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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各位健康促進醫院夥伴們，大家好。 

本學會今年度承辦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6 年度健康醫院典範暨創意計

畫選拔」活動，以提升醫院健康促進管理政策與專案計畫之發展與落實為宗旨並

表彰健康醫院典範與創新案例，鼓勵院際間的標竿學習。此外，為瞭解各醫院在

健康醫院之推動情形，學會透過建立「健康醫院評估指標」之電子表單蒐集平台，

邀請各院於 8 月 31 日前上網填報相關數據。有關健康醫院典範暨創意計畫選拔

方案及健康醫院評估指標相關資訊，請至學會網站最新消息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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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假

義大利波隆那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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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九月底開放線上投稿，更多關於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研討會訊息，請

參閱「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專欄。 

今年適逢學會成立十週年，為感謝國內健康促進醫院會員十年來的共同努力，

學會將首度與國際組織 GGHH(Global Green and Healthy Hospitals)合作，於 10 月

20 日至 21 日舉辦 2017 年健康促進醫院研討會暨臺灣健康醫院學會會員大會。今

年會議將以「許一個健康的未來」為主題，特別邀請 Jürgen M. Pelikan (Director, 
WHO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Health Promotion in Hospitals and Health Care)及
Hanne Tønnesen (CEO of International HPH Secretariat)兩位國外專家分別針對「健

康識能與健康促進醫院之應用」與「臨床健康促進之機會與挑戰」進行專題演講。

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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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健康醫院學會成立前只有五家醫院各別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

網絡會員。有鑑於健康促進是世界醫療體系未來的潮流，加上臺灣高齡化社會的

快速成長以及醫療資源浪費增加，2007 年臺灣健康醫院學會正式成立，以提昇國

內醫療品質與健康促進文化為宗旨，當時吸引 28 家醫院同時加入。 

健康促進是一個新的概念，多數醫院不知道有組織有系統化的執行。雖然有

了標準但是仍然需要建立一個模式讓大家標竿學習。依據渥太華憲章五大行動綱

領最後一項也是最重要的「調整健康服務方向」，將醫院角色由傳統的以治療為

主轉變為以健康促進為主。 

互相交流與學習是推展健康促進的一個動力，當時學會有一個共識就是未來

每年年會推選一家典範醫院作為大家標竿的對象。由於健康促進並不像健保體系

有財務的支持，如何讓更多的醫院瞭解健康促進的重要性並有意願參與是非常重

要的。學會認為政府高層的支持可以增加誘因並使臺灣健康促進醫院網絡蓬勃發

展。所以每年年會皆邀請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或者衛生署長親自把這個重

要的奬項頒給得奬醫院，讓獲獎者與有榮焉。 

我們發現剛開始的時候有宗教背景的醫院做得最好，慢慢轉移成私立醫院，

最近幾年公立醫院亦急起直追。另一方面，起初中小型醫院做得比較好，目前慢

慢變成大型的醫學中心獲獎，可能因為資源較多，加上這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吸

引醫學中心加入。各層級醫院平衡發展並良性競爭有助於健康促進醫院的整體推

動。 

典範奬的選拔活動原先由學會主辦，最近幾年改由國民健康署以專案計畫方

式持續推動，審查也由初審、複審再加上實地訪視共三個階段，産官學三類委員

以更客觀嚴謹的方式推舉典範醫院，結合理論與實務以及政策面的全面發展。 

學會成立十年篳路藍縷，我們期待健康促進的推動由原先嘉年華式的活動轉

化為學術性的研究，藉由典範奬展現每一個健康促進醫院著重方法與成效並且建

立臺灣自己的實證醫學以因應高齡化社會的來臨。 

健康促進醫院典範獎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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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衛生福利部政策，將認證訪查機制進行簡化、優化、日常化之調整，未

來也將配合健康醫院認證，整合健康促進、高齡友善、無菸醫院及低碳醫院辦理

健康醫院典範選拔，希望通過認證之醫院踴躍提出申請，爭取榮耀。 

                                             社團法人臺灣健康醫院學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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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術短文或摘要 
 

