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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衛生醫療施政作為與成就 
1030327 

壹、施政作為 

項

次 

主

題 
施政作為 

連繫窗口

及電話 
（衛生局總

機：

2526-5394） 

1 

食

在

安

心 

一、 「食在安心」標章： 

(一) 積極推動「食在安心」標章驗證，輔導業者食品製

程符合衛生法規，並落實自主管理，迄今已通過 459

家，類別計有餐飲業、烘培業、早餐業、校園團膳、

食材業、觀光夜市、素食加工業、冷飲冰品、麵豆

製造業及中藥商。 

(二) 特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標章註冊，以提升標章

公信力，並辦理盛大授獎記者會，提升業者榮譽感，

發給通過業者靜電貼紙，張貼於店家門口，民眾只

要認明「食在安心」標章，就可吃的安心、吃的放

心！ 

二、 食品追溯雲-學校午餐食材登錄系統：為提升校園食

材源頭把關及加強業者自主管理，與教育局共同推

動此系統，將於 5月正式啟動；除於 1月 27日辦理

說明會鼓勵本市團膳業者參與，並訂於 3月 27日結

合教育局辦理團膳業者教育訓練，以利落實上線時

程。本局將持續執行團膳業者及其食材供應商之稽

查及抽驗作業，並與教育局共同檢核系統建置之正

確性，提供學童家長查詢學校午餐食材相關資訊，

為本市學童午餐食材衛生安全把關。 

食品藥物

管理科 

 

賴雯玲 

 

分機

5721 

三、 食品添加物源頭及販售端管理：加強食品添加物源

頭及販售端之管理，拒絕化工原料被錯用或誤用至

食品，102年與「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

合作執行「食品添加物管理輔導計畫」，實地現場輔

導本市食品添加物製售端業者之 15家業者(其中 1

家已中途停業)。 

四、 公有市場食品衛生管理工作： 

(一) 與經濟發展局建立「政府夥伴治理」跨域合作機制，

共同管理本市公有市場食品衛生工作。目前本市計

有 42個公有市場，而每個公有市場皆有 1位市場管

理員及自治會組織，本局藉由市場管理員協助，於

自治會定期開會員代表大會及會員大會活動時，派

稽查科 

 

謝欣樺 

 

分機

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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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主

題 
施政作為 

連繫窗口

及電話 
（衛生局總

機：

2526-5394） 

員教育業者食品相關法規常識；平時則由市場管理

員協助市場食品衛生監視工作，舉發不法。 

(二) 於市場進行稽查及抽驗時，透過公有市場管理員之

協助，業者除配合度較高外，更能接受本局之衛教

輔導，未來將延續此模式持續連結各項資源，提升

本市公有市場衛生。 

五、 觀光夜市及小型餐飲店衛生管理輔導： 

(一) 積極參與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觀光夜市、

美食街等小型餐飲店衛生管理輔導計畫」，由學者專

家親自實地輔導業者，並透過辦理衛生講習活動來

加強業者的衛生觀念，提升夜市美食街從業人員對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GHP)的認知；已輔導臺中多家夜

市及美食街，包括逢甲夜市、東海夜市、中華夜市

及臺中港漁市部份攤商與一中商圈。 

(二) 未來本計畫仍將持續推展擴大，期望經由所輔導之

夜市美食街業者作為其他飲食業之借鏡，來帶動整

個大臺中到全臺夜市小吃餐飲業都能注意餐飲衛生

環境的清潔，落實餐飲業者衛生自主管理的制度，

讓衛生代表美食、美食代表臺中。 

2 

特

殊

族 

群 

健

康

關

懷

服

務 

一、 婚後孕前健康檢查補助： 

(一) 對象：夫妻一方(含新住民)設籍臺中市已婚尚未生育第

一胎之夫或妻，預計補助 785對夫妻。 

(二) 檢查項目及金額： 

1. 男性（480元）：愛滋病及梅毒篩檢、尿液檢查、精液

分析等 4項。 

2. 女性（1430元）：愛滋病及梅毒篩檢、尿液檢查、德

國麻疹、水痘、醣化血色素、骨盆腔及子宮頸抹片檢

查等 8項。 

(三) 檢查地點：本市 34家特約醫療院所。 

二、 孕婦關懷： 

(一) 產前檢查補助： 

1. 凡孕婦 34歲以上或胎兒有健康疑慮者，可接受海洋性

貧血、血液細胞遺傳學、產前遺傳診斷檢查補助，每

保健科 

 

