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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03 健康與福祉 SDG 10 減少不平等

SDG 12 責任消費與生產

SDG 17 全球夥伴

《2021 醫院永續力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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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對於醫院永續相關推動工作，可溯
自 2002 年開始推動的健康城市，並對各公
私立醫院進行「健康醫院」評鑑，而後於
2006 年正式成立臺灣健康促進醫院網絡，
成為 WHO 健康促進國際網絡在亞洲的第一
個網絡會員，持續推廣健康醫院之理念與策
略。之後，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主辦，
並委託社團法人臺灣健康醫院學會辦理的
「健康醫院認證」，是以健康促進醫院認
證為基礎，並融入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
證、無菸醫院認證及低碳醫院等精神建構而
成，使健康醫院推動更細緻及多元之健康促
進服務，成果相當豐碩。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 以下簡稱本
會 ) 過去 14 年來致力於表揚企業永續典範，
在與國內公民營單位合力推動下，臺灣企業
近年來不僅在國內參與各類永續評比的績效
水準顯著提升，並許多國際場合的永續競評
或選拔成績也相當耀眼，爰此，於今 (2021)
年特舉辦首屆「台灣永續行動獎」以響應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並鼓勵國內醫療院所以
上述健康促進醫院之精神，發展醫療相關之

永續性方案，以推動國際或國內社區 / 遠距
民眾醫療、高齡友善健康照護及家屬社會關
懷與心靈照顧，提供符合病患與家屬友善、
尊重之療癒環境，以及預防性保健服務與整
合性照護服務。 

本年度計有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
院、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奇美
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高雄市立岡山
醫院、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
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光醫
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臺北市立
聯合醫院中興院區，以及戴德森醫療財團法
人嘉義基督教醫院等 14 家醫院 (3 家公立、
1 家公辦民營、5 家私立 )、投交 17 件專案
成果參選，主辦單位依其永續發展目標計分
為 SDG3 健康與福祉 (13 件 )、SDG10 減少
不平等 (2)、SDG12 責任生產與消費 (1) 及
SDG17 全球夥伴 (1) 四類，執行類別多元，
內容詳實，充分顯現我國醫院推動永續發展
之豐沛活力，足堪各醫院表率，特將各獲獎
醫院績優表現集結成冊，以饗讀者並提供國
內醫院參考。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董事長

《2021 醫院永續力 100%》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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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員介紹

白麗芳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
聯盟文教基金會 執行長
行政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推動小組委員

林芳郁

行政院衛生署 前署長

行政院衛生署署長
亞東紀念醫院院長

召集人

許金川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內科
名譽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內科教授

謝楠楨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校長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
會專業評鑑機構認可委員會委員

何慶生

長榮航空 首席副總經理

美國飛安基金會理事會理事

陳宏一

長榮大學 教授

國防部軍醫局副局長、局長

吳秀光

昇恒昌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麥克
阿瑟安全研究中心 兼任研究員

楊泮池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內科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校長

《2021 醫院永續力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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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型肝炎防治三部曲

臺灣十大癌症發生率，肝癌雖
排名第 4 位，但是十大癌症死亡率，
肝癌卻高居第 2 位。亦即，每天約
有 35 人死於肝病，C 肝是僅次於 B
肝，臺灣肝癌及肝病的第二大因素。

岡山醫院自 2005 年即積極投入
社區肝炎防治，經由肝炎防治「三
步」曲：擴大篩檢、個案管理與追蹤、
及治療，驗證我們在肝炎防治一條
龍服務之成效，可作為病毒性肝炎
治療參考。

肝炎防治三步曲及其成果說明
如下：第一步尋找個案：針對社區
與院內有意願配合民眾進行大規模
肝炎篩檢，截至 2020 年 10 月，共
篩檢近 6000 人次，其中 HBsAg(+) 
占 10.2%，Anti-HCV(+) 占 8.5%。 

