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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各位健康促進醫院夥伴，大家好。 

本學會今年度承接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6 年健康醫院認證計畫」，為符

合國健署各類認證精神之前題，健康醫院認證係以健康促進醫院認證（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HPH）為基礎，並融入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

（Age-friendly Hospitals, AFH）、無菸醫院認證（Tobacco-free Hospitals）及低碳

醫院（Environment-friendly Hospitals）等精神建構而成。奠基於健康醫院之上，

國健署將更進一步鼓勵健康醫院推動包含: 糖尿病健康促進機構、腎臟病健康促

進機構、癌症診療品質認證、母嬰親善醫院、無菸醫院服務品質提升計畫及心理

健康醫院等計畫，使健康醫院推動更細緻及多元之健康促進服務。醫院可以精簡

並以務實的模式完成各類認證，分級認證制度亦可使醫院依照個別需求申請相關

計畫。以此達到以病人安全及醫療品質為基礎的精簡、務實認證目標。有關健康

醫院認證作業說明及相關資訊可至學會網站查詢。 

第 25 周年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於 2017 年 4 月 12 日至 14 日

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共約 550 位與會者共同慶賀。此次研討會回到其 1980 年

末的發源地，主辦單位奧地利健康促進醫院網絡(ONGKG)及歐洲最古老大學之一

--維也納大學營造鼓舞人心且歡迎的研討會氛圍。大會廳演講內容及相關會議報

導請參閱「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專欄。 

第 26 屆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將於 2018 年 6 月 6 日至 8 日在

義大利波隆那舉辦，科學委員會已著手以「實現改變之健康促進策略：以實證為

基礎之政策與實務」為主題研擬研討會議程，請預留時間，踴躍參加。 

今年適逢學會成立十週年，首度與國際組織 GGHH(Global Green and Healthy 
Hospitals)合作，謹訂於 10 月 20 日至 10 月 21 日假慈濟新店靜思堂辦理 2017 健

康促進醫院研討會暨臺灣健康醫院學會年會，慶祝活動包括活力十足健康操競賽

及義賣等，請各位先進預留您的寶貴時間，共襄盛舉。 

臺灣健康醫院學會 Journal of HPH Taiwan 主編 

 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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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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童綜合醫院自民國60年創立以來，秉持「尊重生命，促進健康」之宗旨，

致力推動健康促進，守護中部海線地區民眾的健康。民國96年通過世界衛生組織

(WHO)認證為健康促進醫院(HPH)。民國98年，獲臺灣健康醫院學會頒發「98
年健康促進醫院優良獎」與「98年健康促進醫院創意計畫優等獎」。民國102年，

獲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肯定，榮獲「健康促進醫院優良獎」與「健康促進醫

院組織再造獎」。直自今年度再度獲得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肯定榮獲「健康促

進醫院優良獎」。 

童綜合醫院成立健康促進推動委員會，歷經多年運作改善以及任務分工，

組織越加完整，由院長張子明率領，醫療副院長與營運副院長擔任副主任委員，

跨醫療、護理、醫技、行政等團隊合作，依服務對象與任務分組為員工健康促進、

組織健康促進、病人健康促進、社區健康促進。每季定期召開會議，追蹤工作任

務執行進度與品質指標。 

職場健康促進方面，醫院藉由員工健檢，分析醫院員工首要健康促進項目

為降低體重異常比率，因此致力推廣健康減重，執行策略包含辦理減重競賽，設

計饒富趣味的計分方式鼓勵BMI≧27者揪團減重；集結員工同好開辦包含單車、

羽球、游泳、露營、桌球等運動社團，定期辦理團聚一起運動；105年更打造員

工健身中心，聘請專業教練指導運動，給予友善職場的支持環境；時時藉由文宣

及多媒體加強宣導健康腰圍與飲食；醫院營養師辦理飲食實作課程，讓同仁由實

際操作中改善飲食迷思；獨創一格的是，醫院心理諮商師特別開辦「心理減重課

程」，從心理層面支持員工力行減重。 

醫院每日面臨生老病死，屬高壓力工作環境，爰此，童綜合醫院亦致力於

得獎醫院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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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員工心理支持服務，由員工諮商心理師、社工師、法務等共同組織員工關懷

