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蘭縣政府 106 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拾玖、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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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 106 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業務別
壹、保健類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一、生育保健及婦幼 1‧建置產前遺傳諮詢服務網絡及社
衛生。
區孕產婦健康管理，以提供孕產婦完
整之健康照護服務。
2‧辦理新住民、原住民與弱勢族群
之婦幼健康管理，提供普及、多元的
生育保健服務。
3‧辦理新住民、原住民與弱勢族群
家庭居家環境檢核工作。
4‧辦理出生性別比之監測與稽查。
5‧辦理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
篩檢，異常個案追蹤及管理工作。
6‧辦理新生兒聽力篩檢及疑似陽性
個案轉介追蹤管理。
7‧輔導設置哺（集）乳室，全面性
推廣「營造母嬰親善哺乳環境」，提
升母乳哺育率。
8‧持續推廣「友善哺乳場所」設置
點，提供哺乳婦女友善及支持性的哺
乳環境。
二、兒童及青少年保 1‧推動兒童預防保健服務工作。
健。
2‧辦理兒童塗氟計畫，提供 6 歲以
下兒童免費塗氟服務，降低學童齲齒
率。
3‧辦理學前兒童斜弱視及視力篩檢
及異常個案追蹤。
4‧持續辦理早期療育復健中心（壯
圍鄉衛生所），期望藉由各單位資源
整合，提供更完善早期療育治療。
5‧持續提供縣內所有幼兒園大班生
學童「散瞳後屈光視力檢查」。
6‧推廣青少年親善門診，提供青少
年相關之醫療保健診治、轉介、諮詢
等服務工作。
7‧辦理未成年生育少女避孕管理。
8‧辦理青少年性教育宣導。
三、成人及中老年保 1‧結合健康照護及醫療機構，辦理
健。
社區關懷據點健康促進活動及銀髮平
衡運動班。
2‧辦理三高、慢性腎臟病防治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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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28,236

備註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關議題（包括：健康飲食、規律運
動、老人防跌、健康檢查、健康服
務、用藥安全、老人心理社會健康促
進等主題之宣導活動：藉以提供相關
健康資訊，促進長者之健康。
3‧推動宜蘭縣糖尿病暨慢性病照護
網工作。
4‧辦理三高及腎臟病防治宣導。
5‧辦理 65 歲以上老人裝置全口假牙
補助費申請審查服務。
6‧辦理長者健康促進活動及「不老
活力秀」活動，落實活躍老化政策之
推動。
7‧配合宜蘭縣不老節活動，辦理相
關系列活動，提供長者社會參與及社
會融入的平台。

四、事故傷害防制。 1‧推動各年齡層事故傷害防制，包
括校園、道路安全、老人防跌、一氧
化碳中毒防治、戲水及社區居家安
全。
2‧各社區持續推動安全社區並執行
各安全議題，降低社區事故傷害發
生。
3‧辦理事故傷害防制宣導。
五、健康體能及肥胖 1‧推動餐飲商家熱量標示工作。
防治計畫。
2‧結合轄區健康照護相關機構，提
供健康促進相關服務。
3‧設計運動教學光碟，提供社區民
眾多元運動選擇。
4‧輔導社區健康生活型態營造，營
造友善支持性環境。
5‧運用多元行銷及健康促進宣導活
動策略，推廣公（私）部門及職場，
進行預防代謝症候群衛生教育宣導。
6‧推動職場健康促進認證工作。
7‧推動「校園周邊飲食輔導計
畫」，提供學童安全、營養、均衡的
飲食環境。
8‧辦理 12 鄉鎮市環縣健走活動，鼓
勵民眾揪團來運動，強化民眾規律運
動之認知，提升運動人口。
9‧結合宜蘭綠卡鼓勵民眾參與休閒
及運動，提升本縣運動人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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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備註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六、菸害防制。

實施內容
1‧賡續 強化 禁菸場 所執法 稽查工
作。
2‧辦理戒菸班，提供民眾戒菸服務
諮詢，提升戒菸意願。
3‧建構本縣戒菸服務網絡，辦理各
項戒菸衛教師教育訓練，提供民眾多
元戒菸服務管道。
4‧辦理菸害防制校園宣導活動，強
化青少年菸害防制之認知，能拒絕菸
品的誘惑。
5‧辦理販售菸品業者法規說明會，
並結合社區資源，共同推動禁售菸品
予未滿 18 歲青少年。
6‧辦理「禁售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喬
裝測試」計畫，進行縣內菸品販賣場
所拒售菸品予未滿 18 歲青少年的喬
裝測試，將測試不符之業者造冊定期
輔導與查核。
7‧營造無菸環境，推動無菸職場、
無菸社區，公告無菸通學步道營造無
菸校園健康學習環境。