 職場員工健康狀況與健康促進議題需求之探討 

 
邱孟瑩 1、周婉芸 1, 3、楊逸菊 1, 2* 

1 國泰綜合醫院社區醫學科 
2 國泰綜合醫院家庭醫學科 

3 國防醫學院生命科學研究所 
 

摘要 
本研究調查職場員工的健康狀況與健康議題需求，期望建立其正確健康知識

與行為。研究對象共71位，健康篩檢異常排序為膽固醇異常，其次為血糖異常及

腹部肥胖。健康議題需求排序為營養教育課程、CPR急救教學及醫學教育講座。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health status and health need of employees in the 

workplace, and expects to establish health knowledge and behavior. A total of 71 
subjects took the health examination, and the result was found to have an elevated risk 
for high cholesterol, impaired blood sugar and abdominal obesity. The top three health 
need included nutrition education, CPR program and medical related education 
courses. 
 

前言 
健康促進(health promotion)的概念於 1970 年代起開始受到重視，健康促進可

以在不同的場域中推動，常見的有學校、社區、醫院及職場，其中工作場所是最

適合施行健康促進活動的地方。一般人一天至少耗費三分之一時間在職場上，因

此職場上實施健康促進與健康管理計畫對於「全民健康」目標應具有正面與積極

的助益。1995 年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特別針對職場提

出「職場健康全球策略」(Global Strategy on Occupational Health for All: Way to 
Health at Work)，主張所有的工作者都擁有職場健康的權利(WHO, 1995)。 

學術短文或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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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自 1999 年起即不再以職業傷病防治自限，而提昇至健康

促進領域，積極推動職場健康營造(行政院衛生福利部，2001)。職場健康促進計

畫除了提供健康教育課程外，通常包括健康風險評估以及體適能、戒菸、減重、

飲食改變、壓力管理等方案課程(鄭尊仁，2000)。台北市政府衛生局於 2001 年推

動職場健康促進計畫(許君強，2005)，包括無菸職場與健康體能。 
對政府行政單位而言．在職場施行健康促進，可藉由公司組織的資金與同事

間團體的力量，營造健康的環境與培養健康習慣，再由員工影響其家人，形成健

康行為擴散的效應。對企業組織而言，不但可提升員工個人的工作績效，減少員

工因病曠職所造成的生產力損失，提高員工注意力，也可能使員工對企業更加忠

誠，進而有效達成企業的經營目標。對員工個人而言，則可經由雇主提供的健康

促進計畫獲得實際的「個人健康與成長」，勞動不再是剝奪個人健康之源頭，反

而成為累積健康資本之場所，此舉無疑是個人、企業、政府三贏的健康保健策略。 
根據調查，2006 年台灣地區 41-60 歲有將近二成(19% )的企業菁英已罹患代

謝症候群。企業菁英因年齡與生活型態，導致罹患率較一般民眾的 15% 為高(千
禧之愛基金會，2006)，突顯出職場健康管理的重要性，企業菁英應及早重視及

控制代謝症候群，否則可能提早面對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困擾終身的慢性疾病。

本研究期望透過了解職場員工健康狀況，以及其對健康議題之需求，針對職場員

工規劃並推行健康促進計畫，以建立職場員工正確健康知識與行為。 
 

方法 
以健康篩檢結果與結構式問卷作為研究工具。健康篩檢內容為血壓、血糖、

總膽固醇、腰圍、身高與體重；問卷內容為個人基本資料、個人生理因素、個人

社會因子與依據族群設定之健康議題。本研究健康議題量表每題均有5個選項，

分別為「非常喜歡」、「喜歡」、「普通」、「不喜歡」及「非常不喜歡」等。

本量表皆為正向題，在計分方面，以「非常不喜歡」的選項為基準，以1分計算，

「不喜歡」為2分，「普通」為3分，「喜歡」為4分，「非常喜歡」為5分，得分

越高表示對健康議題越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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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進行健康篩檢且有填寫健康議題問卷之總受檢人數為71人，研究對象基本資

料如表一所示，女性占大多數，有44位，佔62.0%，平均年齡為35.0±7.4歲。平均

BMI為22.1，半數以上的人為健康體位，僅25.4%的人為過重或是肥胖。教育程度

多為大學及以下，佔60.6%。未婚者較多約53.5%。自覺健康狀況以尚可的為多。

在年齡、BMI、血壓、腰圍，不同性別間有顯著上的差異，男性平均年齡比女性

高七歲，BMI過重或肥胖的以男性為主，收縮壓與舒張壓男性皆高於女性，腰圍

部分男性亦高於女性。 
 

表一、研究對象基本資料與性別間之差異 (n=71) 
變項 所有研究對象 男 女 p值 
性別 71 (100) 27 (38.0) 44 (62.0)  
 平均數±標準差  
年齡 (歲) 35.0±7.4  39.5±6.9  32.3±6.3 <0.001 
BMI (kg/m2) 22.1±3.1  24.2±2.9  20.8±2.4 <0.001 
BMI組別    <0.001 