第二步個案管理師管理與追蹤：成
立病友團體掌握個案管理，透由個
管師關懷每半年郵寄追蹤卡，搭配
一條龍之服務流程，70% 會友定期
回院追蹤，驗證愛肝聯誼會的運作
能周全的守護罹患肝炎民眾之健康。
第三步治療：為驗證治療成效，特
針 對 2019-2020 年 327 位 C 肝 口
服抗病毒藥物治療個案進行分析。
結果顯示個案治療前可偵測病毒量
最 高 為 39,907,255， 完 成 12 周 治
療療程時，有 94.5% 個案的數值為
0；結束治療 12 週後，共 321 位數
值為 0，其 SVR12 (sustained viral 
response at 12weeks) 達 98.2%，
效果顯著。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 ( 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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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 同學有力向前行
肌無力症全人整合照護

新光醫院有感於全方位醫療新
時代來臨，神經科醫療團隊積極研
究治療方法，為提昇醫療品質，結
合病人與家屬共同參與，在 1992 年
創院即成立「肌無力症中心」，在
院長及副院長領導下，以「醫療服
務、醫學研究、支持培力」三大目
標呼應聯合國 SDGs 中之目標 3「健
康與福祉」、目標 4「優質教育」，
以 及 目 標 17「 多 元 夥 伴 建 立 」，
由神經科主持，並由社會服務室組
織病人及家屬成立「肌無力症俱樂
部」，成立至今服務全國 3,196 位
病人，服務涵蓋率超過全國半數以
上。歷年來共培力 83 位病人與家屬
成為關懷幹部協力照護，將診斷治
療乃至情緒管理與社會復健進行垂

直整合，提供身心靈三方面完整照
護，使病人可以順利回到家庭、甚
至挑戰自我事業及體力高峰，增進
健康生活與福祉。本院發行 56 本肌
無力症衛教刊物，提供病人優質疾
病教育及終身學習，致力於聯結全
國服務，培力彰化秀傳醫院成立肌
無力症中心及臺灣肌無力症關懷協
會，結盟高雄長庚醫院共同辦理南
區醫療座談，並積極與世界接軌，
獲邀參與中國大陸及日本醫病交流
活動，建立夥伴關係鼓舞 MG 同學
有力向前行。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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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ye 為名，智能先鋒挽救失明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眼
科為聯醫的眼科中心，兼具專業醫
療服務團隊與社區醫療網絡資源，
致力於發展全方位社區導向之眼科
健康照護系統；有鑑於糖尿病患血
糖升高易導致視網膜病變出血等疾
病，進而增加失明風險，糖友定期
接受視網膜篩檢是眼科照護系統中
重要的議題，但是傳統眼底篩檢程
序繁複，臺灣視網膜篩檢率明顯低
於先進國家，因此，聯醫眼科與工
研院共同開發 ｢ 糖尿病眼底影像 AI
智慧判讀系統 ｣，期望透過智能眼
醫到前線，提高篩檢率與有效及時
轉診。本智能眼醫乃運用國人兩萬
多張糖尿病視網膜眼底真實照片，
以 21 位眼科醫師的判讀進行機器學

習，由行動式設備將智能眼醫送至
社區活動前線，轉譯落地回饋學習，
造就一個精準且本土化的智能眼醫。
本智能眼醫除可協助其他科別醫師
診斷眼底攝影圖像，提供轉診眼科
治療決策之參考，智能眼醫在前線
進行大量篩檢，可以發現潛在的糖
尿病患者，善盡預防勝於治療的公
衛責任。中興眼科透過專業醫療人
才團隊、外部協作資源（工研院、
社區醫療網絡資源），將智能眼醫
送至社區前線，具體實踐 SDGs 3-
健 康 與 福 祉、SDGs 9- 永 續 工 業 及
SDGs 17- 多元夥伴關係的目標，充
分展現公立醫院永續經營的特色。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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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居家 全程相伴、疫起守護

雲林縣老年人口數佔全縣人口
18.52%，成為臺灣第二名高齡化縣
市；且惡性腫瘤死亡率遠高於其他
縣市。雲林縣地處偏鄉，交通不便，
末期照護資源缺乏且推動不易，醫
改會於 2005 年評為安寧沙漠。提供
生命末期照護，可減輕個案與家屬
身心的痛苦，而連續性的照護可避
免個案往生前接受無效醫療與降低
醫療成本。據衛福部資料顯示臺灣
自 2012 年以來在院死亡的人數持續
上升，然而，多數個案死亡地點的
選擇為熟悉的家中。 台大雲林分院
於 2006 年成立安寧醫療照顧團隊，
跨團隊成員包括醫師、專責居家護
理師、社工師、宗教師與志工。本
院為雲林縣唯一提供完整安寧醫療