七、高齡友善城市。 1‧藉由政策、服務、配置與設施，
促進活躍老化，讓人在變老過程中，
都能獲得最大的健康、參與及安全。
2‧透過八大面向「無障礙與安全的
公共空間」、「交通運輸」、「住
宅」、「社會參與」、「敬老與社會
融入」、「工作與志願服務」、「通
訊與資訊」及「社區及健康服務」之
指引，推動社區化高齡友善城市~老
來寶健康促進家園站，發展在地行動
方案，以共同營造「高齡者幸福
居」。
3‧辦理高齡友善城市相關人員及社
區組織共識營。
4‧召開 高齡 友善城 市相關 委員會
議、工作小組會議。
5‧高齡友善城市行動計畫執行及進
度追蹤。
6‧ 持續成立第二階段「老來寶健康
促進家園站」一鄉鎮市至少再一站之
設置。
八、社區健康營造。 1‧推動社區健康營造計畫暨部落社
區健康營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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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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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2‧辦理分級之相關培訓包括基層公
共衛生人員、社區組織領導人、總幹
事及衛生保健志工等。
3‧辦理衛生保健志工表揚活動，促
進志願服務永續發展。
4‧辦理衛生保健志工研習訓練。
5‧輔導各鄉鎮市社區（部落）衛生
促進會組織運作，推動各項健康議
題。
貳、疾病管制 一、預防接種工作。 1‧辦理嬰幼兒Ｂ型肝炎疫苗、白喉
類
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b 型嗜血桿
菌及不活化小兒麻痺五合一疫苗、13
價嬰幼兒肺炎鏈球菌疫苗、麻疹腮腺
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水痘疫苗、日
本腦炎疫苗、滿 5 歲至小一學童減量
破傷風白喉非細胞性百日咳及不活化
小兒麻痺混合疫苗及山地鄉 A 型肝
炎疫苗等各種疫苗接種。
2‧辦理幼兒園、國小新生入學預防
接種紀錄檢查及補種作業。
3‧辦理流感疫苗接種計畫。
4‧辦理預防接種工作人員在職訓練
及各族群衛生教育宣導。
5‧辦理疫苗冷運冷藏管理工作。
二 、 傳 染 病 防 治 工 1‧建構嚴密之疫情監視網路、督導
作。
醫療院所辦理各項法定傳染病監視及
通報工作，辦理疑似傳染病患者疫情
調查、消毒、採檢、隔離及治療等防
治工作。
2‧建置腸病毒疫情監視系統疫情資
料庫、辦理教保育單位洗手設備查
核、目標族群教育訓練及衛生教育。
3‧加強疫情監視、辦理登革熱病媒
蚊密度調查、儲備緊急噴藥機具及藥
劑。
4‧加強流感疫情監視，防疫物資管
理及調配，推動傳染病防治醫療網與
感染控制工作。
5‧辦理港埠衛生管理、人畜共通傳
染病防治、腸道傳染病及天然災害緊
急應變工作。
6‧辦理醫療衛生人員及防疫人員在
職訓練。
7‧辦理各項傳染病衛教宣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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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65

備註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三、結核病防治。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1‧辦理胸部Ｘ光巡迴檢查。
2‧辦理卡介苗預防接種。
3‧辦理結核病個案收案追蹤管理。
4‧辦理結核病接觸者追蹤。
5‧辦理都治（DOTS）執行計畫。
6‧辦理潛伏結核感染治療（LTBI）
及 DOPT 執行計畫。
7‧辦理結核病防治教育訓練及衛教
宣導活動。

