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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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urnal of  
HPH Taiwan 

臺灣健康醫院學會雜誌 
Feb.2017 (雙月刊) 

本期摘要： 
發行人的話 1 

得獎醫院介紹-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3 

學術短文或摘要- 
社區健康促進活動對活躍老化之影響 8 

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專欄 
國際健康促進醫院通訊第 83 期中文摘要 12 
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最新消息 17 

會員最新動態 21 

政府健康促進相關訊息 24 

全文連結 

ISSN: 2307-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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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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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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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人的話： 
各位健康促進醫院夥伴，新春愉快！在這邊祝福大家吉祥如意，大雞大利，

平安健康。 
2016 年是臺灣推動健康促進醫院成果豐碩的一年，截至目前臺灣網絡共有

163 個會員，持續維持世界第一大健康促進醫院網絡之領先地位。在質的部分，

學會透過辦理友善職場、無菸醫院、環境友善及新制醫院評鑑與健康促進等不同

主題之輔導工作坊，輔導會員推動健康促進業務。此外，為積極鼓勵會員參加年

度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競賽(HPH Awards)，辦理「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競賽輔導工作

坊」，初步調查今年度欲參賽之醫院共 5 家。 
臺灣健康醫院學會雜誌出刊迄今五年，期許未來朝學術性期刊方向努力，改

為半年刊，並已於日前修訂雜誌投稿規則，改版後第一期預定於今(2017)年 12
月底發行，歡迎各位醫界先進踴躍投稿。學會雜誌改版前仍以通訊性質期刊持續

出版雙月刊至今年 10 月，改版後將另以臺灣健康醫院學會會刊(Newsletter of 
HPH Taiwan)名義分享健康促進相關文章或推動實務案例。 

今年適逢本學會成立十週年，特舉辦「活力十足健康操競賽活動」，活動辦

法詳見學會網站 www.hph.org.tw 最新消息，擬透過競賽方式讓會員機構進行健康

操創意發想，提升學會健康操普及化程度，同時促使大眾養成良好運動習慣，歡

迎各機構踴躍報名參加，共襄盛舉。 
第二十五屆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研討會即將於 4 月 12-14 日在奧地利維也納舉

辦，投稿結果已於 1 月 20 日(五)公佈，早鳥優惠已於 2 月 12 日截止，尚未報名

參加者，仍可以一般費用報名。本學會為服務會員，並讓與會者能專心參加會議，

特請旅行社規劃相關之住宿、交通及旅遊行程(共 12 天行程，除前往奧地利維也

納參加會議外，另包含匈牙利、斯洛伐克、捷克之旅遊行程)。 
本學會今年度將持續安排一系列不同主題之健康促進醫院輔導工作坊，包含

推動健康促進醫院進階課程、友善職場、無菸醫院、正念健康、典範暨創意計畫

選拔分享等，期藉由工作坊之培訓，加強會員們之健康促進相關知識，課程將陸

續公告於學會網站中。 
新的一年和大家共同勉勵，除了要將健康促進的精神融入機構的組織文化中，

每位在第一線努力的醫護人員更要身體力行，別因忙碌而疏忽了自己的健康!! 

臺灣健康醫院學會 Journal of HPH Taiwan 發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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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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良獎、組織再造獎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一、導入狀況及成果報告： 
    依照醫院宗旨「藉著神的愛與能力，經由醫療等服務，恢復人的健康與尊嚴」，

透過策略管理方針計畫，推行醫院之整體發展計畫，明定醫院健康促進政策納入

醫療品質安全改善計畫中。本院自 95 年即加入 WHO-HPH 網絡會員，並於 102
年通過健康促進及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將健康促進及高齡者健康照護概

念納入醫院年度經營計畫中重點項目，並設立健康促進暨高齡友善推動委員會，

負責執行推動，依序以平衡計分卡五個構面，發展出策略目標及重點行動方案。 

(一)管理政策 
1.本院設有社區醫學部專責相關健康促進的服務，針對病人、家屬、醫院員工

及社區民眾，致力於各項健康促進工作推動及執行。 
2.由董事會及醫院高層每年透過主管共識營，宣導醫院使命、宗旨及經營理念，

由醫院訂定策略年度目標、執行策略及相關行動方案，下達至各部門及單

位。 
3.發展行動策略： 
(1)病人：建構安全舒適之友善醫療環境，以全人整合照護模式提供急診、

門診、住院跨專業照護團隊最佳的照顧，發展家戶/個案健康管理照護平

台、健康照護安全指標及提示通報系統(健康風險評估、檢驗檢查異常值、

給藥安全警訊…等)，完善的出院準備服務，給予急性-亞急性-長照全方

位最適切的連續性照護。 
(2)家屬：設立「乳癌病友團體-美麗人生｣、「糖尿病病友團體-甜園｣、「腎

友病友團體｣及「大腸癌病友團體｣。提供多元的健康資訊及健康諮詢。 

得獎醫院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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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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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員工：建構員工運動休閒中心，營造健康舒適環境，成立八個社團，提

