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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各位健康促進醫院夥伴們，大家好。 

第二十五屆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研討會於 4 月 12-14 日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

臺灣今年共有 250 餘人與會，共發表 493 篇論文，其中 56 篇口頭論文(佔該研討

會口頭論文發表數的 36%)、68 篇迷你口頭演說(佔迷你口頭論文發表數的 65%)

以及 369 篇海報論文(佔海報論文發表數的 83%)。此為 2010 年以來連續八年為

所有網絡之冠。 

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競賽(HPH Awards)，今年由臺灣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

童綜合醫院獲得「健康促進醫院全球典範獎(Outstanding Fulfillment of HPH 
Standards Award)」殊榮，此獎項連續六年均由臺灣獲得，成功展現臺灣對國際健

康促進領域之貢獻。此外， 2017 年「國際低碳醫院團隊合作最佳案例獎」，臺

灣獲獎醫院分別為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及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另

「2017 全球無菸國際金獎論壇」，臺灣獲獎醫院分別為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

基督教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國泰醫療財團法人

國泰綜合醫院、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目前全球有 38 家醫院獲得

國際金獎肯定，臺灣即占 15 家，是所有網絡中得獎醫院家數最多國家。詳細內

容請參閱「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專欄」。 

為使無法參加國際研討會會員，有機會一起分享臺灣論文發表經驗，本會特

鼓勵獲第二十五屆 WHO HPH 國際研討會論文錄取者，投稿臺灣健康醫院學會會

刊，藉由此平台，將更多醫院推動健康促進經驗，分享給其他會員，以落實各項

健康促進工作。 

本學會為增進健康照護機構對正念理念與實務之認識，深化正念減壓概念，

透過正念提升職場彈力，特於 106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五)於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

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辦理「健康促進醫院輔導工作坊−正念健康」，歡迎踴躍報名

參加，活動資訊詳見「會員最新動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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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良獎、友善職場獎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身為醫學中心，守護民眾的健康為本院首

要目標，將全人照護納入醫院營運的宗旨與目標。除急性疾病治療外，也著重疾

病防治、健康促進介入等預防性措施，以提供全面性的醫療服務。 

本院每年派員參與健康促進醫院相關會議與研討會，學習新知，積極參與

健康促進業務。101年6月在院長親自領軍成立健康促進醫院推動委員會，委員會

下設員工健康促進小組、無菸醫院推動小組與高齡友善醫院推動小組，並於104
年新增員工關懷小組，以跨醫療、醫事、行政部門共同規劃、執行醫院健康促進

計畫。每年編列約2億餘元作為推動健康促進之預算，包含營造友善環境，如音

樂走廊、陽光走道，提供員工自強活動、健康檢查以及辦理社區健康營造所使用。

特別是員工關懷，本醫院每年約有1億餘元之健康促進預算運用於員工與員眷之

身心照護，即使是退休後仍可享受此福利，永續照護員工。 

為提供全人照護，將健康促進納入門診、急診、住院臨床指引，並依據不

同疾病別制定作業規範，從病人入院的健康評估、健康促進介入、階段照護評值

與出院後續照護皆有明確作業標準，讓臨床人員執行健康促進業務有所依循。更

將作業流程電子化，便利人員使用，提升健康促進使用率，有效記錄照護與轉介

資訊。 

利用跨部門的合作機制，發展各醫療照護領域健康照護資訊及衛教指導，

對於特殊疾病患者，將疾病衛教納入照護指引，設立腎臟、糖尿病、肺結核、AIDS、
兒童氣喘、產科、神經內科及肝病等衛教室及營養指導室，由專責疾病個管師提

供詳細的衛教指導。 

得獎醫院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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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院時，醫院設有出院準備小組與出院準備委員會制訂出院準備服務作業