四、營業衛生管理。 1‧辦理各項營業場所衛生稽查輔導
工作。
2‧定期抽驗營業場所浴池及游泳池
池水，並於衛生局網站公布檢驗結
果。
3‧輔導 業者 推動衛 生自主 管理工
作。
4‧辦理 營業 場所從 業人員 衛生講
習。
五、外籍勞工健康管 1‧辦理 外籍 勞工健 康檢查 核備工
理。
作。
2‧辦理外籍勞工健康指定醫院查核
工作。
參、檢驗稽查 一、食品衛生檢驗。 1‧成立宜蘭縣檢驗中心
類
（1）整合縣內食品安全檢驗資源，
建構檢驗監測平台。
（2）加強辦理農產品安全檢驗。
2‧辦理各項食品衛生檢驗
（1）蔬果中 311 種殘留農藥檢驗
（2）食品添加物及化學成份分析檢
驗。
（3）辦理動物用藥殘留、重金屬及
抗氧化劑等特殊檢驗。
（4）食品衛生微生物檢驗。
3‧受理縣內廠商食品化學及微生物
檢驗。
4‧配合食品藥物管理署衞生局聯合
分 工 檢 驗， 專 責 殘留 農 藥檢 驗 項
目。
二、臨床公共衛生檢 1‧辦理性病梅毒檢驗。
驗。
2‧辦理愛滋病篩檢化驗。
3‧辦理 痢疾 阿米巴 、瘧疾 血片檢
驗。
4‧其他有關國民健康需要而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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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6

備註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公共衛生及檢驗品管等業務。
三、營業衛生檢驗。 辦理縣內溫泉、冷泉、浴池 SPA、
游泳池及戲水池水質衛生檢驗與受理
縣內業者水質檢驗。
四、實驗室認證。

1‧賡續參與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檢
驗認證及參加國內外實驗室間檢驗能
力測試，提升檢驗品質。
2‧落實實驗室品質優良操作規範之
運作，提升檢驗公信力。

五、醫事檢驗機構檢 辦理本縣醫事檢驗機構檢驗品質輔導
驗品質管理。 及查核。
六、衛生稽查。

1‧辦理食品、醫政、藥政稽查。
2‧辦理食品、藥物及化粧品標示稽
查
3‧辦理藥商普查工作。
4‧辦理菸害防制稽查。
5‧辦理營業衛生稽查。
6‧配合縣府治安會報聯合稽查。

肆、醫政管理 一、加強山地離島及 1‧醫療設備、資訊設備、巡迴醫療
類
原住民醫療保健 車更新。
服務。
2‧評估山地原住民需求，辦理原住
民特殊健康保健相關宣導活動。
3‧辦理山地離島衛生所（室）巡迴
醫療車相關設備更新。
4‧辦理山地離島地區空中轉診視訊
系統相關工作。
5‧遠距視訊醫療及建置 HIS/PACS
系統網路連線。
二、建立優質之緊急 1‧救護車及救護車營業機構管理暨
醫療救護體系。 查核與緊急醫療通訊網絡管理。
2‧辦理各項急救教育訓練（CPR、
EMT、BLSI）及大量傷患緊急應變
演練。
3‧緊急醫療管理系統通報維護及急
診暴力通報處置。
4‧醫院緊急應變機制規劃督導及急
救責任醫院急診重症業務督導。
5‧AED 及安心場所之推廣與年度
CPR+AED 競賽活動。
6‧定期 召開 緊急醫 療諮詢 委員會
議。
7‧辦理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民
防醫護中隊、大隊編組管理及各項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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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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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練、戰時醫事人員及病床徵調作業、
臨時醫療機構開設及疏散之規劃及年
度相關教育訓練。
8‧配合各項災害防救演習：消防局
年度災害防救演習、高公局雪隧演習
及其他各局處相關演習。
9‧辦理提昇急診暨轉診品質計畫。
10‧緊急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計
畫。
三、推動醫療業務， 1‧辦理護產人員執業、變更及註銷
加強醫事機構管 執照，核發護理機構開業及變更執
理。
照。
2‧辦理醫療院所醫政督導考核、診
所訪查及不定期稽查。
3‧輔導辦理病人安全教育訓練。
4‧調處本縣醫療爭議申請案。
5‧辦理臺北醫療區域輔導與資源整
合計畫。
6‧辦理身心障礙牙科特別門診。
7‧辦理協助陽明大學附設醫院蘭陽
院區提升為醫學中心，加速本縣醫療
資源發展。
四、宜蘭縣醫療院所 1‧建構社區參與老年整合服務網絡
守護社區老人整 並成立工作小組。
合性照護計畫。 2‧訂定工作指標及轉介作業流程。
3‧辦理個案討論會。
4‧辦理教育訓練課程。
五、推動基層醫療機 1‧建立基層診所生命末期之社區安
構 照 護 長 者 網 寧療護模式計畫。
絡。
2‧建構社區整合性健康照護網絡計
畫。
伍、食品藥物 一、推動食品業者管 1‧食品業者登錄制度。
管理類
理政策。
2‧食品 追溯 追蹤制 度及電 子化紀
錄。
3‧食品業者強制性檢驗。
4‧提升通路業者自主管理能力。
二、稽查食品製造業 1‧辦理食品業者講習。
良好衛生規範準 2‧稽查轄內食品製造業者。
則（GHP）及食 3‧查核水產品、肉品、餐盒、乳品
品安全管制系統 業者及國際觀光旅館內之餐飲業符合
（HACCP）。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及食品良好衛
生規範準則規定。
4‧啟動本縣食品安全聯合稽查及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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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締小組。