小組，設立關懷專線(58585，請幫我幫我)，全天提供員工心理、情緒、法律等

相關問題諮詢服務，以及開放預約諮商輔導。 

社區健康促進層面，童綜合醫院積極配合國家衛生政策計畫外，與社區醫

療群長期合作並在臺中市及鄰近縣市醫療院所提供轉診與轉檢服務，105年成立

臺中市梧棲區健康促進推動委員會，委員會成員包含社區發展協會理事、區長、

校園校長等社區重要指標人物，一同為梧棲區居民健康共同努力，深耕社區與校

園舉辦營養、戒菸、運動等衛教活動。值得一提的是，醫院連續三年承接教育部

體育署國民體適能檢測站設置計畫，設立國民體適能檢測站，協助提供國人標準

化體能檢測與資訊交流平台，給予正確健康觀念與規律運動習慣養成之建議。 

病人健康促進部分，醫院提供患者全人全程持續照護，推動病人安全，訂

定病人安全年度目標值，並持續監測。重要的是，藉由醫囑、護囑資訊系統整合

病人健康評估資訊，全面紀錄患者的健康促進需求，系統中並提示醫護人員主動

給予具吸菸、嚼檳榔、飲酒等健康危險因子生活習慣之病患勸戒，鼓勵符合四大

癌症篩檢之病患接受篩檢服務。 

童綜合醫院具有整合且專業的跨團隊醫療照護，各醫療特色中心相互連結

整合，發展精準醫療，建置臨床路徑作業系統，並利用社群溝通工具，建立焦點

病人個人化治療團隊的即時溝通，如主治醫師、專科護理師的即時溝通，為民眾

提供全面、完整的醫療服務。於104年第三次通過JCI國際醫療評鑑，榮獲國際肯

定。105年通過「教學醫院評鑑」、「JCI-CCPC Stroke及AMI認證」、「醫院緊急醫

療能力分級重度級認證」，通過認證獲得肯定為童綜合醫院給予病患、社區服務

的承諾，精準醫療為童綜合醫院給予病患、社區服務的最佳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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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術短文或摘要 
 

 六個月生活型態介入對醫院糖尿病前期員工之成效探討 

 
黃秋玲 1、陳奕伃 2、吳曄薰 2、戴研光 3* 

1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疾病管理衛教室組長 
2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疾病管理衛教室衛教護理師 

3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主任 
 

摘要 

醫院是健康促進計畫中的第一線，由於在醫院內員工會承受較高壓力的工作

環境，也常容易因不良生活型態，而成為糖尿病的高危險族群。本研究主要是運

用健康飲食、行為修正及自主管理等策略，對醫院內糖尿病前期員工進行六個月

健康生活型態介入，探討其執行健康行為及各項代謝指標之情形。以高雄市某區

域醫院為研究場域，採用單組前後測類實驗法，召募於104年健康檢查符合糖尿

病前期之68位員工為對象，進行六個月健康生活型態介入輔導，於介入前兩週及

介入六個月後分別進行結構式問卷測量及抽血。結果在24週後中等費力活動量增

加58.8%，每日蔬菜、奶類攝取量達顯著增加；在身體質量指數及糖化血色素等

代謝指標皆達統計上顯著降低。此次初探分析結果可提供規劃職場健康促進計畫

者之參考。 
 

文獻查證 

隨著生活型態的改變，國內糖尿病的發生，已經有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在

糖尿病前期階段，體內的胰島素已經升高，身體對血糖的控制也已開始混亂。但

大部分民眾不曉得自己為「糖尿病前期」，等到糖尿病病發時才發現，卻已錯過

了控制的黃金時間。糖尿病可靠早期篩檢與健康促進的預防措施來降低盛行率

(Chien, Lion, & Chen, 2004)，並減少併發症後冗長的治療照護所產生醫療成本的

耗費。根據美國疾病防治局的糖尿病預防研究發現：生活型態的調整對於糖尿病

高危險群可以降低血糖，並有預防糖尿病發生的效益，也有助於降低葡萄糖耐受

不良者(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 IGT)發展為第二型糖尿病的機會(The 

學術短文或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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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betes Prevention Program Group, 2002)。醫院內員工由於承受較高壓力的工作

環境，容易因飲食習慣不良及缺乏足夠的運動，成為代謝症候群的高危險族群(趙
等人，2012)，若在職場中推動「健康促進活動」，對員工的健康將有正向的幫助。 

曾有研究指出運用飲食、運動、問題解決、目標導向的行為修正策略，能降

低糖尿病前期的身體質量指數、腰圍、空腹血糖及糖化血色素值(楊，2013；Aguiar 
et al., 2014；Katula, et al., 2013)；運用個案管理諮商，能顯著降低體重(巫，2011；
Miller et al., 2015；Katula, et al., 2013)；運用團體活動策略，能增進健康運動及飲

食行為(巫，2011；郭，2008；Katula, et al., 2012)；使用互動式語音答應系統提

醒能達到減重效果(Estabrooks & Smith-Ray,2008)，及提供手冊、飲食記錄本、計

步器給研究者，能降低第 2 型糖尿病的發生率(Saito et al., 2012)。 
 

目的 

運用目標導向、健康飲食、行為修正及自主管理等策略，對醫院內糖尿病前

期員工進行六個月健康生活型態介入，探討在健康飲食、身體活動量、身體質量

指數、血糖及血脂肪等代謝指標的變化。 

 
方法 

本研究採單組前後測研究設計，以全院體檢符合糖尿病前期的員工為對象，

採結構式問卷，以自填式身體活動量表問卷測量，主要是瞭解過去七天在休閒、

交通、工作及家務，花了多少天且平均每天多少時間在費力、中等費力及走路上，

並詢問工作天及假日坐著的時間；飲食問卷則是請員工回憶過去七天各類食物份

量，同時回憶有吃早餐及消夜的天數。內容包含：(一)基本資料、(二)活力及飲

食指數 4 題、(三)飲食攝取情形 17 題及(四)身體活動量 8 題。委請新陳代謝科

主任、體適能教練、糖尿病衛教師及營養師，針對檢核表的內容做專家效度檢定

(Context Validity Index, CVI)，所得的 CVI 值為 0.969。經由衛教諮詢、增加身體

活動策略、營養師的健康飲食概念及行為修正等策略後，於 24 週後再次填寫問

卷及抽血做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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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共 68 位糖尿病前期的員工平均年齡為 40.9 歲，女性 66 位佔 80%為多數，

