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局 105 年度施政計畫
壹、願景及任務
ㄧ、願景：健康城市-安心感動‧健康樂活
健康是每個人最重要的資產，本府衛生局以「健康、便民、效率、效能、
專業、創新」的理念為市民的健康努力，以「全心照護、全民健康、全方位
服務」的目標從預防醫學及公共衛生的角度發展，結合政府與民間資源、整
合醫療與保健體系、建置綿密的防疫網絡、協助市民達到心理與生理的安寧
舒適，同時營造健康環境、推動健康促進及健康體能，將健康分送給每一個
人。
為了滿足本市市民健康需求，本府衛生局致力於推動各項衛生業務，由
出生至終老，提供各年齡層一系列的衛生保健政策，無論是維護食品藥物安
全、推動疫病防治、完善長照體系、健全醫療服務及營造健康友善的城市，
本府衛生局用心規劃每一項提升市民健康的重大政策，以「落實市民健康生
活，桃園家戶的健康守護者」為使命，建置健全且完善的健康服務體系，營
造健康幸福環境。
二、任務：
（一） 維護個人健康：
考量民眾的生活型態、健康意識與態度，透過衛生教育及公共衛生策略，
影響個人進而提升對於健康的期待，並且主動採取更健康的生活形態。
（二） 培養家庭健全：
推動家庭健康概念，普及健康於家庭生活，並透過家庭從小的觀念影響，
使健康意識深植心中。
（三） 營造社區健康：
由個人影響家庭，由家庭推廣至社區，期透過社區群眾力量，適時影響
社區居民，建立健康的生活型態與模式，以健康生活與環境維護為永續
健康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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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度策略目標
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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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子宮頸癌（HPV）疫苗接種計畫：(中程計畫策略目標)
（一） 提升本市國中及高中(職)女生子宮頸癌（HPV）疫苗接種率。
（二） 完成國中及高中(職)女生子宮頸癌防護及疫苗安全校園相關衛教宣
導。
三、桃園市民醫療小管家計畫：
（一） 加強桃園市弱勢族群醫療照護。
（二） 整合醫療體系、社區藥局、長照機構等資源，以群體的力量提供照護服
務。
（三） 優先提供弱勢及特殊族群家戶醫療及藥事諮詢、健康促進、慢性病照護
與門住診轉介服務。
（四） 家庭健康資料建檔與管理。
四、食品藥物安全提升計畫：
（一） 提升食品業者符合 HACCP 及追溯追蹤系統品質管理。
（二） 加強監控違規藥品、醫療器材及化粧品廣告。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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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長期照顧整合計畫：
（一） 推動長期照顧制度，整合相關長期照顧服務資源，提升長期照顧服務使
用率。
（二） 辦理宣導業務以使民眾知悉長期照顧服務，落實服務申請及服務輸送之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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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績效指標
策略目標

績效指標

(權重)

(權重)

衡量標準

一、健康幸福 (一) 提升本市已婚夫妻孕 受益人數
家庭補助
前健檢人數(2%)
計畫
(二) 提升本市孕期孕婦產 受益人數
(10%)
檢(3%)
(三) 提升本市不孕夫婦人 受益人數
工生殖服務(5%)
二、子宮頸癌 (一) 提升本市高三女生子 完成第 1 劑疫苗接種之高
宮頸癌（HPV）疫苗接 三女生人數/前一學年度
疫苗接種
種率(8%)
設籍本市之高三女生總
計畫
人數×100%
(15%)
(二) 完成高中(職)校園相 符合接種資格之各高中
關衛教導宣導率(7%)
(職)衛教宣導場次/符合
接種資格之各高中 (職)
校數×100%
三、桃園市民 (一) 提升會員對桃園市民 對本計畫服務感到滿意
醫 療 小管 家計 畫滿 意 之會員數/參與本計畫之
醫療小管
程度(5%)
會員數
家計畫
(二) 參與本計畫之會員數 會員數
(10%)
(5%)
四、食品藥物 ( 一 ) 提 升 食 品 業 者 符 合 查核家數/本市規範業別
HACCP 及追溯追蹤系統 家數×100%。
安全提升
品質管理計畫(5%)
計畫
(二) 加強監控違規藥品、醫 查獲違規廣告案件數
(10%)
療 器 材及 化粧 品廣 告
(5%)
五、長者活動 (一) 本市長者裝置活動假 裝置活動假牙補助之滿
牙 補 助使 用之 滿意 度 意人數/受訪之裝置活動
假牙補助
(8%)
假牙人數×100%
計畫
(二) 居家口腔照護服務人 (當年度使用居家口腔照
(15%)
數成長率(7%)
護服務總人數-前一年度
使用居家口腔照護服務
總人數 )/前一年度使用
居家口腔照護服務總人
數×100%
六、長期照顧 (一) 本市 65 歲以上長者長 本市 65 歲以上接受長期
期 照 顧 服 務 涵 蓋 率 照顧服務人數/本市 65 歲
整合計畫
(5%)
以上推估失能人口數×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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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目標值
800
1,000
100
65%

