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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的話： 

各位健康促進醫院夥伴，新春愉快！在這邊祝福大家十全十美，好運旺旺，

平安健康。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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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彙集歷年健康促進醫院典範暨創意計畫選拔獲獎之經驗，出版臺灣健康促進

醫院專輯，可做為其他醫院之借鏡，加速臺灣健康促進醫院的紮根與成長，並鼓

勵創新與標竿學習。 

另外，學會承接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6 年健康醫院認證計畫」，截至去

年底，共有 98 家醫院完成「健康醫院認證」之實地訪查。今年度持續承接該計

畫，預計於三至四月份辦理「健康醫院認證說明會」，並規劃於五至十一月進行

實地訪查作業，相關作業說明已公告於網站。 

第二十六屆世界衛生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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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於義大利波隆那舉辦，主題為「實現健康服務重新定位之健康促

進策略：以實證為基礎之政策與實務(Health promotion strategies to achieve 
reorientation of health services: evidence-based policies and practices)」，投稿結果將

於 3 月 30 日(五)公佈，初步調查今年度投稿之論文篇數高達 205 篇。2017 健康

促進醫院國際網絡競賽亦已開放報名，今年僅徵求 WHO 健康促進醫院標準傑出

實踐獎參賽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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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家。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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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時請欲參加組團的會員踴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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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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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醫院介紹 

~國民健康署 106 年健康醫院典範選拔~ 

典範獎(B 組)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自87年由高雄市政府委託高雄醫學大學經營，除首開高

雄市立醫院公辦民營之先例，亦為國內第一家委由「醫學中心」經營的公辦民營

醫院，提供南高雄地區居民一個醫學中心水準的醫療責任與角色，積極落實提供

全人照護服務、臨床教育與醫療科技研究之經營宗旨，深信以「CARE-團隊合作

/承擔責任/尊重生命/提升效能」的團隊核心精神，致力達成港醫願景「成為最優

質的全人照護暨環境職業醫療特色醫院」。 

一、形塑全方位健康促進醫療機構 — 病人、家屬、員工、社區 

本院由院長擔任召集人，成立「健康促進推動委員會」，設有「職場健康促

進小組」、「員工健康促進小組」、「社區健康促進小組」、「病友健康促進小組」，

跨單位跨機構之功能性運作，整合社區資源，辦理健康促進活動，每年度編列

1,000 萬以上之年度預算，提供港醫員工、病人、社區、職場等健康促進計畫執

行，落實在地化、多元化、客製化的持續性健康促進網絡。 

除自 100 年起即為「國際健康促進醫院網絡團體會員」，101 年榮獲「國家

品質標章(SNQ)認證-整合性職場健康促進服務」、「國健署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

網絡認證-金獎」，102 年榮獲「高雄市健康促進醫院職場健康-典範獎」、「國健署

健康促進醫院典範 B 組-優良獎與友善職場獎」、「內政部友善建築評選-特優」、「高

雄市無障礙友善環境評選-特優」、「高雄市衛生局無菸醫院服務品質提升-績優醫

院」，103 年榮獲「高雄市衛生局社區健康營造肥胖防治議題-特優社區」、「國健

署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典範選拔-優良獎」、「高雄市健康促進-醫院職場健康績

優獎」、「高雄市親善哺集乳室競賽-優等獎」，104-105 年榮獲「國家品質標章(SNQ)
認證-職災勞工職業重建服務」、「國健署國際低碳醫院團隊合作-最佳案例獎」、「高

得獎醫院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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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國際志工日才藝競賽-冠軍」、「高市無菸醫院服務品質提升計畫-優良醫院甲