BMI＜18.5  7 (9.9) 0 7 (100)  
18.5≤ BMI＜24 46 (64.8) 13 (28.3) 33 (71.7)  
BMI ≥24 18 (25.4) 14 (77.8) 4 (22.2)  

腰圍 (公分) 75.5±10.1 84.7±6.5 69.8±7.4 <0.001 
血壓 (mmHg)    <0.001 
收縮壓 110.0±13.2 119.9±12.7 103.9±9.2  
舒張壓  72.2±10.1  78.9±9.9  68.1±7.8  

血糖 (mg/dL)*     
飯前血糖 100.0±16.6 102.0±14.8 99.0±17.5 0.50 
飯後血糖 98.4±5.3 98.5±5.0 98.3±6.7 0.98 

總膽固醇 (mg/dL) 185.3±30.3 188.3±27.8 183.5±31.9 0.52 
教育程度    0.51 
大學及以下 41 (60.6) 17 (41.5) 24 (58.5)  
研究所及以上 28 (39.4) 9 (32.1) 19 (67.9)  

婚姻狀況    0.10 
未婚 38 (53.5) 11 (28.9) 27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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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配偶或同居 31 (43.7) 15 (48.4) 16 (51.6)  
有無子女    <0.001 
有 25 (35.2) 15 (60.0) 10 (40.0)  
沒有 44 (62.0) 11 (25.0) 33 (75.0)  

自覺健康狀況    0.44 
優 4 (5.6) 2 (50.0) 2 (50.0)  
尚可 58 (81.7) 20 (34.5) 38 (65.5)  
不好 7 (9.9) 4 (57.1) 3 (42.9)  

*檢測飯前血糖者為61位；飯後血糖者為5位。 

 

健康篩檢結果顯示如表二，健康狀況依異常人數排序第一為總膽固醇，有18
人 (25.4%)，第二為血糖，有16人(22.5%)，第三為腰圍，有11人(15.5%)。其中有

三位受檢者為三高，血壓、血糖、總膽固醇皆異常，這三位受檢者為兩男一女，

自覺健康狀況皆為尚可，年齡分別為34、44、45歲，BMI有兩位是體重過重者。 
 

表二、受檢者健康狀況 
變項 異常人數

＊ 男 女 p值 
血壓  9 (12.7) 8 (88.9)  1 (11.1) <0.001 
血糖 16 (22.5) 7 (43.8)  9 (56.2) 0.58 
總膽固醇 18 (25.4) 7 (38.9) 11 (61.1) 0.22 
腰圍 11 (15.5) 6 (54.5)  5 (45.5) 0.93 
＊血壓異常為收縮壓>130mmHg或舒張壓>85mmHg；血糖異常為飯前血糖≥100mg/dL或飯後兩

小時血糖>140mg/dL；總膽固醇異常為>200mg/dL；腰圍異常為男性 >90cm、女性 >80cm。 

 

受檢者對不同議題的需求計算出來的平均分數如表三所示，最需要的健康議

題為營養教育課程，接著分別是CPR急救教學、教育講座、體脂肪測量、篩檢活

動、援助課程、時間管理課程、工作相關職業病預防以及戒菸戒酒課程。對健康

促進活動希望參與的方式為簡易篩檢(可現場知道結果)較多，活動時間以週間晚

上和週末上午為最方便，地點則為鄰近醫院。一年參與健康促進活動意願為1-2
次，能增長知識及得到免費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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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受檢者對健康議題需求分數 
健康議題項目 平均數±標準差 
體脂肪測量 3.6±0.6 
教育講座 3.7±0.1 
援助課程 3.6±0.1 