教育程度以大學 55 位佔 75%最多。六個月健康生活型態介入後：1.在身體活動

量，費力活動由 116 分鐘/週增加至 124 分鐘/週，增加 6.5%；中等費力活動 114
分鐘/週增加至 181 分鐘，增加 58.8%；前測平均每個工作日久坐 5.7 小時，後測

5.6 小時，減少 1.8%。2.飲食攝食情形，每日五蔬果攝取達建議量達成率為 11.8%
上升至 16.1%；每日兩份水果攝取量由 16.2%增加至 39.7%；一半比例以上的全

穀類攝取量由 16.2%增加至 30.8%；在不吃高油脂食物、糕點點心、無加糖飲料

及吃早餐習慣者則有減少情形。3.平均 BMI 由 25.34kg/m2 降低至 24.56 kg/m2；腰

圍由 85.44cm 減少至 82.40cm；糖化血色素值由 5.72%降低至 5.59%；高密度膽

固醇(HDL-C)由 52.78mg/dL 提升至 55.79mg/dL，以上指標皆達統計上顯著差異

(P< .001)。在其他代謝指標成效方面，總膽固醇、三酸甘油脂、低密度膽固醇及

空腹血糖則無呈現前後顯著差異(表一)。 
 
表一 生化指數前後測的比較(N=68) 

變項 
前測 後測 

平均數差

95%CI 
（前測-後測） 

T P 
Mean SD Mean SD 

糖化血色素(%) 5.72 0.25 5.59 2.66 (0.096 , 0.163) 7.778 <0.001* 

空腹血糖(mg/dL) 91.93 8.81 92.06 8.37 (-2.119 , 1.854) -0.133 0.895 

BMI (kg/m2) 25.34 3.20 24.56 3.31 (0.443 , 1.122) 4.600 <0.001* 

總膽固醇(mg/dL) 190.0 37.54 190.8 35.34 (-6.274 , 4.598) -0.308 0.759 

三酸甘油脂(mg/dL) 109.7 89.57 117.2 117.71 (-20.335, 5.424) -1.155 0.252 

高密度膽固醇(mg/dL) 52.78 11.36 55.79 10.50 (-4.757 , -1.273) -3.454 0.001* 

低密度膽固醇(mg/dL) 105.78 26.93 104.32 25.13 (-2.854 , 5.765) 0.674 0.502 

腰圍(cm) 85.44 12.16 82.40 11.48 (1.425 , 4.672) 3.748 <0.001*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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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藉由此次短期生活型態介入，能讓糖尿病前期員工增加中等費力運動量、改

善飲食習慣、減輕體重、降低糖化血色素及提升HDL-C。在策略介入中，本研究

運用運動相關 App(包括計步器、體重管理、運動紀錄及卡路里計算等程式)，可

提供員工相關量化數據，有效提升步行動機與持續力；使用即時通訊軟體(LINE)
做為同仁間互相溝通、聯繫的工具，有助於提升正確飲食行為；運用個案管理諮

商有助於員工減重，進而降低糖化血色素值。建議可多利用目前熱門的電子資訊

軟體於健康促進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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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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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CC HPH 網絡最新消息 

 第 25 屆維也納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大會廳演講視頻 

親愛的健康促進醫院夥伴 

請記得第 25 屆維也納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大會廳演講已錄

製完成。 

此視頻現在可於 Youtube 頻道上觀看。Youtube 連結為

https://www.hphconferences.org/vienna2017/proceedings/ 

請欣賞！ 
 

 恭喜 2016 年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競賽得主 

國際網絡秘書處要恭喜 2016 年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競賽得主。 

2016年WHO健康促進醫院標準傑出實踐獎由臺灣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

合醫院獲獎。 

學術發表傑出獎獲獎論文為「以病人為中心之照明環境以改善加護病房之健

康照護」，由 Alawi Luetz, Helmut Piazena, Björn Weiss, Annette Finke, Thomas 
Willemeit and Claudia Spies 著作，並發表於 Clinical Health Promotion 2016; 6:5-12. 
Clin Health Promot 2016; 6:5-12  
http://www.clinhp.org/ifile/Vol6_Issue1_p5_p12.pdf 
 

 請預留時間：2018 年第 26 屆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 

第 26 屆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將於義大利波隆那舉行。義大

利 Emilia-Romagna 健康促進醫院區域網絡欣然主辦 2018 年 6 月 6 日至 8 日之研

討會。請預留時間！ 

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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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委員會已著手以「實現改變之健康促進策略：以實證為基礎之政策與實

務」為主題研擬研討會議程。因此，此研討會致力於反映醫院與其他健康服務機

構之健康促進實證。尤其致力於有效的政策措施、共同照護、策略臨床網絡之健

康促進、以人為中心之健康照護、強化初級保健服務、預防及健康促進。 

更多研討會議程與當地遊覽訊息即將公佈於網站： 
 http://www.hph-conferences.org/bologna2018 
 

 Live INCITE-互動式以病人為中心之健康促進計畫 

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欲引起各位對 LIVE INCITE 計畫之關注。為健康照護