等獎與績優衛教師」、「天下企業公民獎-CSR 小巨人第 4 名」、「2016 TCSA 台灣

企業永續獎-NGO 非營利組織金獎」等多項各界健康促進相關榮耀與肯定。 

二、建構健康促進特定空間及設施—附有『員工體適能中心』 

本院推廣職場健康促進與社區相結合，配合本院醫療資源，提供民眾及院內

員工特定之健康促進空間及設施，如：「員工體適能中心」、「員工社團活動場地

補助」、「社區健康教室」、「民眾三高運動走廊」、「杏林綠廊」、「杏林藝廊」、「陽

光走廊」、「健康樓梯」、「社教館場地」、「運動會場地」及「各類大型會議室」等，

期望能培養院內員工與社區民眾自主性的健康生活態度，達到每一個人身、心、

靈之健康狀態。 

三、將病人健康促進相關評估導入服務流程中 

自小港醫院入院「自我健康評估單」起，住院「個案照護系統」，至出院「護

理評估紀錄」等服務流程中，以及針對特殊的病人群體，包括:糖尿病、腎臟病、

三高、肝病、手術、復健、戒菸門診等，具有辨識病人吸菸、BMI、飲酒、嚼檳

榔、營養等狀態「評估表單及預防保健評估系統」，及各項「臨床指引與衛教表

單」，並依據出院評估其健康促進需要，協助其心靈、經濟、家庭等問題及返家

後續照顧需求(如:安置、輔具、社會機構、居家環境改造等)等協助介入。 

四、積極推動員工健康職場 

小港醫院每年度提供的員工健康檢查除免費外，皆優於政府法令規定;員工福

利補助包含結婚補助、生產補助、喪葬補助等，員工、眷屬、家屬至高醫體系機

構並享有就醫優待;自100年起，小港醫院成立「員工關懷文化推動小組」，統籌規

劃員工支持與健促服務，有效結合醫療專業資源，除每年度規劃員工旅遊、各項

社團活動、員工家庭日、健康路跑、龍舟、看電影等活動，使員工眷屬亦可感受

醫院照顧，並於院內設有「心理健康網」，提供同仁心靈上的諮詢與支持，讓員

工在上班時可全心投入工作崗位，並對醫院認同與肯定，也榮獲「教育部機關或

雇主推動員工帶薪學習制度-雇主類組-優等獎」、「高雄市友善職場-優良友善家族

核心企業」等多項高雄市友善職場肯定。 

五、導入人因工程及精實醫療優化員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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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關懷員工工作環境，於 105 年將人因工程環境設計結合於用藥安全改善

措施當中，藉由降低藥師疲勞進而改善藥品調劑錯誤率，達到就醫民眾與員工雙

贏的目的。 

本院積極推動智慧綠能醫療及友善職場工作環境，密集安排國內外參訪行程，

希望各單位能見賢思齊，將優秀的環境設計落實到醫療工作，同時也作為近期建

構小港第二期醫療大樓的試煉，105 年推動「兼顧員工健康與民眾用藥安全的

win-win 計畫-導入人因工程建構友善工作環境」，首發由最多機器手臂人的藥劑

科展現初步的人因工程設計創意成果，同時也是全台唯一全面將照明、噪音、CO2
濃度、工作台設計等人因工程納入藥局環境設計的醫院，其創意包括:伸手可及創

新調劑台、設置抗疲勞地墊、腰不彎工作桌、藥局淨呼吸、全視線調劑台、磨粉

減音訓練、導入專注力音樂訓練、藥局好好行、三點不漏放鬆操、減壓點心、揪

感心支援鈴、藥袋設計目視化管理等等。 

此次藥劑科導入人因工程的創意改善，不但獲得了醫療作業品質上的精進，

也獲得員工的熱烈迴響，友善工作環境設計是友善職場的基石，小港醫院的友善

環境觀念已落實於各單位，顯示其醫療品質的精進已由流程改善進階至硬體設計，

小港醫院在醫療品質上的努力值得予以肯定。 

此外，勤務人員為臨床單位第一線核心人物，常需接觸各項檢體、病理組織；

負責血品領送、化療藥物配送；最重要的是接送病人至全院各個角落，如放射科、

檢查室及手術室等，可說是醫院的導遊及宅急便，儼然成為機構中不可或缺的靈

魂人物，倘若勤務人員無法正確執行每項步驟及流程，則可能導致病人傷害，危

害病人安全。因此，於 105-106 年推動「運用人因概念及精實醫療提升勤務工作

安全及效率」，本院透過醫院環境分析、每日移動距離分析等，導入人因工程建

構友善工作環境，此專案改善後，不僅有效恢復勤務人員之職場彈力，更增進了

勤務人員的專業能力，有效預防傳送錯誤，進而提升勤務人員的工作士氣。因此，

在醫療院所的管理層面可利用雙向溝通、良好的訓練與演練、提供福利與休閒活

動、激勵等方式，員工將能提供病人更優質且正確的服務。 

六、配合當地衛生機關政策落實健康促進發展-關懷社區，醫療團隊走出去 

小港醫院健康促進計畫已遍及「員工健康管理」、「新住民外籍配偶照護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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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新住民兒童預防保健」、「社區弱勢族群關懷」、「高齡者健康促進」、「戒