營養教育課程 3.9±0.1 
篩檢活動 3.6±0.1 

戒菸、戒酒課程 3.0±0.8 
工作相關職業病預防 3.4±0.7 

時間管理課程 3.6±0.8 
CPR急救教學 3.7±0.8 

「非常不喜歡」1分，「不喜歡」2分，「普通」3分，「喜歡」4分，「非常喜歡」5分，得分

越高表示對健康議題越重視 
 

討論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於2007年正式公告以下五項危險因子中若包含三項

以上者即可判定為代謝症候群。(1)腹部肥胖：(腰圍:男性≥90cm、女性≥80cm)。 (2)
高血壓：收縮血壓(SBP) ≥130mmHg/舒張血壓(DBP) ≥85mmHg。(3)高血糖：空腹

血糖值(FG) ≥100mg/dl。(4)高密度酯蛋白膽固醇(HDL-C)：男性<40mg/dl、女性

<50mg/dl。(5)高三酸甘油酯(TG) ≥150mg/dl。 
代謝症候群之發生主要由於人口的老化，不良的生活型態，缺乏運動、高脂

等不當飲食、肥胖等因素所致。職場方面，每個職場員工的年齡和性別組成差異

很大，因此代謝症候群盛行率會有所不同。愈年輕、女性所佔比率愈高的職場，

盛行率愈低(謝芳傑等人，2012)。本研究71位受檢者平均年齡為35歲，女性佔62.0%，

其中在血壓、血糖、總膽固醇及腰圍四項中有三項異常以上人數僅有4人(5.6%)，
與上述文獻相符合。研究結果顯示男性血壓比女性來得高，可能原因為一般年輕

女性血壓通常較低；腰圍部分男性雖然比女性高，但其在異常比率並無顯著上的

差異。 
 

結論 
疾病常因為無明顯症狀而忽略。依職場員工感興趣的議題舉辦健康促進活動，

增加員工參與率，使職場員工重視自我的健康狀況，進而改變原先不良的生活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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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建立良好的社會風氣與生活型態。依據本研究健康議題調查結果，針對職場

員工可以在鄰近醫院辦理簡易篩檢活動，使員工瞭解自己的健康狀況，再進一步

舉辦營養教育課程、CPR急救教學及教育講座相關的健康促進議題活動，並可以

提供活動資訊以及政府或是國家機構的健康資訊網站資料，進行健康促進活動。 
 

參考文獻 
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企業菁英代謝症候群調查。

http://www.1000-love.org.tw/user/article.aspx?SNo=0000608。引用：2016/9/22。 
周昱劭、楊奇儒、黃名男等人：職場中代謝症候群之現況－北台灣一家醫學中心

勞工體檢經驗。中華職業醫學雜誌2008；15：67-78。 
許君強：台北市健康促進事業發展史。學校衛生2005；46：79-94。 
鄭尊仁：工作場所健康促進介入模式計畫。行政院衛生署89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2000。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成人(20 歲以上)代謝症候群之判定標準(2007 台灣)。
http://www.hpa.gov.tw/BHPNet/Web/HealthTopic/TopicArticle.aspx?No=200712250
123&parentid=200712250023。引用：2016/9/22。 
謝芳傑、蘇郁喬、湯豐誠：代謝症候群職場健康促進實務。工業安全衛生 2012；
276：38-4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al Strategy on Occupational Health for All: Way to 
Health at Work. Geneva,WHO.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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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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CC HPH 網絡最新消息 

 徵求參與標準執行與監測任務小組 

親愛的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夥伴們： 

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秘書處僅代表任務小組主席 Dr. Manel Santiñà 致函正

式徵求參與標準執行與監測任務小組。該任務小組已於 2016 年 6 月美國紐哈芬

健康促進醫院會員大會被認可。 

目前，新標準更新已進入最後階段，因此我們欲邀請各位健康促進醫院與照

護機構專家參與這些新健康促進醫院標準執行與監測之進一步工作。 

我們希望有許多人有興趣參與任務小組之工作，並從不同地區、國家及區域

中提供您們豐富的專業知識。 

欲參與者請致信給 Dr. Manel Santiñà：MSANTINA@clinic.cat 
  

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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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HPH 通訊第 86 期，2017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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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科學委員會現正研擬大會廳