規範，專責處理病人出入院與轉出入院之業務，妥善安排病人離院後續照護，並

與合作機構有合作計畫及簽署書面合約書。 

為提供高品質之健康促進服務品質，設置醫療品質控制室與醫療品質暨病

人安全委員會負責管理及監控醫院照護品質，依據不同對象(一般病人、高齡病

人、特殊疾病病人、員工)、疾病(糖尿病、肝炎、腎臟病等)與健康行為(抽菸、

嚼檳榔、體重過重等)定期收集健康促進資料，作為各項健康促進介入計畫執行

成效之管理。 

醫療業因其工作之特殊性，最常遭遇生物性危害、化學性危害、物理性危

害、人因工程危害、心理壓力及暴力等。本院建置完整、有效的安全衛生管理制

度，分析與評估生物性(血體液曝觸及傳染性疾病)、化學性(化學品)、物理性(電

器危害及游離輻射)、人因工程(肌肉骨骼傷害)、暴力、性騷擾、心理壓力等可

能危害因子，研擬各項管理措施及定期追蹤，定期提出檢討改善。 

醫院本年針對員工進行員工滿意度、職場疲勞、健康生活習慣、針扎等調

查，藉此了解員工生理、心理的狀況，依據員工的健康需求，發展多元健康促進

議題，透過系統性的健康管理計畫，跨部門整合資源，將健康推動至每位員工。 

經全院同仁的齊心努力，隔年(102年)即獲得 WHO 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

構國際網絡會員資格與通過無菸醫院認證，103年與104年皆榮獲健康促進典範醫

院優良獎。104年本醫院推動JCI認證，以國際標準逐步強化病人照護流程(評估、

治療、管理與追蹤、照護連續性等)以及環境安全(病人與員工)的品質與周全性，

推行之後已有顯著成果，並於105年4月高標通過JCI認證。 

高醫正式加入健康促進醫院網絡行列的時間雖不長，但透過全面性與系統

性的推動健康促進醫院業務，至今已有初步成果，更榮獲ENSH 全球無菸健康照

護網絡認證金獎、勞動部工作生活平衡獎等多項鼓勵。但高醫不以此自滿，將持

續精進健康促進，營造病人、員工、民眾、醫院四贏的全人照護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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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術短文或摘要 
 

 運用 TRM 改善內科病房跌倒發生率 

Utilize TRM to reduce fall incidents in the medical ward 

 

盧麗華*、詹宥亭、林玉汶、楊式辰、蔡衣帆 
臺北市立聯合醫院陽明院區護理科 

 

摘要 

病人住院經常因治療而被限制於床上，運用天花板懸吊氣球，進行病人上肢

抓握力及下肢抬腿訓練，以避免老年人因疾病受限於床鋪導致肌肉萎縮無力，亦

可藉此降低跌倒發生率。 

 

關鍵字：老年人、跌倒、肌力訓練 
 

前言 

「跌倒」是住院病人最常發生的異常事件，其原因包括老化導致平衡感與本

體感變差、步態不穩、視力模糊、腰背與下肢肌肉無力及陌生環境、用藥，疾病

因素，都是造成跌倒的危險因子(李、陸、詹，2014)。住院期間因疾病而臥床不

動致肌力減少(李、陸、詹，2014)，故透過跨醫療團隊討論會議中，藉由復健師、

社工師、營養師、藥師、醫師、護理師、助理員彼此交流經驗與腦力激盪，一致

表決在上下肢部位，使用天花板懸吊軟球與氣球進行病人上下肢肌力訓練是初階

肌力訓練最佳方案。病人能採坐姿且肌力達 4 分，運用復健輪椅訓練肌力、關節、

平衡，以作為肌力進階運動訓練，提升下肢肌力，降低跌倒風險，讓病人能獨立

完成日常生活功能(洪、張、蔡，2013; Robert,2004)，進而維護自我生存尊嚴。 
 

策略方法 

運用 TRM 討論後，針對可配合指令且上下肢肌力達 3-4 分時即收案，計畫

於病床之上下肢部位對應天花板懸吊軟球與氣球，讓病人透過上肢抓握球與下肢

學術短文或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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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腿踢球有趣的運動增加肌力，每日 4次先低頻次循序漸進訓練。待肌力增加後，

再輔以復健腳踏輪椅作為進階訓練，以改善跌倒發生率。 
肌力 3 分時，開始進行床上直膝抬腿踢球，達離床 60cm 時，則開始加 0.5kg

沙袋，下肢達 4 分時，則開始以復健腳踏輪椅訓練。上肢只有 3-4 分則訓練抓握

軟球。每班追蹤進度給予口頭鼓勵，種子人員於每週二與五評值肌力與抓握力，

於出院前再次評值。 

直膝抬腿踢球訓練股四頭肌、

髂腰肌、腰背肌 
抓握運動增加腕部 
手指頭屈曲肌 

復健腳踏輪椅可訓練腦、眼、

上肢、下肢的股四頭肌、髂腰

肌、臀中肌之協調 

 
結果 

1、住院期間避免病人因臥床導致肌肉萎縮後肌力減低，經肌力訓練後肌力平均

增加 1 分。 
2、病人均肯定此床上運動可以減少住院之無聊感，轉變為挑戰自己能力的樂趣，

無形的價值使跨醫療專業團隊工作默契更契合。 
3、2014 年 1-11 月上下肢肌力 3-4 分收案數共 89 人，女性 48 人、男性 41 人，

平均年齡 79 歲，給予肌力訓練，跌倒人次由 2013 年 12 人次下降至 2014 年
9 人次，跌倒發生率由 0.09%降為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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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老年人因疾病接受住院治療，多被限制於床上而導致肌肉萎縮，往往因姿勢