鐘瀚璿 

 

分機

3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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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主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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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繫窗口

及電話 
（衛生局總

機：

2526-5394） 

案 1,500-2,000元。 

2. 懷孕 35-37週時可接受乙型鏈球菌篩檢補助，每案 500

元。 

(二) 孕婦戒菸及衛教服務：結合母嬰親善醫院推動吸菸孕

婦戒菸及衛教服務。 

(三) 愛滋病毒免費篩檢：孕婦及無健保孕婦、感染者配偶

免費愛滋病毒篩檢及匿名篩檢計畫。 

(四) 新住民孕婦健康管理：凡新住民未納健保前可獲 10次

產前檢查補助，另培訓外籍通譯員協助提供孕期保健

指導。 

三、 產後支持： 

(一) 營造母嬰親善環境：推動母嬰善醫療院所認證，並廣

設公共場所、職場設置哺(集)乳室，辦理優良哺集乳室

競賽活動，以提升母乳哺育率。 

(二) 未成年生育婦女健康管理：凡未成年懷孕婦女，提供

生育保健指導與管理。 

四、 新生兒代謝異常疾病與聽力篩檢：凡本國籍出生 1

個月內新生兒，皆可接受 11項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

篩檢補助，出生未滿 3個月可接受新生兒聽力篩檢補

助。 

五、 學齡前兒童健康照顧： 

(一) 兒童預防保健服務：凡 7歲以下兒童可接受 7次免費

兒童預防保健服務(包括身體檢查、發展篩檢及衛教指

導等)，醫師亦協助發展遲緩兒童轉介確診。 

(二) 兒童牙齒塗氟計畫：凡 0-6歲兒童每半年皆可至牙科醫

療院所接受免費塗氟服務。 

(三) 學前兒童聽力篩檢計畫：凡本市滿 3歲未滿 4歲之學

前兒童可接受純音聽力篩檢服務。 

(四) 學前兒童斜弱視篩檢計畫：凡本市滿 4歲及滿 5歲之

學前兒童可接受視力及立體感篩檢服務。 

(五) 兒童發展遲緩聯合評估醫院服務計畫：原健康署委託 4

家聯合評估中心，本局自籌 400萬元增加 3家，縮短

 第（一）

~第（六）

項： 

保健科 

鐘瀚璿 

分機 3161 

 

 第（七）

~第（十）

項： 

疾管科 

王碧蘭 

分機 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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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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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流程。 

(六) 事故傷害防制計畫：開發 0-6歲幼童及照顧者不同事故

主題學習教材，搭配衛教宣導，強化事故傷害防制效

能。 

(七) 腸病毒防治計畫：辦理宣導活動與醫護人員教育訓

練，落實疫情通報停復課(托)機制，並加強公共場所洗

手設備查核。 

(八) 流感疫苗接種計畫：辦理 6個月到國小六年級幼童流

感疫苗接種工作。 

(九) 強化校園宣導與疫情監控： 

1. 本市各國小、幼兒園、百貨公司、大型餐飲、賣場等

場所辦理聯合稽查，督促業者提供妥適之洗手設施並

做好清潔消毒工作，減少病毒傳播機會。 

2. 本市訂有「臺中市政府腸病毒通報及停課、停托要

點」，規範國小、安親班、幼兒園與托嬰中心，如發

現幼兒感染，應落實通報，如一周內有 2名(含)以上

幼童經診斷感染腸病毒(含疑似)，即應停課(托)至少 7

天，避免疫情在校園蔓延。 

3. 結合本市六區保母系統及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照護資

源，媒合因腸病毒停課班級幼童居家到宅臨時托育服

務，若為弱勢或屬多元化家庭的幼童，社會局將依照

不同年齡的幼童及補助標準，提供臨時托育費用，以

幫助解決弱勢或多元化家庭家長的負擔。 

(十) 國小附設幼兒園流感疫苗到校接種： 

1. 本市首創國小附設幼兒園流感疫苗到校接種，提供更

便利的服務，接種率提高至 42.5%，遠高於全國平均

值 30.2%。 

2. 進一步於 102年 11月中旬時試辦獨立型(公、私立)幼

兒園到校接種，接種率亦超過 40%，顯示家長接受度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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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主