演講之議程。主題為「實現改變之健康促進策略：以實證為基礎之政策與實務」。

研討會將於 2018 年 6 月 6 日至 8 日在義大利波隆納舉辦。 

主辦單位為義大利 Emilia-Romagna 健康促進醫院區域網絡。 

請開始思考欲投稿之摘要。如同往年，將於九月底開放線上投稿。論文摘要

將聚焦於與健康促進醫院相關主題及與研討會主題相關之投稿。進一步資訊請見

研討會網站： http://www.hphconferences.org/bologna2018 

 

 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 

維也納第二十五屆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之無菸會前會-
簡短摘要 

每兩個吸菸的兒童就有一個會成為吸菸者，每兩名吸菸者將有一名會死於菸

草相關之疾病。 

愛爾蘭衛生部 Fenton Howell 博士於 2017 年 4 月 12 日無菸會前會「未來新

路徑−回顧過去與展望未來」報告此統計數字。 

Howell 博士說道「明確的挑戰與照護的義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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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TC)。奧地利聯邦健康與婦女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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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無菸會前會是由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與奧地利健康促進醫院網

絡共同主辦，共吸引來自全球 14 個國家(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奧地利、愛沙尼亞、

芬蘭、德國、瑞典、挪威、愛爾蘭、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瑞士、以色列、韓國、

沙烏地阿拉伯和臺灣)的 50 名與會者。 

於下午的金獎論壇活動中，來自不同文化和立法背景的各健康照護服務機構

展示其高度實施全球網絡 8 大標準之情形。動機和靈感來自於金獎論壇會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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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許多最佳實踐案例和經驗。 

主要課題為： 

•最初高層的承諾至為重要。 
•各層級領導力為關鍵因素。 
•菸草管理必須被健康專家認可為提供高品質治療與照護服務之照護義務。 

關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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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會更壯大」。 

下一屆 2017/2018 全球金獎論壇將於 2017 年 6 月份開始。而且，規劃與第

26 屆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之主辦單位-義大利 Emilia-Romagna 健
康促進醫院網絡合作，同時在波隆那舉辦無菸會前會。 

如果您想進一步瞭解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請見：www.ensh.org 
 

 國際醫療無害組織−智慧氣候健康照護- 

世界銀行與國際醫療無害組織聯合報告 

五月底，世界衛生大會期間發佈標題為「智慧氣候健康照護：低碳與衛生部

門彈性策略」之報告。該報告為每個國家衛生系統建立新架構，協助各國處理氣

候變遷。 

目前僅有少數國家有測量其碳足跡。然而，在報告中提供廣泛地全球健康照

護機構排放量之初估值。尤其，該報告指出於 2011 年健康照護機構產生的溫室

氣體佔全球的 5%，相當於 26 億噸之二氧化碳。 

報告之主要發現列舉如下： 

 由衛生部門投資可負擔之減碳、以健康為焦點之可再生能源倡議、能源

效率、當地運輸系統、永續及安全用水、安全的廢棄物處理及購買當地

和永續生產之食品。 
 共同利益如藉由減少環境污染及氣候變遷改善健康，更有效率及低成本

之衛生系統及更強之地方經濟。 
 衛生系統可藉由投資以下兩項建立氣候彈性：(a)強化衛生系統為氣候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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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環境與健康影響做準備；(b)疾病特異反應以應付與氣候變遷相關疾病

之變化負荷。 

該報告與提議之架構也許和您的工作相關，請見：

https://noharm-global.org/articles/news/global/new-world-bank-report-calls-health-sec
tor-leadership-climate 

 

 健康促進醫院與健康識能機構工作小組逐漸成長且更加國際化– 
最新消息 

也許您還記得在2016年12月份發行的第83期健康促進醫院通訊中所提及，

兩個新興的工作小組已被健康促進醫院監理委員會認可。其中一個新成立的小組

為「健康促進醫院與健康識能健康照護機構(HPH and Health Literate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 (HPH & HLO)」。 

自此小組被認可後，許多健康促進醫院與健康識能和健康識能機構領域的專

家均同意參與該小組。於 2017 年 3 月 13 日首度召開線上會議，旨在認識小組成

員及釐清對於工作小組之期待。 

下一步，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WHO-CC-HPH)於維也納舉辦之第 25
屆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研討會中舉辦健康促進醫院與健康識能機構工作坊。約有 15
位來自各國的參與者出席，並對該議題提出許多具有熱情與建設性的探討。此外，