改變造成跌倒事件是病房常見問題。透過跨專業團隊合作，研擬適合床上運動的

方式，使老年人只要想做，即可進行手部抓握與抬腿的訓練。結果發現此訓練可

增進上肢抓握力與下肢肌力，有效降低發生跌倒的風險。最後，冀望本論述結果

能提供住院老年人預防跌倒策略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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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s Among At-Risk Elders.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A , 59(10), 
1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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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期，2017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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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高興地宣布今年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之議程(包括所

有平行會議)已研議完成。主題將聚焦於「健康促進健康照護的方向−歷史經驗與

未來展望」。大會廳演講、平行會議及工作坊演講者之概要請見：

http://www.hphconferences.org/vienna2017 

研討會仍開放報名！若您的稿件被接受，您必須於 2017 年 3 月 12 日前報名

研討會以保留您的論文摘要於大會議程中：

https://www.regonline.com/builder/site/Default.aspx?EventID=1724283 

把握參加搭乘 MS Admiral Tegethoff 多瑙河郵輪之旅的機會。這將是 2017 年

4 月 13 日(星期四)大會晚宴用餐地點。晚宴將提供與其他與會者在輕鬆氣氛中交

流並享用四道主菜的獨特機會，並可體驗維也納河邊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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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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新聞 

 醫院改造工程；從看病到顧健康 台灣經驗讓全世界都看到！ 

發佈日期：2017-04-13 

在台灣醫院俗稱「病院」，傳統觀念沒事別往醫院跑，醫院是有病的人去的

地方。其實，醫院裡匯集了各種醫療、健康專家，單純的看病、治病反而侷限了

醫院的功能。為了讓醫院轉型成為以健康促進為主的場域，世界衛生組織(WHO)

於 1990 年發起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希望能讓這個菁英薈萃的地方，發揮健

康促進的功能。台灣在民國 91 年起由國民健康署協助國內各級醫院開始推動，

迄今 15 年共計輔導 163 家醫院通過健康促進醫院認證，成為全球最大網絡！國

民健康署王英偉署長表示，起先參加健康促進認證的醫院確實是配合政府政策，

但是透過認證程序，醫院主管們檢視了軟硬體設備，一開始從爬樓梯消耗卡路里

標示，到後來有許多醫院成立了運動中心，開設體重控制班、營養班等，員工們

寓教於樂，病人也透過這些健康促進活動，大家都健康了！第一波就參加認證的

臺安醫院黃暉庭院長則笑稱，有人會擔心民眾越來越健康會不會影響醫院收入，

其實，我們贏得員工、病人及家屬的信任，反而建立了一種更長久的健康關係！ 

醫院員工肯定；醫院照顧員工足甘心 

健康促進醫院認證標準中，有針對員工健康狀態及醫院提供了哪些健康促進

活動，來增進員工健康等面向進行評量。許多醫院鼓勵員工三樓以下減少使用電

梯，除節能外更重要的是營造員工利用走樓梯來達到運動之效。在均衡飲食部分，

餐廳也會標示餐飲熱量與營養成分，有助於員工瞭解自己所攝取之熱量；甚至有

些醫院，推動每週一餐蔬食運動，讓員工在工作中養成健康行為。 

為了改善員工健康問題，醫院需收集並記錄員工健檢資料，建立個人健康追

蹤檔案，協助有慢性病員工進行自我健康管理。榮獲去年國內健康促進醫院典範

獎之台中榮總許惠恆院長分享，醫院透過風險評估量表(心血管風險量表、工作

過負荷風險等)結果，發現全院高風險員工居然有 31 位，由副院長親自關心，並

由專業醫師、護理人員對這些員工進行管理，從診療、諮詢及工作調整等等措施，

獲得員工們高度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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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主動提醒篩檢，健康加值病人足滿意 

約計 9 成的民眾每年都會到醫療院所就醫，把握民眾就醫機會，醫院會主動

提醒民眾該做的癌症篩檢、成人預防保健、戒菸、戒檳榔等，很多民眾本來只是

單純至醫院看病，但透過醫院主動提醒做篩檢，進而早期發現大腸息肉、早期癌

症或是糖尿病等慢性病，這種以全人為照顧目標的精神，就是健康促進醫院最佳

實踐。今年 72 歲夏媽媽 5 年前到醫院拿糖尿病的藥，醫師提醒她做乳房攝影，

結果發現第一期乳癌，治療後她感謝醫院救命之恩，現在是醫院乳癌病友團體志

工。 

國際研討會分享國內健康促進醫院推動經驗 

為將國內健康促進醫院推動經驗與國際分享，國民健康署與全國 60 多個醫

院一起參加於 106 年 4 月 12-14 日於奧地利維也納大學舉辦之第 25 屆健康促進

醫院國際研討會，本次臺灣共 250位報名出席(大會總報名有來自 42個家共計 550
人)，佔 45.4%。臺灣投稿共計被錄取 480 篇(口頭：121 篇、海報：359 篇)，其