三、加強督導查核特 1‧強化食品輸入業者管理。
定食品業別。 2‧加強食品添加物查核及管理。
3‧提升餐飲業者食材及人員管理。
四、專案查驗流通產 1‧配合中央後市場各項監測計畫，
品，以及後市場 規劃市售流通產品專案及一般性監測
食品監測計畫。 計畫，進行市售流通食品查驗。
2‧秉持「源頭管理」概念，查驗食
品製造業、大型販售業及餐飲業等業
者製售產品。
五、追查處理食品不 1‧配合中央後市場各項專案計畫，
實標示廣告以及 訂定衛生局年度標示稽查計畫。
特殊案件。
2‧辦理實地稽查。
3‧進行廣告監控。
六、稽查系統資料之 1‧辦理業者資料整併、維護管理資
維護及管理，以 料庫內容，提升系統資料正確性。
及不合格產品通 2‧非食品級名義輸入產品之實際用
報及公開。
途稽核。
3‧掌握不合格食品之流向，確實下
架回收應下架之不合格產品，並落實
後續銷毀作業。
4‧新聞 發佈 與公佈 抽驗不 合格產
品、業者等相關資訊。
七、飲食健康權之推 1‧賡續宜蘭縣飲食健康權之推動，
動。
依各條例擬定之相關實施計畫辦法落
實執行，並定期召開宜蘭縣飲食健康
權推動委員會。
2‧研議本縣在飲食健康以及食農教
育等方面的長期計畫目標及具體對應
之相關作為。
八、加強市售藥品之 1‧稽查藥商、藥局未經醫師處方販
管理。
售處方藥品。
2‧加強查處未經核准擅自製造或輸
入
之藥品。
3‧加強違規藥品廣告監控與查處。
4‧確保藥廠 GMP 之執行與回收藥
品未於市面上販售及杜絕自用原料非
法使用。
5‧落實管制藥品證照管理。
6‧強化管制藥品流通管理及處方合
理性之查核，避免流於非法濫用。
7‧加強稽核管制藥品申報及濫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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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報。
8‧加強查緝非藥事人員執行藥師業
務
及無照藥商稽查。
9‧辦理社區正確安全用藥宣導。
10‧辦理社區藥事照護服務工作。
九、加強醫療器材產 1‧落實醫療器材不良事件（含不良
品上市後之品質 反應及不良品）通報。
監控及管理。 2‧加強查處未經核准擅自製造或輸
入
之醫療器材與標示管理。
3‧加強違規醫療器材廣告監控及網
路違規販售之查處。
十、強化市售化粧品 1‧辦理 市售 化粧品 抽驗及 標示管
衛生安全管理。 理。
2‧加強 違規 化粧品 廣告監 控與查
處。
陸、心理衛生 一、精神衛生業務及 1‧整合精神病人追蹤照護及自殺通
及毒品防
特殊族群處遇工 報個案關懷訪視計畫。
制類
作。
2‧落實個案分級，加強強制住院病
人出院追蹤及定期追蹤訪視。
3‧辦理民眾心理健康及精神疾病防
治、認識之宣導活動。
4‧定期修正及檢討轄區內 24 小時緊
急精神醫療處置機制及跨縣市資源合
作機制，協助處理病人護送就醫及緊
急安置之醫療事務。
5‧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
遇等相關事項。
6‧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醫療人員
之教育訓練。
二、推動心理衛生及 1‧持續針對轄區內自殺通報個案定
自殺防治業務。 期關懷訪視及個案管理至少 3 個月，
經評估如有再自殺之危險，則協助轉
介相關精神醫療院所。
2‧結合現有衛政及社政、勞政、教
育等服務平台，推動各項心理衛生教
育宣導工作。
3‧與專業心理師合作提供有需要之
自殺個案、精神病患及家屬、藥酒癮
個案心理輔導及危機處置。
4‧辦理慢性病心理健康關懷計畫。
三、毒品危害防制中 毒癮者關懷輔導計畫：辦理出監毒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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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列管追蹤，運用電訪及家訪進行
個案關懷輔導及提供中心資源。
2‧毒品防制宣導計畫：結合本縣社
區及各類機關團體資源，建立宣導網
絡，落實三級宣導。
3‧藥癮減害計畫：辦理清潔針具交
換及美沙冬替代療法，藉改變藥癮者
施打毒品的行為，減少愛滋病感染，
減緩毒品對個人及社會的損害。
4‧藥癮戒治計畫：轉介毒癮個案至
衛生福利部指定醫療院所或民間公
益、宗教戒毒機構，實施戒治及追蹤
輔導。
5‧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計畫：建構
毒品成癮者家庭支持服務系統，提供
以家庭為中心的全面性、支持性服
務，藉由同質性成員的互相激勵、關
懷與支持，減輕毒品成癮者家屬之身
心壓力及提升自我形象。
6‧戒毒成功專線計畫：運用電話及
電子信箱提供戒毒管道之資訊與相關
毒品防制諮詢服務。
7‧女性非更生人藥癮戒治中途之家
安置計畫：落實婦幼保護工作，為有
心戒毒的女性，提供一個全人康復的
環境。
8‧提升本縣減害計畫替代療法個案
留置率計畫：對於藥癮者適當的補助
可以有效增加個案留置比率，強化其
戒癮治療意願。
9‧青年志工隊宣導計畫：透過年輕
族群志工夥伴多元、活潑的宣導方
式，持續落實校園反毒教育宣導工
作。
10‧毒品危害事件裁罰講習計畫：配
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正案之變革，
辦理毒品危害事件講習，期望降低持
有或施用第三、四級毒品者再犯率及
提升受講習人對毒品危害認知率。