這個工作坊也激發另外 5 位成為工作小組的成員。因此，現在的小組成員如下：

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德國、以色列、義大利、挪威、瑞士及臺灣。再者，

在幾週前，工作小組正式上線！若想了解更多與工作小組相關的資訊，權限及其

成員等，請見： 

http://www.hphnet.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374:h
ph-and-health-literate-health-care-organizations 

 

 健康促進醫院與病人家屬參與健康照護工作小組 
受到核可之後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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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全世界對於與病人及其家屬建立夥伴關係在健康照護、服務提供及品

質改善努力方面有許多探討。因此，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便採納這些進展於去

年夏天發表與病人、病人家屬及民眾建立夥伴關係，以提高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

服務表現之紐哈芬建議

(http://www.hph-hc.cc/fileadmin/user_upload/HPH_Declarations/New-Haven-Recom
mendations.pdf) 

此外，美國為了提高病人及病人家屬參與健康照護之認知和執行，國家醫學

學術學會(NAM)，也就是過去的美國醫學研究院(IOM)及 Planetree 發展一個廣泛

架構，以實施和維持病人與病人家屬參與健康照護之文化。有關該架構的更多資

訊詳見本期刊物單元。 

雖然國家醫學學術學會的指南架構在美國受到數據及實務的高度支持；然而，

「健康促進醫院及病人與病人家屬參與健康照護(PFEC)」工作小組的宗旨為讓其

他國家，尤其是健康促進醫院會員能夠熟悉此概念及基本原則、架構及實務，並

能夠成功採納及轉譯此概念和架構至其他健康照護項目中。此外，工作小組的目

標是要將與 PFEC 相關之元素與紐哈芬建議做結合。 

與健康促進醫院與健康識能機構工作小組相同，這個工作小組成立後，也鼓

勵許多人加入。他們來自澳大利亞、奧地利、愛沙尼亞、德國、挪威、波蘭及美

國。除了健康促進醫院外，這個小組也鼓勵病友團體加入。於 2017 年 3 月舉辦

第一次線上會議，藉以進行小組成員間的交流。第二次的線上會議將於第 26 屆

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研討會舉行，期望儘可能凝聚至多的成員。此外，這個會議也

期望能鼓勵更多人加入工作小組。下一步，小組成員們也同意作為紐哈芬建議與

美國國家醫學學術學會之橋樑。 

若您對於該小組想要有更深的了解，您可以聯絡該小組的主席 Susan B. 
Frampton Email：sframpton@planetree.org 或您可以參考以下網站：

http://www.hphnet.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373:hph-a
nd-patient-and-family-engaged-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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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ENSH-Global)最新消息 

 菸草產業企圖與永續發展目標有關 

今年世界無菸日主題為「菸草–發展之危脅」。 

非洲菸草控制聯盟(ATCA)警告，菸草產業企圖與永續發展目標有所關聯。一

篇 2017 年 2 月 13 日發行的線上菸草產業雜誌「Tobacco Reporter」的文章宣布，

今年 5 月 Meridian 菸草公司將於烏干達正式開幕。根據該文章，該公司將投注於

農作物與林業開發等社會責任計畫。 

非洲菸草控制聯盟(ATCA)極力主張全世界所有菸草控制公民社會組織密切

監控菸草產業並譴責任何想要將自身與永續發展目標做連結之企圖，尤其是在

2017 世界無菸日的盛典上。 
連結以下網址瀏覽 ATCA 之作為及全文：

http://atca-africa.org/en/tobacco-companies-attempt-to-associate-with-the-sustainable-
development-goals-sdgs  
 

 世界衛生組織世界無菸日新聞稿 

日內瓦–消滅菸草使用的行動可幫助各國預防數百萬民眾罹患或死於菸草相

關疾病，對抗貧窮；根據第一個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此行動也減緩環境惡化的

程度。 

世界衛生組織主任–Margaret Chan 博士指出「菸草對於每個人都是一種威脅」。

「菸草的使用加劇貧窮，降低經濟產能，導致貧困家戶食物選擇之限制，亦造成

室內空氣的污染。」 

第一個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菸草與其環境影響概論也顯示菸草對於自然環

境之影響，包含： 

菸草所揮發的氣體含有 7000 種有毒化學物質，會造成環境的污染，包含人

類致癌物質。 

吸菸的排放物，含有數千噸人類致癌物質、毒物且會排放溫室氣體至環境中。

菸草廢棄物也是全球垃圾量的最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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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約有一百億至一百五十億的香菸被販售，並棄置於環境中。 

