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局 104 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為促進民眾健康，本局將持續致力於提供契合民意需求的醫療保健照護服務，除了
積極爭取中央資源，也將善用地方員額人力，永續推動各項衛生政策，積極建構健康
知識、健康促進與綿密的健康照護服務網絡，以提供高效能的公共衛生服務，滿足市
民健康需求，將桃園打造為庶民宜居的生活城市、希望城市及健康的城市。
本局針對當前社會狀況及本府未來發展需要，編訂 104 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
點如次：

壹、 年度施政目標
一、學齡前兒童免費健康檢查暨牙齒塗氟服務計畫：
(一)提升本市兒童視力、聽力、鼻子、口腔、牙齒等 12 項以上健康檢查篩檢率。
(二)提升兒童牙齒塗氟利用率。
二、免費子宮頸癌疫苗接種計畫：
(一)持續推動本市免費子宮頸癌（HPV）疫苗接種政策。
(二)免費接種族群擴及高中(職)三年級之女生。
三、長者活動假牙補助計畫：
(一)透過口腔狀態改善、減輕長者經濟負擔，以保障長者口腔健康，增進營養攝取
與身體健康，並維護長者生活品質與尊嚴。
(二)補助本市長者全口、部分活動假牙裝置，對 於 申請補助並已裝置活動假牙完成
之民眾進行電話調查，以瞭解合約醫療院所之服務品質及民眾之滿意度。
四、健康幸福家庭補助計畫：
(一)提升本市已婚夫妻孕前健檢人數。
(二)提升本市孕婦孕期產檢人數。
(三)提升本市不孕夫婦人工生殖服務人數。

貳、 年度績效指標
施政目標
(權重)
一、學齡前兒童
免費健康檢
查暨牙齒塗
氟服務計畫
（15%）

二、免費子宮頸
癌疫苗接種

績效指標

評估方式

(權重)
1.提升本市兒童視力、 統計數據
聽力、鼻子、口腔、
牙齒等 12 項以上健康
檢查篩檢率（5%）。
2.提升兒童牙齒塗氟利 統計數據
用率（10%）。

1.提升本市高三女生子
宮頸癌疫苗接種率
（5%）。

NIIS 系統
資料統計

計畫（10%）

2.完成高中(職)校園相 統計數據
關衛教宣導（5%）。

三、長者活動假

1.補助全市 65 歲以上長 統計數據

牙補助計畫

者及 55 歲以上原住

（15%）

民裝置活動假牙服務
人數（10%）。
2.提升本市長者裝置活
動假牙補助使用之滿
意度（5%）。

四、健康幸福家
庭補助計畫
（10%）

1.提升本市已婚夫妻孕
前健檢人數（2%）。
2.提升本市孕婦孕期產
檢人數（3%）。
3.提升本市不孕夫婦人
工生殖服務人數
（5%）。

衡量標準

104 年度

目標值
3-6 歲兒童篩檢人數 85%
/3-6 歲兒童總人數
*100％
104 年滿 3 歲未滿 6
歲兒童塗氟人次
/103 年底本市滿 3
歲未滿 6 歲兒童人
口數*100％
103 學年設籍本市完
成第 1 劑疫苗接種
之高三女生人數
/103 學年設籍本市
之高三女生總人數
*100%
符合接種資格之各
高中(職)衛教宣導
場次/符合接種資格
之各高中(職)校數
*100%
本市補助假牙服務
人數

50%

65%

100%

5,000 人

統計數據

104 年裝置活動假牙 90%
補助之滿意人數/
104 年裝置活動假牙
之受訪人數×100﹪

統計數據

受益人數

7,500 人

統計數據

受益人數

1,800 人

統計數據

受益家庭

100 家

參、年度重要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業務別

重要施政

實施內容

計畫項目
一、疾病管制 免費子宮頸癌疫苗
業務
接種計畫

經費概算
(單位：千元)

(1)賡續提供本市國中、高三女生
疫苗接種服務。
(2)推動安全性行為教育及子宮

29,000

頸癌防護知識。
二、稽查檢驗 1、 104 年北區食
工作
品安全檢驗中
心提升擴充計
畫

(1)辦理市售食品及摻西藥檢驗。
(2)採購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前
處理相關設備及氣相層析質

14,220

譜儀等。
(3)擬定儀器設備招標規格與內
容。
(4)依據政府採購法公開招標採
購設備，完成設備購置、測
試、驗收。

2、 104 年強化桃
園直轄市食品
中毒菌檢驗計
畫

3、 食品安全多重
殘留檢驗提升
計畫

(1)辦理食品中毒菌鑑定檢驗。
(2)採購食品病原菌檢測系統及
周邊相關儀器設備等。

4,550

(3)擬定儀器設備招標規格與內
容。
(4)依據政府採購法公開招標採
購設備，完成設備購置、測
試、驗收。
(1)辦理食品添加物、農藥多重
殘留 310 項及食品摻西藥 214
項檢驗。
(2)採購超高性能液相層析儀
等、農藥 310 項標準品、食
品摻西藥 214 項標準品及相
關試材。
(3)擬定儀器設備招標規格與內
容。
(4)依據政府採購法公開招標採
購設備，完成設備購置、測
試、驗收。