菸防制」、「三高病患自主式健康管理」，以及各類「社區健康篩檢服務」等，甚

至落實當地環境職業與熱帶醫學特色，發展「勞工整合性職場健康促進服務」、「職

災勞工職業重建服務」、「登革熱整合式醫療照護計畫」等，104 學年度執行重點

更加拓展至「國際航空站設置港醫醫療與健康諮詢站」服務、及與教育局及小港

地區國中小合作「健康促進校園計畫」，105 學年度並規劃至「原住民老人日間關

懷健康促進活動據點」，在在顯示港醫每年度皆對於當地民眾健康需求作積極發

展。 

未來，小港醫院將全力發揮I-CARE的服務精神，滿足高雄市民的整體健康

需求，協助高雄市政府建構完善的健康與醫療服務網絡，高雄市立小港醫院除了

醫療服務外，「為了鄉親，我們更要努力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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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術短文或摘要 
 

 先驅性探討-門診護理專業形象多元化教學成果初探 

 
酒小蕙、謝玥媛、郭美明、張晴雯 

臺北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摘 要 

門診護理同仁是接觸病患的前線工作人員，服務態度及禮儀形象，可提升病

患的就醫滿意度，為提高新進同仁學習的興趣與學習成果，透過多元化的方法如

觀賞錄影帶、網路影音、練習及討論等方式教學，新進人員教學成效評量，稽核

結果皆達90%的閾值，mini-CEX評量表皆達4分以上，學員自評學習目標達成度皆

達到80%以上，門診臨床指導師嘗試使用多元化方式教學，不但增加學員的興趣，

且達到學習效果。 

前 言 

一、動機 

病患來醫院就診除了期望獲得良好的醫療服務外，亦希望獲得服務人員友善

接待，能迅速處理其問題，門診護理同仁是接觸病患的前線工作人員，服務及禮

儀，可提升病患的就醫滿意度。現行門診新進護理人員接受傳統講授方式學習「門

診專業形象及服務禮儀」，學習結束後使用稽核方式評值學習成效，學習過程較枯

燥，且缺乏實務的學習，為提高學員學習的興趣，研擬多元化、生動活潑的教學

方式，透過錄影帶欣賞、網路影音、練習及討論，提高學員學習的興趣，讓新進

人員儘快熟悉工作流程與規範，順利完成病患看診。 

二、文獻 

(一) 服務態度 
隨著生活水平提高，醫療市場競爭激烈，民眾對醫療品質及服務品質的期望，

也相益提高，除了良好的醫療服務外，服務人員的禮儀及態度，也是影響病人的

就醫感受，門診護理同仁是接觸病患的前線工作人員，若能提升門診的服務品質，

學術短文或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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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增加病人就醫的滿意度，無形中也提昇了醫療服務品質及病患回診之意願。

在韓等(2015)研究中發現，選擇門診就醫原因中「服務態度好」佔第三位。病患

對醫院所提供之服務品質滿意與否，其結果將影響病患對醫院之忠誠度。在蔡等

(2014)研究發現，影響民眾就醫滿意度之因素排序中前8題與醫護人員的服務態度

有相關，顯示醫護人員服務態度已成為病患就醫時最主要考量的因素。應等學者

(2012)研究發現服務態度、就醫安全與病人的回診意願成正相關。 

(二) 多元教學策略教學 
依據不同學習族群，選擇不同教學方法，有助提升學習成效，情境模擬教學

教傳統教學法不同處是以學習者為中心，強調學習者與情境互動之關係(陳等，

2014)。鄭等(2016)研究發現：引發學生的情境興趣，可以轉化為個人興趣及學

習動機，較持久及穩定的影響學習成就，教學如無法提升其個人興趣或學習動機，

對其學習成就的幫助是短暫且不穩定的。在評值方法中，迷你臨床演練評量(mini 
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 簡稱 mini-CEX)可反映學員臨床表現，透過教師的及時