倡員工休閒育樂包括桌球、撞球、飛輪有氧、有氧運動、卡拉 OK；推

動健康促進活動如菸害防制、員工體重管理、員工健康管理、員工協助

方案。每年例行舉辦全院性健康促進活動；如員工/眷運動會、划龍舟、

籃球競賽、慢壘競賽、每年二次春/秋季旅遊。落實職場安全管理，由職

安室負責職場安全管理及監測，訂定各項監測指標，每季於勞工安全推

動委員會報告及追蹤管理，鼓勵員工參與各類健康促進議題決策，有多

元意見反映管道，提案與創新獎勵措施，員工參與相關會議及委員會共

同推動政策。 
(4)社區：結合社區資源，深入社區推廣老年人之健康促進及醫療照護，建

立原鄉長照服務據點(三地門、瑪家鄉)、三地門日照中心，提供社區復

健、長照多元服務連結，包括居家服務、緊急救援通報暨預防走失愛心

手鍊服務、居家喘息、社區日間照顧中心、家庭托顧服務、機構喘息、

居家護理、居家/社區式復健等服務。並成立社區高齡多元服務中心及小

規模多機能日照中心，發展社區失智症整合照護服務模式，推動社區居

家安寧照顧、學校及團體機構健康促進宣導、成立戒菸戒檳班、身體健

康檢查、四癌篩檢，並建構社區健康量測健康雲資訊平台。 
4.每年依據年度計畫持續推動「健康促進政策」及發展「高齡友善健康照護」，

整合全院資源，建構出健康友善環境，改善民眾的就醫條件、可近性及加強

多元關懷，每年編列經費分別運用於硬體設施及運輸工具改善、執行部門營

運以及各項關懷活動推廣。本院投入院內外費用約 3,531 萬元，提供全方位

健康友善服務。 

(二)健康照護 
1.持續發展符合高齡友善功能之門診、急診、住院之資訊系統，並通過國際

ISO27001 資訊安全認證。並運用資訊系統整合各類就醫資訊，提供長者及

其陪同家屬便利的查詢工具。研發高齡醫療照護系統，提供照護團隊臨床有

效的運用與決策，以達到高齡長者獲得高品質的醫療照護。所有病人評估紀

錄與結果皆存置於電子病歷中，包含各團隊照護紀錄如營養、復健醫師診療

評估、轉診、轉介照護、各項照護紀錄，並在系統上設有照會評估平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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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各團隊查詢。門診設有高齡整合門診，由老年醫學專科醫師提供具有複雜

病況與照護需求的高齡個案，進行「周全性老年評估」並彙整治療，改善陪

看診的家屬以往多次看病花費在往返交通費用及寶貴的時間，並且獲得高品

質的醫療服務。 
2.成立健康管理中心發展慢性病個案管理照護服務，提供冠心病、高血壓、氣

喘病、結核病、戒菸門診、糖尿病、肝病、腎臟病、癌症及愛滋病等共 10
項專科疾病衛教、營養衛教以及產前後衛教諮詢等服務。使病人可得到整合

性照護，提供個別性、多元性、可近性之服務，以增強個案自我照顧意願，

達到病情之有效控制，提高生活品質。服務統計約 34,691 人次/年，平均 2,891
人次/月(104 年)。 

3.推動家庭醫師整合照護服務，成立策略聯盟照護資訊平台，落實雙向轉診服

務機制，合作群數共計 8 群 55 家診所。 
4.醫院致力於健康促進主題發展及友善的健康職場，通過行政院衛生署認證為

推動婦女親善醫院、母嬰親善醫療院所、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全球無菸

健康照護服務網絡認證，並於 100 年榮獲「第 21 屆國家品質獎｣、「內政部

幸福婚育企業優勝獎｣、「國家公益獎｣：99 年獲頒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友善

職場」優良事業單位;營養室通過衛生署 HACCP 認證(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s)，獲食品衛生安全實質的肯定。 

(三)近年主要推動工作重點與成果如下: 
1.榮獲 101 國家品質標章。並經台灣腎臟醫學會認證為腎臟病健康促進機構，

效期至 105 年。 
2.推動病人安全管理-每年本院參與彰化基督教醫院體系確保病人安全專案評

比於「WHO 手術病人安全查核」、「手術預防性抗生素及傷口感染管理」、

「以檢驗危險值管理且適當的處置保護病人安全」等項目榮獲特優。本院檢

驗科參與彰化基督教醫院體系品安改善活動競賽榮獲 5S 項目冠軍。 
3.推動無菸醫院，100 年 8 月通過國民健康局「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認