題 
施政作為 

連繫窗口

及電話 
（衛生局總

機：

2526-5394） 

六、 國中小學子健康服務： 

(一) 學校午餐食材之衛生安全：本局積極推動「食品追溯

雲-學校午餐食材登錄系統」，已辦理 2場次說明會，鼓

勵業者進行學校午餐食材登錄。本市預計提前於今年 5

月正式上線，屆時可供學童家長直接查詢學校午餐食

材相關資訊。 

(二) 喝白開水運動：拒絕含糖飲料進入校園。 

(三) 學童窩溝封填計畫：凡中低及低收入戶之國小一、二

年級學童可至牙科醫療院所接受窩溝封填服務，並補

助 400元。 

(四) 校園菸害鬼屋-探索健康巡迴活動：以肺癌、口腔癌為

主題，營造菸對健康危害之情境，並藉由互動遊戲，

讓學童體認吸菸與不吸菸對健康的影響。 

(五) 校園減重競賽：推動「全家齊步走」及「全家齊減重」

活動，以期落實兒童健康生活型態。 

(六) 「校園健康飲食列車」計畫：以行動劇方式教導學童

健康飲食概念。 

 第（一）

項： 

食品藥物

管理科 

賴雯玲 

分機 5721 

 

 第（二）

~第（六）

項： 

保健科 

鐘瀚璿 

分機

3161 

七、 國高中健康服務： 

(一) 人類乳突病毒疫苗(HPV)弱勢族群免費接種計畫：針對

和平、梨山及全市低收、中低收國中女學生，免費提

供接種 3劑疫苗。 

(二) 菸害防制：辦理在學吸菸學生、中輟生戒菸衛教服務

及預防吸菸宣導教育活動，並首創 24所「高中職校園

校門口禁菸區域公告」。 

(三) 建置青少年保健門診：本市青少年保健醫院共計 4家

(中山附醫、童綜合、臺中醫院及烏日區衛生所)，提供

青少年親善醫療照護環境。 

(四) 國一女生人類乳突病毒疫苗(HPV)補助接種試辦計

畫：凡設籍本市國中 1年級女學生，需接種完成 3 劑，

使獲補助 1,500元，預定 103年 5月實施。 

(五) 熱量攝取與消耗標示：推動「一中街」商圈、連鎖飲

料店、校園周邊早餐店餐飲熱量標示與操場運動熱量

 第（一）

~第（五）

項： 

保健科 

鐘瀚璿 

分機 3161 

 

 第（六）

項： 

心理 

健康科 

林玉規 

分機 5634 

 

 第（七）

項： 

疾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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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主

題 
施政作為 

連繫窗口

及電話 
（衛生局總

機：

2526-5394） 

消耗標示。 

(六) 青少年心理健康領航員： 

1. 建置青少年情緒守門人，以 Facebook與 line廣邀青少

年加入。 

2. 訓練三星領航員，以 peacemaker 角色協助青少年找到

情緒出口。 

3. 透過三星領航員＜大手牽小手＞大學生關懷高中、國

中學生與社區需關懷者。 

(七) 校園多元創意宣導防愛滋： 

1. 跨局處合作，結合教育局、社會局、新聞局、警察局

等，共同推動青少年兩性教育暨其他健康議題宣導，

讓少年兩性教育及愛滋防治教育向下紮根。 

2. 創全國之先於國中課程融入 6小時的愛滋病防治課

程，並製作「國中愛滋病防治教材」。 

3. 首創首長錄製「保險套正確使用之示範教學」DVD，

將發送至各級學校供衛教宣導。 

4. 國中校園推動「I-學生」及「套套高手比賽」，使安全

性行為教育宣導向下紮根，讓學生實際參與，更能提

升成效。 

5. 首創邀集各級學校校長辦理愛滋病防治研討會，對於

校園防治有更大的助益。 

6. 設置「愛滋病防治專屬網頁」，愛滋防治 e起來，提供

青少年相關問題之諮詢及解答。 

7. 大專院校設置保險套販賣機，目前共設置 5台。 

8. 聘「保險套促套員」，聘僱同志同儕員深入同志三溫暖

場域擔任「保險套促套員」，以提升消費者使用保險

套的意願，降低感染風險。 

王碧蘭 

分機 3501 

 

八、 健康促進服務： 

(一) 四癌篩檢： 

1. 推動符合篩檢年齡之婦女接受免費的子宮頸癌、乳

癌、大腸癌、口腔癌篩檢，以期降低發生率及死亡率。 

保健科 

 

鐘瀚璿 

 

分機 3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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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主