回饋，可提升臨床技能的成長(顧等，2014)。 

方 法 

一、期間：2015 年 1 月-12 月。 
二、對象：某醫學中心婦幼門診二年期新進護理師。 
三、工具：使用門診已制定的「門診護理形象與服務稽核」、「執行門診病人辨識

與核對醫令稽核」、「mini-CEX 評量」、「護理部學員自評表」。 
(一) 「門診護理形象與服務」稽核表：共 18 項「1.護理人員有配戴識別證」、

「2.診間外掛醫師名牌」、「3.診間外掛護士名牌」、「4.工作人員頭髮」、「5.
工作人員護士服：裙裝長度及膝，外套整潔」、「6. 工作人員護士鞋：無

油漬、髒黑」、「7.工作人員襪子：白短襪或膚色長襪」、「8.合宜稱謂」、「9.
禮貌用語」、「10.應對語氣」、「11.說話時目視對方」、「12.應對態度」、「13.
病人就診安排有序」、「14.注重病人隱私」、「15.解決病人問題」、「16.診後

流程解說」、「17.護理指導或轉介」、「18.禮貌性結語」。依據每個項目勾

選「正確」、「不正確」，根據正確項目計算百分比。計算公式為「各單項

稽核結果為正確之件數/稽核總件數-不適用件數 Ｘ 100%」，閾值訂定為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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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mini-CEX 評量法「執行門診病人辨識與核對醫令」評量：由臨床指導師

依據學員的實際操作，觀察執行的正確性。評量項目有7項「1.醫療面談」、

「2.檢查」、「3.操作技能」、「4.諮商衛教」、「5.臨床判斷」、「6.組織效能」、

「7.人道專業」，考評結果分為 3 個等級，【1-3 分未符標準】、【4-6 分達

到標準】、【7-9 分表現優良】，0-3 個月新進學員 mini-CEX 評量表須每項

達 4 分以上。 
(三) 學員自評表：使用二年期新進學員學習完成自評表，依據 8 項學習目標，

每 10%為一個等級以 10%-100%共 10 個等級，讓學員依據項目填答瞭解

程度，項目為「1.能依規定完成完整的服裝儀容規範」、「2.能瞭解合宜的

門診病患應對原則」、「3.能瞭解病患就診安排原則」、「4.瞭解解決病患問

題的原則」、「5.能瞭解診後流程解說的原則」、「6.能瞭解護理指導或轉介

的原則」、「7.能瞭解禮貌性結語的原則」、「8.教學效果整體滿意度」，活

動目標達成度評量每項訂定標準須達到>80%。，讓學員自評學習目標達

成度。 
四、執行步驟： 

(一) 學習能力評估：執行學前、後評估：臨床指導師使用「門診護理形象與

服務」稽核表，在新進學員第一次到診間執行看診時，進行學前評估，

及 3 個月後進行學後評值。 
(二) 多媒體影音學習：新進學員在 3 個月內陸續完成觀賞門診製作的「門診

服務禮儀」錄影帶，及網路版「門診護理人員診間應對技巧」，別於傳統

的講授法，第一次由臨床指導師帶領下一同觀賞，學員也可依照學習需

求反覆觀看多媒體教材。 
(三) 觀賞完上述影音資料後，學員與臨床指導師擇期進行案例討論，案例討

論會依據「門診診間應對話術」作討論，話術係依據門診看診的實際情

境編寫而成的標準話術，編排項目分成「就診前」、「就診中」、「就診後」。 
(四) 技術操作評量：在新進學員 3 個月後使用 mini-CEX 評量法「執行門診病

人辨識與核對醫令」評量。 
(五) 學員自評表：在 3 個月學習結束時，使用本院二年期新進學員學習完成

自評表，瞭解學員自我學習效果。 
五、資料分析：各項資料分析以數量及百分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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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一、「門診護理形象與服務」學前及學後評值：「門診護理形象與服務」稽核表須