100%

80%

30,000 戶
30%

300

90%

50%

25％

(二) 本市 65 歲以上長者長 接受本案計畫之服務人 10,000
期 照 護衛 政三 項服 務 次。
人次(5%)

肆、年度重要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計畫名稱

實施內容

一、健康幸福家庭補 提供婚後孕前健康檢查及孕期羊膜穿
助計畫
二、防癌篩檢計畫

經費(千元)
30,000

刺檢查補助，以及人工生殖之醫療補
助。
(一)透過獎勵醫療院所及補助民眾措
施，進行四癌篩檢服務及補助肺癌

11,000

篩檢，以提升本市民眾篩檢率。
(二)以文宣及宣導品發送方式，提高民
眾篩檢意願，提升對四癌防治的認
知。
(三)透過公私部門及整合社區資源，共
同辦理四癌社區篩檢活動，以提升
民眾對四癌篩檢接受度，進而提升
民眾參與率。
(四)透過補助無痛性大腸鏡，鼓勵大腸
癌篩檢陽性民眾作進一步確診檢
查。
三、健康及高齡友善 (一)健康及高齡友善城市推動計畫：
1. 以桃園市過去辦理社區營造績優
城市推動及健
社區(桃園區、觀音區)申請「國際安
康體位管理計
全社區認證」
，包含：社區健康安全
畫
問卷資料收集、社區事故傷害議題
調查分析、申請國際安全社區認證
輔導、及前往國內外績優社區觀摩
交流學習並聘請國際專家學者實地
訪查等，以成功通過國際安全社區
網絡成員之一。
2. 辦理「健康飲食宣導活動」計畫，
包含設計製作符合民眾所需之餐
墊、貼紙、文宣及 APP 等衛教宣導
工具，並特請營養專家進行宣導及
辦理大小型活動，俾提升國人健康
習慣養成。
3. 以多元行銷管道，辦理各類型活
動，透過報章媒體、發送新聞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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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

備註

方式，行銷本市健康城市之理念，
使市民感受到居住城市之改變。
4. 透過辦理各縣市或與國際間之交
流活動及研討會，彼此意見交換、
標竿學習，並達成友好關係，以提
升本市國際能見度。
(二)健康體位管理計畫
1. 健康體位管理服務：針對腹部肥胖
(男性腰圍>90 公分、女性腰圍>80
公分)或 BMI≧27 之民眾，以期透過
健康飲食及健康體能衛教服務降低
市民肥胖比率。
2. 社區營養師訓練輔導委派服務：以
招標方式，委由專業機構營養師派
遣至 13 區執行門診營養衛教、參與
病友支持團體、接受衛教品質監
測，以提升糖尿病照護品質。
3. 糖尿病藥事照護服務：由藥師引導
建立個案正確用藥觀念、指導自我
管理能力並實際應用於生活當中，
以提升民眾在家用藥配合度與自我
照護的能力。
4. 辦理醫療院所糖尿病共同照護網
提升照護品質評比計畫，以強化本
市糖尿病共同照護網之照護率。
四、學齡前兒童免費 (一)提供幼兒園大、中、小班及 99、
健康檢查暨牙
100、101 年次出生之兒童整合性篩
齒塗氟服務
檢服務，包括：視力、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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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委請醫療團隊進入幼兒園及社區
執行學齡前兒童健康檢查。
(三)辦理學齡前兒童健康檢查結果委
外統計分析。
(四)辦理兒童健康檢查後續異常追蹤
關懷計畫。
(五)製作視力、齲齒及生長發育衛教宣
導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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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

五、子宮頸癌疫苗接 (一)提供設籍本市國中暨高中(職)女
種計畫
生免費子宮頸癌疫苗接種與相關
衛教，提升子宮頸癌防護知能。

44,300

(二)透過學校將製作單張發放至國
中、高中(職)女生家中通知家長，
攜帶相關證明文件接種疫苗。
(三)辦理高中（職）校園子宮頸癌防治
及疫苗安全衛生教育宣導。
(四)製作「健康桃園」專刊宣導子宮頸
癌疫苗及相關政策，並發送至各
國、高中校園。
六、長期照顧整合計 (一)統合行政部門推動長照服務。
畫
(二)統整照顧管理制度。
(三)發展長期照顧服務資源。
(四)研議整合長期照顧資訊系統。
(五)辦理相關長期照顧教育訓練及社