柒、長期照護 一、長期照顧計畫。 1‧辦理長照十年計畫 2‧0，建立我
管理類
國社區整體照顧模式，佈建綿密照顧
網，提供各項長期照顧服務，以全人
照顧、在地老化、多元連續服務為長
期照顧服務原則，加強照顧服務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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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與普及。
2‧規劃 多元 長期照 顧人力 培育管
道，以提供優質之服務人力。
3‧依據本縣長期照顧需求積極發展
居家式、社區式長期照顧服務模式，
並提升在地老化全人照顧服務為導
向。
4‧透過督導機制鼓勵績優民間參與
長期照顧服務之單位，提升照護品
質。
5‧連結多元媒體行銷，強化民眾對
高齡社會及長期照顧之認知，提升各
項長期照顧服務方案之應用。
6‧落實長期照顧推動小組定期召開
會議，針對個案管理與服務品質進行
檢討。
7‧提供長期照顧個案評估與提供適
切服務。

二、長青友善計畫。 1‧建置本縣獨居老人關懷訪視資料
庫。
2‧統合縣內資源，成立長者關懷整
合中心，建立醫療照護生活服務及其
他社會福利等三大類資源整合及轉介
平台。
3‧落實縣內獨居長者關懷訪視，連
結並協助轉介醫療服務、生活照顧、
社會福利資源之輸送與服務，增進民
眾對政府部門關懷之感受及滿意度。
三、失智症早期介入 1‧針對社區潛在性失智症患者進行
計畫。
早期篩檢，使能早期診斷及接受治
療。
2‧失智症防治教育推廣人才培訓。
3‧辦理衛生教育宣導，製作各類宣
導單張，加強社區宣導，增加民眾對
於預防失智症之認知。
4‧建構宜蘭縣的失智社區化照顧的
網絡系統，包括醫院、衛生所、學校
及社區組織，提供失智症患者及家屬
整合性服務及健康促進服務，以維持
失智症患者最佳功能，改善其與家屬
生活品質，減輕照顧者負擔。
四、身心障礙鑑定及 1‧辦理身心障礙鑑定作業審查及核
需求評估相關服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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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成 核發 及補換 發身心 障礙證
明。
3‧辦理持永久效期身心障礙手冊者
換發新制身心障礙證明相關業務。
4‧進行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以提
供生活需求及相關協助。
5‧辦理身心障礙者資源連結。
6‧辦理身心障礙新制鑑定業務宣導
及說明會。