照護服務的醫療院所（含住院、門
診、共同照護、居家）。本院安寧
居家照護不受距離限制，擴及雲林
縣每一鄉鎮；十年辛苦耕耘，成功
翻轉安寧沙漠為在宅善終綠洲。新
冠肺炎肆虐全球，各大醫院開始執
行住院探病限制，造就安寧居家需
求增加。本院安寧居家團隊於 2020
年疫情爆發期間，持續進行居家照
顧，2020 年總訪視人次與 2019 年
相比增加 200 人次。團隊於社區全
程相伴，守護末期個案在宅照護品
質；安寧居家病人往生前 30 天急診
就診比率僅 9.7％；2020 年在宅善
終比率高達 67.5％，成功圓滿個案
人生最後一哩路。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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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見疾病全人照護服務計畫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罕見疾病中
心提供篩檢、診斷、通報、治療、
追蹤、健康照護等一站式全人服務，
同時結合臺大醫療體系資源提供醫
學中心級的服務，協助患者與家屬
對疾病能有所認知，並調適疾病所
帶來的衝擊，使其就醫之路不孤單。

罕見疾病中心的成立的主要目
的，就是來協助罕病個案及家庭，
整合醫療、社會資源及支持服務系
統，朝罕見疾病家庭全人照護服務
的目標邁進，團隊藉由院際合作由
外縣市接回雲林照護、繼續藥物治
療，或是雲嘉地區資源連結，減少
就醫往返時間及路程，提高個案回
診治療意願，達到就近式服務。從

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評估後，發現
需求提供符合現況所急需之服務，
達到貼切性的服務。將個案目前所
符合規定之正規管道申請相關流程，
並協助到完成銜接照護，達到一站
式服務。從個案銜接到穩定後，個
管師將個案回歸定期追蹤，並在每
次追蹤時重新評估別化支持服務，
讓個案需求達到個別化的服務。將
問題與個案家屬討論及作為溝通間
的橋樑，減少個案申請時到處碰壁，
而錯過最需要的時期，達到全人化
的照護模式，讓雲嘉地區的民眾免
於就醫奔波之苦。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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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每年發生上萬件的兒虐事
件，所以少子化的現在，推動兒少
保護網絡合作刻不容緩。為了保護
臺灣的兒少與推動兒童安全與身心
健康，台大醫院自 2014 年開始推動
建立兒少保護醫療中心，2018 年起
承接衛福部保護司推動兒少保護醫
療區域整合中心計畫，以跨團隊合
作及個案管理的模式，針對個案需
求，聯繫專業資源，即時提供醫療
協助，並建立多種服務項目，如：
兒少保護醫療諮詢、個案管理、整
合醫療、傷勢研判、司法／早期鑑
定、親職衛教等項目。

臺大兒少保護醫療中心係以跨
團隊合作的模式，針對特殊個案施

行整合式醫療服務，由專業團隊進
行個案身心評估、診斷及後續治療，
並視個案需要安排後續之追蹤治療。
各專業人員包含：兒科醫師、兒童
青少年精神科醫師、臨床心理師、
社工師及個管師，共同執行聯合評
估，為兒少保護議題中的兒童及家
庭，提供整合式醫療服務，透過醫
療諮詢、傷勢研判、聯合身心評估
及個案追蹤等服務型態，協助個案
在生理、心理、社會以及發展等面
向均能受到專業的照顧，增進其後
續身心健康之修復，並提升臺灣醫
事人員之兒虐辨識與防治知能，使
兒保個案診療驗傷及後續追蹤更為
完善。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兒少保護，「醫」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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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需要 慢飛天使早期療育服務

完整的早期療育服務包括通報、
轉介、醫療評估與療育服務，分別
由社工師、醫師、治療師、特教師
等社政、醫療與教育領域負責，如
何進行不同專業的跨領域整合，一
直是早期療育照護的重要課題。因
為嘉義地區早期療育資源不足、低
社經家庭及新住民家庭偏高等因素，
嘉義基督教醫院看見發展遲緩兒童
及其家庭的需要，建構全國第一個
從通報轉介、醫療評估、治療與教
育的整合性服務模式。於 1998 年起
陸續成立雲嘉地區第一個兒童發展
評估中心、兒童發展通報轉介中心、
學前特殊幼稚園、並於 2003 年成立
嘉雲地區第一家的自閉症日間病房，
為當時全國惟一的早期療育整合性