題 
施政作為 

連繫窗口

及電話 
（衛生局總

機：

2526-5394） 

2. 本市結合各公會、團體及相關企業共同推動癌篩檢，

全國首創「做癌篩抽黃金」月月抽活動，吸引民眾關

心自己及家人健康，踴躍參與癌症篩檢。 

(二) 健康減重： 

1. 強化宣導女性健康腰圍不超過 80公分、男性健康腰圍

不超過 90公分，降低代謝症候群威脅。 

2. 由市長帶領一級機關首長及市民共同錄製本市健康操

DVD，帶動市民運動風氣。 

九、 性侵害被害人一站式服務方案：整合性侵害被害人驗

傷採證及筆錄詢(訊)問流程，於同一地點進行，避免

被害人奔波及多次向不同單位陳述造成二次傷害之

苦。 

心理 

健康科 

 

林玉規 

 

分機 5634 

十、 銀髮族全口假牙補助： 

(一) 照顧本市 65歲以上銀髮族暨 55歲以上原住民，積極

爭取經費，從 100年 800萬元、101年 1,500萬元 102

年 3,300萬元至 103年爭取到 7,300萬元經費，提供該

族群免費裝置全口活動式假牙，預計補助 1,800位銀髮

民眾。 

(二) 103年 1月 1日起，凡設籍本市滿 1年之上開族群，皆

可到本市各牙醫醫療院所免費口腔檢查，並評估全口

活動式假牙裝置需求，本局將依口腔檢查評估後分

數、年齡、身障情形，予以排序，不排富予以補助裝

置全口活動式假牙。 

十一、 運動神經元病友照護服務：由本市醫院或其附設

護理之家推動「運動神經元病友照護服務」，協助運

動神經元疾病病友，提供多元專業之照護服務，並由

本局補助部份照護費用；103年爭取 438萬元經費，

每床病友每天補助 3,000元，最高上限補助 4床。 

醫事 

管理科 

 

吳雅玲 

 

分機

3241 

十二、 社區弱勢家庭藥事照護： 

(一) 由專業藥師(生)到宅進行社會弱勢族群免費藥事照護

服務，並透過此照護平台，協助個案申請社會扶助項

目，如輔具申請、各類津貼補助等，不僅解決用藥問

食品藥物

管理科 

 

賴雯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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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主

題 
施政作為 

連繫窗口

及電話 
（衛生局總

機：

2526-5394） 

題，更提升其生活的便利性，達到｢全人照顧」的目標！ 

(二) 迄今已關懷並提供 1,119位個案服務，除減少其就醫次

數、用藥顆數外，更協助減少不必要的保健食品用量，

並轉介社會扶助累計達 731人次，經調查個案對於藥

師訪視態度、照護對健康的幫助、用藥的建議、政府

提供的服務，滿意度達 99％以上，非常肯定藥事照護

免費的服務政策！ 

(三) 103年為擴大服務，爭取到約 286萬經費，預計服務

600位弱勢民眾。 

 

分機 5721 

十三、 同志族群及愛滋病健康服務：為加強同志族群的

健康及愛滋病篩檢及衛教工作，由社團法人台灣基地

協會於臺中市新天地商圈之會址設立「同志健康社區

服務站」，並擴展「同志健康社區服務站」服務項目，

增設每月定期身心科、感染科、藥癮戒治及大腸直腸

科特別門診，提供身、心、靈的健康服務，並於「同

志健康社區服務站」開設多元性別友善醫療門診，以

提昇同志對身份認同，讓生命更快樂、自信。 

十四、 結核病篩檢零時差：配置有 2台多功能數位 X光

巡迴車，數量全國第 1，專責執行專案接觸者、山地

鄉、經濟弱勢、高危險族群等胸部 X光檢查工作，

深入社區可於第一時間掌握篩檢時效，提升民眾篩檢

意願。102年共計安排 337場次胸部 X光檢查，計篩

檢 20,115人。 

疾管科 

 

王碧蘭 

 

分機 3501 

 

十五、 自殺防治服務：整合政府、民間網絡資源，積極

辦理自殺防治工作，本市 18個衛生所，定時定點有

心理師，提供免費心理諮商服務，落實推動自殺守門

人，發揮守望相助之精神，及早發現及早轉介處置，

關懷自殺通報個案，執行成果已見成效，依據衛生福

利部最新統計，本市 102年 1-10月自殺死亡人數為

271人，較 101年同期減少 38人，降幅達 12.3％。（此

數據非最終統計結果）。 

十六、 藥癮戒治服務：藥癮戒治機構設置數量為全國最

多(19家含 16個美沙冬輔助治療機構及衛生所衛星

給藥點)，提高藥癮者戒治方便性，並結合美國耶魯

大學行為改變技術，與臺灣師範大學及臺中榮總合

心理 

健康科 

 

