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1 年度施政計畫提要
依據高雄市政府 101 年度施政綱要，按實際需要配合年度預算，
編訂 101 年度施政計畫，其重點及主要目標如次：
一、推動全方位傳染病防治工作，強化防疫整備及因應動員效能，免
除疫病威脅。
二、積極推動「高雄市 65 歲以上老人公費裝置假牙實施計畫」
，保障
老人健康生活。
三、建構災難醫療、急重症指揮應變機制，完成潛勢危險地區緊急醫
療救護規劃，建立大量傷病患緊急醫療救護標準化作業服務模式。
四、積極推動「我國長期照顧十年計畫」
，整合照顧管理制度，建構長
期照護資源網，落實照護服務品質監督，提供失能巿民適時、適
所、適切之照顧服務。
五、建構癌症健康篩檢便利網絡，結合基層診所、社區資源，提供民
眾可近性、可利用性癌症篩檢及轉介服務，以早期發現，早期治
療，維護巿民健康。
六、落實菸害防制法，提供多元戒菸服務，減少吸菸率與二手菸危害
，營造無菸環境促進民眾健康。
七、打造市民健康新生活、推動體重控制、職場及社區老人健康促進
，預防代謝症候群、慢性疾病、三高和腎臟病發生，營造健康城
市。
八、營造婦女友善醫療環境、建構母嬰親善哺乳環境、推動新住民婦
女生育健康管理及事故傷害防制、加強學齡前兒童視力及聽力篩
檢，以維護婦幼健康。
九、推動心理健康促進，深耕本市社區精神照護及精神醫療等心理衛
生共照網，打造陽光、健康幸福的新“心＂高雄。
十、充實及整合醫療資源，強化原住民地區健康照護環境，建立「因
地制宜」完善之照護體系，提升原住民健康及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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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積極推動「新制身心障礙鑑定作業與評估」
，並加強提升醫院鑑
定醫療服務品質。
十二、加強查緝偽禁劣藥，並配合檢、警、調單位查察，保障民眾用
藥安全，以達「藥安全、藥健康」之目標。
十三、培訓種子藥師，深入社區及校園，教導民眾及師生正確用藥觀
念，以健全用藥安全。
十四、加強抽驗市售食品、稽查食品業及餐飲業，並落實加水站衛生
管理，維護消費者食的安全。
十五、辦理衛生標章認證，落實食品業、餐飲業自主衛生管理制度，
並針對食品工廠推動實施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強化食品衛生源
頭管理。
十六、加強職業病防治體系，落實勞工健康管理，預防職業病發生。
十七、積極輔導本市 6 大業別落實營業場所衛生自主管理，營造衛生
健康及友善之國際觀光消費環境。
十八、持續擴充食品、農漁產品、藥物、化粧品分析檢驗品質與國際
接軌，並落實檢驗流程資訊化。
本局 101 年度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及詳細計畫內容分別列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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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1 年度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類

項

預算來源及金
額
備
主 要 預 算
（單位：千元）

壹、一般行政
房屋建築及設備

行政管理
廳舍修建

貳、衛生業務

一、防疫業務

77,535

二、醫政業務

949,209

三、藥政業務

3,253

四、食品衛生業務

8,062

五、健康管理業務

121,491

六、長期照護業務

42,320

七、社區心衛業務

58,393

八、檢驗業務

29,180

九、企劃業務

2,760

26,455
203,500

34,672

十、各區衛生所業務

3,442,959

十一、醫療藥品基金計畫與
醫療服務

500

十二、第一預備金

779,441

十三、人事費

合

5,779,730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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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1 年度施政計畫
計 畫 名 稱 計
壹、一般行政
一、行政管理

畫

目

標 實

施

要

領

預算來源及金額
備
(單位：千元)

加強行政管理業 1.配合各科室做好行政支援工作，發揮整體
務，密切配合本 效能。
局各項施政計畫 2.強化電子公文傳輸作業，提高公文處理時
，以發揮整體行 效及品質，定期清理檔案，加強檔案管理
。
政效能
3.依照「財產管理規則」辦理財產物品之有
效控管，詳實盤點列帳。
4.強化庶務管理資訊化作業，提升行政效率
。
5.加強辦公廳舍之美綠化，並落實節約能源
措施。
6.提升公務車輛管理效能，貫徹節約能源政
策。
7.依檔案管理局規定辦理檔案管理資訊化
工作。
8.維護辦公廳舍、各類事務機器及通信設備
之妥善，俾利各業務之遂行。

26,455

二、房屋建築及 1.辦理「健康醫 1.辦理「健康醫療服務園區行政中心」新建
療服務園區行 工程施工、監造及工程管理。
設備
政中心新建工
2.辦理「那瑪夏區衛生所暨醫師宿舍」重建
程」
2.辦理「那瑪夏 工程施工、監造及工程管理。
區衛生所暨醫
師宿舍重建工
程」

203,500

貳、衛生業務
一、防疫業務
(一)急性傳染病
防治
1.因應流感大流 推動全方位防疫 1 依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政策，修訂本
，加強流感防治 府因應流感大流行防治計畫，落實防疫策
行防治
工作，以強化防 略。
疫體系，免除疫 2.依疫情狀況，跨局處室動員應變機制，召
開本市流感緊急應變小組會議。
病威脅
3.設置 24 小時流感疫情通報及諮詢專線：
07-2514113。
4.配合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傳染病防
治醫療網」啟動機制，醫療資源、防護物
資及各種設備空間能相互支援流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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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35

註

聯繫物質及資源調度，以達防疫最大功效
。
5.督導醫療院所落實感染管制措施，防止院
內感染和群聚感染事件發生。
6.依疫情流行狀況啟動高屏聯防機制。
7.持續協同本府各局處權管學校、人口密集
機構單位，落實防疫應變作為，杜絕群聚
發生。
2.腸病毒防治

零腸病毒重症死 1.強化病例監測與流行資訊收集、落實疫情
通報、強化緊急疫情處理並辦理相關防治
亡病例
工作。
2.強化落實教保育機構學童感染腸病毒通
報、請假及停復課等事宜。

3.腸道傳染病監 零社區擴散感染 1.辦理疑似病患及確定病例接觸者採檢及
預防性投藥工作，疫情調查追蹤及環境消
病例發生
測
毒。
2.防堵境外移入，配合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
制局，執行機場入境腹瀉旅客檢體採檢等
防疫措施。
4.持續加強病毒 宣導已帶原之幼 1.積極督導轄區衛生所利用醫療院所跑馬
兒 與 HBeAg(+) 燈、媽媽教室、明信片、電訪或家訪等方
性肝炎防治
孕產婦定期接受 式，提醒孕產婦所生幼兒於 1 歲時接受 B
肝功能追蹤及處 型肝炎篩檢，及帶原之幼兒與 HBeAg(+)
置
孕產婦定期接受肝功能追蹤及超音波檢
查。
2.確實依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落實急性病
毒性肝炎病例疫調及防疫處置。
5.持續加強三麻 持續小兒麻痺症 輔導轄區醫療院所加強急性無力肢體麻痺
一風根除計畫 根除之保全作業 （AFP）、三麻一風(麻疹、德國麻疹、先
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及新生兒破傷風)個
案之診斷與通報，確實執行個案疫調及防
疫處置。
(二)慢性傳染病
防治
1.結核病新發生
1.結核病防治
個案從每十萬
人口 73 人降至
71.5 人
2.治療 12 個月成
功率達 70％以
上
3.每位確診個案
接觸者 X 光檢