照護服務。

此外，為顧及偏遠社區兒童的
需要，落實醫療平權之精神，本院
主動在嘉義縣偏遠社區設立 15 個服
務站，除派專業人員駐點服務外、
並積極向社會大眾勸募，以行動教
室為理念，打造四部「all-in-one 早
療行動專車」，送早療專業人員及
教材，到偏遠山區及海區提供到宅、
到園所的療育服務，讓每一個發展
遲緩兒獲得服務。 藉由此服務模式，
讓每一位發展遲緩兒童，能早期發
現、早期接受治療及教育。從嘉義
地區發展遲緩兒童接受早期療育服
務比率全國第一的殊榮中，為這群
慢飛天使的未來看見些許的光芒。

嘉義基督教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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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生命線全方位療護，
建立血管通路療護網

血管通路是透析病人的生命線，
新光醫院於 2019 年 1 月 1 日成立全
臺首家「透析血管通路管理中心」，
建立以血管通路療護為中心的跨領
域整合團隊，以「守護生命線」為
目標，提供病人「周全與優質血管
通路療護」：(1) 建立「個人化血管
圖譜與上針策略」成功降低上針併
發症與病患恐針症並提高上針成功
率；(2) 提供「系統化血管通路管理」
早期發現與治療失能血管，延長血
管通路生命，照護成果領先國際；
(3) 提供「血管通路栓塞即刻救援」
讓病人免於急診漫長等待，於周邊
血管中心直接接受救援治療，當日
讓病人「重拾生命線」，成功避免
中斷透析與外部導管置放；(4) 設立

「周邊血管中心」整合多專科團隊
提供介入治療，廣泛服務全國透析
病人，全臺首家「透析血管通路訓
練中心」，培育國內外人才與師資，
讓優質血管通路療護永續發展；(5)
「區域式整合」將領先國際的血管
通路照護管理成果推向合作基層透
析院所，並建立「血管通路療護網」
服務全臺血管通路失能病患；(6) 推
動「血管通路產業研發鏈」與產業、
學會與學校經研究計畫與演講的多
邊合作，持續推廣與蓬勃血管通路
的療護；六大創新行動策略深受肯
定，以期達成「血管通路療護的領
航者」的願景。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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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瓜地馬拉孕產婦與新生兒
保健功能計畫

本 計 畫 緣 起 於 瓜 地 馬 拉 前 第
一 夫 人 馬 洛 晶 女 士 (Hilda Patricia 
Marroquin de Morales) 獲邀來臺擔
任總統就職典禮嘉賓，期間參訪臺
大醫院婦產及新生兒科部，對於我
國婦幼衛生照護成效印象深刻。遂
於 2019 年啟動本計畫，為期 4 年，
目標為協助強化瓜國醫院、生產中
心、衛生所、衛生服務站及助產士
轉診系統，讓極需醫療照護的孕產
婦能及時接受救治，有效提升婦幼
公衛醫療品質，增進當地人民謀福
祉，同時也深化臺瓜雙方友好情誼。

計畫內容包含強化瓜國醫療機
構孕產婦與新生兒照護功能、建構
其婦幼照護人員之能力，由該院國

際醫療中心、婦產部和小兒部新生
兒科團隊、國合會、瓜地馬拉衛生
部、駐瓜地馬拉技術團等單位共同
合作。

藉由計畫執行，預計達成： 

1. 消除一切形式的醫療貧窮，提升
醫療可近性。

2. 降低孕產婦及新生兒死亡率，確
保婦幼健康生活福祉。

3. 改善婦幼健康狀態及提升照護品
質，提供婦幼永續醫療照護。

4. 協助培訓醫事人員，強化醫院永
續發展之願景。

5. 推動開發中國家衛生改善計畫，
深根多元國際夥伴關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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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眾醫心 銀享社區