在沿岸或城市所清掃的垃圾中，菸蒂佔 30-40%。 

新聞稿：2017/05/30 2017 世界無菸日：為健康、繁榮、環境與國家發展，一

起對抗菸草。 
 

 全球發現，年輕的吸菸者渴望戒菸 

疾病管制署最近於發病率與死亡率周報中發表一篇文章，分析橫跨六個世界

衛生組織地區，61 個國家的全球年輕吸菸者調查(GYTS)資料。文中調查 2012 年

至 2015 年，13 至 15 歲學生吸菸率及渴望戒菸之盛行率。 

完整文獻來源：Arrazola RA, Ahluwalia IB, Pun E, Garcia de Quevedo I, Babb S, 
Armour BS. Current Tobacco Smoking and Desire to Quit Smoking Among Students 
Aged 13–15 Years — Global Youth Tobacco Survey, 61 Countries, 2012–2015. 
MMWR Morb Mortal Wkly Rep 2017;66:533–537. 

補充資源：想要閱讀更多關於 MPOWER 措施(英文、俄文、中文、法文及西

班牙文)，請參考以下網址：http://www.who.int/tobacco/mpower/publications/en/ 
 

 請查閱我們的臉書專頁！ 

若想追蹤即時新聞與報告，請查閱我們的臉書專頁！報導與報告如： 

世界衛生組織公告 30 歲以上的死亡中，有 12%是吸菸所致。向菸說不！ 

世界最大的菸草公司，欲獲得好的輿論，竟背道而馳的停止製造或行銷菸草！

這是人權組織給菲利普莫里斯國際，也就是 Marlboro 製造商的建議。 

吸菸會危害您的雙眼。戒菸可停止這種損害幫助維持視力狀況 (並且改善夜

視力)。 

53 家最主要的金融機構，象徵 3.8 兆美金，呼籲大眾在 2017 年世界無菸日

支持菸草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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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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健康講座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106 年工藝品展．發現木石之美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榮總社區運動班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2017 高醫「防骨鬆 樂享瘦」健康路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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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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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1 日(星期一) 上午 9 時至 10 時 副作用的飲食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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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4 日、106 年 10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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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4 日(星期四) 上午 10 時至 11 時 中秋節飲食 
106 年 10 月 12 日(星期四) 上午 10 時至 11 時 肩頸痠痛運動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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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0 日、106 年 10 月 18 日(下午 2 時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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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 20 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至 3 時 下背痠痛運動保健 
106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至 3 時 血糖與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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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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健康講座 

主辦單位：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社區醫學部 

時  間：106 年 9 月 17 日(上午 10 時至 12 時) 

地  點：臺安醫院健康管理大樓四樓演講廳 

活動內容： 

日期 時間 內容說明 

106 年 9 月 17 日(星期日) 上午 10 時至 12 時 常見運動傷害之預防及保

健、正確的運動觀念 
※參加對象：一般社區民眾  

※費  用：完全免費 

※報名方式：電話報名、Email 報名 
※連絡電話：02-2771-8151 轉 2760 (劉華婷管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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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106 年工藝品展．發現木石之美 

主辦單位：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企劃室 

時  間：106 年 9 月中旬至 107 年 8 月 週一至周五 8:00-17:00 
地  點：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及板橋院區 

活動內容： 

展出日期： 展出時間： 參加對象： 活動地點： 

106年 9月中旬至

107年8月 
週一至五

8:00-17:00 

(1)在地及就醫民眾 
(2)住院病患及陪同家屬 
(3)來院貴賓及外賓 
(4)全院員工及志工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三重及板橋院區 
展出空間/地點： 
三重院區： 
舊棟2F~6F(電梯旁) 
5F健檢中心VIP室； 
板橋院區：門診2F  

現場特別小活動：現場填寫健促問卷可獲限量神秘小禮物，請洽活動窗口 

※參加對象：不受限  

※費  用：免費參觀 

※連絡電話：(02)2982-9111 分機 3615 
※如有意購買請洽活動窗口取得收藏家聯絡資訊，本院不介入銷售，其所得 1/5
將捐贈本院作為公眾服務。 

※本展覽為公眾服務性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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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榮總社區運動班 
主辦單位：高雄榮民總醫院家庭醫學部 
時  間：106 年 9 月 1 日至 106 年 10 月 31 日 
          每週二、五，晚上 07:30 至 08:30(國定假日暫停) 
地  點：高雄市左營區福山國小穿堂(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 99 號) 
活動內容： 