推動「結核病防治十年減半全民動員第二期
計畫」及執行本市結核病直接觀察治療（
DOTS）計畫。
定期訪視及全程追蹤個案情形，落實照護與
個案管理，以防止多重抗藥性結核病的出現
，有效阻斷傳染源。
落實結核病個案確診 1 個月內接觸者 X 光
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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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漢生病防治

查數達 4.5 人
以上
列管漢生病個案 1.推動本巿「漢生病直接觀察治療（DOTS
接受良好醫療照 ）計畫」。
2.每年由行政院衛生署樂生療養院至本市
顧
巡檢，對象為列管病患(含完管個案)及接
觸者等，以追蹤治療情形，並教導病患及
家屬相關預防保健措施。

3.愛滋病防治計 1.高危險群愛滋 1.設置愛滋病毒匿名篩檢站，以落實諮商與
病毒諮商與篩 篩檢工作。
畫
檢人數達 3 萬 2.與警政單位密切合作，針對八大行業、性
工作者、嫖客、疑似毒品施打、吸食或販
人次/年
賣者，進行愛滋諮詢及篩檢。
2.列管存活個案 依「愛滋病防治工作手冊」辦理特殊個案之
定期追蹤訪視 追蹤管理。
率達 90%以上
3.增加清潔針具 1.設置清潔針具執行點及清潔針具自動販
發放涵蓋率及 賣機，提供藥癮者獲取清潔針具的不同管
道。
回收數
2.提供清潔針具執行點衛教諮詢獎勵費，藉
由執行點與藥癮者充分溝通轉介，以達到
減害目的。
(三)登革熱及其
他蟲媒傳
染病防治
1.疫情監視暨緊 整合市府團隊發 1.辦理各級醫療院所醫事人員教育訓練，提
揮最大功能，訂 升通報時效，並與中央港埠檢疫防治無縫
急防治
定防治策略，本 接軌，即時阻斷境外移入病例，避免社區
土病例於第 3 波 群聚感染。
2.成立「高雄市政府登革熱防治專案小組」
內控制
，定期召開「高雄市登革熱防治協調會報
」落實跨局處任務分工機制，並負責協調
指揮，各行政區成立區級登革熱防治工作
小組，由區長擔任召集人，督導轄區各單
位落實平時及疫情發生時之各項防治作
為。
3.疫情發生時，24 小時內由區級防疫指揮中
心召集轄內環保、衛生及警政等各單位人
員，落實執行地毯式孳生源清除、容器減
量及緊急噴藥滅蚊等防治工作。
2.病媒蚊監測

有效降低高風險 1.每月針對全市 531 個高風險里別進行社區
地區及全市病媒 診斷與病媒蚊密度監測，對於布氏指數 3
蚊密度，1-6 月登 級以上之里別由區級登革熱防治工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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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熱病媒蚊密度 組發動轄區相關單位及里民進行孳生源
調查之布氏指數 清除工作。
3 級以上（含） 2.每日完成病媒蚊密度調查結果分析統計
比率達 10%以下 ，發現社區有病媒蚊密度異常增高情形，
；7-9 月達 20% 立即通知權管機關處理，並落實孳生源列
管場域複查管理，尋求積極徹底解決方案
以下
。
3.衛教宣導與社 提升社區環境自
我管理之知能，
區動員
營造無蚊生活環
境：
1.本市各轄區成
立里滅蚊志工
隊，全市 100
隊
2.結合社區防疫
，辦理社區鄰
里登革熱衛生
教育宣導

1.利用各種傳播媒體進行全方位宣導，並積
極辦理各項衛教宣導活動。
2.結合本府各局處，舉辦旅遊業者、資源回
收商、建商及學校之登革熱教育宣導。
3.印製各種衛教教材如單張、手冊、海報、
光碟等發放市民、機關、學校、民間團體
等宣導周知。
4.輔導「里滅蚊隊 」社區動員，協助登革
熱病媒蚊孳生源清除及衛教宣導。
5.辦理深耕社區-小規模多場次之社區衛生
教育宣導，提升市民環境自我管理之知能
，營造無蚊生活環境。

(四)檢疫防疫業
務防治
1.預防接種實務 1.提升各項常規 1.提高民眾接種便利性，鼓勵公私立醫療院
預防接種完成 所加入嬰幼兒接種合約醫療所行列，執行
及管理
率 基 礎 劑 達 預防接種。
95% 、 追 加 劑 2.常規辦理新生兒Ｂ型肝炎、白喉、百日咳
、破傷風、日本腦炎、麻疹、腮腺炎、德
達 92%以上
國麻疹、水痘、5 合一疫苗等各種疫苗接
種。
3.積極督導醫療院所提高孕婦產前Ｂ型肝
炎受檢率，及加強其嬰幼兒依規定時程接
種 HBIG、Ｂ型肝炎疫苗。
4.執行季節性流感疫苗接種計畫，提高疫苗
接種率，以有效降低疾病發生率及重症個
案。
2.疫苗冷運冷藏 1.建立本市疫苗冷運冷藏管理系統之設備
：確保疫苗品 、人員及管理資料庫，並落實設備維護管
質及接種效益 理。
，完成預防接 2.依預防接種之工作內容每年辦理預防接
種相關作業標 種業務相關人員之在職訓練，並依實際需
準化
要增加辦理場次，以提升預防接種品質。
3.實地查核衛生所及合約醫療院所之疫苗
冷運冷藏管理。
2.國內港埠傳染 定期執行港埠環 1.執行國內港埠衛生作業，如發現疑似傳染
境監控，岸置處 病，迅速採取防疫措施。
病之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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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暫置漁船及 2.岸置處所之環境衛生稽查及大陸船員之
人員衛生教育、 傳染病管理防治，降低漁港地區發生疫情
稽核及紀錄，管 機率。
制港區疫病發生 3.結合當地漁會及相關單位的活動（如節慶
並切斷傳染途徑 、會議等），針對民眾進行傳染病防治的
衛教宣導，以達社區防疫之效。
3. 災 區 傳 染 病 ( 災區疫情監控， 1.動員及調派防疫人員，及早偵測災區疫病
發生，並評估災區防疫需求。
避免疫情擴大
疫災)防治
2.適時啟動緊急應變小組，落實各組分工，
俾利執行傳染病疫情通報與監視，採取防
疫措施與處理，並辦理防疫物資調派發放
及衛教宣導。
3.配合其他災害防救相關工作。
二、醫政業務
(一)醫政
1.醫事人員管理 1.醫事人員執業
、歇業之登記
2.醫事人員機構
執、開業管理
與輔導
3.嚴格取締未具
醫事人員資格
擅自執行醫療
業務及不法醫
療廣告
2.醫療機構管理 1.醫療機構開業
、異動、變動
、歇業之登記
；廢水與廢棄
物處理輔導
2.強化醫事審議
委員會功能