「Better Life, Better World」
是中國醫藥大學的社會責任與永續
發展目標。該校創立於 1958 年，是
臺灣最具規模的中西醫學結合專業
學府。中國醫藥大學以「整合中西
醫學、培育醫學人才、提升醫療服
務，增進社會福祉」為立校宗旨；
並以「人文與專業並重、基礎與臨
床整合的頂尖醫學大學」自我定位。
作為醫藥大學，培育學生成為「能
為社區健康與環境永續進行倡議」
的世界公民是我們的教育目標，良
好的治理佳績並獲得 2020 年「行政
院國家永續發展獎」教育類第一名。
為培育永續世界公民，本校在林正
介副校長與李正淳院長的規劃下，
以「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辦公室」
為中介系統，透過建立「永續發展

目標學習生態系統」，以「永續發
展微學分課群」、「永續發展學習
週」、「SDGs 系列講座」、「介紹
永續新知的 Instagram 學習社群」，
與「中醫大創意發想實驗室」等微
系 統， 引 導 中 醫 大 學 生 理 解 SDGs
的現況與困境，同時培育學生永續
創新能力。並進一步透過鏈結夥伴
學校、NGO 組織、政府公部門，以
及國內外永續創新組織等外部系統，
為中醫大學生建立可複製之永續發
展生態系統與學習模式，提供並內
化本校學生的 SDGs 知識、建構創
新與問題解決的學習情境為年輕人
賦能，以培育次世代 SDGs 倡議者、
促進社會共融，為全球永續發展的
共同未來盡一份心力。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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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合作、醫起用心、減碳愛地球

2021 年 我 國 宣 示 將「2050 淨
零碳排」作為目標，柳營奇美醫院
為環境友善醫院，有鑑於氣候變遷
之影響，已將溫室氣體減量列為環
境改善重要方案之一。該院由院長
擔 任 最 高 領 導 者， 企 劃 管 理 部 規
劃，「能源管理推行小組」與「環
境管理委員會」為執行單位，對應
聯 合 國 SDG6、SDG7、SDG12、
SDG13、SDG17，並訂定環境管理
政策，並以跨單位、團隊合作方式，
共同執行環境永續方案，歷年來榮
獲三屆「國家企業環保獎」，銀級
獎 (2014、2019); 銅級獎 (2015 年 )，
2020 年獲頒「績優綠色採購企業」。

柳營奇美醫院以 ESG 之精神追
求環境、社會與醫院之永續發展。

建造綠能以減少用電 CO2 之排放，
並 通 過 ISO50001 認 證。 且 打 造 綠
色供應鏈，採購以綠色產品為優先。
並利用醫院地理環境優勢與林務局
合作，於院內種植約 3.5 公頃喬木，
藉以綠化環境與吸收二氧化碳。並
以循環經濟之理念將廢棄物循環再
利用以達減量目的。社會責任面以
推動醫院主動走入社區、執行偏鄉
巡迴醫療與長期照護等，以維護弱
勢族群之就醫權利。為了達成永續
發展目標，除了醫院本身外，更將
永續之精神對外推展至社區並與政
府相關單位合作，以結合各方面的
力量來強化推動環境、社會、醫院
永續發展之目的。該院每年檢討各
項永續方案執行成效，以成為永續
經營之綠色醫院目標邁進。

柳營奇美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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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醫療體系
星月計畫健康照護網路

於 2018 年啟動五年期的「臺大
醫院醫療體系星月計畫」( 以下簡稱
星月計畫 )。期望透過以體系為基礎
的醫療分工與聰明就醫運動，進行
健康照護體系的垂直整合與銜接照
護，提供民眾更好的就醫環境與醫
療品質，促使醫療資源有效運用。 
星月計畫啟動之初，搭配跨領域社
區醫療服務系統之建置，運用資訊
及資安技術提升轉診作業流程，建
置星月資訊平台，提供轉診以及教
育進修兩大功能，促進轉銜溝通及
會議交流。藉由系統升級使原先每
月門診轉出不到 100 人次，至 2020
年星月計畫實行後成果逐年顯現，
門診轉至合作院所每月平均約 1,203
人次，門診轉入量也由實施前每月

