awards@hphnet.org(紙本

文件將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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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健康促進醫院全球策略(2016-2018) 

非常高興能夠在此向各位介紹 2016-2018 年新健康促進醫院全球策略。 

全球策略是國家/區域健康促進醫院網絡、個別會員、任務小組及監理委員會

之推動工具。 

2016-2018 健康促進醫院全球策略旨在提供健康促進醫院會員、國家/區域網

絡、任務小組及監理委員會一個共享的平台與方向。 

2016-2018 健康促進醫院全球策略由 2014-2016 年監理委員會與健康促進醫

院國際網絡秘書處制訂。此策略是依據 2014 年巴賽隆納第 20 屆及 2015 年奧斯

陸第 21 屆健康促進醫院會員大會、工作坊與討論結果所制訂。於 2016 年紐哈芬

第 22 屆健康促進醫院會員大會進一步討論策略草案，並將意見與回饋納入策略

中。此策略依循健康促進醫院組織章程，並包含用於更新版之世界衛生組織健康

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之標準與自我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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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HPH 通訊第 82 期，2016 年 10 月 

 第二十五屆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 
2017 年 4 月 12 日至 14 日，奧地利維也納 

過去幾個星期，科學委員會合作擬訂大會廳演講之議程，並邀請知名的大會 

廳演講者。研討會主題為「健康促進照護的方向-歷史經驗與未來展望」。研討會

將於 2017 年 4 月 12 日至 14 日在維也納大學舉辦。 

論文徵稿開放至 2016 年 11 月 15 日止。科學委員會歡迎與研討會大會主題

相關議題之論文： 

• 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過去成果與未來挑戰 

• 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與永續發展目標 

• 難民、移民與少數族群 

• 推動健康的氣候 

• 調整健康服務方向 

亦歡迎與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任務小組、工作小組及研討會合辦機構所提

議議題相關之論文摘要。詳細資訊包含審稿標準，請至：

http://www.hphconferences.org/abstract-submission/about-submission.html 

有關議程更新等，請至：http://www.hphconferences.org/vienna2017 

 

 健康促進醫院與環境-現狀 

健康促進醫院與環境任務小組(TF HPH-E)在臺灣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倡

議下，於2010年經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會員大會通過成立。健康促進醫院與環

境任務小組最終目標為協助醫院及照護機構減緩對氣候變遷之影響。任務小組成

員來自世界各國：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丹麥、印度、印度尼西亞、義大利、

日本、韓國、尼泊爾、奈及利亞、新加坡、瑞典、瑞士、臺灣及美國。在第一階

段，由邱淑媞署長擔任主席。於2014年由慈濟醫療志業接續承辦，由林俊龍執行

長擔任主席。 

自開始以來，健康促進醫院與環境任務小組與國際非政府組織合作，例如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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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無害醫療組織(同時是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長期合作組織)、健

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及臺灣醫界，推動全國性及全球性之永續醫院經營與環境，

以實踐世界衛生組織對健康促進醫院之願景−氣候與環境。 

2010年共計有128家醫院加入宣誓，來自不同國家之成員提高其能源效率，

營造更環保的環境，個人、病患、環境及當地社區均受益。至目前為止，此任務

小組包含174家醫院、1家照護機構及3個附屬成員。 

未來重點之一包括即將舉行的第25屆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

特別在第四場大會廳演講「健康照護對減緩和適應氣候變遷之貢獻」將涵蓋減緩

氣候變遷影響之議題。此大會廳演講將於2017年4月14日(星期五)上午9:00至
10:30舉行。此大會廳演講中，任務小組主席將演講「健康促進醫院與環境：健康

促進醫院任務小組之成果與貢獻」。 

健康促進醫院與環境任務小組所有資料及工具請至網址：

http://www.hphnet.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43:tf-on-h
ph-a-environment&catid=20 

請利用上述網頁連絡林俊龍主席有關您的想法與會員資格。 

 
 高齡友善健康照護-過去的成功與發展… 

邱淑媞 

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會員大會於 2013 年通過健康促進醫院與高齡友善健

康照護任務小組，任期自 2013 年至 2016 年為期四年。此任務小組有來自 12 個

國家的 16 個成員，並由邱淑媞博士擔任主席及協調人。此外，任務小組包括 5
位來自其他國家及區域健康促進醫院網絡的代表(Dr. Tiiu Härm 來自愛沙尼亞共