證」，榮獲金獎，104 年榮獲無菸醫院戒菸好理由競賽榮獲佳作。 
4.102-105 年本院與屏東縣衛生局共同合作舉辦高齡友善醫療照護運動嘉年華，

提倡屏東縣醫療院所與社區運動休閒風氣，增進身心健康。參與醫療團體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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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踴躍，近千名選手同場競技，比賽項目包括趣味競賽、拔河、大隊接力、

樂樂棒球等。 
5.101-105 年推動健康照護機構參與健康促進工作計畫-節能減碳、職場健康、

健康老化、體重管理，其中節能減碳、健康老化之執行成果入選第 21 屆健

康促進醫院國際研討會論文海報發表。 
6.102 年榮獲行政院原委會-促進原住民社會發展有功團體-「健康促進類｣、榮

獲國家品質標章-三地門長期照護服務。 
7.持續提升健康照護品質及資訊導入， 102 年獲健康促進雲端加值應用評選表

揚活動優質獎、資安防護卓越管理獎、醫策會持續品質改善獎、中心導管照

護品質提升推動計畫績優特殊表現獎-E 學績優卓越醫院、推動 CKD-全方位

無縫腎臟照護團隊，獲 101-104 國家品質標章。102-104 糖尿病健康促進機

構提升照護品質計畫優等獎、新增收案數收案率優等、糖尿病共同照護網照

護進步獎等肯定、103 年醫策會品質突破先鋒獎、104 年獲 BSC 協會海報發

表第三名(腦中風團隊)、104 提升糖尿病健康促進機構照護品質化之執行獲

屏東醫院組-糖尿病照護品質卓越獎、104 年獲醫療平衡計分卡連結與發展

特定緊急傷病患處置時效最佳獎。 
8.積極改善醫療環境缺失，102 年榮獲「友善醫療設施｣醫院，落實節能減碳行

動，成效績優，榮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頒發「節能減碳行動標章」。 
9.推動磁吸醫院-優質護理職場，獲行政院衛生署護理健康照護處「推動磁吸

醫院-優質護理職場標竿學習暨表揚」獲頒特色獎。 
10.持續發展社區健康照護，101 年獲行政院衛生署及中央健康保險局頒發社區

醫療服務績效卓著獎。103 年獲 SNQ 國家品質標章證書-守護偏鄉新典範深

耕三地門長期照護服務，SNQ 國家品質標章-NFC 防走失智慧手環、健康促

進醫院創意計畫老人健康獎-優等獎。 
11.104 年發展健康量測健康資訊雲資訊平台，自行研發整合性健康量機台；血

壓、身高體重、體溫、血氧，分設 7-11 門市及社區關懷據點，並結合基層

醫療及本院各專科醫師在高血壓防治計畫之用藥依據。 
12.104 年發展屏東縣失智症整合照護服務模式，透過基層醫療及 33 鄉衛生所

之認識失智症及鑑別診斷工具等相關在職教育課程，建構二級診斷服務模

式，並透過社區衛教「認識失智症」宣導活動及 AD8 量表篩檢，達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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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救智」、「早期發現」、「早期介入」目標。 
13.104 年成立屏東市及三地門鄉二處之社區失能暨失智混合型日間照顧中心，

建構社區高齡多元服務中心及小規模多機能日照中心，發展社區失智症整

合照護服務模式，推動社區居家安寧照顧。 
14.持續推動癌症品質提升計畫，加強四癌篩檢及診療服務，104 年榮獲屏東縣

無菸醫院服務品質提升計畫績優，醫院癌症篩檢診療品質提升計畫-縣市最

佳合作夥伴獎。 
15.104 年榮獲母嬰親善醫療院所特優獎，效期四年。 

二、結論  
    此次參加健康促進醫院典範選拔，是給醫院一個挑戰也是一個學習的

機會，檢視現在更是預備未來，符合醫院核心價值持續創新，邁向「成為

倡導與實踐全人關懷的卓越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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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術短文或摘要 
 

 社區健康促進活動對活躍老化之影響 

From health promotion to active aging in a community 

 

何璇、張雅苓、葉雪萍、蔡衣帆*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護理科 

 

前言 

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醫療科技的進步，使得臺灣社會型態改變，提升生活

水平，固然，人口老化程度因此快速發展。根據統計，102年底臺灣地區65歲以

上人口達269餘萬人，為高齡化社會標準，且推估2017年將會超過14%，正式進

入「高齡化社會」，2025年臺灣地區老年人口比例將達總人口數的20.1%，意旨

每5人中即有一位是65歲以上老年人口。本計畫營造區域(臺北市士林區)之65歲
以上老年人口為12.27%，高於全國的10.65%，顯見本區域人口老化的問題較全國

嚴重，有鑑於此更重視老年人的健康促進，致力於提供長者相關活動、課程資訊

等，以確保與社會的連結。 
因此，本計畫希望結合社區及校園多方的力量共同營造社區健康及高齡友善

環境，提升社區高齡者健康自主管理能力，並以「社區照顧」方式，達成「在地

老化」、「活躍老化」之目的，打造一個無圍牆醫院。 
 

方法 

一、加強社區長者社會參與，持續學習及參與社交活動，使長者生活更有品質，

健康老化。 

二、建立學員健康資料庫。 

三、以簡式健康量表及跌倒風險評估表評估長者學前後變化，作為後續活動之依

據。 
四、課後滿意度調查，整體滿意度達80%。 

 