平 均 約 1,960 人 次 上 升 至 2,558 人
次。除了改善轉銜成效、影響民眾
就醫行為，亦逐步推動院內整合門
診及個案管理系統，協助病人多重
用藥整合與減少多科就醫，讓多重
慢性病病人和末期病人得到更適切
照護。身為醫學中心的龍頭，肩負
教學腳色，秉持豐富轉銜經驗，編
輯適合臺灣醫界的 Choosing wisely
指南，內容涵蓋內科學、急診醫學、
家庭醫學及老年醫學之範疇，降低
低效醫療，達到健保永續。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SDG 03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健康與福祉

17

雙星計畫：
以病人為中心之偏鄉醫療智慧共享

雙星計畫目的係在醫療資源不
足地區、依病人就醫需求為本、將
資通訊科技與醫療專業做結合，以
減少病人跨縣市轉診就醫、增加醫
療可近性與城鄉醫療平等、達成社
會共融。 方法是先盤點跨縣市轉診
最多病人所需的專科、以及該專科
在區域內不同體系 ( 臺大與成大 ) 兩
家醫院之醫師人力。透過醫療合作
契約簽訂報備支援、並建立跨院互
信機制，使兩院原本各自不足之專
科醫師聯合排班，以提供病人全時
專科照會。應用資訊科技 SSLVPN
所建立安全連線通道，也能讓醫師
透過醫療系統檢視影像及病人資料，
並利用資通訊設備進行輔助，直接
遠距提供處置建議，可降低傳統電

話詢問所造成的誤解。雙星計畫也
建立符合成本效益及人性需求的遠
距照會費用支付模式。 計畫成果有
七 項：(1) 跨 縣 市 外 轉 比 率 下 降 了
48.3％； (2) 病人接受專科治療時間
減少了 1 小時 30 分； (3) 病人花費
金額節省約 4,485 元 / 人； (4) 區域
內隨時都有專科醫師照會 ；(5) 專科
醫 師 每 班 天 數 下 降 3-4 天 / 月 / 人 

；(6) 醫院醫療人力成本顯著下降； (7)
病人與醫師的滿意度高。

由於成效斐然，雙星計畫區域
聯防的醫療共享概念政府已納入醫
院評鑑條文與健保給付，成就了偏
鄉醫療照護的新格局。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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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守醫療志業
提升民眾健康意識由秀傳做起

秀傳醫院在彰化縣內社區營造
共融頗具盛名，各種社會公益，絕
不落於人後，在醫院之外，仍有許
多還接觸不到的民眾需要幫助與支
援，基於企業社會責任思考為出發
點，以及為堅守本院宗旨「創造卓
越的醫療機構，營造優質的健康城
鎮」，我們願意走出醫院，走進社區
與偏鄉，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們，
上醫醫未病，期許能做到預防醫學
的層次，提升民眾的健康，讓醫院
有更多的精神、時間來搶救急重症
的病人們。該院的社區營造也連結
了當地鄰里長、士紳、企業的支持，
也與彰化縣衛生局、彰化縣政府保
持良好的默契，為偏遠鄉鎮、農村
地方給予更多的醫療資源。秀傳醫

院提出執行成效良好的方法如下： 
(1) 農村社區活動規畫：每月安排上
百場活動，讓更多民眾了解健康的
重要；(2) 偏鄉 / 農村鄉間小蜜蜂交
通車接送：提供定時定點的交通車
服務，亦有專線叫車服務；(3) 偏鄉
醫療門診：到市區看診好麻煩，可
以去隔壁廟埕醫療站看醫生哦；(4)
鄉間社區友善社區、遠距血壓站：
家裡沒有血壓機，去社區活動中有
志工幫忙量測哦；(5) 南彰化醫療群：
提供醫師轉診便捷管道，也可以快
速了解病人的狀況；(6) 偏鄉醫療服
務顧問群：在村裡有樁腳幫忙照看
鄰居的健康。

秀傳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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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甲子「圓」：
長者的醫養整合守備圈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創
立於 1905 年，至今已近雙甲子，矢
志成為世界一流的社區醫院，近年
面對資源緊縮與醫療需求日增的壓
力，考量醫院 65 歲以上的病人佔比
超過三分之一，醫院與社區有跨代
的醫病信任關係，中興以「普惠醫
養、利他關懷、價值共創」整合利
益關係人，發展雙甲子「圓」：長
者的醫養整合守備圈計畫。本計畫
以甲子園棒球場為意象，提出內野