和國健康促進醫院網絡、Ms. Ioanna Petroulia 來自希臘健康促進醫院網絡、Prof. 
Ulrike Sommeregger 來自奧地利健康促進醫院網絡、Ms. Marit Kise 來自挪威健康

促進醫院網絡)、Mr. Jeff Svane 代表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秘書處與 9 位老年學

和老年醫學和/或高齡友善健康照護專家(Dr. Barbara Liu 及 Dr. Belinda Parke 來自

加拿大、林正介教授、張育誠醫師及盧豐華教授來自臺灣、Prof. Marie Boltz 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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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Mr. Herbert Habets 來自荷蘭、Mr. Takao Suzuki 來自日本、Prof. Finbarr 
Martin 來自英國)。 

高齡友善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架構係依據世界衛生組織高齡友善健康照護

原則、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標準及來自世界先驅醫院的一些內容制定。此

架構旨在指引健康照護機構調整其架構與流程以支持員工提供以高齡者為中心

且整合性之照護，以更符合高齡患者活躍及健康老化的特殊需求。此架構已證實

適用於所有型態的健康照護之自我評估與外部認證，已有 211 家健康照護機構應

用，並有 206 家機構通過認證，包括 153 家醫院、25 家基層健康中心及 28 家長

期照護機構。最近，此架構已被翻譯為英文、德文、愛沙尼亞文及希臘文。翻譯

為韓文及印尼文正在進行中。2 家愛沙尼亞醫院已實施該架構，並於 2015 年第

23 屆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發表自我評估的結果。奧地利於 2016
年 4 月舉辦工作坊討論認證架構之推動。南韓一家大學醫療中心也正努力發展先

驅計畫。 

如同我於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第 69 屆世界衛生大會技術性會議(Committee 
A)針對「13.4 臺灣健康老化」議題之回應聲明所強調，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概念與

努力是健康照護適應人口老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臺灣架構內涵適當地指出

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高齡與健康報告中提到之健康照護體系結合高齡族群健康老

化需求之主要行動領域。 

高齡化之急迫性與未來的兩個優先行動方案：首先是分析並彙整高齡友善健

康照護機構倡議於健康照護有效性之實證；其次是加速此方法之推廣。我們的努

力增加健康促進醫院在人口老化時代之價值。我們期待健康促進醫院與高齡友善

健康照護任務小組間更多的協同作用。 

健康促進醫院與高齡友善健康照護任務小組所有資料及工具請至網址：

http://www.hphnet.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123:hph-a
nd-age-friendly-health-care 

意見與會員資格之聯繫窗口邱淑媞主席：stchiou@ym.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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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ENSH-Global)最新消息 

 每個國家都應該禁菸嗎? 

研究評論專家 Cecily Kelleher 教授(都柏林大學)對於每個國家是否都應該禁

菸提出回應。她報告中說明強而有力的證據顯示當各國實施禁菸令，吸菸者和非

吸菸者均有顯著受益。 

對世界各地估計約十億吸菸者，這是一個重要發現。Kelleher 教授接著概述

並解釋為何有必要進行更多的研究，特別是禁菸令對於弱勢族群和年輕人之影

響。 
 

 臺灣國際研討會慶祝 10 週年 

2016 健康促進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由臺灣健康促進醫院網絡和衛生福利

部國民健康署於 2016 年 11 月 27 日在臺灣臺北舉行。 

本次會議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王署長英偉主持開幕。該會議呈現並慶祝

全臺灣健康照護機構之無菸活動和長足成果。 
 

 框架公約聯盟公告締約方會議第七屆會議訊息 

會員可以在框架公約聯盟的網站下載在德里召開之締約方會議第七屆會議

新聞快報 PDF 檔。 
 

 電子煙 - 歷史是否會重演或公共衛生將學習歷史教訓？ 

Luke Clancy 和 Kate Babineau 教授的文章「電子煙：有效戒菸工具或公共衛

生威脅?」，最近發表在 QJM：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ine, 2016, 79-81
指出上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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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無菸日 2017 年主題是「菸草 - 發展的威脅」 