學術短文或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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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策略與成果 

一、與士林區忠誠里辦公室、士林區安泰幼稚園、蘭雅派出所及士林區健康服務

中心共同成立「陽明社區阿公阿嬤活力站」，學員共計52人(男24人，女28
人)，超過8成為65歲以上長者，參與15週課程活動，共675人次參與，實際

參與長者達82人(其中30位長者為偶然經過參與活動)。 
二、成立活力站志工隊：活動進行前12週，由社工室進行自願性志工招募，招募

條件為年齡20歲以上，無身心失能，具醫藥背景工作經驗，總共招募志工15
名。由區域醫院公衛護理師及醫師，指導志工相關教育訓練，並協助志工參

與活動老人的照護。 
三、建立學員健康資料庫：所有參與活動的老人，由公衛護理師進行初篩，志工

協助活動的進行，包括活動前後的體適能檢測、簡式健康量表及跌倒風險評

估，並於每週協助長者測量三高、癌症篩檢，最後於期末評估成效。結果簡

式健康量表及跌倒風險評估由21%、60%下降為12%、54%，成效良好。 
四、體適能健康操活動：每週安排健康操活動，培養運動習慣帶動長者健康活力。 
五、辦理相關健康講座：提升長者對於健康管理認知及自我照護技能，進而成為

社區健康寶貝，協助促進社區健康。 
六、配合節慶辦理相關活動，如端午節包粽活動、中秋節園遊會，加強社區與醫

院之間連結。 
七、設計多元課程：安排手工藝製作課程、舒壓按摩課程、與安泰幼稚園合作設

計大手牽小手活動，每週安排物理治療師設計適合長者之健康操，提升肌耐

力，預防跌倒，達活躍老化之目的。 
八、阿孫ㄟ來講古：安排說話藝術時間，結合幼稚園辦理「說故事阿嬤時間」，

拉近長者與幼兒之間距離。 
九、音樂饗宴：採音樂欣賞、團體樂器演奏等活動，透過音樂學習，促進團體互

動與人際關係。 
十、設置無菸支持環境：加強學員無菸概念，共同創造無菸的健康社區。 
十一、進行活動滿意度分析：課程整體滿意度達92%覺得非常滿意、6%覺得很滿

意；長者票選最喜歡的二項課程，講座類為「中醫養生」及「如果有一天

(安寧課程)」；活動類為「大手牽小手」及「銀髮族樂活伸展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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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志工服務隊 測量血壓、腰圍 大手牽小手活動 

   
測量體脂肪 減鹽課程 銀髮族樂活伸展操 

   
宣傳海報 祖孫快樂頌 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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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一、建立健康生活型態，降低疾病和失能風險： 
    活力站志工服務的參與投入，除在集體層次上能形成特定「有意義的社會角

色」，並能促進長者對於團體的歸屬感，透過彼此的心理支持及關懷交流，營造

有尊嚴且正向的晚年生活，對於高齡者生活品質的提升是一大助力。而以忠誠里

為示範點，成立「阿公阿嬤活力站」，結合醫院、社區及學校，共同營造健康及

高齡友善環境，使長者持續學習與鼓勵參與社交活動，針對憂鬱症評估量表、健

康行為及滿意度調查作為績效之評核，進而拓展至其他社區，創造一個無圍牆醫

院環境，期能達到社區長者活躍老化目的。 

二、透過活動參與的機會達到自我認同： 
    藉由參與各項活動課程，對於高齡者而言是具有成就感的事情，而持續性地

投入有意義的學習、社會等活動，保持心智與生理上的活躍，並發揮認知功能，

將有助於高齡者尋求個人的生命意義及自我認同，並維持與社會的連結感，從中

培養終身學習觀念，使高齡者知道自已的生命經驗是社會價值的寶貴資源，故透

過高齡者的鼓勵其參與，不僅能為社會及經濟持續帶來貢獻外，也使社會核心價

值及其文化得以傳承、延續甚至發展。 

三、永續經營，曝露亮點： 
   「阿公阿嬤健康活力站」高達92%之參與長者給予高度支持與肯定，是出乎

意料之豐碩成效，惟亦發現，參與長者中有60%有跌倒傾向；42.3%學員有三高

問題，28.8%有心血管疾病，28.8%有退化性關節炎。因此，秉持社區健康營造之

精神，將持續結合地方資源，主動積極提供「阿公阿嬤健康活力站」之醫療照護

或健康關懷外，並評估納入醫院管理，為醫院及阿公阿嬤謀求最大福利，共同創

造一個無圍牆及高齡友善之醫院環境。 

關鍵詞：健康促進、活躍老化、社區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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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為投稿第二十五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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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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HPH 通訊第 83 期，2016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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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國際研討會主題為「健康促進健康照護的方向−歷史經驗與未來展望」。