949,209
依照各類醫事專業法規核發醫事人員開、執
業執照及異動、變更、歇業等登記。
定期輔導考核醫療機構，並配合中央實施各
級醫院評鑑及督導改善。
依照各類醫事法規之規定確實嚴格取締，以
確保市民良好就醫環境。

各醫療機構應依環保法規處理廢水及廢棄
物，以防止污染環境。醫政人員利用平時及
年度醫療機構考核時加強輔導。

加強醫療機構設立、擴建、收費規範、醫療
爭議、醫療品質促進及其他醫療事項之審議
。
3.提升病人安全 辦理各項宣導並輔導醫院改善，提升病人安
，促進醫療倫 全，促進醫療倫理。
理

3.勞工健檢指定 勞工健檢指定醫 辦理本市勞工體格及健康檢查指定醫療機
醫療機構管理 療機構管理
構管理。
(二)緊急醫療

1.組織民防醫護 修訂「高雄市衛生動員準備計畫」，完成醫
大隊
療機構及醫事人員戰時編組，並辦理常年訓
練。
2.提升高雄市緊 1.辦理急救責任醫院督導考核。
急醫療救護資 2.辦理醫護人員緊急醫療專業訓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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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與品質

3.維護、整合緊急醫療無線通訊系統。
4.賡續「高雄市緊急醫療資訊整合中心」運
作。

3.救護車管理

辦理救護技術員訓練、救護車之登錄、查核
及年度普查工作。

4.本市活動醫療 調派急救責任醫院之醫護人員及救護車支
援本市各項活動之醫療救護工作。
救護
5.推廣民眾急救 辦理心肺復甦術及人工呼吸等急救教育工
作，以提升民眾呼救前之自救能力。
教育訓練
6.提升核、化災 1.結合高屏資源，建構核、化急救醫院。
處理應變能力 2.要求本市責任醫院積極參與各項核、化演
練及教育訓練。
(三)市立醫院管 1.督導管理市立 1.積極推動「高雄市立醫院營運改革行動方
醫院，提升醫 案」及「高雄市立民生醫院營運轉型」，
理
療服務品質及 發展各市立醫院經營核心特色、辦理營運
績效考核、擬妥市立醫院營運策略，提升
營運績效
醫療服務品質及營運績效、減少醫療糾紛
、強化成本效益及朝向自給自足原則，確
保永續經營。
2.督導管理委託經營之大同、小港、旗津、
岡山及鳳山等 5 家市立醫院年度營運績效
考核及配合推動本市公共衛生業務執行
力，以利醫院永續經營。
2.辦理高雄市 65 1.依據「高雄市 65 歲以上老人公費裝置假
歲以上老人公 牙實施計畫」進行口腔篩檢及假牙裝置事
費裝置假牙暨 宜。
中低收入老人 2.配合內政部第 4 年「高雄市 65 歲以上中
補助裝置假牙 低收入老人補助裝置假牙實施計畫」之推
動。
實施計畫
3.辦理高雄市立 1.配合市政建設推動「高雄市立旗津醫院新
旗津醫院新建 建案」遷建於中旗津，規劃地下 1 樓及地
上 4 樓樓層，一般病床 30 床之地區醫院
工程
。
2.帶動旗津地區就醫便利性，提供全方位醫
療照護任務，並暢通緊急醫療後送動線，
減少市庫支出，增加市庫營收。
3.辦理高雄市立旗津醫院整擴建委託民間
經營案公告招商，以利評選該院新建完竣
後委託最優申請人經營。
4.辦理高雄市立 配合行政院衛生署公益彩券回饋金第二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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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協助弱勢 補助「高雄市立醫院協助弱勢個案就醫補助
個案就醫補助 計畫」之推動。
計畫
(四）山地醫療

1.山地地區地方 1.辦理原住民地區地方醫療保健促進計畫。
醫療保健促進 2.強化山地地區緊急醫療服務工作計畫。
3.辦理部落社區健康營造計畫。
計畫
4.辦理山地地區遠距醫療計畫。
5.辦理原住民就醫交通費補助計畫。
2.廳舍興建與充 1.辦理原住民區衛生所室辦公廰舍修繕。
2.辦理原住民區衛生所室充實醫療、資訊、
實設備
辦公室相關設備採購案。

三、藥政業務
(一)藥政管理藥 1.辦理藥師(生) 1.本市藥商（局）之設立、停（歇）業及其
商 登 記 管 、中醫師執業 聘用之藥師(生)、中醫師執業登錄。
登記與查核
理及查核
2.用藥安全宣導 2.培訓藥師(生)用藥安全宣導種子講師，至
各族群宣導用藥安全。
（二)藥物管理
1.取締不法藥物 1.取締偽、劣、 1.採任務編組成立跨區不法藥物聯合查緝
禁藥等不法藥 小組，不定期至各大賣場、攤販、公園及
物
廟前廣場等場所執行抽查，查獲不法藥物
即依法處辦。
2.建立檢、警、調等相關單位之密切連繫溝
通管道、藉以交換訊息，協調合作，加強
取締，以維護合法廠商權益。
2.加強藥物標示 查核藥商、藥局（房）陳列販售、調劑之藥
查處
物是否依藥事法規定標示，藉以維護消費者
權益。
3.消費者服務

1.按消費者所提供藥物來源，循線查緝不法
藥物，對重大案件或查證困難時，請市府
警察局刑警大隊配合申請搜索票，以利蒐
證。
2.平時積極受理消費者對使用藥物之諮詢
及品質申請免費檢驗，據以追查不法藥物
。
3.適時提供民眾用藥安全手冊供民眾參閱
，以保障市民用藥安全。

2.藥物廣告管理 加強藥物廣告管 1.宣（輔）導廠商應依規定申請，經核准後
理
始得刊播藥物廣告，期使業者知法、守法
，重視專業及職業道德，保障消費者選購
使用權益。
2.透過監視（聽）、剪報，取締藥物違規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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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3

告，以期降低違規藥物廣告件數；並對涉
嫌之違規、誇大廣告，依法裁處。
3.依藥事法第七章規定受理申請廣告核准
案件。
3.藥物管理

1.中藥管理

1.宣導適時法令與稽查嚇阻不法。
2.加強市售中藥製劑及中醫診所藥品之抽
驗工作。
3.加強中藥(材)包裝標示之輔導與查緝。

2.西藥管理

1.宣導適時法令與稽查嚇阻不法。
2.加強市售藥品及醫療院所調劑藥品之抽
驗。
3.加強藥品包裝標示之稽核與輔導。

3.戰備醫藥衛材 不定期查核醫療院所戰備醫藥衛材，推陳換
新及輔導依規定品項、數量儲備戰備藥品及
管理
衛生器材情形。
4.管制藥品管理 1.落實管制藥品之管理，辦理管制藥品管理
使用稽核及藥 人員法規研習。
物濫用防制宣 2.加強查核藥局、藥商、醫院、診所管制藥
品之管理及管制藥品濫用危害之宣導。
導
(三)化粧品衛生
管理
1.化粧品業者管 化粧品廠商及販 輔導化粧品販賣業、製造業者確實執行衛生
售場所輔導檢查 自主管理及遵守化粧品衛生管理條例之規
理
定。衛生局採不定期檢查，發現不法，依法
處辦，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2.化粧品管理及 1.市售化粧品、 1.不定期至各化粧品販賣、供應之場所查察
標示查核與抽 與抽驗，對不法產品予以取締並追查其來
取締
驗
源。
2.配合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對市
售化粧品之品質調查抽驗，保障消費者使
用之安全。
3.至本市化粧品販賣業者(含直銷商)查核化
粧品之標示，避免違規產品流入市面。
2.消費者服務