（院內）與外野（院外）兩個守備圈，
內野以病人為中心整合醫藥護，達
成全人照護與減少重複醫療，行動
方案為：高齡友善環境、整合醫學
病房、住宿型長照與安寧療護，外
野以共創價值連結社區診所與民眾、

民間照護機構及非營利組織，同時
舒緩醫院量能負荷與提升照護品質，
行動方案為：轉銜下轉、居家醫療、
社區照護與慈悲關懷社區。本計畫
2020 年投入約 6,500 萬與 750 位人
力，院外參與人力佔 70%，約 5,000
位 長 者 接 受 過 服 務， 滿 意 度 超 過
95%，長者非例行就醫與出院後再
返就診預估可減少約 4,000 萬的醫
療耗用。綜上，中興以兩個圓達成
三個永續發展目標：SDG 3- 健康與
福祉、SDG 10- 減少不平等及 SDG 
17- 多元夥伴關係，展現公立醫院透
過韌性的健康照護計畫實踐永續經
營。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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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性的綠能環保，
嘉基與你愛護地球

依據 WHO 的研究顯示，目前人
類的疾病負擔有 25% 是環境因素造
成的。醫院在為照顧民眾健康提供
醫療服務的過程中也對環境增加許
多負擔。推動綠色環保讓醫院從問
題製造者成為部份問題解決者。 

2010 年 12 月 國 健 局 ( 現 國 民
健康署 ) 所發行之綠色醫院推動經驗
手冊中提及：全球暖化與環保推動
已成為國家發展與組織競爭不可避
免之問題，在環保意識高漲的年代，
醫療機構做好環保工作的責任重大，
決不可置身事外，更應積極面對並
做長遠規劃，藉此提高醫院品質。 

嘉義基督教醫院於 2011 年開始
推動環境管理系統，依據環境管理
系統，制定出環境管理手冊，並依

其精神制訂環境管理目標與各項環
境行動方案，針對各項廢棄物產量
與能資源用量按月進行檢討。 

搭配既有推動環保原則 - 隨手可
做、投資效益高與觀念教育宣導，
達到廢棄物減量與節省能資源之目
的。且在廢棄物產量與能源耗用指
標 (EUI 與每床用水量 ) 皆遠低於醫
學中心之標準。為善盡綠色公民之
責，我們也將歷年努力的成果以期
刊方式進行發表或參與相關研討會
議中進行實務分享，讓我們所作之
事項推廣至其他醫療機構，讓持續
性的綠能環保，不是只是口號，而
是可以讓國內其他醫療機構可以共
同參與，為地球，用愛多走一里路。 

嘉義基督教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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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防疫外交
跨越 1,500 哩的承諾

2020 年全球疫情延燒，世界各
國緊急備戰，新光醫院在疫情影響
下，持續輸出臺灣優質醫衛經驗，
發揮醫者仁心的精神，將愛送往帛
琉，以期一同攜手度過危機，不僅
彰顯我國軟實力，也加強醫療援外
效益。該院 2007 年起投入友邦國家
帛琉國際醫衛合作計畫，疫情蔓延
初期，帛琉極度缺乏照護設備及醫
護人力，如何應對高傳染力的病毒，
為帛琉舉國關切的重大議題。

2020 年初新光醫院率先捐贈防
疫物資予帛琉，並於 3 月帛琉出現
疑似個案，提供遠距視訊採檢教學
及檢體進口來臺代檢；帛琉斷航後
防疫物資嚴重缺乏，4 月協助帛琉

衛生部以航空專機及海運，將防疫
醫療器材以最快時間送抵帛琉，並
派遣專家前往指導實驗室建置；5 月
協助帛琉衛生部防疫物資採購及運
送；7 月再度派遣專家前往，進行實
驗室操作及檢驗報告查核；8 月起持
續進行醫護視訊課程，至今仍不間
斷提供帛琉醫療協助及轉診服務。 
COVID-19 疫情影響全球，該院仍持
續秉持專業、熱忱、服務的精神，
為提升全人類「健康、希望、幸福」
願景而努力，呼應 SDGs 中之目標 3
「健康與福祉」與 17「全球夥伴關
係」，積極配合國家醫療外交政策，
與帛琉發展就國際醫療及公共衛生
進行合作。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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