市場提供以病人為中心資訊科技解決方案之新契機。 

LIVE INCITE 旨在賦權病人並支持生活型態改變，以改善外科手術結果及健

康照護提供者之成本效益。歐盟贊助之計畫由瑞典、西班牙與丹麥共同合作。藉

由使用商業化前採購 LIVE INCITE 旨在挑戰和刺激市場開發以病人為中心之互

動式資訊科技解決方案，促進生活型態改變。更多資訊請見該計畫網址

http://www.karolinska.se/en/live-inc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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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HPH 通訊第 85 期，2017 年 4 月 

 第二十六屆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 
2018 年 6 月 6 日至 8 日，義大利波隆納 

第 26 屆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將於義大利波隆納舉行。義大

利 Emilia-Romagna 健康促進醫院區域網絡欣然主辦 2018 年 6 月 6 日至 8 日之研

討會。請預留時間！ 

科學委員會已開始著手以「實現改變之健康促進策略：以實證為基礎之政策

與實務」為主題研擬研討會議程。因此，研討會致力於反映醫院與其他照護機構

之健康促進實證。尤其致力於有效的政策措施、共同照護、策略臨床網絡之健康

促進、以人為中心之健康照護、強化初級保健服務、預防及健康促進。 

更多研討會議程與當地遊覽訊息即將公佈於網站：

http://www.hphconferences.org/bologna2018 
 

 第二十五屆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 
研討會綜合報導 

第 25 周年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於 2017 年 4 月 12 日至 14 日

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共約 550 位與會者共同慶賀。因此，此次研討會回到其 1980
年末的發源地。主辦單位奧地利健康促進醫院網絡(ONGKG)及歐洲最古老的大學

之一-維也納大學營造鼓舞人心且歡迎的研討會氛圍。 

大會廳演講議程 

主辦單位與科學委員會共同決定聚焦於「健康促進健康照護的方向−歷史經驗與

未來展望」。根據此會議主題，五場大會廳演講重點如下： 
1) 慶祝過去成果，確認未來挑戰 
2) 健康促進照護機構實踐永續發展目標之角色：邁向 2030 
3) 健康照護轉型以賦權及滿足難民和移民之需求 
4) 健康照護對減緩及適應氣候變遷之貢獻 
5) 調整健康服務及體系：渥太華憲章 30 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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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慶祝過去成果，確認未來挑戰 
為了讓與會者開始研討會，「Trio Oanano」表演奧地利獨特的音樂-阿爾卑斯山約

德爾調。 
歡迎詞後，由 Gesundheit Österreich GmbH(奧地利公共衛生協會)之世界衛生組

織健康促進醫院與健康照護協同合作中心創始人暨主任 Jürgen M. PELIKAN開始

第一場大會廳演講。此演講由奧地利健康促進醫院網絡主席 Gernot BRUNNER
及健康促進醫院監理委員會主席 Bożena WALEWSKA-ZIELECKA 主持。在此專

題演講，Jürgen M. PELIKAN 邀請與會者進行聚焦於 25 年來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研

討會之里程碑、挑戰及成果的短暫時間之旅。之後，王英偉(臺灣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署長)概述臺灣健康促進醫院網絡之特色。他特別強調了致使臺灣網絡

成功之因素。最後由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資深顧問 Richard ALDERSLADE 演

講。他將與會者的注意力轉移至世界衛生組織之觀點，強調醫院及其他健康服務

對公共衛生可能之貢獻，尤其是機會和阻礙。他概述發展與評估健康體系結構的

新型態與部門間之關係需要時間及「健康照護不容易！」結束他的演講。 

2) 健康促進照護機構實踐永續發展目標之角色：邁向 2030 
星期四上午，與會者被伊朗樂器 Santur、Nay 及 Tombak 演奏之「Trio Novin」喚

醒。 
之後，Klinikum Klagenfurt 醫學主任 Ferdinand WALDENBERGER 及韓國國家醫

學中心總裁暨執行長 Myoung-ock AHN 為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域辦公室

Nittita PRASOPA-PLAIZIER 之大會廳演講開場。她介紹永續發展目標及其健康促

進健康照護之蘊含。隨後由國立陽明大學邱淑媞教授發表鼓舞人心的演講，她強

調健康促進醫院(HPH)與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協同作用。她請求大家開始思

索及談論「健康促進與永續健康照護機構」。奧地利聯邦衛生及婦女事務部

Christina DIETSCHER 將與會者注意力轉移至奧地利案例及在國家層面上如何實

踐永續發展之可能性。她特別聚焦於奧地利衛生目標之發展及其發展過程中需要

克服之阻礙。總而言之，她請求克服不同利害關係者與專家間之隔閡及需採取不

同的方法以觸及目標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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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健康照護轉型以賦權及滿足難民和移民之需求 

主辦單位再次為與會者準備一些驚喜。當日下午，一位敘利亞音樂家彈奏 oud，
並向與會者介紹敘利亞音樂。 
此大會廳演講由 Gesundheit Österreich GmbH(奧地利公共衛生協會)之衛生及社