受理化粧品消費者陳情、檢舉、消費爭議並
調解，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3.加強化粧品相 印製相關法令、公告、釋函供業者參考。
關法規宣導
3.化粧品廣告管 加強化粧品廣告 1.嚴審化粧品廣告申請案件，避免誤導消費
管理
理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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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輔導化粧品廠商，不得刊登（播）違規化
粧品廣告，以維護消費者購用之權益與安
全。
3.加強剪報、監視、監聽、側錄，以遏阻違
規廣告，並加強抽驗違規廣告之產品。
四、食品衛生業
務
(一)食品衛生管 1.辦理市售食品 1.訂定縝密食品抽驗計畫。
抽驗工作，計 2.配合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食品
理
抽驗 3,800 件 後市場監測計畫，依抽驗日程表之進度，
辦理各類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材料等
以上
抽驗及處理工作，包括：
(1)各類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用洗潔劑、
食品器具、食品容器及食品包裝等之抽驗
。
(2)不良及違規食品、肉品及加工品之取締及
依法處理。
(3)市售農、畜、水產品藥物殘留檢測。
3.必要時委託經政府認證檢驗機構代為檢
驗。
4.配合中央交辦市售食品緊急事件抽驗。
2.違規標示廣告 加強違規廣告標示、逾期食品取締及處理。
之管理
3.加強禽肉品攤( 配合經濟發展局聯合稽查小組稽查肉品衛
店 ) 販 之 管 理 生，違者依法處理。
及輔導。
4.加強團膳稽查 供應學校餐盒、學校合作社食品業衛生輔導
檢查，並配合教育局，輔導非營利團膳之衛
生情形。
(二)餐飲業者衛 1.推動餐飲業者 1.邀請學者專家組成食品衛生自主管理認
衛生自主管理 證暨優良餐廳分級評鑑計畫評鑑小組，輔
生管理
暨優良餐廳分 導認證相關工作。
級評鑑制度， 2.辦理食品業者評核工作，經初核、複核後
至少輔導 55 家 符合衛生優良之業者由本局頒給認證標
通過本局衛生 章。
自主管理標章 3.辦理認證標章到期食品業者展期，經評鑑
認證
小組複核通過，授予繼續認證。
2.加強觀光景點 配合經濟發展局推動觀光景點，加強飲食攤
餐飲衛生輔導 （店）販於工作時穿戴整潔工作衣帽。
3.加強食品安全 1.加強公共飲食業衛生輔導檢查。
宣導
2.印製手冊、卡片、摺疊卡，加強食品衛生
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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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2

4.招募食品衛生 1.廣招食品衛生志工。
志工，協助反 2.辦理食品專業訓練，使其具專業能力，協
應食品違規案 助反應食品違規案件。
件
(三)食品業者衛 1.賡續建立食品 實施各類食品業者之普查、建檔，並協助其
建立衛生自主管理制度及管理人員體系。
業者之資料
生管理
2.舉辦各類食品 1.定期與不定期輔導各類食品業者，加強各
業者之衛生講 類食品製造業者之衛生輔導與衛生觀念
習、座談會， 提升。
計 15 場次以上 2.與食品衛生有關機關配合，辦理食品業者
，提供有關食 之研習、觀摩、座談會，期能提高業者衛
品衛生人員訓 生及服務品質與水準，推動業者及衛生稽
查人員有關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
練
）培訓、養成與實務訓練。
3.會同有關機關加強違規食品業者之輔導
及取締。
3.推動稽查食品 稽查與輔導食品業者食品安全管理系統。
業者食品安全
管理系統
五、健康管理
（一）癌症防治
1.婦女癌症防治 1.30-69 歲 婦 女 1.辦理本市 30 歲以上婦女每年免費一次子
子宮頸抹片三 宮頸抹片檢查之服務及 45-69 歲二年一次
年 1 次檢查率 婦女免費乳房攝影服務。
2.鼓勵本市各醫療院所配合辦理，並輔導醫
達 62%
2.45-69 歲 婦 女 療院所加入癌症篩檢醫療品質提升工作
乳房攝影檢查 ，以提升癌症篩檢率。
達該年齡群之 3.結合整合性篩檢提供設站婦癌篩檢服務
29.5%
，落實可近性及便利性篩檢服務。
4.提供子宮頸抹片及乳房攝影檢查巡迴車
到點服務，嘉惠偏遠、交通不便及婦產科
院所缺乏之地區之婦女，就近接受抹片服
務。
2.口腔癌防治

30 歲 以 上 嚼 檳 1.辦理 30 歲以上嚼檳榔或吸菸民眾每 2 年
榔或吸菸民眾 2 一次口腔癌篩檢服務。
年 1 次接受口腔 2.配合勞工健檢辦理口腔癌高危險群（嚼檳
癌篩檢率達 22% 榔或吸菸者），及安排口腔癌篩檢社區到
點服務。
3.建置本市醫療院所口腔癌篩檢服務體系
，提高口腔癌篩檢服務便利性。
4.辦理口腔癌高危險群（嚼檳榔或吸菸者）
，檳榔健康危害防制宣導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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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91

3.大腸直腸癌防 50-69 歲民眾 2 1.辦理 50-69 歲市民 2 年 1 次結直腸癌篩檢
年 1 次接受大腸 服務。
治
直腸癌篩檢率， 2.結合基層醫療院所推動健康便利店，提供
達該年齡群人口 可近性及便利性癌症篩檢服務。
3.結合社區、關懷據點、機關團體、整合性
數之 43.5%
健康篩檢到點，提供大腸直腸癌篩檢服務
。
4.癌症篩檢異常 四癌篩檢異常個 1.加強子宮頸癌、乳癌、口腔癌及大腸直腸
案追蹤率達 70% 癌篩檢異常個案之追蹤、複查、確診治療
個案追蹤
。
以上
2.建置醫療院所陽性個案轉介服務單一窗
口。
3.製作癌症服務資源手冊。
5.癌症防治宣導 癌症防治衛生教 1.辦理衛生教育宣導，提升民眾防癌認知。
育及多元媒體行 2.運用社區電台、廣播、平面媒體、戶外廣
及行銷
告等各項傳媒宣導四項癌症防治及篩檢。
銷
（二）保健工作
1.提供生育保健 1.鼓勵外籍配偶接受產前健康檢查及個案
1 婦幼衛生
措施，結合社 管理。
區醫療資源推 2.宣導高危險性群族（高齡孕婦、本人或配
動婦幼健康
偶有遺傳疾病者，家族有遺傳疾病者），
實施產前遺傳診斷。
3.對於有礙生育健康之個案及家屬，依優生
保健法提供優生健康檢查、結紮、子宮避
孕器、人工流產費用等補助。
4.提供孕產婦及嬰兒健康管理。
2.推動兒童預防 1.由衛生所定期輔導托兒所、幼稚園推動自
保健服務
主管理。
2.加強宣導兒童預防保健之使用及學齡前
兒童健康管理。
3.追蹤兒童預防保健服務及執行生長發展
篩檢之狀況。
2.中老年疾病防 提升 18 歲以上
民眾血壓值、血
治
糖值及慢性腎臟
病防治之認知率