中口頭報告篇數較往年增加近 40.7%，成為歷年最多的一次。藉由參加之醫院於

會議期間報告院內推動各項健康促進與預防保健成果，如癌症篩檢、母乳哺育、

肥胖防治、菸害防制、慢性病防治、高齡友善、節能減碳、員工健康管理等議題，

作為其他國家未來推動之參考。此外，台灣童綜合醫院更獲得大會的全球典範醫

院大獎，這個獎項連續六年都由台灣獲得，過去得獎的分別為大林慈濟醫院、彰

化基督教醫院、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臺安醫院及聖馬爾定醫院，成功展現臺

灣對國際健康促進與公共衛生領域之貢獻。 

國民健康署王英偉署長，獲邀於大會開幕主場演講，分享臺灣推動健康促進

醫院經驗及成功關鍵，包括台灣如何透過政府、學術與醫院三角互動來達成，更

坦言包括台灣及世界各國健康促進醫院政策都面臨了轉型期。王署長強調，簡化

評鑑與認證制度；深化以病人為中心的服務，除了以員工及病人角度檢視服務流

程與成效，更讓醫院不再受繁文縟節的認證條文給制約，可以發揮醫院因地制宜

的特色。自今年起配合國際健康促進醫院認證條文的調整，台灣將高齡、低碳、

健康識能等議題，融入健康醫院認證，創造更健康優質的工作環境，符合台灣社

會需要成為名符其實的健康維護場所。未來除了醫院，更期許第一線提供民眾服

務的基層診所、衛生所、長期照護機構持續加入推動健康促進醫院的行列，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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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人健康加值。 

目前全台 163 家院所為健康促進醫院，可至本署網站查詢(WHO 健康促進醫

院國際網絡會員名單(105 年 11 月底))。 

 

 結合時下議題 發揮創意 臺灣無菸醫院再獲國際肯定 

發佈日期：2017-04-13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於 106 年推薦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義大醫院、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天主教耕莘醫療

財團法人耕莘醫院共 5 家醫院參加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之國際金獎認證，

全數獲得國際金獎的殊榮，更受邀參與 4 月 12 日於奧地利維也納舉辦之「2017
全球無菸國際金獎論壇」，分享我國在動員醫院員工參與、社區夥伴合作、有效

管理措施等成果。目前全球有 38 家醫院獲得國際金獎肯定，臺灣即占 15 家，是

所有網絡中得獎醫院家數最多的國家。 

從環境禁菸到臨床戒菸 無菸醫院真「金」不怕挑戰 

爲強化醫院全面性的無菸支持環境及提供吸菸者良好的戒菸服務，國民健康

署在 100 年加入「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ENSH-Global Network for Tobacco 
Free Healthcare Services）」，成為亞太地區的第一個網絡，在全臺醫院對健康促進

工作的重視與支持下，迅速擴展為亞太地區第一大網絡，且規模持續壯大，至今

全臺已有 209 家醫院加入。 

無菸醫院不僅遵守法令，成為一個全面無菸場所，更主動關懷所能接觸到的

患者、家屬、員工、社區鄰里，從禁菸、戒菸、到無菸，打造以人為本的無菸害

環境。讓醫院不只是治病，還要促進健康，減菸害 增健康！ 

貼心創意加上主動出擊 讓您拼事業賺健康 

抓寶也能營造無菸環境喔！嘉義基督教醫院仿效時下流行的寶可夢抓寶活

動，將吸菸者設計為寶可夢，在員工發現後立即贈予戒菸壓力球紓壓、進行勸導

並合照留念，讓吸菸者和員工能互動參與，故深受好評。除了抓寶，嘉義基督教

醫院還推出「你就是下一個 007」，讓員工變身神秘特務，負責發現院區菸蒂，通

mailto:回饋E-journal閱讀心得或建議至學會信箱hphtwmail@gmail.com
http://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329&pid=639
http://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329&pid=639


               
二○一七年四月 

臺灣健康醫院學會 

             Taiwan Society of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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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最多的可獲得獎勵，讓員工願意投入無菸工作，並凝聚全院對無菸政策的認同