會部主管 Peter NOWAK 及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秘書處執行長 Hanne 
TØNNESEN 主 持 來 自 比 利 時 移 民 國 際 組 織 工 作 者 Roumyana 
PETROVA-BENEDICT 之演講。演講中，她強調 90%的難民來自貧窮國家。此外，

她明確指出難民及移民對經濟及社會發展之貢獻，包括移民改善全球及公共衛生

之結果。在這具體的演講之後，Werner KERSCHBAUM(奧地利紅十字會秘書長)

訪問 Rabee ALREFAI(敘利亞一般外科醫師)以提供一些實務經驗。Rabee 概述奧

地利難民的主要阻礙為：(a)德語「很難」；(b)認可過程相當耗時(他花費將近 10
個月才能工作)；(c)他形容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是難民最常見的疾病，尤其是「戰

爭難民」。考量這些議題，他請求雇用在原國籍具有醫學文憑的難民做翻譯員，

以減少奧地利衛生專家與難民之間的溝通問題。在這激發人心的聯合演講後，

Antonio CHIARENZA(健康促進醫院「移民、平權與多元化」任務小組主席、Reggio 
Emilia 地方衛生當局)將與會者注意力轉移至健康促進醫院對滿足難民及移民健

康需求之貢獻。 

4) 健康照護對減緩及適應氣候變遷之貢獻 
與前幾天相似，星期五上午大會廳演講開始於幾分鐘的娛興節目。Alen Dzambic
介紹巴爾幹半島的流行音樂。 
隨後，Elena VILLALOBOS PRATS(世界衛生組織總部公共衛生、環境和健康的

社會決定因子部門)講述「建立環境適應衛生系統」。她介紹世界衛生組織建立環

境適應衛生系統之運作架構及著重健康社區與公民社會參與以減緩氣候變遷之

關聯性。此後，Alpen-Adria 大學維也納社會生態研究所 Willi HAAS 發表非常鼓

舞人心有關「氣候變遷與健康照護系統：風險與機會之相互作用」的演講。最後

但同樣重要的，林俊龍(慈濟醫療志業執行長暨健康促進醫院與環境任務小組主

席)概述健康促進醫院任務小組之成果與貢獻。他強調須由健康社區發出強烈的

聲音，以達到不僅對環境，且對人民健康強大的效益。此演講由維也納市執行長

Marianne STEINER 及 Planetree 總裁暨健康促進醫院監理委員會副主席 Su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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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PTON 主持。 

5) 調整健康服務及體系：渥太華憲章 30 年後 
星期五下午，SambAttac 引起觀眾的注意，並使每個人露出微笑。在簡短的巴西

街頭音樂簡介後，與會者準備好進行最後一場大會廳演講。 
主持人 Gesundheit Österreich GmbH(奧地利公共衛生協會)執行長 Herwig 
OSTERMANN 及澳洲健康促進醫院網絡協調人 Sally FAWKES 在音樂介紹之後

隨即開場。 
由國際發展研究所全球健康學程主任 Ilona KICKBUSCH 開始非常明確且鼓舞人

心的演講。她提供重新調整健康服務之評論性回顧，並提出下一步之建議。她特

別請求醫院作為一個地方、關係及網絡。此後，此大會廳演講主題由國際專題討

論小組 Stefan SPITZBART(奧地利社會安全組織主協會)、Alan DILANI(設計與

健康國際學院總幹事)、Susan FRAMPTON(健康促進醫院監理委員會副主席暨

Planetree 總 裁 ) 、 Harold F. WOLF III(Chartis 集 團 經 理 ) 及 Margareta 
KRISTENSON(瑞典健康促進醫院網絡協調人)進行討論。總而言之，結論為重新

調整健康服務需要包含患者與醫療人員經驗之健康照護感知。此外，他們同意必

須停止思考及談論隔閡，並開始討論網絡及「健康公民」之關聯性，係指患者知

識之整合及轉化為健康行為。 

平行會議與海報發表 
五場大會廳演講之外，研討會包括口頭及迷你口頭發表、海報發表、工作坊及專

題討論會議等豐富議程。科學委員會篩選來自五大洲 41 個國家之全球健康促進

醫院行動會員提出的超過 800 篇論文。所有論文中，165 篇論文發表於 40 場口頭

會議，包含 8 場工作坊及 3 場專題討論，106 篇論文發表於 20 場迷你口頭會議，

446 篇論文發表於 2 場海報會議。主題範圍包括兒童及青少年的健康促進到高齡

友善的健康照護，意即涵蓋整個生命週期。其他議題包括職場健康促進、健康識

能與溝通、環境友善及永續健康照護或戒菸等。 

周邊活動及社交節目 
與往年相似，主要研討會議程周邊安排許多活動。包含星期一下午及星期二上午

之健康促進醫院夏季學校、星期二下午之健康促進醫院新會員工作坊、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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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nna North 之三場參訪，讓與會者體驗依生態及永續原則設計之新醫院建築。 
此外，今年會前會議程之一，「移民、平權與多元化」任務小組舉辦會前「確保