達到 90%的閾值標準，學前學員僅達到 80%的完整性，學後學員皆達 90%的

閾值標準，其中 2 位完整性達 100%，平均分數學前 88 分，學後進步到 97
分。 

二、mini-CEX「執行門診病人辨識與核對醫令」評量表【0-3 個月】7 項評分項目

每項須達到 4 分以上。評值學員「執行門診病人辨識與核對醫令」，7 項內容

皆能達到考核標準 4 分，其中有 1 位學員「醫療面談」、「諮商衛教」可達到

6 分的標準，有 1 位「人道精神」達到 6 分的標準。 
三、學員自評：活動目標達成度評量每項>80%。依據 8 項學習目標，讓學員自評

學習目標達成度，皆達到 80%以上，其中有 1 位學員，「1.能依規定完成完整

的服裝儀容規範。」、「8.教學效果整體滿意度」，目標達成度為 100%。學員

對多元化教學的方式，皆表達對學習有較高的興趣。且學習效果有正向的影

響。 

結 論 
婦幼門診針對新進人員，不同於傳統的講解教學方式，以「門診護理形象與

服務」稽核表，作為學員學前、學後評估的工具，採多元化方法教學，包括「門

診服務禮儀」錄影帶欣賞、觀賞網路影音版「門診護理人員診間應對技巧」、運用

常見「門診話術」練習與討論，透過實際案例分享與討論，提升學習興趣與效果。

與鄭等（2016）發現「多元教學能提升學生的情境興趣，且能拉高其個人興趣與

學習動機」相同，未來可運用在全門診新進人員 0-3 個月的學習過程。其中學後

未達 100%閾值的學員，在「6.解決病患問題：例：病人掛錯科別或處方錯誤之處

理」、「8.護理指導或轉介：囑咐按時服藥、點眼藥、刷牙、下次檢查時間及回診

時間等，視病人需要給予護理指導或轉介。」、「9.禮貌性結語：例：請慢走，讓

您久候；還有不清楚的地方嗎？」需要加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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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應用．榮總護理，3(3)，22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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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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利時新健康促進醫院附屬會員 

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秘書處很高興地宣布 Vlaams Instituut Gezond Leven - 
Flemish Institute of Healthy Living 以比利時附屬會員方式加入健康促進醫院網

絡。 

我們已有一段時間沒有來自比利時的會員加入，因此我們非常自豪地將 Vlaams 
Instituut Gezond Leven - Flemish Institute of Healthy Living 置於健康促進醫院世界

地圖中。 

我們期待與其有緊密且成果豐碩的合作。 

協調人聯絡資訊： 
健康促進醫院協調人：Els Wouters (marjolijn.vos [@] gezondleven.be) 
Vlaams Instituut Gezond Leven - Flemish Institute of Healthy Living 
G. Schildknechtstraat 9 1020 Brussels Belgium 
網站：https://www.gezondleven.be/ 

恭喜 Vlaams Instituut Gezond Leven - Flemish Institute of Healthy Living 及其附屬

的健康促進醫院會員資格，並誠摯歡迎他們加入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 
 

 2018 年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 
論文投稿至 2 月 4 日截止 

在義大利波隆那舉辦之第 26 屆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即將到來，

論文投稿亦即將截止。 

論文投稿截止日已延長至 2 月 4 日。 

期望在波隆那能看到許多健康促進醫院會員。 

更多有關論文投稿訊息請至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網頁。 

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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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6 月 6 日義大利波隆那會員大會 

請記得每年健康促進醫院會員大會。會員大會為區域及網絡協調人年度會議，今

年將於 2018 年 6 月 6 日在義大利波隆那舉行。 

更多有關會員大會訊息，請至以下連結：

http://hphnet.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6&Itemid=93 

更多有關義大利波隆那第 26 屆健康促進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訊息，請至此連

結：https://www.hphconferences.org/bologna2018/?L=0 

獎項 
WHO 健康促進醫院標準傑出實踐獎仍開放報名-請依下列連結之步驟，並請記得

於 2018 年 3 月 1 日前將報名表寄至 awards@hphnet.org 

更多有關競賽獎項訊息，請至此連結：

http://hphnet.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392:call-for-no
minations-2017-now-open&catid=9&Itemid=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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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HPH 通訊第 89 期，2018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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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波隆那 