藉由電子及平面媒體、跑馬燈、宣傳單、海
報、紅布條、網路、簡訊及結合社區團體、
社區藥局、里民活動中心及醫療院所等，加
強慢性病、三高及慢性腎臟病等疾病防治宣
導。

3.營造高雄市婦 建構本市婦女友 全面推動本市各醫療院所營造婦女友善醫
女友善醫療環 善醫療環境
療環境，給婦女一個具隱私、安全、便利的
境
就醫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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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促進
1.提倡市民多運 1.提供市民體重 1.於各區衛生所及社區提供市民體重控制
班服務，讓市民學習規律運動及健康飲食
動、健康吃， 控制班服務
的知識及技能，以達健康體位之目標。
體重控制
2.結合社區組織 2.結合 38 個行政區之社區組織及社區團體
及團體，共同 ，推動規律運動活動，帶動運動風氣，並
帶動社區運動 透過社區競賽方式，鼓勵社區發揮創意，
風氣，提升運 營造民眾喜歡之運動方式，增加參與率。
動人口
2.營造健康職場 鼓勵職場推動健
康促進活動，參
加健康促進自主
認證

針對各職場特性及需要，辦理職場健康促進
活動，營造職場健康促進之支持環境，並輔
導參加職場自主認證活動，提升企業形象及
員工健康。

3.協助高齡者健 1.提供長者健康 1.結合醫療院所資源，提供各社區關懷據點
健康促進服務，協助長者健康促進。
促進服務
康老化
2.鼓勵長者參與 2.辦理長者各式健康促進活動與競賽，鼓勵
健康促進活動
長者組隊參與，透過活動與準備，充實長
者生活，並提升身心健康狀況。
4.推動事故傷害 1. 辦理事故傷害 結合相關單位進行溺水防制、居家安全、交
防制宣導，提升 通安全及防跌強化教育，提升高危險族群正
防制
民眾的重視
確的認知。
2.提升居家安全 針對弱勢及高危險對象進行居家生活環境
檢視，輔導市民改善居家生活環境。
（四）營業衛生
管理
本巿 6 大業別（ 1.本市 6 大業別
旅館、美容美髮 營業衛生自主
、游泳、浴室、 管理率維持在
娛 樂 及 電 影 片 80%以上
映演）營業衛生
管理工作計畫 2.辦理 6 大業別
研習計 20 場次
出席率達 80％
以上

1.積極輔導本市 6 大業別，落實營業衛生自
主管理工作，並協助解決發現之問題。
2.不定期稽查及輔導營業場所，不合格業者
限期改善，並列為下次稽查重點。
依據 6 大業別從業人員不同需求，設計研習
會課程。並結合健康檢查一併辦理，以提升
出席率。

3.稽查輔導本市 1.每月至游泳池進行水質採樣檢驗 1 次，暑
游泳業及浴室 假期間（7 月~9 月）加強游泳池水質管理
業營業衛生完 ，每月採樣檢驗 2 次，並將檢驗結果公佈
成水質檢驗， 於衛生局網站供民眾閱覽。浴室業溫泉浴
水質不合格率 池每月水質採樣檢驗 1 次，並將檢驗結果
分 別 維 持 在 公佈於衛生局網站供民眾閱覽。
3%及 4%以下 2.辦理衛生所承辦人「游泳業、浴室業三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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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及溫泉浴池稽查輔導技巧」在職訓練，
以提升水質採檢品質。
（五）職業衛生
1.落實勞工健康 營造「健康勞工」 1.輔導事業單位加強員工定期作健康檢查
1.聯合勞動檢查 及特殊檢查，並協助評估分析以落實勞工
管理計畫
處、專家學者 健康管理工作。
訪查 20 家特別 2 結合專家小組實際稽查，選擇事業單位以
危害健康作業 其健檢量或判定健康管理等級第二級最
多之事業單位為優先稽查對象。
事業單位
3.加強事業單位健康檢查結果屬第三級管
2.特殊健檢屬三
級管理以上之 理以上之勞工，以維護特別危害健康作業
勞工，完成複 勞工之健康。
4.辦理事業單位工安或廠護及衛生局、所稽
查達 100％
查人員研習會。
2.外勞健康管理 加強外籍勞工入
境後定期（6 個
月、18 個月及 30
個月）之健康檢
查追蹤

對於外籍勞工入境後定期健康檢查核備案
件，除由專人審慎查核外，於健檢不合格項
目中發現有罹患肺結核、結核性肋膜炎、人
類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或漢生病、腸內寄生蟲
等列管追蹤，以確保國人及受聘僱的外籍勞
工健康，落實勞工健康照顧。

3.無固定雇主勞 提升勞工健檢意 1.辦理無固定雇主勞工（美容、美髮業等）
工健康檢查專 願及健康自我照 健康檢查維護專案說明會。
2.辦理無固定雇主健康檢查合約醫院招標。
護認知
案計畫
3.執行無固定雇主（美容、美髮業等）勞工
健康檢查 2,100 人次。
（六）菸害防制 1.菸害防制總稽 1.結合警察局辦理例行、檢舉及專案稽查，
查件數達 21,000 落實菸害防制法，維護無菸環境。
件以上
2.聯合財政局執行菸品查緝及菸品抽驗，以
維護消費者權益。
3.協同教育局建立校園通報機制，實施戒菸
教育，改變學生吸菸行為。
4.聯繫社會局強化父母管教角色，監督兒童
及青少年吸菸行為。
2.菸害防制教育 1.整合資源辦理多元衛生教育活動，推動菸
宣導 5,000 人 害教育與拒吸二手菸觀念。
次
2.運用各項媒體，傳播反菸、拒菸及戒菸活
動。
3.開立 39 班市民 1.建構戒菸諮詢網絡，強化吸菸民眾戒菸動
戒菸班及戒菸 機。
諮 詢 服 務 達 2.規劃戒菸轉介流程，連結個別性戒菸服務
32,305 人
方式。
3.提供中西醫療戒菸服務，開辦學校及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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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菸班。
4.推廣戒菸服務專線，鼓勵戒菸者多加利用
。
5.結合醫療機構設立戒菸服務諮詢站，提供
相關諮詢服務。
6.結合學校、社區資源，擴展公共場域之無
菸空間，建立社區無菸環境，營造戒菸、
拒菸氛圍。
六、長期照護
（一）長期照顧 推展社區長期照 1.整合各類長期照護服務資源。
2.建全長期照顧管理中心，落實照顧管理制
顧服務
度。
3.發展多元化長期照護服務。
4.培訓長期照護專業人力及教育訓練。
5.社區長期照護宣導。
6.建立本市長期照顧跨專業合作機制。