難民及移民獲得均等健康照護服務可近性及品質」工作坊。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

務網絡，每年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研討會長期的共同主辦機構及國際健康促進醫院

網絡夥伴，舉辦會前「未來新路徑-回顧過去與展望未來」工作坊。移民、平權

與多元化任務小組舉辦之會前工作坊摘要可見「健康促進醫院網絡新聞」專區。 

接下來，主辦單位於 MS Admiral Tegetthoff 提供多瑙河郵輪行程及非常出色的研

討會晚宴。晚宴的亮點包括由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秘書處頒發之 WHO 健康促

進醫院標準傑出實踐獎及學術發表傑出獎。WHO 健康促進醫院標準傑出實踐獎

獲獎者來自臺灣，而學術發表傑出獎獲獎者來自德國。此外，第一次頒發 2016
年國際環境友善醫院團隊合作最佳案例獎，此獎項由林俊龍(健康促進醫院與環

境任務小組主席)及 Gernot BRUNNER(奧地利健康促進醫院網絡理事長)頒發給

臺灣的兩家獲獎醫院。 

綠色會議 
此外，第 25 屆年會是第一個獲得奧地利環保標章綠色會議認證及維也納市「環

保活動」認證之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研討會。因此，與會者在研討會休息及午餐時

可以享用美好、健康及環境友善的食物，同時並享受歷史悠久的維也納，如維也

納大學宴會廳。主辦單位不僅把環境友善做為大會廳演講主題，且在整個研討會

的設置上亦付諸實踐。 

虛擬研討會記錄 
若您對此有興趣，並且希望瞭解更多有關研討會演講及海報，請見網址：

http://www.hphconferences.org/vienna2017/proceedings。會議紀錄將持續更新。 

提醒您仍可上傳演講資料至虛擬研討會記錄！如何上傳演講資料之指引，請至

http://www.hphconferences.org/vienna2017/proceedings。若有任何問題，請聯繫

vienna.who-cc@hphconferences.org。 

大會廳演講釋出 
為使與會者獲得鼓舞人心的大會廳演講，今年主辦單位決定釋出此會議。視頻將 
於近期公布於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H2s7PUXOPgYD9c1ebY_s4A。 

mailto:回饋E-journal閱讀心得或建議至學會信箱hphtwmail@gmail.com
http://www.hphconferences.org/vi-enna2017/proceedings
http://www.hphconferences.org/vi-enna2017/proceedings
mailto:請聯繫vienna.who-cc@hphconferences.org
mailto:請聯繫vienna.who-cc@hphconferences.or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H2s7PUXOPgYD9c1ebY_s4A


               
二○一七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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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爾蘭科克大學醫院癲癇監測中心之創新倡議 

這是由科克大學醫院癲癇服務最近在 PubMed 發表之研究，是臨床領導力傑

出範例之代表。研究中 24 位吸菸者進行雙重尼古丁替代療法，結果指出受試者

於影像腦波檢查監測的 7 天住院期間皆 100%成功保持戒菸狀態。 

此研究具有明確政策規範支持，該政策旨在強化病患安全，單位診斷效果需

要所有病患在整個監測期皆須待在全日監測單位，由護理人員進行 24 小時全天

候觀察。因此若病患因任何因素(包含吸菸)須離開單位，將停止監測，並請病患

辦理出院。這些規範在病患轉介入院到確實入院的一年期間與病患進行溝通，至

病患收到入院許可前為止。 

 

 愛爾蘭兩個無菸醫院之研究 

本研究目的係確認兩院區無菸政策之落實程度，並確立該如何執行以改善無

菸醫院之推動。 

此研究摘要與全文可供下載。 

摘要下載網址：

http://www.ensh.org/docs/256-17_VC_Abstract_Tobacco-free%20Campus_Thesis.pdf 

全文下載網址：

http://www.ensh.org/docs/256-17_VC%20_Tobacco%20Free%20Campus_Thesis%20
Print%20Version.pdf 

 

 2017 世界無菸日 

2017 世界無菸日：「菸-發展的威脅」 

這是世界衛生組織針對 2017 年 5 月 31 日世界無菸日所訂定之主題，明確傳

遞菸害防制對國民健康與國家發展具重大影響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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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呼籲各國將菸害防制列為優先議題，並加速菸害防制之作為，

作為對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的回應之一。透過各國分享及交換想法、資訊及素

材，共同規劃並支持各自對此議題之努力。 

世界無菸日網站：http://www.who.int/campaigns/no-tobacco-day/2017/event/en/ 

世界無菸日相關圖片下載網址：

https://images.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_ylt=A0LEV0gG5LtYbrcAx2pXNyo
A;_ylu=X3oDMTEydDNuYzdoBGNvbG8DYmYxBHBvcwMxBHZ0aWQDQjM1M
zZfMQRzZWMDc2M-?p=world+no+tobacco+day+2017&fr=mcafee 

世界無菸日盛典活動資訊：

http://www.ensh.org/docs/261-17_WNTD_Celebration%20Event_FtGS_170303_eng.
pdf 

 