感。為提升吸菸者的戒菸意願，義大醫院特別提供戒菸快速通關服務，減少個案

等候時間，還會以電話關懷被動吸菸者之吸菸同住家人，預防二手菸危害，讓民

眾倍感貼心。國泰綜合醫院主動出擊，走入社區和校園，運用量表瞭解青少年的

心理，提升戒菸意圖。心理壓力是戒菸過程的阻礙之一，耕莘醫院聘請獲國際認

證之芳療師以精油協助個案放鬆舒壓，深受民眾喜愛。高雄榮民總醫院突破傳統，

率先辦理「戒菸到廠服務」，將醫師、衛教師、藥師帶到職場去，讓員工在工作

之餘能得到和醫院戒菸門診一樣的服務，拼事業也賺健康。 

無菸醫院戒菸服務表現十分亮眼 

我國執行戒菸服務的醫院約佔總醫院數之七成，其中六成通過無菸醫院認證。

依據國民健康署 105 年戒菸治療服務資料顯示，無菸醫院整合戒菸資源，以團隊

出擊模式主動詢問、關懷並提供吸菸者戒菸諮詢，無菸醫院戒菸服務人數(49,421
人)為非無菸醫院(2,889 人)的 17 倍，住院戒菸服務人數(16,708 人)為非無菸醫院

(469 人)的近 36 倍，而無菸醫院平均戒菸成功 1 人所需給付費用(8,206 元)較非無

菸醫院(11,817 元)低。顯示無菸醫院能提供具效益及實證之戒菸服務，讓更多民

眾成功戒菸，掙脫菸癮桎梏。 

國民健康署 106 年著手將無菸醫院、健康促進醫院、高齡友善醫院整合為單

一健康醫院認證，期待簡化行政流程後讓醫院能更全面性的推動健康促進工作，

達到促進健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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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最新動態 

 社團法人臺灣健康醫院學會 

健康促進醫院輔導工作坊-正念健康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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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度癌症病友健康照護列車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106 年度淡水馬偕健康日 
 

 高雄市立凱旋醫院 

106 年體重控制(A 班)(B 班)(C 班) 
 

 高雄榮民總醫院 

員工有氧運動班 

員工健康講座-減重飲食規則 

口腔癌病友會 

 
  

會員最新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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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灣健康醫院學會 

健康促進醫院輔導工作坊-正念健康 

 目的 

1. 增進健康照護機構對「正念」理念與實務之認識。 

2. 深化正念減壓概念，透過正念提升職場彈力。 

 時間、地點 

時  間：106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五)上午 9：00 至下午 16：30 

地  點：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健康管理中心四樓演講廳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 424 號)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健康醫院學會 

共同主辦單位：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工作坊報名方式 

參加對象：1. 醫院、診所、衛生局(所)、長期照護機構之健康促進主管及相關人員。 

2. 相關領域學術機構、行政單位及相關專業團體人員。 

名  額：150 名。各機構至多報名 3 位，報名人數超過時，以臺灣健康醫院學會會員   

(含會員代表及所屬員工)優先。 

費  用：收費一覽表 

類別 一般民眾及 
非會員醫院員工 

本會會員 
(含會員代表及 

所屬員工) 

*偏遠地區之 
一般民眾及 

非會員醫院員工 

*偏遠地區之 
本會會員(含會員 
代表及所屬員工) 

金額 1,000 800 500 400 
*偏遠地區係指依據內政部所頒佈之「山地、平地原住民及離島等偏遠地區一覽表」 
(請見最後一頁)中所列「離島鄉」及「偏遠地區」。 

*本工作坊提供 22 個免費名額給各縣市衛生局(不包含衛生所)，額滿時比照一般民

眾收費。原則上一縣市衛生局僅提供一個免費名額，報名超過一人時，依實際報名

情形決定是否可享有免費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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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七年四月 

臺灣健康醫院學會 

             Taiwan Society of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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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須知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6年6月9日(五)止。 

◎若於報名截止日前即額滿，則以額滿日為截止日。 
2. 報名方式：※本活動一律採網路報名※，報名請至學會網站 http://www.hph.org.tw，

教育訓練→線上報名→點選本活動→活動報名，填妥個人基本資料。報名者繳費

完成後，請上傳繳費證明電子檔至學會網站(教育訓練→學會活動行事曆→點選本

活動→狀態查詢→輸入身分證字號→上傳繳費證明電子檔)，始完成報名手續。 
3. 繳費方式： 

(1) 郵政劃撥(免手續費)：戶名：社團法人臺灣健康醫院學會；帳號：50044027。 
(2) ATM 轉帳(手續費需自行負擔)： 

代收銀行：大眾銀行 敦南分行 
銀行代號：814 
轉帳帳號：36429 + 022(活動代碼) + 報名者身分證字號後 6 碼(共 14 碼) 
【範例：報名者身分證字號為A123456789，轉帳帳號請輸入 36429-022-456789】 