來自各國的知名專家們已同意擔任演講者或參與大會廳演講之座談會。最新議程

資訊請見：http://www.hphconferences.org/vienna2017 

論文投稿截止日期延長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目前共有 800 篇投稿，並已

開始進行審查。 

若您的稿件被接受，請記得必須報名研討會以保留您的論文摘要於大會議程

中。論文摘要錄取資訊將於 2017 年 1 月 20 日寄發。不要錯過參加第 25 週年健

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之機會，並及時報名！ 

請注意屆時將有兩場會前會： 

a) 2017 年 4 月 11 日由移民與文化親善健康照護任務小組舉辦之「確保難民

及移民獲得均等健康照護服務可近性及品質」會前會。 

b) 2017 年 4 月 12 日由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及奧地利健康促進醫院網

絡舉辦之「未來新方向−回顧過去與思考未來」會前會。 
進一步詳細資訊將於下一期通訊中。 

  

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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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 永續發展議程之上海健康促進宣言 
第九屆全球健康促進研討會成果 

由世界衛生組織與中國政府共同主辦之第九屆全球健康促進研討會於 2016
年 11 月 21-24 日在上海舉行。旨在強調促進健康與 2030 永續發展議程間之關鍵

聯結。 

做為此研討會的一部分，且適逢渥太華健康促進憲章發布 30 週年，2030 永

續發展議程之上海健康促進宣言(簡稱上海健康促進宣言)隨之發表。與會者大力

贊同宣言之發布及其重申健康為普遍的權利，為日常生活的必要資源，為所有國

家共同的社會目標與優先政策。特別針對三個領域提出建議：良好的治理對健康

至關重要；城市與社區為健康的關鍵場域；健康識能賦予並推動平權。 

此文件提供一個獨特的可能性讓您思考自身健康促進工作及其如何貢獻於

實踐 2030 永續發展目標。此外，此文件支持我們對明年第 25 屆健康促進醫院與

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之抱負，尤其是第二場大會廳演講。有趣的是，科學委員會

選擇聚焦於「健康促進照護機構實踐永續發展目標之角色：邁向 2030」。 

欲瞭解更多有關實踐永續發展目標之全球承諾，請見： 
http://www.who.int/healthpromotion/conferences/9gchp/shanghai-declaration.pdf

?ua=1 
 

 臺灣健康促進醫院網絡 10 週年研討會−摘要 

臺灣健康促進醫院網絡於 2016 年 11 月 27 日舉辦 10 週年健康促進與照護機

構國際研討會。過去十年，臺灣網絡積極參與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及年度健康

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目前，臺灣健康促進醫院網絡為全球第一大健

康促進醫院網絡。臺灣網絡共有 164 個會員，並致力提高會員品質並建立健康促

進醫院實證研究。最終，臺灣希望成為亞太地區健康促進醫院的領導者。因此，

今年研討會主題為「亞太地區健康促進照護機構之趨勢與永續發展」。 

開幕式由身心障礙者表演令人印象深刻的祥獅獻瑞(財團法人中華啟能基金

會附設春暉啟能中心，第一個加入臺灣健康促進醫院網絡之身心障礙照護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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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大會演講由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與健康照護協同合作中心 Jürgen 
M. PELIKAN 教授(奧地利公共衛生學會，奧地利維也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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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LIKAN 教授的演講探討使健康促進醫院更有效的因素，並舉出醫院中健康促

進倡議提高品質且可節省成本之不同案例。接著，他繼續闡述健康促進醫院運動

對調整健康服務之貢獻及未來須採取之必要措施以最佳實現此具雄心的目標。 

澳洲 Griffith 大學環境與人口健康中心 Cordia Chu 教授發表一場啟發人心的

演講「亞太地區之健康促進發展及永續性」，她的演講檢視全球健康趨勢及健康

促進發展，聚焦於營造健康場域作為有效且可持續發展的策略之重要性。她首先

簡要概述健康促進概念及方法之趨勢與發展，接著說明全面性與整合性場域方法

之必要性，特別以亞太地區的案例說明。她演講的最後討論有關整合健康促進實

踐之議題與落差，並提供未來發展之建議。 

來自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的 Ann O’Riordan 及 Susann Koalick 分享在