五、輔具資源服務。 1‧辦理本縣身心障礙暨失能老人生
活輔具評估、輔具使用訓練、補助、
核銷、諮詢及二手輔具媒合服務，提
供身心障礙暨失能老人利用輔具提升
生活品質。
2‧辦理本縣身心障礙者醫療輔具申
請及核銷業務。
六、護理及老人福利 1‧辦理護理機構督考及配合中央評
機構管理。
鑑，提升護理機構服務品質。
2‧老人福利機構籌設與立案輔導。
3‧未立案護理及老人福利機構稽查
及裁罰。
4‧機構違反老人福利法及護理人員
法之行政處分。
5‧辦理老人福利機構聯合稽查與評
鑑，提升服務品質維護全民權益。
6‧辦理機構從業人員教育訓練及成
長營。
7‧定期召開諮議委員會議。
捌、衛生企劃 一、四大癌症篩檢及 1‧辦理 30 歲以上有性經驗婦女，每
類
防 治 - 乳 癌 、 子 年定期子宮頸抹片檢查及陽性個案轉
宮頸癌、大腸癌 介工作。
及口腔癌。
2‧辦理 45-69 歲婦女及 40-44 歲其
二等親曾有乳癌的婦女，每 2 年 1 次
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及陽性個案轉介
工作。
3‧結合乳癌病友團體巡迴社區辦理
婦癌防治宣導講座。
4‧辦理 50-74 歲民眾每 2 年 1 次糞
便潛血檢查服務及陽性個案轉介工
作。
5‧辦理 30 歲以上嚼檳榔或吸菸者
（及 18-29 歲嚼檳榔原住民）每 2 年
1 次免費口腔黏膜篩檢服務及陽性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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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追蹤轉介工作。
6‧辦理「口腔癌與檳榔健康危害防
制」衛生教育宣導活動。
7‧輔導職場推動「無檳職場文
化」，建立民眾對「檳榔健康危害」
的認知。
8‧辦理 癌症 篩檢防 治多元 媒體宣
導。
9‧輔導 基層 診所加 入癌症 篩檢服
務。
10‧積極輔導轄區癌症篩檢品質提升
醫院主動提醒門診個案並提供免費癌
症篩檢服務。

二 、 胃 癌 篩 檢 及 防 1‧辦理設籍本縣 50-69 歲民眾胃癌
治。
篩檢服務及陽性個案轉介工作。
2‧辦理 胃癌 防治工 作相關 教育訓
練。
三、健康好 young 整 1‧針對本縣 30-39 歲民眾辦理整合
合性篩檢計畫。 性健康篩檢。
2‧辦理多元媒體宣導及相關教育訓
練。
3‧建立本縣 30-39 歲民眾健康資料
庫，提供異常個案管理追蹤轉診服
務。
四、衛生所管理。

1‧為民服務手冊內容標準化並即時
更新。
2‧辦理公共衛生相關人員整合教育
訓練。
3‧便民服務網站業務內容應完整並
即時更新，以服務民眾，提升為民服
務品質。
4‧不定期查核與輔導衛生所業務。
5‧提供親善服務門診。
6‧積極參與中央政府辦理之金所獎
及行政院服務品質獎等競賽活動，藉
以提升服務品質。

五、衛生教育整合計 1‧運用媒體通路辦理衛生教育策略
畫。
行銷。
2‧辦理專業衛教人員培訓。
3‧辦理 各式 衛生教 育訓練 宣導活
動。
4‧訂定年度月宣導主題。
5‧辦理相關大型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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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訊業務。

1‧辦理各項線上申報及網頁維護更
新。
2‧辦理衛生業務資訊電腦化系統維
護。
3‧辦理員工資訊教育訓練。

七、研考計畫。

1‧辦理 各項 衛生業 務計畫 執行進
度、上級指示及各項會議重要決議案
之追蹤管制考核。
2‧辦理衛生所年度業務績效考核。

八、法制作業。

彙整縣府各項法令修正或解釋條文，
提供各科室業務執行之參考與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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