4. 錄取名單：報名資格經學會審核通過後，將以電子郵件寄發錄取通知，未獲錄取

者則不另行通知。亦可至學會網站之教育訓練→學會活動行事曆→點選本活動→
報名清單，即可得知錄取狀況。本學會將另於上課前寄發會前通知電子郵件給錄

取學員，故請報名者正確填寫可聯繫之電子信箱。 
5. 全程參與本工作坊者(確實簽到並簽退者)，每人可獲得臺灣健康醫院學會教育積

分 6 點。另預計申請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

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及公務人員終身學習之繼續教

育學(積)分等，請需要學分認證之來賓至其他學分簽到處簽到退。 
6. 依本學會網絡團體會員資格再認證辦法第一條第 7 項規定，自 2009 年開始，協調

人須每年參加 2 次(含)以上本學會所舉辦的訓練或研討會；第一條第 8 項規定，

未設立病床之網絡團體會員每年參加本學會訓練或研討會累計教育積分應達至少

20 點以上，1-299 床之網絡團體會員應達 40 點以上，300 床以上之網絡團體會員

應達 60 點以上。 
7. 自 103 年起本學會網絡團體會員協調人每年得免費參加本學會主辦之研討會、工

作坊等教育訓練課程乙次，請先至本學會網站線上報名，並填寫「網絡團體會員

協調人免費參加課程回覆單」後上傳至學會網站(教育訓練→學會活動行事曆→點

選本活動→狀態查詢→輸入身分證字號→上傳回覆單)。 
8. 為顧及與會者權益，如活動前預知無法參加者，請於活動前 3 天(6 月 13 日)來電 

(02-2752-8394)取消，或更換參與人員姓名，恕不退費，敬請見諒。 
9. 為配合環保政策，請自備環保餐具、環保杯，感謝您的配合。 
10. 本活動不提供停車優惠及交通接駁，請與會來賓多利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11. 本訓練課程活動聯絡人：簡伯珊，(02)2752-8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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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程 (議程若有變動，以當日公告為準) 

時間 分鐘 主題 演講者 

09:00-09:20 20 報到 

09:20-09:30 10 開幕致詞 社團法人臺灣健康醫院學會 

09:30-11:10 100 
正念(Mindfulness)與正念 
減壓(MBSR)概論與體驗 

台灣正念工坊 
陳德中 執行長 

11:10-11:30 20 休息 

11:30-12:20 50 正念照護 
臺灣正念發展協會 

吳錫昌 理事 

12:20-13:30 70 午餐 

13:30-14:20 50 
正念減壓與醫護 

同仁身心健康促進 

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 
仁慈醫院 

劉益宏 副院長 

14:20-15:10 50 
正念飲食： 

覺察自己為什麼吃， 

比吃什麼、怎麼吃更重要！ 

聯安預防醫學機構聯青診所  
家庭醫學科 顏佐樺 主任 

15:10-15:30 20 休息 

15:30-16:20 50 
正念「心」生活- 

與憂鬱建立新關係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 

臺安醫院  

心身醫學科暨精神科 

林怡君 臨床心理師 

16:20-16:30 10 Q & A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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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資訊 

 
 

 該院停車場位於元大金控大樓地下室，由敦化南路進入。計費方式：每小時 50 元。 

 公車資訊（如有需要可利用台北市大眾運輸公車路線查詢系統）- 

A. 臺安醫院站：41（去程）、52、202、203、205、257、276、521。 

B. 市立體育場站（八德敦化路口站）：33、262、275、285、292、521、556、630、902、

905、906、909、敦化幹線。 

 捷運資訊- 

請於板南線忠孝復興站、板南線忠孝敦化站、文湖線（松山新店線）南京復興站、台北小

巨蛋站轉搭公車至臺安醫院下車，或者由捷運站直接步行約 15~20 分鐘至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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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島及偏遠地區一覽表 

縣別 離島鄉 偏遠地區 

新北市  石碇區、坪林區、平溪區、雙溪區、烏來區 

桃園縣  復興鄉 

新竹縣  五峰鄉、尖石鄉 

苗栗縣  泰安鄉、南庄鄉、獅潭鄉 

臺中市  和平區 

南投縣  中寮鄉、仁愛鄉、信義鄉 

嘉義縣  番路鄉、大埔鄉、阿里山鄉 

臺南市  楠西區、南化區、左鎮區、龍崎區 

高雄市  田寮區、六龜區、甲仙區、那瑪夏區、桃源區、
茂林區 

屏東縣 琉球鄉 滿州鄉、泰武鄉、春日鄉、獅子鄉、牡丹鄉 

宜蘭縣  大同鄉、南澳鄉 

花蓮縣  鳳林鄉、壽豐鄉、光復鄉、瑞穗鄉、富里鄉、
秀林鄉、卓溪鄉、豐濱鄉 

臺東縣 綠島鄉 海端鄉、延平鄉、金峰鄉、達仁鄉、蘭嶼鄉、
鹿野鄉、卑南鄉、大武鄉、東河鄉、長濱鄉 

澎湖縣 馬公市、湖西鄉、白沙鄉、西嶼鄉、望安鄉、
七美鄉 湖西鄉、白沙鄉、西嶼鄉、望安鄉、七美鄉 

金門縣 金城鎮、金寧鄉、金沙鎮、烈嶼鄉、金湖鎮、
烏坵 金城鎮、金寧鄉、金沙鎮、烈嶼鄉、烏坵 

連江縣 南竿鄉、北竿鄉、莒光鄉、東引鄉 北竿鄉、莒光鄉、東引鄉 

◎此表參照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界定山地原住民郷、離島鄉、平地原住民鄉及偏遠地區之標準辦理。 