「無菸醫院國際金獎標準最新內容與未來趨勢」及「戒菸治療與衛教之國際趨勢」

的經驗。 

著名的國際專家與學會理監事合影留念 

 
今年度研討會首次整合健康促進醫院、無菸醫院與高齡友善健康照護等健康

促進相關議題。許多典範醫院齊聚一堂進行經驗分享。臺灣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王英偉署長(臺灣健康促進醫院網絡協調人)親自頒獎給績優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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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研討會相當成功。共有超過 500 位與會者參與今年健康促進與照護機

構國際研討會。臺灣健康醫院學會設計一套活力十足健康操，讓所有與會者於休

息時間運動。在會場外，有幾個由身心障礙照護機構設立的攤位，展示其如何實

踐全人照護及健康促進。 
 

 健康促進醫院監理委員會新成員−歡迎王英偉醫師 

王英偉醫師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在美國杜蘭大學公共衛生與熱帶醫

學系完成碩士及博士學位。王醫師專長為健康促進、家庭醫學、安寧療護、社區

醫學及醫學教育。他出生於醫師世家。王醫師的祖父及父親皆是醫師。他的祖父

更是中國廣州最早的西醫師之一，經常免費替貧困者看病。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

王醫師深受其祖父影響，亦經常開車至郊區義診。25年前，王醫師來到臺灣醫療

資源最缺乏的東部地區花蓮慈濟醫院執業，他經常訪視當地社區及原住民部落從

事社區健康促進。 

 
 
 
 
 
 
 
 
 
 
 
 

結合學術及公眾服務：於 2005 年，擔任國民健康局副局長期間，王醫師出

席在都柏林舉行之第 13 屆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為臺灣第一位

出席該國際研討會之代表。回到臺灣後，王醫師開始向各類型醫院介紹健康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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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七年二月 

臺灣健康醫院學會 

             Taiwan Society of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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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概念。2007 年，王醫師協助籌辦臺灣第一屆健康促進醫院研討會，並且邀請

專家如 Jürgen M. PELIKAN 教授、Oliver GROENE 和 Cordia CHU 教授來臺分享

經驗。自那時起，臺灣醫院開始聚焦於病患、員工及家屬之健康促進，調整服務

方向從以治療為主至預防保健。 

做為臺灣健康醫院學會創始會員，王醫師於 2011 年被任命為學會秘書長。

他行遍臺灣，訪視醫院並針對健康促進醫院概念提供指導。王醫師經常開玩笑地

說，大眾運輸就像他個人的救護車，他用來「救醫院而非病患」。2016 年 7 月，

王醫院被任命為國民健康署署長。他勉勵同仁不要因為全球第一大健康促進醫院

網絡而自滿，而是要對全球社會貢獻更多，並幫助其他所有會員國及醫療機構學

習臺灣成功經驗。 

目前，王醫師是臺灣健康促進醫院網絡協調人，亦是官方政府健康促進倡議

者。他在學術、醫療及社區領域豐富的經驗及廣泛的接觸，在跨部門與部門間協

調被證明是無價的。王醫師強調賦權予服務提供者及大眾以提升健康識能之重要

性，並將致力於以病人為中心之醫病共享決策模式擴大健康促進醫院倡議，促使

健康促進醫院從治療及以預防為中心進化至全人、全程之全面性健康照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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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七年二月 

臺灣健康醫院學會 

             Taiwan Society of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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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ENSH-Global)最新消息 

 國家癌症中心-世界衛生組織報告： 

煙草使用造成國家每年超過 1 兆美元的花費(11012017) 