 第七屆歐洲菸草或健康研討會 

第七屆歐洲菸草或健康研討會於 3 月 22 日-3 月 25 日在葡萄牙波多舉行。 

該研討會由葡萄牙抗癌聯盟主辦，並由歐洲癌症聯盟協會贊助，目的係動員

歐洲與全球民眾透過菸害防制政策以改善健康。 

第七屆歐洲菸草或健康研討會網站：http://ectoh.org/ 
 

 第四屆國際婦女反菸網絡歐洲通訊 

葡萄牙女性與菸草相關議題係第四屆國際婦女反菸網絡歐洲通訊之即時焦

點。 

國際婦女反菸網絡（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Women against Tobacco, INWAT）
於 1990 年由一群主導菸害防制之女性創立，該聯盟旨在強調/處理婦女與年輕女

性菸草使用之複雜議題。 

第四屆國際婦女反菸網絡歐洲通訊網址：

http://www.ensh.org/docs/264-INWAT%20Europe%20Newsletter%20No%204%20M
arch%20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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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面上加味非香菸菸草製品爆炸案件 

無菸兒童運動強調美國近期一則 2017 年 3 月 15 日出爐的報導：風味陷阱：

菸草公司如何以具糖果口味之電子煙和雪茄誘使孩童使用菸草製品。 

報告主要發現包含： 

1. 近年皆有具甜味之菸草製品爆炸事件發生，尤其較常發生在電子煙和雪茄。 
2. 此類具甜味之菸草製品使電子煙與雪茄這類產品在青少年族群間盛行。 
3. 研究顯示口味在青少年使用菸草產品(如電子煙和雪茄)扮演主要角色。 
4. 菸草公司開發並行銷加味菸草製品已行之有年，並將它作為吸引孩童使用菸

草的入門商品。 
5. 食品藥物管理局的強制規範是必須的，以保護孩童遠離加味菸草製品。 

無菸兒童運動網址：http://www.tobaccofreekids.org/splash 

報告主要發現參考網址：

http://www.tobaccofreekids.org/microsites/flavortrap/#findings 
 

 恭賀 13 家全球論壇成員 

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歡迎 11 間新會員與 2 間再認證會員榮獲全球金

獎論壇殊榮！ 

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很高興地宣佈 2016 年共有 13 間候選者成功獲得

全球金獎論壇。整體而言，2016 年共有 5 個國家的 14 間機構，提名角逐全球金

獎論壇。11 間新入選成員：Colac Area Health(維多利亞, 澳洲)、Alfred Health(維
多利亞, 澳洲)、Fontane-Klinik(德國)、高雄榮民總醫院(臺灣)、義大醫療財團

法人義大醫院(臺灣)、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臺灣)、天主教耕莘

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臺灣)、Hospital Universitari de Vic(加泰隆尼亞, 西班牙)、

Clínica Sant Josep, Althaia(加泰隆尼亞 , 西班牙)、Hospital Universitari de 
Traumatologia i Rehabilitació de la Vall d’Hebron(加泰隆尼亞, 西班牙)和 Hospital 
de Campdevànol – Comarcal del Ripollès(加泰隆尼亞,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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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臺灣)和 Institut Català d’Oncologia, 
L’Hospitalet(ICO)(加泰隆尼亞, 西班牙)在四年持續且高水準之無菸管理後延續

其國際金獎資格。 
所有金獎論壇成員將於 4 月 12 日在維也納舉辦之第二十五屆世界衛生組織

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的無菸會前會中演講並分享其執行全球無

菸管理八大標準之經驗。 
無菸會前會議網址：

http://www.ensh.org/docs/266-17_Tobacco-free%20Pre%20Conference%20Programm
e.pdf 

 

 新的歐洲國家菸害防制等級排名 

英國、愛爾蘭及冰島是新的歐洲菸害防制排名的前三名，而奧地利、德國和

盧森堡名列最末。 

此新排名由歐洲癌症聯盟協會 Luk Joossens 於 2017 年 3 月 23 日在葡萄牙波

多舉行之第七屆歐洲菸草或健康研討會中提出。 

新菸害防制排名描述 2016 年 35 個歐洲國家菸草控制活動的調查結果。此菸

害防制等級將各國執行菸害防制政策之程度進行量化，調查之六個政策為世界銀

行公佈須優先進行之全面菸害防制計畫。 

同時提出十項建議供各國在 2020 年第八屆歐洲菸草或健康研討會開會前採

取行動。 

報告全文可至以下網址下載：http://www.tobaccocontrolscale.org/。 

新排名參考網址：

http://www.ensh.org/docs/267-29032017_TCS%20Postcard%202016.pdf 

歐洲癌症聯盟網址：http://www.ecco-org.eu/About-Ecco/Members/ECL 

第七屆歐洲菸草或健康研討會網址：www.ecto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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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防制等級排名網址：

http://www.ensh.org/docs/267-29032017_%20TCS%202016%20in%20Europe%20Re
port.pdf 

未來十項建議網址：

http://www.ensh.org/docs/267-29032017_TCS%20Postcard%202016.pdf 

 

 維也納第 25 屆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研討會之無菸會前會 

愛爾蘭衛生部 Fenton Howell 博士以赤裸裸的統計數字為會前會開場：「每 2
個吸菸的兒童就有 1 個會成為吸菸者，每 2 名吸菸者將有 1 名會死於菸草相關疾