期間 時間 內容說明 
106 年 9 月 1 日(星期五) 

至 
106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二) 

每週二、五 
晚上07:30至08:30 有氧韻律 

※參加對象：社區民眾 
※費  用：完全免費 
※報名方式：現場報名 
※連絡電話：07-3422121#4907 1jhorng@vghks.gov.tw 家庭醫學部 洪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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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2017 高醫「防骨鬆 樂享瘦」健康路跑 
主辦單位：高雄醫學大學、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台灣骨質疏鬆照護

協會、高醫骨質疏鬆照護病友會、高醫體重管理中心、台灣減重教育

發展協會籌備會 
時    間：106 年 10 月 15 日(星期日)上午 5:00-11:00 
地    點：高雄醫學大學 
活動流程： 

時   間 活 動 項 目 

05：00 參賽者集合、寄物 

06：10 開幕式(來賓致詞、路線及規則說明) 

06：25 大會暖身操 

06：30 21K 挑戰組 鳴槍起跑 

06 : 45 10K 健康組鳴槍起跑 

07：00 5K 休閒組鳴槍起跑 

07：30 節目表演開始 

08：30 各項組別開始頒獎，5K 組比賽結束(限時 1.5 小時) 

08：45 10K 組比賽結束(限時 2 小時) 

10：00 21K 組比賽結束(限時 3.5 小時) 

11：00 活動結束 

※費  用： 
項目 賽事距離 報名人數 報名費 備註 

挑戰組 21K 1500 人 800 元 晶片 100 元另計 

健康組 10K 2000 人 600 元 晶片 100 元另計 

休閒組 5K 1500 人 500 元   

※報名方式：Email 至 ivywendy@gmail.com  
 需填寫資料：姓名、生日、身份證字號、連絡電話、email、通訊地址、衣

服尺寸、緊急聯絡人、電話、關係及繳費方式 
 報名年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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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組(年齡限制 18 歲(含)以上) 
健康組(年齡限制 8 歲(含)以上)需家長陪同 
休閒組(年齡限制 5 歲(含)以上)需家長陪同 

未滿 18 歲參賽者須家長同意書(點此下載： ；填寫後請寄至：jack567777@gmail.com) 

※連絡電話： 
 活動聯絡人：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體重管理中心 

  黃雅瑋 0981-886-569 
  高雄市步輪鐵輪運動休閒協會 
  嚴浩銘 理事長 0981-226-659 
  宋品儀 秘書 0988-778-332 

※其他詳細資訊請參考： 
file:///Users/ivyhuang/Desktop/2017 高醫防骨鬆樂享瘦健康路跑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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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回饋E-journal閱讀心得或建議至學會信箱hphtwmail@gmail.com
mailto:jack567777@gmail.com
mailto:hphtwmail@gmail.com
http://bao-ming.com/eb/Upload/activity/1398-d5fb25fc77ba7c059722df3f98a13dd9/files/AGREEMENT.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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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6 年度健康傳播素材徵選活動」，邀您來參與! 
為促進全民智慧健康生活與強化大眾健康識能（Health Literacy），期望

透過健康議題倡議（media advocacy），帶動產官學民關注健康促進與預防

醫學重要性，以支持個人從事健康行為。全國各地方政府衛生局（所）、醫

療院所、照護機構及大專院校之師生等相關專業單位之個人或團體均可參

加。觀點進行健康識能友善教材之徵件活動（如：平面類（單張、海報、

手冊）及影音類（動畫、影片）等）提升各界活化運用。相關活動資訊如

下： 
(一)徵選日期：即日起至 106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一）止。 
(二)聯絡窗口：02-25220586，高先生。 

     

 

   政府健康促進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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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衛生福利部政策，將認證訪查機制進行簡化、優化、日常化之調整，未來也將配合健康醫院認證，整合健康促進、高齡友善、無菸醫院及低碳醫院辦理健康醫院典範選拔，希望通過認證之醫院踴躍提出申請，爭取榮耀。
	 職場員工健康狀況與健康促進議題需求之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