5,127

備註

三、健康促進 1、 104 年桃園市
健康幸福家庭
補助計畫

提供婚後孕前健康檢查及孕期
羊膜穿刺檢查補助，以及婚後一
年以上尚未生育人工生殖(排卵

30,000

用藥及胚胎植入)之醫療補助。
2、 學齡前兒童免
費健康檢查暨
牙齒塗氟服務
計畫

整合全市醫療專業資源，由小兒
科專科醫師、牙科醫師、護理專
業人員組成專業醫療團隊，主動

28,000

到幼兒園及社區，提供視力、聽
力、口腔檢查、發展篩檢、體格
生長、眼睛、耳鼻喉、頭頸部、
胸腹部、泌尿生殖、脊柱四肢、
皮膚等 12 項以上健康檢查及牙
齒塗氟服務，以早期發現早期治
療。

四、心理健康 強化藥癮者輔導處
遇計畫

(1)定期追蹤輔導藥癮者及評估
其需求，進行就業服務、戒治
戒癮、社會扶助、就學服務等
相關轉介服務。
(2)於監所進行反毒教育宣導，提
升受刑人認清毒品對自我的
戕害，以期有效戒治、預防再
用。
(3)加強辦理校園及一般社會大
眾之教育宣導，增加其對毒品
危害認知。
(4)推動防毒金三角計畫，強化追
蹤輔導網絡，協助藥癮者適應
出監後生活，以復歸社會。
(5)辦理戒毒成功專線及藥癮者
追蹤輔導工作。

12,798 中央補助
款 4,799
千元

五、長期照護 1、桃園市「長期照 (1)結合轄區醫院出院準備中
護長者關懷」服
心、各區衛生所與社政福利
務計畫
等社區資源，增加服務轉介

26,800 中央補助
款 23,502
千元

率。
(2)結合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提
升服務使用率。
(3)積極辦理多元化宣導活動，
提升民眾認知。
(4)協調各服務單位減收民眾自
付額，提升民眾使用意願。
2、桃園市「失智長 (1)結合基層醫療群辦理社區失
者關懷」計畫

3,000

智症初篩(記憶健檢)，落實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並進行個
案管理及追蹤，落實失智照
顧政策。
(2)培訓失智症專業人員及種子
衛教員，辦理社區失智症衛
教宣導活動，提升民眾對失
智症的認識。
(3)提供家屬支持、照護技巧課
程，提升照顧者照護能力與
透過團體分享，提供照顧者
情緒與壓力適當出口。

3、長者活動假牙補
助計畫

六、醫事管理 桃園市民健康照護
服務計畫

為保障長者口腔健康，補助本市
年滿 65 歲以上長者及 55 歲以上
原住民，經醫師評估缺牙，影響
咀嚼功能需裝設全口或部分活
動假牙者，減輕長者負擔並維護
長者生活品質及尊嚴。
1.桃園市民醫療小管家計畫：
(1)成立照護體系對醫院、診所
及合作藥局進行管理。
(2)體系醫院舉辦執行成果觀摩
會、健全轉診轉檢制度、24
小時醫療諮詢專線、開辦共
照門診、舉辦教育訓練等。
(3)診所提供會員家庭責任醫師
24 小時諮詢服務、慢性病照
護、提供公共衛生預防保健
及四癌篩檢服務。
(4)社區藥局提供家戶會員用藥
諮詢服務與衛教宣導、廢棄

270,000

75,000

藥品清除、協助戒菸、發現
民眾用藥問題並提供轉介服
務。
2.社區安寧療護計畫：
藉由住家附近之醫院或診所
醫師以及居家護理人員就近
提供社區安寧照護服務，提供
末期病人有尊嚴的善終。
(1)辦理多元人員教育訓練：提
升安寧專業人員照護量能。
(2)提升照護團隊完整性：擴大
補助社工師、藥師、營養師
等醫事人員，並擬於 104 年
度納入宗教人員補助。
(3)輔導居家護理所與社區醫療
群參與：藉由輔導基層醫療
機構加入社區安寧療護之網
絡，藉以提升安寧療護資源
之可近性。
(4)組成專家輔導小組：藉由專
家陪同居家訪視及參與安寧
小組會議，提升末期病人之
照護品質。
(5)社區安寧療護及器官捐贈：
結合衛生所、醫療機構深入
社區辦理安寧宣導活動，提
升民眾對於安寧療護之照護
量能。
3.遠距健康照護服務計畫：
結合醫療照護、資通科技，讓民
眾於熟悉的社區與居家環境
中獲得健康照護及預防保健
服務。透過遠距照護，培養
民眾自我健康量測習慣。
4.整合型高齡友善藥事服務計畫：
(1)提升社區藥局友善環境，加
強長者事服務提升社區藥局
友善環境。
(2)減少民眾藥物濫用與浪費，
增加安全知識。
(3)促進弱勢族群正確用藥知識
正確用藥知識，改變用藥態
度及行為。
(4)增加藥事照護普及率，協助
弱勢族群得到正確的藥品治
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