12,523 中央補助款
9,390 千元

區活動宣導。
七、全方位長者口腔 (一)65 歲以上長者暨 55 歲以上原住民
照護計畫
裝置活動假牙補助以改善營養攝
取及提升生活品質。

270,000

(二)針對評估有口腔照護需求的長期
照顧民眾，予以居家口腔照護專業
人員訪視費用補助，以促進長者生
活品質。
(三)8020 健口瑜珈操宣導。
八、身心障礙鑑定暨 (一)民眾至身心障礙鑑定指定醫療機
醫療輔具補助
構辦理鑑定作業，後續提供該機構
業務費用
相關鑑定費用。
(二)提供身心障礙者醫療輔具補助，申
請人可購買後 6 個月內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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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

九、桃園市民醫療小 (一)推動每個家庭都有 1 位家庭責任醫
管家計畫
師照顧。
(二)以體系為基礎建立完善之區域照

67,000

顧模式與合作網絡。
(三)提供家戶 24 小時醫療諮詢、門診、
住院與檢查轉介服務、慢性病照
護、藥事服務、健康促進及建置小
管家資訊系統進行家戶健康資料
建檔與管理。
(四)加強推動預防保健及健康促進。
十、遠距健康照護
服務計畫

(一)提升民眾使用遠距健康照護服

4,580

務，增進民眾自我健康監控與疾病
管理，達成健康促進與永續。
(二)全市設置社區型及居家型據點，民
眾於據點量測血壓後將生理數據
上傳至衛生福利部遠距健康照護
平台，以建立國人健康資料庫。

十一、社區安寧療
護網絡計畫

(一)於衛生局設置社區安寧療護整合
協商平台，強化社區安寧療護網
絡。
(二)定期舉辦安寧療護繼續教育訓練
及安寧療護種子工作坊，並藉由專
家輔導訪視提升本市末期病人照
護品質。
(三)居家訪視補助：為提供民眾完整身
心靈照護，納入社工、心理、各類
醫事人員及宗教師等居家訪視補
助。
(四)為提升社區末期病人轉介率，使有
需求民眾得到妥適照護，補助成功
轉介補助費用，以提升安寧轉介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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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0

十二、補助醫院提
升緊急醫療
服務品質計
畫

十三、桃園市心理
健康促進服
務計畫

十四、食品安全總
體提升計畫

(一)採獎補助方式，補助醫院提升急性
腦中風、急性冠心症、重大創傷與
高危險妊娠及新生兒等 4 大項科別

26,450

之照護品質。
(二)建立區域聯防機制，以健全本市緊
急醫療網絡及強化本市緊急醫療
人力素質，提升緊急傷病患就醫安
全。
(三)輔導本市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申
請衛生福利部緊急醫療能力認定
考評作業。
(一)提供自殺高風險個案關懷及資源
轉介相關服務，降低自殺風險。
(二)桃園市社區(疑似)精神病患健康
評估關懷服務，提供相關資源協助
及家屬轉介與心理諮商輔導或精
神治療。
(三)訓練志工學員增進輔導實務專業
知識與助人技巧。
(四)性侵害及家暴加害人社區處遇機
制與社區服務資源轉介與諮詢。
(五)透過法院駐點提供家暴個案指標
性需求民眾心理諮商輔導，以強化
社區民眾家庭功能。
(一)招聘食品稽查員及專業課程教育
訓練。
(二)食品業者教育訓練及食品安全衛
教宣導。
(三)食品業實施追溯追蹤及三級品管
制度符合性查核。
(四)食品業實施 HACCP 符合性查核。
(五)食品製造業衛生查核輔導計畫。
(六)黃豆製品產業輔導及行銷推廣計
畫。
(七)食品物流業衛生查核輔導計畫。
(八) 食品販售業衛生查核輔導計畫。
(九)餐飲業衛生查核輔導計畫及衛生
分級評核。
(十)租賃食品稽查專用公務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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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

39,570

十五、加強監控違
規廣告計畫

針對電視、電台、網路等通路進行廣告
監控，同時實地查核藥局、藥粧店、外
籍商店及產品說明會等場域，杜絕違規
廣告及非法販售未經核准之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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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中央補助
466 千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