42,320

（二)身心障礙 辦理身心障礙鑑 1.辦理身心障礙鑑定費用核付。
2.指定醫療機構辦理鑑定工作。
鑑定業務 定及相關事宜
3.成立身心障礙鑑定小組，協辦相關事宜。
4.規劃及指定身心障礙者特別門診項目。
（三）長照機構 提升長期照顧護 1.辦理本市長期照顧護理機構輔導及督導
理機構照顧品質 考核
管理
2.辦理本市長期照顧護理機構人員訓練。
3.辦理本市長期照顧護理機申請立案變更
等事宜。
七、心理衛生
（一）社區心理 辦理初段心理衛 1.辦理心理衛生教育宣導講座與活動、心理
健康促進 生業務
諮詢／諮商、憂鬱症篩檢服務…等。
2.規劃心理諮商服務，促進民眾身心健康。
（二)自殺防治

針對自殺高風險 1.辦理本市自殺高風險個案後續追蹤訪視
個案，進行追蹤 服務，及社區自殺防治守門員訓練。
訪視服務
2.辦理「高雄市心理健康促進會」
(1)策劃、協調與推動本市初段心理健康及自
殺、精神等問題之防治工作。
(2)整合本府各局處執行心理健康促進等相
關業務。
(3)執行其他心理衛生及心理問題防治事項。

（三）災難心理 針對莫拉克風災 1.辦理本市災難心理衛生服務，包括人才培
災後心理重建服 訓、高風險個案關懷服務。
衛生
務
2.執行行政院衛生署及本市莫拉克風災 3 年
心理衛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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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93

（四）毒品危害 施用毒品者之追 1.擬定高雄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年度執行
防制工作 蹤訪視與資源轉 內容，執行毒癮者戒治輔導、轉介與追蹤
訪視。
介
2.辦理「高雄市毒品危害防制諮詢委員會」
(1)策劃、協調與推動本市毒品危害防制工作
。
(2)整合本府各局處執行毒品危害防制業務。
(3)執行其他毒品危害防制事項。
（五）精神衛生 1.整合精神醫療 落實本市精神醫療網計畫，以掌握精神醫療
機構強化協調 資源，提供精神病患及時的醫療轉介服務。
合作與連繫
2.強化社區精神 1.社區精神病患之分級管理及關懷訪視服
務。
病患之照護
2.設置精障個案醫療轉介之單一服務窗口。
3.辦理社區疑似精神干擾個案陳情案件。
3.精神復健機構 精神復健機構設置、人員異動登錄及定期督
導考核。
管理
4.精神病患膳食 補助精神復健機構個案部分膳食費。
費部分補助
（六）家暴及性 辦理家暴暨性侵 1.委託辦理家暴暨性侵害加害人社區處遇。
2.辦理中央評核相關事宜。
侵害服務 害加害人處遇
八、衛生檢驗
（一）食品檢驗 配合食品衛生科 1.辦理食品中添加物檢驗：防腐劑、丙酸、
抽樣檢驗，並受 硼酸及其鹽類、著色劑及規定外煤焦色素
理市民申請委託 、調味劑-糖精、環己基(代)磺醯胺酸、甘
檢驗 3,000 件以 精、保色劑-亞硝酸鹽、殺菌劑-過氧化氫
上，以遏止不肖 、漂白劑-二氧化硫、螢光增白劑、甲醛、
廠商使用有害人 抗氧化劑等檢驗合計 1,800 件以上。
體之食品添加物 2.辦理食品中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生菌
，以確保市民健 數等檢驗合計 1,500 件以上。
康及防止食物中 3.辦理食品微生物中毒菌：金黃色葡萄球菌
毒發生
、仙人掌桿菌、腸炎弧菌、病原性大腸桿
菌、沙門氏桿菌、黴菌、酵母菌、李斯特
菌、阪崎腸桿菌、抗生物質暨增項檢驗乳
酸菌、保溫試驗、霍亂弧菌等檢驗合計 330
件以上。
（二）公共衛生 加強營業衛生水 游泳池、三溫暖、汽車旅館水質衛生指標菌
質檢驗，以確保 ：大腸桿菌群、生菌數等檢驗合計 2,000 件
檢驗
消費者健康
以上，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三）藥物檢驗 加強健康食品、 1.針對市售化粧品、藥品及中醫診所藥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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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80

化粧品、藥品等 抽驗工作等檢驗合計 100 件以上。
檢驗以防止不肖 2.受理消費者陳情、檢舉之健康食品、化粧
業者違法添加西 品、藥物檢驗案件，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藥
（四）加強技術 擴充檢驗項目以 配合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TFDA
提升檢驗能力， ）公告方法增項動物用藥品項，加強畜禽肉
發展
維護市民食品衛 品、水產品中動物用藥四環黴素類、磺胺劑
類多重殘留分析之監測，以維護市民肉品、
生安全
水產品飲食衛生安全。
（五）建立優良 積極參與檢驗項 1.積極參與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認證
實驗室品 目認證 29 項以 體系（TAF）與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
理局（TFDA）檢驗業務認證，每年持續
上
管
增項認證 2 項。
2.參加英國食品分析評價體系（FAPAS）機
構及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檢驗
績效測試，以提升檢驗品質與公信力。
（六）其他為民 1.免費提供簡易 免費提供簡易試劑 300 份以上供民眾自主
服務事項 試劑供民眾自 管理檢驗。
主管理
2.以客製化方式 接受巿民、廠商委託食品水質申請案件等檢
接受巿民、廠 驗合計 200 件以上。
商委託申請
九、企劃及資訊
業務
(一)企劃及研考
業務
強化公文處理時 1.依「高雄市政府文書處理實施要點」辦理
1.公文考核
效，以提高行政 文書作業，分析檢討辦理時效。
效率
2.依「高雄市政府公文處理考核作業要點」
，辦理公文檢查、稽催、管制公文處理時
效及作業流程。
2.重要工作列管 執行各項列管工 1.立法委員、監察院、市議員質詢、促參暨
作進度管制
追蹤
各項會議及計畫等管制案件列管追蹤。
2.依「衛生局處理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
，列管追蹤人民陳情案件。
3.為民服務工作 加強為民服務工 1.依「衛生局提升為民服務實施計畫」，加
作，以提升服務 強同仁為民服務的品質。
品質
2.依「衛生局電話禮貌測試計畫」，每月辦
理衛生局暨所屬各單位電話禮貌測試，並
進行改善。
4.衛生保健志工 推動衛生保健志 加強召募、組訓衛生保健志工，並結合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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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0