◎依據九十九年七月十三日衛署照字○九九二八六一八九八函示，花蓮縣豐濱鄉係屬平地原住民地區，符合 
   偏遠地區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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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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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7 日、6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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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7 日(星期三) 下午 14 時至 15 時 端午節飲食 
106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三) 下午 14 時至 15 時 夏季冰品冷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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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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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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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8 日(星期四) 上午 10 時至 11 時 糖尿病用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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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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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2 日(星期一) 上午 9 時至 10 時 化療病人的保健 
及輔助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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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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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106 年度淡水馬偕健康日 
主辦單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時    間：106 年 5 月 13 日、6 月 17 日(星期六)上午 8:30-12:00 
地    點：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馬偕樓一樓福

音廣場(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 47 號) 
活動內容：舞台區有健康衛教宣導講座，攤位區同步提供 BMI、骨質密度、血糖、

尖峰吐氣流速、情緒彩虹、失智評估等檢測，以及癌症篩檢、安寧緩

和醫療及器官捐贈推廣、聰明吃衛教、在地食材推廣及健康諮詢等多

項闖關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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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8094661 轉 2160 
※本次活動恕不提供停車優惠，敬請多加利用大眾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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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立凱旋醫院 

106 年體重控制(A 班)、(B 班)、(C 班) 
主辦單位：高雄市立凱旋醫院 
時    間：(A 班)106 年 4 月 20 日至 6 月 1 日 

(B 班)106 年 6 月 22 日至 8 月 3 日 每週四 下午 15:30-17:30 
(C 班)106 年 8 月 24 日至 10 月 5 日 

地    點：高雄市立凱旋醫院地下一樓心晴會議廳及 4 樓體適能廣場 

活動內容：  

 A 班 B 班 C 班 

1 

4/20 
每日飲食日誌、運動日誌 
基礎資料檢測、課程說明 
健康促進體位宣導 
15:30-16:30(心晴會議廳) 

6/22 
每日飲食日誌、運動日誌 
基礎資料檢測、課程說明 
健康促進體位宣導 
15:30-16:30(心晴會議廳) 

8/24 
每日飲食日誌、運動日誌 
基礎資料檢測、課程說明 
健康促進體位宣導 
15:30-16:30(心晴會議廳) 

律動課程 
16:30-17:30(體適能廣場) 

律動課程 
16:30-17:30(體適能廣場) 

律動課程 
16:30-17:30(體適能廣場) 

2 

4/27 
基礎的食物分類及份量代換 
15:30-16:30(心晴會議廳) 

6/29 
食物分類及份量代換進階版 
外食技巧 
15:30-16:30(心晴會議廳) 

8/31 
食物分類及份量代換總複習 
15:30-16:30(心晴會議廳) 

律動課程 
16:30-17:30(體適能廣場) 

律動課程 
16:30-17:30(體適能廣場) 

律動課程 
16:30-17:30(體適能廣場) 

3 

5/4 
個人建議攝取熱量及飲水量估

算 
15:30-16:30(心晴會議廳) 

7/6 
減重飢餓感處理及脂肪種類 
15:30-16:30(心晴會議廳) 

9/7 
點心熱量估算及低熱量點心製

作 
15:30-16:30(心晴會議廳) 

律動課程 
16:30-17:30(體適能廣場) 

律動課程 
16:30-17:30(體適能廣場) 

律動課程 
16:30-17:30(體適能廣場) 

4 

5/11 
認識市售商品 
(市售便當、熟食商品認識) 
15:30-16:30(心晴會議廳) 

7/13 
認識市售常見飲品和點心分析 
15:30-16:30(心晴會議廳) 

9/14 
中元節慶飲食選擇 
15:30-16:30(心晴會議廳) 

律動課程 
16:30-17:30(體適能廣場) 

律動課程 
16:30-17:30(體適能廣場) 

律動課程 
16:30-17:30(體適能廣場) 

5 
5/18 
不用餓肚子也能瘦 

7/20 
認識市售商品營養成分標示 

9/21 
運動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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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 值介紹及選擇) 
15:30-16:30(心晴會議廳) 

(便利商店、麵包店) 
15:30-16:30(心晴會議廳) 

15:30-16:30(心晴會議廳) 

律動課程 
16:30-17:30(體適能廣場) 

律動課程 
16:30-17:30(體適能廣場) 

律動課程 
16:30-17:30(體適能廣場) 