每年的 5 月 31 日是世界衛生組織和夥伴們的世界無菸日(WNTD)，強調與

菸草使用相關的健康和額外風險，以及倡導有效的政策以減少菸草消費。 

2017 年的目標是(1)強調使用菸草製品、菸草控制與持續發展之關聯(2)鼓勵

各國將菸草控制納入「2030 年持續發展議程」之國家對策。(3)支持會員國和公

民社會打擊菸草工業在政治進程中之干預，進行引導更強而有力的國家菸草控制

行動。(4)鼓勵更廣泛的公眾和合作夥伴參與國家、區域和全球制定及實施發展

策略及計畫之努力，並實現優先考慮菸草控制行動之目標。(5)證明個人如何藉

由承諾永不使用菸草製品或戒菸，為建立一個可持續的無菸世界作出貢獻。 
 

 英國國家衛生事業局化決心為行動 

一個新的公共衛生部落格聲稱「現在是一個真正無菸的國家衛生事業局」。

他們定義無菸的國家衛生事業局：在國家衛生事業局的建築物或土地的任何地方

禁止吸菸，就地提供戒菸支持或轉介服務，每一位第一線專業人員與其病人討論

吸菸問題。此定義完全符合 ENSH-Global 健康照護服務菸草管理之概念 

眾所皆知，支持吸菸者戒菸的介入措施可以省錢 – 預計戒菸者可減少其終

身國家衛生事業局和社會保健的費用近 50%。 
 

 吸菸對全球 63 個國家平均壽命之影響 

框架公約聯盟報告一項發表在菸草控制的研究，評估 1980 年到 2010 年間吸

菸對於全球平均壽命之影響。從世界衛生組織死亡率資料庫(1980 至 2010 年間)

的特定原因死亡率數據擷取 63 個國家之資料。 

主要發現：在本研究納入的 63 個國家中，吸菸與總成人死亡率的大約 20％
(男性為 24%，女性為 12%)相關。 

主要訊息：在本研究所有國家中，吸菸的流行尚未達到高峰，預期在吸菸流

行未消退的國家，吸菸將持續造成負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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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引用：Rentería, E.,P. Jha, D. Forman 和 I. Soerjomataram「1980 年至 2010
年間吸菸對平均壽命之影響：全球視角。」菸草控制，25.5(2015)：551-57. 網
路. 全文連結網址：http：//tobaccocontrol.bmj.com/content/25/5/551.full.pdf+html 

 

 兒童對無菸環境之權利 

這是 Global Health Law Groningen Research Centre(GHLG)正在進行的一個

新的研究計畫主題。這項研究將調查兒童在吸菸議題中是否特別弱勢。此計畫旨

在加強菸草的條例，由博士後研究員Marie Elske Gispen LLM和 GHLG主任 Brigit 
Toebes 教授執行。 

您可以在下列網址閱讀有關該計畫的更多訊息：

http://www.rug.nl/rechten/news/archief/2016/the-rights-of-children-to-a-tobacco-free-
environment。 

  

mailto:回饋E-journal閱讀心得或建議至學會信箱hphtwmail@gmail.com


               
二○一六年十二月 

臺灣健康醫院學會 

             Taiwan Society of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25 

回饋 E-journal 閱讀心得或建議至學會信箱 hphtwmail@gmail.com 可獲得精美小禮物!! 

員最新動態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106 年『揮毫迎新春，金雞傳溫情』文藝大展活動 

106 年「鴻福齊天笑開懷、健康幸福跟著來」元宵節慶祝活動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小兒科衛教系列課程 

藥劑部衛教系列課程 

藥劑節年度活動 
  

會員最新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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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106 年『揮毫迎新春，金雞傳溫情』文藝大展活動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時    間：106 年 1 月 10 日上午 9 時 30 分至 12 時(暫定) 

地    點：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活動內容： 

1. 社區營造成果展覽-小吃抱枕(文安社區) 
2. 防詐騙宣導(刑警大隊) 
3. 認識三失老人、愛心年菜義賣(華山基金會) 
4. 揮毫活動-贈送民眾免費春聯(四名書法家) 

※參加對象：一般社區民眾 
※費  用：完全免費 
※報名方式：活動當天自行至現場參加 
※連絡電話：02-24292525 轉 2606 (陳社工師) 
※本次活動恕不提供停車優惠，敬請多加利用大眾交通工具 
※為響應政府環保政策，敬請自備環保杯 
 

106 年「鴻福齊天笑開懷、健康幸福跟著來」元宵節慶祝活動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時    間：106 年 2 月中旬上午 10 時至 12 時(暫定) 