管理

工服務及管理

資源全面推動社區衛生保健工作。

5.研擬中程與年 研擬衛生局 102 依據市府核定之施政目標研擬修訂中程施
政計畫與年度施政計畫。
年施政計畫
度施政計畫
6.研擬年度施政 研擬衛生局 102 依據中央政策及行政院年度施政方針，並配
合巿府施政重點，研擬修訂年度施政綱要。
年施政綱要
綱要
（二）資訊業務 1.加強推動辦公 1.配合本府、行政院衛生署推廣各項資訊系
室自動化作業 統外，並協助推動科室資訊系統之需求規
劃。
及其網路安全
2.賡續辦理衛生局電腦機房及各項資訊網
路設備維運，俾利強化本局資通安全管控
措施。
3.配合市府及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辦理年度各項資通安全演練作業。
2.加強推動衛生 賡續配合市府暨行政院衛生署推動各項資
訊系統，強化各區衛生所 e 化便民服務措施
所資訊系統
。
3.加強辦理資訊 辦理資通安全教育訓練，並依各單位資訊業
務推展需求協助規劃相關系統導入教育訓
在職訓練
練。
4.輔導各市立醫 輔導本市各市立醫院，依行政院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核定之資安等級及建置期程要求
院
，完成各項資安防護工作。
十、各區衛生所
業務
(一)衛生所管理 1.衛生所人力配 適時檢討評估衛生所人力，兼顧 38 區 39 衛
生所現有醫療特色，以改善各所人力需求。
置
2.召開衛生所相 召開衛生所相關業務會議，以強化溝通協調
機制及提升列管追蹤績效。
關業務會議
3.行政相驗

統整 38 區 39 衛生所現行作為，採取因地制
宜政策，視政策安排衛生所醫師夜間及例假
日行政相驗值班及即時處理民眾反映事項。

4.輔導衛生所業 1.不定期輔導衛生所業務，協助解決困難，
務
並依中央衛生業務政策辦理增能教育訓
練，以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2.辦理衛生所年度業務綜合考核，擬定考核
指標，績優單位給予敍獎鼓勵，績效不佳
單位督促檢討改進，以利業務之推展。
3.爭取中央各項補助款，改善衛生所功能設
備及廳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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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72

十一、醫療藥品
基金計畫
與醫療服
務
(一)衛生局各區
衛生所
1.國內外進修考 提高醫療衛生人 選派衛生局暨所屬機關人員赴有關單位參
員技能、知識， 加各項訓練研習、進修及會議，以提升醫療
察
進而提高醫療服 技術及服務品質。
務品質。
2.補貼

補貼衛生局所屬 1.補助各區衛生所房舍整修工程。
醫療院所推動業 2.補助各區衛生所水電、資訊開發整修工程
。
務

3.獎勵

獎勵衛生局暨所 獎勵衛生局暨所屬醫療機構人員及補助員
屬醫療機構人員 工專題研究。
及補助員工專題
研究

4.一般賠償

因應所屬醫療院 依據衛生局所屬醫療院所意外事件處理要
所引起之醫療糾 點辦理。
紛

(二)市立民生醫
院
1.加強醫療行政 落實醫院營運轉型，重新定位使命及願景，
1.醫療業務
管理效能，提 朝亞急性醫療發展，以推動長期照護及急診
醫療服務。積極羅致優秀人才，配合公共衛
升醫療品質
生政策擴大社區預防保健服務，以提升醫院
營收。
2.加強行政效能 辦理採購，其訂定招標文件、招標、決標、
，強化採購案 訂約、履約管理、驗收及爭議處理，由採購
督導管控機制 專業人員承辦、審核、協辦或會辦。
3.提升民眾滿意 檢討工作流程、簡化作業程序、改善便民措
度及員工士氣 施、提高行政效能、辦理各項顧客、員工滿
意度調查及電話禮貌測試缺失改進，持續推
動 5S 活動。
4.房舍維護、機 對老舊樓層、病房、浴廁修繕並定期維修保
械及什項設備 養，進行公共安全消防、機電及各項硬體設
等修繕保養。 施維護。
2.充實設備

充實設備

依實際需要，編列預算增購汰換醫療儀器、
交通及什項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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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2,959

217,794

943,181

3.專題研究教育 1.專題研究
訓練

4.社區服務

鼓勵醫師或同仁自行專題研究，予以獎補助
，定期舉辦醫學專題發表，發表同仁研究成
果。

2.員工訓練

定期辦理員工教育訓練。

加強社區健康檢
查服務建立社區
醫院優良服務形
象

配合國健局辦理癌症品質提升計畫，加強癌
篩異常個案追蹤。配合中央和衛生局防疫政
策，執行本市國小學童預防接種及社區民眾
流感疫苗接種。

5.緊急災害救護 緊急災害消防救 加強辦理緊急災害消防、救護(555)大量傷患
(333)及緊急救護(999)演練及測試。
護訓練
(三)市立聯合醫
院
1.一般行政管理 落實行政管理， 1.開發自費醫療項目，增加醫療收入；精簡
人事，控管正式人員進用契約人員；降低
提升服務品質
人事、衛材、藥品採購、水電等營運成本
。
2.檢討工作流程，簡化作業程序，妥處人民
陳情。持續營造辦公室 e 化環境，建置為
民服務措施，落實便民服務資訊網及資訊
安全，提升組織文化及服務品質。
2.醫療行政管理 1.加強員工勤惰 加強員工勤惰管理及落實醫師專勤制度。依
管理落實考核 相關規定，辦理員工年終考核及平時獎懲。
制度
2.加強醫療行政 1.持續推動 ISO 9001：2008 版整合作業、財
管理，提升醫 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TAF）國際認證
工作、癌症醫療品質提升計畫、病人安全
療品質
、鼓勵異常事件通報並做 RCA、全院 5S
運動、出院準備服務、高齡友善醫院，並
賡續推展健康促進醫院（HPH）。
2.積極推動「臨床路徑」
、
「TCIP」指標活動
。
3.持續辦理病患、員工組織氣氛及工作滿意
度調查及缺失改善。
3.研究發展

專題研究

鼓勵同仁進行研究論文投稿及參與國內外
醫學會及學術演講，予以獎補助。購買醫學
研究圖書、雜誌、期刊，以利研究計畫進行
。

4.在職訓練

1.員工訓練

辦理員工在職教育、感控防治、病人安全及
英語訓練，遴聘醫學中心醫師蒞院指導，甄
選醫療人員至教學醫院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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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813

2.志工訓練

辦理志工訓練及鼓勵服務。

5.社區服務

加強社區醫療保 1.持續強化社區到點癌篩及測量血壓、血糖
健服務，建立市 及骨密度測試。持續開辦糖尿病、痛風、
立醫院服務之形 高血壓等慢性疾病之衛教保健班、體重控
制班及戒菸門診，加強菸害防制宣導。強
象
化與社區營造點互動，共同營造健康促進
醫院（HPH）氛圍。
2.推展洗腎病友會、更年期成長團、雙峰關
懷協會、母乳會、蜜糖俱樂部…等病友團
體。