國家癌症中心-世界衛生組織報告：煙草使用造成國家每年超過 1 兆美元的

花費，打擊菸草成為公共衛生和經濟的優先議題 
無菸兒童運動主席 Matthew L. Myers 聲明 

華盛頓特區-今天發佈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全球報告，提供另一個打擊菸草

必須成為世界各國優先事項的強力理由：不僅可挽救生命，且可減少菸草使用造

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報告發現，菸草使用不利於經濟發展。事實上，根據美國國

家癌症中心及世界衛生組織發表的報告，菸草使用造成國家每年損失超過 1 兆美

元的醫療保健費用並降低生產力，而減少菸草使用的措施具有高度成本效益且不

損害經濟。 

這份報告「菸草和菸草控制經濟學」是近 20 年來第一個探討菸草使用和全

球菸草控制努力之經濟影響的全面性回顧。 

此報告強調菸草使用不成比例地傷害世界上最弱勢的族群。報告指出在美國

和世界各地，菸草使用越來越集中在窮人和其他弱勢族群，且是導致貧富之間健

康不對等的重大因素。由於缺乏獲得健康照護、家庭支出從糧食和住房等基本需

求轉移至菸草，與菸草有關的疾病增加健康照護支出及減少收入導致這些差距更

加嚴重。重要的是，報告發現，較高的菸稅和菸價可大量減少窮人的菸草使用而

降低健康不對等。與菸草業的主張相反，菸草使用，而不是菸稅，使窮人遭受不

對等的傷害。 

該報告評估在世界各地實施之菸草控制措施的影響，包括顯著調高菸稅和菸

價、禁止菸草行銷、菸草製品的警示圖文、無菸政策和全民戒菸計畫。世界上第

一個公共衛生協議-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呼籲 180 個國家執行這些

已證實的政策以減少菸草使用。 報告發現，這些政策和計畫具有高度成本效益，

顯著調高菸稅和菸價是這些介入措施中最具成本效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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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草業雄厚的財力和致命的手段仍然是解決全球菸草使用的毀滅性損害進

程之最大阻礙。報告指出，除了持續實施以證據為基礎的菸草控制策略，還應密

切監測菸草業正在進行之促進菸草使用及暗中破壞菸草控制的努力才是重要的

關鍵。 

此報告提醒我們，雖然在減少煙草使用方面有重大的進展，但需要採取緊急

且持續的全球行動防止菸草使用造成本世紀全球 10 億人死亡。 
 

 框架公約聯盟-新年訊息(17012017) 

菸草控制框架公約的相關新聞，請注意第七屆締約方會議之決議現已公佈於

秘書處網站。 

框架公約聯盟提醒我們，第七屆締約方會議必須記住的重要事項為菸草流行

依然失控-死亡人數不斷攀升-菸草控制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是推動全球菸控努力

大規模提升的關鍵。菸草控制框架公約現已正式成為全球發展議程的一部分(透

過將其納入可持續發展目標)。 

框架公約聯盟在新年訊息中要求我們聚焦於最快速且最有效的方法以減少

菸草使用並將公約的法定責任納入國家層級的實施政策。我們需要在各層級(區

域、國家和國際)進行合作，為發展機構和國家決策者清楚地制定締約方會議決

議和政府內、外部菸草控制倡議者與世界其他地方溝通的必要措施。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我們鼓勵思考讓政府聚焦於全球現有增加對菸草控制

框架公約實踐之政治承諾和資源之機會的最好辦法，菸稅的大幅增加和菸草控制

框架公約條款之高遵循率。框架公約聯盟認為這些機會是真實的，但如果我們不

充分利用它們，它們不會永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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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大的菸草控制政策自 2007 年以來已預防近 2200 萬人死亡 
(17012017) 

無菸兒童最近發佈一份預估採用 MPOWER 措施對國家影響之研究報告。 

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8 年建立 MPOWER，以幫助各國執行世界衛生組織菸草

控制框架公約。在菸草控制發佈的一項新研究估計至 2014 年採用至少一項「最

高等級」的 MPOWER 措施對國家的影響。結果是依據模擬吸菸(SIMSMOKE)
的預測，這是一種菸草控制政策模擬模型，用以估計政策對吸菸者數量及可歸因

於吸菸之死亡的數字。研究人員根據先前驗證過之模擬吸菸模型(包括實施菸害

防制法)對每個國家吸菸者的數量應用政策效應大小，以判定政策採用後吸菸人

數的減少。模擬吸菸依據研究發現，一半的吸菸者死於吸菸，計算防止之可歸因

於吸菸之死亡數量。 

主要發現 ·2007年至2014年間88個國家採用至少一項最高等級的MPOWER
政策。估計防止近 2200 萬可歸因於吸菸之死亡。防止的死亡人數是由於五項政

策措施造成的：1.菸稅增加至零售價格的 75%以上(可防止 700 萬可歸因於吸菸

的死亡)。2.全面性無菸法律(可防止 540 萬可歸因於吸菸的死亡)3.法律規定香菸

包裝上的健康警示圖文至少覆蓋包裝的 50%(可防止 410萬可歸因於吸菸的死亡)。

4.全面禁止菸草行銷(可防止 380 萬可歸因於吸菸的死亡)。5.全面戒菸介入措施

(可防止 150 萬可歸因於吸菸的死亡)。 

關鍵訊息 ·採用和實施最高等級之以證據為基礎的 MPOWER 菸草控制措施

可防止數百萬過早死亡。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要求締約國採取強有力

的菸草控制措施以保障公眾健康。這些措施包括提高菸稅和菸價政策以大幅降低

負擔菸草製品的能力，公共場所全面禁止吸菸，規定所有菸草製品要有大面積、

清楚、複合的健康警示圖文，全面禁止菸草廣告、促銷和贊助的法令及全面的戒

菸介入以幫助吸菸者戒菸。 

全文引用 LEVY DT，YUAN Z，LUO Y，ET AL。TOB CONTROL 線上發佈：

[2016年12月12日] DOI：10.1136 / TOBACCOCONTROL-2016-053381其他資源：

有關世界衛生組織 MPOWER 資源之更多資訊 [英語，阿拉伯語，俄語，中文，

法文和西班牙文]：菸草控制是一個國際性同儕審查期刊，包含全球菸草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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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和後果。該雜誌是針對衛生專業人員和其他菸草控制者，是「英國醫學雜誌」