林玉規 

 

分機

5634 



 9 

項

次 

主

題 
施政作為 

連繫窗口

及電話 
（衛生局總

機：

2526-5394） 

作，對海洛因藥癮者進行諮商，以提高治療戒癮動

機，持續於醫療體系治療，可降低 1、2級毒品再犯

率及因毒品犯罪之治安問題。 

十七、 精神病友身心健康關懷：結合民間團體提供補助

及相關服務，並積極辦理去污名化活動，以穩定精神

病友身心健康，降低社區滋擾問題： 

(一) 結合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精神衛生社福基金會，辦理： 

1. 假日關懷電影院：邀請精障病友家庭到電影院享受休

閒時光，慰勞家屬們平日辛勞，期許精障者家庭能在

一個友善的社區環境中互相扶持成長，以增進其家庭

功能，並可鼓勵病友家屬在欣賞電影之餘互相交換照

顧病友之經驗，希望對病友的日後生活會有幫助，也

為家屬開闢一條紓解壓力的管道。 

2. 本市弱勢精神病友就醫車資補助：102年度共補助 89

萬 4千元，計 1,788人次；103年度共編列 60萬經費，

預估補助 1,200人次。 

(二) 精神病友去污名化活動：辦理臺中市康復天使趣味競

賽暨歌唱才藝比賽，邀請本市醫療機構及精神復健機

構的康復天使組隊參賽，以趣味競賽及歌唱才藝比賽

方式，展現運動訓練成果與團隊默契，目的就是鼓勵

精神病友走出來。 

(三) 精神病人緊急護送就醫減少：本市精神病人護送就醫

人次，由 101年度 772人次，102年度截至 12月 31

日降為 685人次，下降 11.2%。 

3 

高

齡

友

善

城

市

推

動

一、 高齡需求焦點座談會：為了解大臺中高齡長輩需求，

101年 6-9月走訪大臺中 29行政區，以 30衛生所為

據點，共辦理 59場次，118小時，約有 310位高齡

者及 313位在地服務提供者參與焦點團體座談，座談

結果經逐字稿記錄及內容分析，整理出市民優先之

24項需求議題；再透過 10月 1日市府主辦之「年齡

友善論壇」，由民眾以投票選出臺中市最優先之行動

方案，其共計有 1,600人次參加票選活動。 

二、 友善樂齡十大行動方案：透過跨局處之「高齡友善城

市推動委員會」，參考民眾票選結果及各局處首長討

企劃 

資訊科 

 

王蕙璋 

 

分機

5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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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主