6 

5/25 
端午節慶飲食選擇認識 
15:30-16:30(心晴會議廳) 

7/27 
父親節慶飲食選擇 
15:30-16:30(心晴會議廳) 

9/28 
中秋節慶飲食選擇 
15:30-16:30(心晴會議廳) 

律動課程 
16:30-17:30(體適能廣場) 

律動課程 
16:30-17:30(體適能廣場) 

律動課程 
16:30-17:30(體適能廣場) 

7 

6/1 
實際烹調操作(分組競賽) 
題目:三低一高料理 
菜色:三菜一湯 
時間:1 小時內 

8/3 
實際烹調操作(分組競賽) 
題目:簡單出健康料理 
菜色:三菜一湯 
時間:1 小時內 

10/5 
預防復胖 
有恆為成功之本 

※費  用：完全免費 
※報名方式：電話報名 

※連絡電話：07-7513171 轉 2036 (許慧婷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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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民總醫院 

員工有氧運動班 

主辦單位：高雄榮民總醫院家庭醫學部 
時    間：106 年 5-6 月 每週四 下午 17:40-18:30 (暫定) 
地    點：高雄榮民總醫院醫療大樓大廳 

活動內容：由專業有氧教練教授運動 

※費  用：完全免費 
※報名方式：開放社區民眾自由參加 

※連絡電話：07-3422121 轉 8351(黃韋綸) 

員工健康講座–減重飲食原則 

主辦單位：高雄榮民總醫院家庭醫學部 
時    間：106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12:30-13:30 
地    點：高雄榮民總醫院第二會議室 

活動內容：營養師衛教減重相關飲食原則 

※費  用：完全免費 
※報名方式：開放社區民眾自由參加 

※連絡電話：07-3422121 轉 8351(黃韋綸) 

口腔癌病友會 

主辦單位：高雄榮民總醫院口腔醫學部 

時    間：106 年 6 月 10 日(星期六)上午 9:00-12:00 
地    點：高雄榮民總醫院 
活動內容：語言治療師：吞嚥及口腔肌肉運動復健 

          營養師：如何準備食材 
※費  用：完全免費 
※報名方式：於門診填寫報名表 

※連絡電話：07-3422121 轉 7092 (柯麗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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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兒童預防保健前 院所檢核健保 IC 卡及兒童黃卡了嗎？ 
為有效減除兒童預防保健服務重複提供，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兒童

健康手冊之黃卡視為提供兒童預防保健就醫憑證，民眾如未帶黃卡，比照

預防注射，請醫療院所勿提供兒童預防保健服務，並請醫療院所協助向民

眾妥為說明。惠請院所配合，在提供兒童預防保健服務前，確實檢核下列

事項： 
(一)查核健保 IC 卡及黃卡該次服務未曾在其他院所執行。 
(二)同步向家長詢問確認未曾在其他院所接受該次服務。 

     (三)至健康署「兒童健康管理系統(https://chp.hpa.gov.tw)」查詢該次服務

未曾在其他院所執行。 
(四)於執行服務時，應確依規定，填寫紀錄表，並留存於病歷中備查。 

 
二、 「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訓練課程」歡迎報名參加！ 

為提升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利用情形，國民健康署委託台灣家庭醫學醫

學會規劃辦理「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訓練課程」，歡迎欲新申辦成人預防保健

服務且符合「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三條所規定之專科醫師，報名

本課程。考試合格後送經衛生福利部核可，方能取得申辦成人預防保健服

務資格，一同加入預防保健行列。亦邀請其他有意願參與辦理「成人預防

保健服務訓練課程」單位向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洽詢並申請補助費用。相

關資訊如下： 
     (一)課程資訊請參閱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網站新聞焦點

（https://www.tafm.org.tw/ehc-tafm/s/w/news_news/article/d2a9cdb953ba
419489222373ded225bd）。 

(二)若有相關問題請洽李小姐，電話：02-2331-0774 分機 21。 
 
三、 「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暨 B、C 型肝炎篩檢查詢系統」已上線！ 

為使提供成人健檢服務之特約醫療院所能快速查詢民眾是否符合成人

預防保健服務暨 B、C 型肝炎篩檢資格，國民健康署已建立相關查詢系統

   政府健康促進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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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特約院所使用，敬請多加利用，可減低重複篩檢之狀

況。 
(一)相關程式下載與說明如下： 

1、API 範例及獨立查詢程式下載網址： 
   https://goo.gl/nztBqC；https://goo.gl/b7jFYR。 
2、API 使用說明：https://goo.gl/2uJzpN。 
3、簡易版安裝說明：https://goo.gl/2vbCmg。 
4.、簡易版使用手冊：https://goo.gl/v0290R。 

(二)若有相關問題請洽張小姐，電話：02-2522-0888 分機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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