的出版物。 
 

 無菸會前會，請預留時間！(18012017) 

「未來的新方向-回顧過去與思考未來」。 

這是 4 月 12 日(星期三)9:00-15:30 在維也納舉行之無菸會前會的主題。 

此會前會是由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和奧地利健康促進醫院網絡共同

舉行。 

此會議將針對菸草控制框架公約和歐盟體制下健康照護服務和專業人員之

菸草控制機會和義務提供清晰且富挑戰性的洞察。  

金獎論壇活動將展現如何實現高階的菸草管理及同儕專家們將分享最佳實

例，大會討論與建立關係網絡將提供健康促進醫院和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

同仁新的方式與動機以支持健康照護服務未來為每位服務使用者，在每一次及任

何地方提供與菸草相關之安全品質照護。 
 

 電子煙-來自美國衛生局局長之訊息 

美國衛生局局長 Dr. Vivek H. Murthy 給父母有關兒童健康和福祉之訊息。 

美國衛生局局長給予青年人和年輕人之電子煙使用宣導。 

網站連結: https://e-cigarettes.surgeongeneral.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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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最新動態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106 年度癌症病友健康照護列車 

106 年度糖尿病友健康照護列車 IN 中山 

106 年度糖尿病友健康照護列車 IN 仁愛 
  

會員最新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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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106 年度癌症病友健康照護列車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基隆市社區大學心靈花園、基隆市仁壽里 
時    間：106 年 3 月 13 日、106 年 4 月 10 日(上午 9 時至 10 時)(暫定) 
地    點：基隆市仁壽社區 
活動內容： 

日期 時間 內容說明 
106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一) 上午 9 時至 10 時 癌症病患用藥安全與須知 
106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一) 上午 9 時至 10 時 飲食選擇與自備 

※參加對象：基隆市社區大學心靈花園(癌症病友協會)學員及一般社區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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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糖尿病友健康照護列車 IN 中山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基隆市中山區衛生所 

時  間：106 年 3 月 22 日、106 年 4 月 19 日(下午 14 時至 15 時)(暫定) 

地  點：基隆市中山區衛生所 

活動內容： 

日期 時間 內容說明 
106 年 3 月 22 日(星期三) 下午 14 時至 15 時 糖尿病友『均衡飲食 DIY』 
106 年 4 月 19 日(星期三) 下午 14 時至 15 時 糖尿病友之『歡樂運動會』 

※參加對象：糖尿病友及一般社區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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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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糖尿病友健康照護列車 IN 仁愛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基隆市仁愛區衛生所 

時  間：106 年 4 月 13 日(上午 10 時至 11 時)(暫定) 

地  點：基隆市仁愛區衛生所 

活動內容： 

日期 時間 內容說明 

106 年 4 月 13 日(星期四) 上午 10 時至 11 時 糖尿病友~ 
運動與注意事項 

※參加對象：糖尿病友及一般社區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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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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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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7 年更年期成長營徵選活動」，邀請您來加入! 
為提供婦女溝通、經驗分享的場域，透過更年期成長團體工作坊，使

團體互助及支持，讓婦女能正視並自我內省其危險健康因子，期以多元化

服務模式達成婦女健康充能暨促進之效能，國民健康署委託台灣更年期健

康學會辦理「2017 年更年期成長營徵選活動」，歡迎各醫療院所、婦女團體、

社區營造中心及相關機構團體等踴躍參加。相關活動資訊如下： 
(一)徵選日期：即日起至 106 年 3 月 15 日(星期三)止。 

     (二)參選資格及報名資料請至國民健康署網頁下載(國民健康署首頁-服務

園地-活動訊息-活動熱訊)，網址：

http://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128&pid=7033。 
     (三)聯絡窗口：台灣更年期健康學會丁小姐，聯絡電話：03-3281200 分機

8643。 
 
二、 助生圓夢 醫起建構完整幸福家庭 

為支持與協助弱勢不孕夫妻生育願望、追求幸福、建構完整家庭，國

民健康署於 104 年 4 月 16 日開始辦理「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體外受精

(俗稱試管嬰兒)補助方案」，針對低收及中低收入戶的不孕症夫妻，每案每

年提供最高 10 萬元補助費。截至 105 年止，共 9 家人工生殖機構參與本方

案提供服務，為提升民眾就醫可近性，歡迎有意願的人工生殖機構參與此

方案!有意願者，可與本署洽詢(謝小姐:電話 02-2522-0888，分機:642)。 
 

   政府健康促進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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