6.充實設備

充實醫療設備， 發展醫院特色、充實軟硬體設備，如影像調
控三能量強度控直線加速器（IGRT）。
提高醫療水準

7.強化採購案督 落實稽核、管控 持續加強採購案件相關稽核，配合衛生局、
審計處進行相關管控業務。
措施
導管控機制
(四)市立凱旋醫
院
1.一般行政管理 落實行政管理， 簡化文書作業，加強研考與為民服務，妥善
提升服務品質， 處理人民陳情案件。定期消防及公共安全檢
測與維護，建立院內品質保證制度，強化採
撙節公帑
購案督導管控機制。
2.醫療行政管理 加強醫療行政管 持續推動 TCPI 台灣臨床成效指標。辦理 ISO
理，提升醫療品 9001-2008 國際品質管理認證，滿意度調查
、電話禮貌測試、病人出院準備服務、提供
質
婦女親善醫療服務。
3.教學訓練

1.員工訓練

推動「員工教育委員會」及「醫學教育委員
會」，提供各醫療業務單位之相關訓練，培
訓災難心理重建人員。

2.志工訓練

辦理志工在職訓練，並協助衛生所召募心靈
環保志工，建構在地化心理健康服務。

3.研究獎勵

鼓勵員工積極研究進行跨院際合作研究及
參與國內外各醫學會與醫學雜誌論文發表
。設置研究病房及證據醫學中心。

4.推展訓練

強化團體治療訓練，持續提供在職教育、接
受或辦理業務督導考核，舉辦高屏地區精神
科從業人員暨住院醫師共訓計畫。

4.精神疾病防治 1.發展核心醫院 辦理區域內精神醫療相關工作，執行精神疾
任務
病強制鑑定、強制社區治療及 24 小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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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342

科急診醫療網、警消專線諮詢與服務。辦理
大規模災難後 1 至 6 個月訪視關懷與心理健
康篩檢。
2.社區民眾精神 元氣車深入社區舉辦「憂鬱症篩檢」，結合
轄區衛生所、社區發展協會、關懷據點等發
疾病篩檢
展社區在地化、持續心理健康網絡及服務流
程。
3.落實發展遲緩 加強宣導早期療育提高民眾對「發展遲緩」
兒童醫療工作 之認知以達到早期預防之效果。
4.從事青少年心 1.參與各級學校的研討會或個案研討會，加
強老師對情緒或行為障礙學生的認識與
理衛生工作
了解。
2.提供嚴重情緒障礙或精神疾病之青少年
住院及日間留院服務。
5.加強各區衛生 實施社區衛生所各轄區專責醫療團隊之責
任制，簽訂合作之心理衛生門診，持續提供
所合作
心理健康管理。
6.加強性侵及家 1.加強對性侵害、家庭暴力加害人與受害人
暴加害人與受 心理輔導及處遇治療。
害人心理輔導 2.與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合作辦理
高雄市性侵害案件專業團隊早期鑑定模
式─輔助兒童證詞與心智功能評估試辦計
畫。
7.加強社區心理 辦理精神病患「社交家庭」，擴充精神護理
衛生工作及精 之家床位及精神復健機構之強化。
神復健之啟動
5.加強自殺防治 自殺防治工作的 加強自殺通報與處置及推展自殺防治教育
，協助相關單位辦理自殺防治守門人訓練。
推展
工作
6.成癮防治業務 成癮藥物戒治

加強藥物、酒精或其他中樞神經作用物質濫
用、成癮或誘發疾患解毒治療、心理復健與
追蹤輔導。

7.濫用藥物業務 尿液及非尿液檢 加速檢驗時效，符合法令規定發報告。增加
驗
尿液第三、四級藥物認證。
8.營運計畫

1.營運方針

本院為精神病專科醫院，掌握精神疾病之防
治、治療、研究及醫事人員訓練。

2.銷售計畫

本年度銷售藥品成本預計：83,168 仟元，預
計藥品收入 96,050 仟元。勞務成本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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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633 仟元，預計其中勞務收入 684,919
仟元。
3.供售計畫

9.充實設備

依據政府採購法規定，以公開招標方式，公
開評選優勝廠商及依採購程序辦理招標等
事宜。

1.加強網路服務 加強本院英文網站內容，開設網路商店。推
展護理資訊庫，結合電腦系統對個案辨識及
給藥系統進行結合，同時將 TPR 等 Vital
Sing data 進行電子化。辦理網路社群服務「
facebook 凱旋心晴報報」
。
2.資訊風險管控 推動機房管理 ISO 27001 認證，有效控制醫
院所面臨的資訊風險。

(五)市立中醫醫
院
1.一般行政管理 1.落實行政管理 檢討工作流程、簡化作業程序，妥處民眾陳
，提升服務品 情，持續推動走動式服務，強化採購案督導
管控機制。
質
2.提升行政效能 持續辦理滿意度調查、電話服務禮貌測試並
與民眾滿意度 改善缺失，營造婦女友善醫療環境。
3.緊急災害消防 定期辦理消防及公共安全檢測與維護，訂定
緊急災害維護計畫，確立緊急應變組織分工
救護
，辦理緊急災害消防及救護演練。
2.醫療行政管理 提升醫療行政管 加強醫療品質及持續推動病人安全，落實意
理，提升醫療品 外事件通報，改善追蹤與分析檢討，依據疾
質
病分析與病患需求開辦特別門診。
3.提升醫院營運 1.增加健保總額 積極羅致優質醫師，執行優質門診計畫、腦
收入
收入
中風後遺症、大腸癌篩檢業務，增加醫療收
入。
2.增加自費醫療 持續開發自費服務品項及自費特別門診，依
收入
節氣與疾病配合媒體行銷。
4.降低營運成本 1.降低人事費用 精簡人事，控管員額；以契約人力取代正職，
降低人事費用。
2.降低藥材、能 大量採購常用科學中藥材，並與市立醫院聯
源耗用及消耗 合採購，降低藥物、醫療器材及耗用品成本
品成本
。
5.研究發展

專題研究

鼓勵同仁進行研究論文投稿及參與國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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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29

醫學會及學術演講，予以獎補助。購買醫學
研究圖書、雜誌、期刊，以利研究計畫之進
行。執行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及衛生局之計
畫。
6.在職訓練

7.社區服務

1.員工訓練

派員參加訓練及講習，加強員工病安、感控
、英語、手語訓練，辦理在職教育訓練，遴
聘醫學專家、學者蒞院指導，遴派住院醫師
至教學醫院接受西醫訓練，執行網絡教學計
畫。

2.志工訓練

辦理志工在職訓練，參與相關機構舉辦志願
服務基礎與特殊訓練班。

加強社區醫療保 加強行銷，推展社區中醫醫療保健，並深入
社區辦理癌症、菸害防制宣導，執行大腸癌
健服務
篩檢，辦理戒菸、體重控制及慢性疾病衛教
課程。

8.推展資訊化業 加強網路服務
務

加強網路行銷、資安管理，依實際需要充實
資訊設備。
500

十二、第一預備
金

779,441

十三、人事費

5,779,730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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