病」。 

全球網絡與奧地利健康促進醫院網絡合作之無菸會前會「未來新路徑 - 回
顧過去與展望未來」於第 25 屆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前在 4 月 12
日舉行。該會前會共吸引來自全球 14 個國家（奧地利、愛沙尼亞、芬蘭、德國、

瑞典、挪威、愛爾蘭、加泰隆尼亞-西班牙、瑞士、以色列、韓國、沙烏地阿拉

伯、臺灣和維多利亞-澳大利亞等）的 50 名與會者。 

菸草與酒精控制部國家菸草控制顧問 Howell 博士宣稱，赤裸裸的統計數字

顯示「健康照護專業人員有明確的挑戰和照護的義務」，並呼籲健康照護服務機

構採取行動並執行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奧地利聯邦衛生部 Franz 
Pietsch 博士概述奧地利藉由實施菸草控制框架公約實現之進展和成就。 

該會議主辦全球網絡金獎論壇活動。金獎論壇活動針對來自不同文化和立法

背景的各健康照護服務機構，認可其高度實施全球網絡 8 大標準。動機和靈感來

自於金獎論壇會員分享的許多最佳實踐案例和經驗。2017 金獎論壇活動主要學習

課題為在一開始最高階層的承諾是極其重要的，在各階段領導都是關鍵的要素，

所有健康專業人員參與菸草管理是品質照護的必要元素 
最後的訊息強調健康照護服務參與及與公共衛生和其他菸草控制者共事之

重要性，因為「我們一起更壯大」。下一屆 2017/2018 全球金獎選拔將於 6 月份開

始，將進一步與義大利波隆那舉辦之第 26 屆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研討會無菸會前

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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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亞報告贏得菸草素面包裝的里程碑貿易案例 

菸草公司反對素面包裝，因為他們知道它是有效的。根據華盛頓特區媒體報

導，世界貿易組織（WTO）裁定，澳大利亞的開創性法律要求菸草製品素面包裝

並不違反國際貿易和智慧財產協議。 

無菸兒童運動已發布一則新聞稿，以便快速傳播在全球打擊菸草使用此一潛

在的勝利里程碑及徹底擊敗菸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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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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 

106 年度糖尿病友健康照護列車 IN 中山 

邁向基醫二甲子系列活動~莫忘初衷、重返榮耀 
 

 高雄榮民總醫院 

糖尿病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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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0 日、106 年 8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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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0 日(星期一) 上午 9 時至 10 時 化放療前後的飲食原則 
106 年 8 月 14 日(星期一) 上午 9 時至 10 時 大腸癌用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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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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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3 日、106 年 8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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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3 日(星期四) 上午 10 時至 11 時 夏季冰品冷飲 
106 年 8 月 10 日(星期四) 上午 10 時至 11 時 下背痠痛運動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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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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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9 日、106 年 8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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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9 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至 3 時 肩頸痠痛運動保健 
106 年 8 月 23 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至 3 時 中秋節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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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邁向基醫二甲子系列活動～莫忘初衷、重返榮耀 
--106 年健康照護服務網座談會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基隆市 
          榮民服務處 

時  間：106 年 7 月 19 日(星期三)上午 8 時至 12 時 40 分 (暫定) 

地  點：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七樓第二會議室 

活動內容： 

日期 時間 內容說明 

106 年 7 月 19 日 

(星期三) 

8:00-9:00 報到(護理人員血壓血糖檢測) 
9:00-10:30 榮民權益宣導及研討 
10:30-10:40 休息 
10:40-12:40 醫療健康促進專題研討 

※參加對象：基隆市信義區、仁愛區社區榮民(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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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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民總醫院 

糖尿病友會 

主辦單位：高雄榮民總醫院糖尿病衛教室、營養室 
時    間：106 年 7 月 8 日(星期六)上午 8:00-12:00 
地    點：高雄榮民總醫院 

活動內容：糖尿病飲食講座 

※費  用：免費 
※報名方式：於高雄榮民總醫院糖尿病衛教室填寫報名表 

※連絡電話：07-3422121 分機 7297 (董蘭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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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低碳醫院節能減碳輔導作業」，邀請您來加入! 
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出，醫院是最高耗能的產業之一，為協助醫療

產業減緩對環境的影響，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以下簡稱本署)於 2010 年

開始推動環境友善醫院行動。為協助醫院採行並落實推動低碳行動，本年

度委託「有新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有新科技)」執行輔導國內

醫院推動節能減碳工作，提供有意願的醫院申請專家輔導服務，相關活動

資訊如下： 
(一)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7 月 7 日，額滿為止。 
(二)參選資格:健康促進醫院與環境友善國際委員會之國內會員醫院。 

     (三)聯絡窗口： 
1.有新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黃仲祺先生，電話：02-2378-3588#108，

e-mail：chi801126@gmail.com。 
2.有新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吳虹蒨小姐，電話：02-2378-3588#106，

e-mail：wuhchu@gmail.com。 
3.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慢性疾病防治組 宋宏方先生，電話

02-2522-0727，e-mail：honestman31702@h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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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健康促進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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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健康署105年健康促進醫院典範選拔~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六個月生活型態介入對醫院糖尿病前期員工之成效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