摘要投稿日期延長至 2018 年 2 月 4 日！ 

本屆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的主題將聚焦於「實現健康服務重

新定位之健康促進策略：以實證為基礎之政策與實務」。雖然早已於 1986 年渥太

華憲章即提出健康服務重新定位朝向健康促進之願景，但時至今日，此目標的達

成率仍有限。因此，2018 年國際研討會致力於展示和檢視健康促進策略於追求健

康服務重新定位目標之貢獻。主要的題目從政策和大規模轉型，涵蓋至與使用者

及社區的直接互動，都將在此次的研討會上呈現及討論。來自世界各地著名的專

家已答應給予專題演講或參加大會廳的小組討論會。如欲得知研討會的大致流程

及最新消息，請至下列網站查看：http://www.hphconferences.org/bologna2018。 

摘要投稿期限已延長至 2018 年 2 月 4 日。錄取通知將於 2018 年 3 月 30 日寄

發。若獲錄取，請記得在四月底前至網站註冊，以便將您的摘要收錄至最終的研

討會手冊。關於註冊事宜，請至下列網站查看：https://hph.ausl.re.it。 

請您留意在 2018 年 6 月 6 日也將舉辦一場會前會，主題為「實現健康照護服

務改變：分享以實證為基礎之政策與實務」，此會議由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

絡與健康促進醫院 Emilia-Romagna 網絡合辦。 

除了吸引人的議程之外，波隆那也是一個理想的會前/會後短暫度假地點，給

您不只一個好理由來參加這場研討會。波隆那擁有全世界最古老、建立於西元

1088 年的大學-波隆那大學，數千名學生豐富了這座城市的社會和文化生活。為

了讓您能夠體會有魅力且能夠自在享受的會議地點，研討會日期選在靠近夏季的

時候。將提供與會者一個絕佳的機會，在義大利享受幾天的休閒時光。波隆那擁

有絕佳的地理位置，位處於義大利和歐洲大陸的交接處。幾乎全世界所有主要的

機場都有飛抵波隆那的直飛航班，且從波隆那機場有方便的交通運輸至會場。

http://www.hphconferences.org/bologna2018  

mailto:回饋E-journal閱讀心得或建議至學會信箱hphtwmail@gmail.com
http://www.hphconferences.org/bologna2018
https://hph.ausl.re.it/
http://www.hphconferences.org/bologna2018


               
二○一八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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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最新動態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107 年度癌症病友健康照護列車 

107 年度糖尿病友健康照護列車 IN 中山 
  

會員最新動態 

mailto:回饋E-journal閱讀心得或建議至學會信箱hphtwmai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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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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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107 年 3 月 12 日(上午 9 時至 10 時)(暫定) 
地    點：基隆市信義區義二路 68 號 3 樓 
活動內容： 

日期 時間 內容說明 
107 年 3 月 12 日(星期一) 上午 9 時至 10 時 癌症病患用藥安全與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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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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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3 月 21 日、107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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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3 月 21 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至 3 時 糖尿病友『均衡飲食 DIY』 
107 年 4 月 18 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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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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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htwmai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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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長者「動動生活」--生活中運動，邀請您來加入! 
國民健康署首度出版長者「動動生活」手冊，透過日常活動來訓練平

衡力、肌力等預防跌倒風險，建議維持每次至少 10 分鐘以上，累積每週做

150 分鐘中強度之運動量，促進健康，參與社區活動，維持健康的老年生活。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相關訊息如下： 
(一) 可於本署保健雲 2.0「我的健康讚」平台：衛教影音-銀髮族專區網站

(https://goo.gl/Pcfm2n)，或洽地方政府衛生局查詢。歡迎長者們踴躍參

與加入!  
(二) 聯絡窗口：02-2522-0720 陳俞帆小姐。 

 
二、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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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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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3 月 16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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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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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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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128&pid=8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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