題 
施政作為 

連繫窗口

及電話 
（衛生局總

機：

2526-5394） 

計

畫 

論融入政策之可行性，共識決議友善樂齡十大行動方

案，含「無障礙公共空間及廁所管理」、「高齡友善公

車乘車環境改善計畫」、「騎樓順平計畫」、「黃金歲月

友善社區」、「老人不無聊、不孤獨計畫」、「新進資深

市民宣導計畫」、「敬老文化傳播計畫」、「友善樂齡行

動導航計畫」、「促進高齡服務社會與工作計畫」及「友

善樂齡資訊宣導計畫」。 

三、 樂齡傳播幸福種子：為有效倡議高齡友善政策理念，

鼓勵全民參與，透過「種子認證機制」建立彼此的夥

伴連結，只要參加高齡友善城市相關活動及演講，因

理念認同進而簽署支持者，即可成為樂齡種子，並可

同步接收到第一手市府跨局樂齡活動資訊！截至

102年底共有 21,000位種子加入，103年預計新增

10,000位種子。 

四、 全國首創建置樂齡行動導航平臺：以老人需求實證研

究結果為基礎，將「健康照護資訊」結合「地理資訊

系統」，彙整近 9,000筆樂齡資料，提供「醫療服務」、

「保健服務」、「長期照顧」、「藥事服務」、「醫療器材」

與「衛生所」六大搜尋類別，58種長輩最需要的公

共衛生服務，提供在地化樂齡活動資訊，讓民眾更可

近樂齡公共資源，截至 102年底瀏覽人數超過 60,000

人次，平臺更榮獲「2014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優

勝。 

五、 全民參與倡議活動： 

(一) 國際老人日倡議活動：101年首次召開「年齡友善城市

論壇」，引領城市面對人口老化之政治、經濟、社會發

展之反思準備；次年辦理「當臺灣重陽節遇上國際老

人日」系列活動，透過迎老倡議論壇及千人樂齡運動

趣等活動設計，讓民眾了解老、愛上老、預防老，兩

年活動累計 4,100人參與。 

(二) 阿公阿嬤健康活力秀：透過舞臺演出，促進社區老人

之社會參與，以達活躍老化，2年活動累計共 85隊團

體參加，約 2,961位平均年齡 74-76歲的長者參加舞台

演出。 

六、 103年樂齡活力社區亮點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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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主

題 
施政作為 

連繫窗口

及電話 
（衛生局總

機：

2526-5394） 

(一) 社區亮點計畫：邀請本市各行政區之社區據點及照護

機構等團體，以在地健康促進特色申請樂齡活力社區

認證，通過審查者將頒贈認證標章。 

(二) 樂齡行動教室：結合產官學夥伴，共同研議樂齡社區

人力資源培育發展方案，以社區教育為基礎，將健康

促進措施融入生活方式，讓高齡長輩將照護預防變成

生活習慣。 

(三) 預防失智症：以本市各衛生所為在地據點，結合各區

公所，辦理 30場失智症教育訓練，以各區里長、警察

局、在地化組織領導者及在地民眾為培訓對象，導入

失智症預防觀念，作為未來推廣預防失智症之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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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施政成就 

項目 獎項名稱 成績 

整體施政績

效 

101年度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綜合獎  五都第 1名 

臺中巿政府網站評比 102推薦網站 第 1名(本巿) 

臺中市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績優機關 第 1名(本巿) 

「101年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辦公廳舍周邊

50公尺環境清潔評核」 
優等 

食品藥物業

務 

「暑期保護青少年－青春專案」 全國第 1名 

101年執行西藥製藥廠 GMP查核、自用原料

藥查核及不良藥品回收等相關業務 
全國第 2名 

「本府各機關 101年度消費者保護業務執行

績效考核」績優獎:  
優等 

臺中市政府簡化行政流程執行成果-化粧品廣

告展延 
銀質獎 

防疫業務 

101年度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防疫業務 五都第 1名 

三麻一風防治業務考評 全國第 1名(優等) 

I-CHECK社群動員愛滋檢計畫 五都第 1名 

人用流感/H5N1疫苗自願接種計畫接種完成

率 
第 1名(績優) 

101年度流感疫苗接種計畫 績優獎甲等 

社群動員愛滋檢驗計畫 特別奬 

醫政業務 

101年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醫政業務  五都第 1名 

響應公共場所設置 AED設置數量 
五都第 1名 

積極協助二代健保宣導 「便捷服務 健保之友」

獎 

保健業務 

無菸醫院認證 全國第 1名 

「社區健康營造-肥胖防治」減重破百獎 全國第 1名 

輔導原住民部落社區健康營造中心 全國特優(梨山衛生所) 

金所獎-「致胖環境改善」類 全國優等奬(石岡衛生

所) 

金所獎-「建立癌症篩檢服務網絡」類 全國佳作(梧棲衛生所) 

101年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保健業務 五都第 1名 

101年成人中老年健康促進業務績優成績獎 五都第 1名 

「社區健康營造-肥胖防治」參與率卓越奬 全國第 4名 

臺中市政府簡化行政流程執行成果金質獎-70 

歲以上老人健康檢查請款流程 
第 1名(本巿) 

101年度「減重 101減碳 101」競賽 第 1名(本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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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獎項名稱 成績 

原住民部落社區健康營造計畫 優等 

低嚼檳率縣巿口腔防制力調查 績優 

101年菸害防制工作考核 標竿學習績優獎 

101年人口政策宣導活動 績效優良機關 

101年「暑期保護青少年-青春專案」禁止供

應菸品予未滿 18歲者宣導執行成效 
評鑑滿分 

「社區健康營造-肥胖防治」 達標獎 

心理衛生業

務 

辦理防止愷他命濫用宣導實施計畫 五都第 1名 

101年度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人口販運

工作成果 
優等 

災害防救演習-災難心理衛生 優等 

長期照護 

100年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長期照護業務 五都第 1名 

101年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長期照護業務 五都第 2名 

101年地方衛生機關考評-衛教推動業務 五都第 2名 

2014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 智慧醫療組優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