地    點：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活動內容： 

1. 祥獅獻瑞，開春大吉 
2. 口腔保健與諮詢癌症篩檢(口腔、腸篩) 
3.  DIY 做燈籠 
4. 安寧器捐宣導 
5. 認識三失老人暨義賣 

※參加對象：一般社區民眾 
※費  用：完全免費 
※報名方式：活動當天自行至現場參加 
※連絡電話：02-24292525 轉 2606 (陳社工師) 
※本次活動恕不提供停車優惠，敬請多加利用大眾交通工具 
※為響應政府環保政策，敬請自備環保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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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小兒科衛教系列課程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小兒科 

時    間：106 年 1~2 月份星期一、三、五 

地    點：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第一醫療大樓 2 樓

小兒科門診候診區和健兒門診外側 
活動內容： 

日期 時間 內容說明 
106 年 1 月 02 日(星期一) 上午 10:30-11:00 黃鼻涕不斷，是鼻竇炎嗎？ 
106 年 1 月 04 日(星期三) 上午 10:30-11:00 流行性感冒 
106 年 1 月 06 日(星期五) 下午 15:00-15:30 幼兒用藥安全 
106 年 1 月 09 日(星期一) 上午 10:30-11:00 腹瀉-沙門氏菌感染 
106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五) 下午 15:00-15:30 大隻雞慢啼-談談早期療育 
106 年 1 月 16 日(星期一) 上午 10:30-11:00 呼吸道融合病毒感染 
106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三) 上午 10:30-11:00 嬰幼兒牙齒保健 
106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五) 下午 15:00-15:30 寶寶發燒該如何？ 
106 年 1 月 23 日(星期一) 上午 10:30-11:00 泌尿道感染 

106 年 2 月 06 日(星期一) 上午 10:30-11:00 
家有氣喘兒該怎麼辦？ 
-氣喘急性期處理 

106 年 2 月 10 日(星期五) 下午 15:00-15:30 幼兒用藥安全 
106 年 2 月 13 日(星期一) 上午 10:30-11:00 病毒性腸炎 
106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三) 下午 15:00-15:30 嬰幼兒牙齒保健 
106 年 2 月 17 日(星期五) 上午 10:30-11:00 玫瑰疹 
106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一) 下午 15:00-15:30 腺病毒感染 
106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五) 下午 15:00-15:30 預防注射-肺炎鏈球菌疫苗 
106 年 2 月 27 日(星期一) 下午 15:00-15:30 泌尿道感染 

※費  用：完全免費 
※報名方式：活動當天自行至現場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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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部衛教系列課程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藥劑部 

時    間：106 年 1 月 10 日(二)、1 月 19 日(四)、2 月 14 日(二)、2 月 28 日(二)

下午 14 時 30 分至 15 時 

地    點：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第一醫療大樓 1 樓

藥局門前 
活動內容： 

日期 時間 內容說明 
106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二) 下午 14:30-15:00 認識雲端藥歷 
106 年 1 月 19 日(星期四) 下午 14:30-15:00 老人用藥 
106 年 2 月 14 日(星期二) 下午 14:30-15:00 骨質疏鬆症 
106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二) 下午 14:30-15:00 疼痛控制 

※費  用：完全免費 
※報名方式：活動當天自行至現場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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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節年度活動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藥劑部 

時    間：106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至 12 時 20 分 

地    點：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第一醫療大樓 1 樓

廣場大廳 
活動內容：以活潑、遊戲的方式來讓大家了解正確的用藥觀念同時更增進親子間

的感情，除此之外還備有豐富的獎品。 

時間 內容 
10:00-10:20 開幕式 
10:20-10:30 活力健康操 
10:30-11:10 正確用藥大富翁 
11:15-12:20 兒童著色比賽 

※費  用：完全免費 
※報名方式：著色比賽 

1.參賽資格：小童組 5-8 歲、大童組 9-12 歲 
2.報名地點：雙和醫院 1 樓大廳 
3.報名方式：填妥報名表交回藥劑部或進入網路表單填寫

http://ppt.cc/hADtc 
 

 
 

 
我們需要您： 
臺灣健康醫院學會徵求各院辦理之健康促進活動。敬請提供 貴院有關健康促進活動訊息， 
活動對象為其他友院之員工或院外人士。活動資訊請寄至：hphtwmai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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