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玖、衛生局
施政方向係透過社區醫學的經營，連結保健、醫療、健保資源，拓展健康
促進、健康防護、健康預防及疾病管理的健康服務網，為鄉親提供全人之健康
照護，以達成全民均健的目的。配合縣政施政願景、中長程施政計畫、核定預
算額度，及地方實際需要，編訂 109 年度施政計畫，其重點及重大施政目標如
下：
保健類：
一、建置產前遺傳諮詢服務網絡、高風險孕產婦健康管理及營造優質母嬰親善
哺乳環境，提供普及多元的生育保健及婦幼衛生健康照護服務。
二、辦理新生兒聽力篩檢、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篩檢，篩檢異常個案轉
介及追蹤，以促進兒童身心健康。
三、辦理早期療育業務，針對本縣 0-6 歲兒童預防保健服務進行發展遲緩篩
檢，疑似發展遲緩兒童轉介至聯評中心，並持續於壯圍鄉衛生所「早療復
健中心」協助發展遲緩兒與家長就近性與便利性高的服務。
四、辦理兒童牙齒塗氟業務，針對本縣 6 歲以下兒童提供免掛號費牙齒塗氟服
務，以降低齲齒的發生率。
五、辦理兒童近視預防與視力改善計畫，透過眼科專科醫師親自到校進行幼兒
園大班生「散瞳後屈光視力檢查」服務，並辦理視力保健相關議題之宣導
講座，鼓勵家長（照顧者）及師長增加兒童戶外動態活動，有效延緩近視
發生年齡，降低高度近視之發生率。
六、辦理青少年性健康促進教育、避孕及衛生保健教育宣導，以降低未成年生
育率。
七、建構完整慢性病照護網絡，提升糖尿病照護品質、加強三高及腎臟病防治
宣導，以增進中老年人的健康。
八、辦理社區長者健康促進相關活動，有效提升健康老化，並實踐活躍老化之
目標。
九、推動事故傷害防制，包括道路安全、戲水及社區居家安全，降低事故傷害
發生。
十、針對國小、國高中、成人等三種族群之身體活動現況及問題，運用多元行
銷及健康促進宣導活動策略，提升本縣運動人口，提升身體活動盛行率。
十一、結合公（私）部門、社區、職場及各單項運動協會辦理轄內健走活
動，透過不同運動主題並加入轄內鄉鎮市地方特色。
十二、落實營造社區健康生活型態，透過多元管道推動「我的餐盤」健康飲食
觀念。
十三、推動長者共餐據點提供高齡友善健康均衡飲食。

十四、推廣轄內職場參與健康促進，加強 50-99 人之職場填報健康促進表現計
分表，以營造健康的職場工作環境，促進員工之健康。
十五、運用整合平臺，強化社區長者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建立產、官、學、
民（社區）等跨單位（領域）之夥伴關係，為長者健康提供各項資源之
連結及管理。
十六、提供以民眾為中心之減少衰弱風險之健康促進課程，以提升民眾健康識
能。
十七、透過社區營養推廣中心，經營社區營養服務資源網絡，提升長者之營養
健康狀態。
十八、落實菸害防制法稽查，降低二手菸及三手菸的危害；辦理菸害防制教育
訓練；建構戒菸服務網絡、加強菸害防制宣導、強化青少年電子煙與菸
害之認知，以降低青少年吸菸率與電子煙使用率；推動無菸職場、無菸
校園、無菸公園、綠地及無菸社區，以營造無菸環境。
十九、推動菸酒檳榔防制，營造無菸酒檳榔之支持環境；強化青少年菸酒檳榔
危害認知：推動社區及職場菸酒檳榔危害宣導；推動原住民部落節制飲
酒宣導。
二十、參照世界衛生組織（WHO）揭示之高齡友善城市八大面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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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及健康服務」
之指引，推動本縣「高齡友善城市」計畫，並為具體落實社區化高齡友善
城市持續營造「老來寶健康促進家園站」，透過高齡之整合性照護模
式，結合社區總體營造、社區關懷據點、長青食堂、日間照護中心、不老
診所、社區銀髮族平衡班、失智友善社區、磐石大聯盟等不同方案，將社
區營造成一個符合「高齡友善城市」八大面向的健康社區，促進在地老
化，落實長者醫療服務與長期照護，以共同營造「高齡者幸福居」。
二十一、推動社區（部落）健康營造計畫，結合並連結公部門、民間團體、社
區衛生促進會之力量，推動「社區健康營造」及「失智友善社
區」，以激發社區行動力，共同營造失智友善的健康社區，於社區招
募失智友善天使及失智友善組織，以多元管道於社區行銷失智症預防
及失智友善觀念，提升民眾失智症預防自我效能，並透過村里長、社
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等基層幹部進行宣導，凝聚社區民眾失智友善的意
識及觀念，建構失智友善的健康社區。
二十二、辦理宜蘭縣免費敬老眼鏡計畫，藉由提供本縣 65 歲以上長者（原住民
籍 55 歲以上）免費老花眼鏡，讓長者可以走出戶外，接受視力檢
查，保護長者的視力健康。

疾病管制類：
一、辦理各項預防接種、流感疫苗接種工作，提升各項預防接種完成率，以防
止疫病之流行。
二、辦理傳染病防治工作，運用多元化傳染病監測體系，即時偵測疫病發
生，落實疫情調查、採檢、消毒及衛生教育等各項防治措施，俾利有效且
及時控制疫情，保障縣民健康。
三、推動結核病都治（DOTS）管理工作，加強高危險族群篩檢，落實個案管
理工作及衛生教育工作，以降低個案發生率。
四、加強疫情監視，各項防疫物資之儲備、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及風險溝通等防
治工作，以降低疫病之發生。
五、辦理營業衛生管理，加強營業場所衛生輔導稽查，確保民眾消費安全。
六、辦理外籍勞工健康檢查核備工作，執行疫病監測，防杜境外移入傳染病之
發生。
衛生檢驗類：
一、配合食品衛生管理，加強源頭端與市售端高風險、高違規的產品檢驗，避
免不合格產品於市場流通，守護消費者食的安全與健康。
二、積極與農業處辦理本縣在地生產之優良農產品農藥檢驗，提供風險監測數
據予農政管理單位，輔導農民安全用藥及產地源頭管理，即時防止違規農
產品流入市面，加強生產到上市過程之監測管理。
三、爭取前瞻基礎建設經費挹注食安檢驗中心檢驗經費，強化檢驗能量及專業
技術，提升檢驗品質與效率。
四、配合中央推動衛生局聯合分工，專責殘留農藥檢驗，提升各類農產品監測
能量，共同建構食品安全檢驗網絡。
五、新增檢驗技術及品項認證，及持續參加國內外能力試驗，確保實驗室檢驗
程序符合國際標準，提升檢驗公信力。
六、加強辦理愛滋病、性病及溫泉浴泳池水質檢驗，確保營業衞生場所之衛生
安全。
醫政管理類：
一、辦理整合性醫院品質督導考核及診所安全品質訪查，以專業、安全、品質
及服務為輔導主軸。
二、推動緊急醫療業務，進行災難應變模擬演練及辦理 CPR（心肺復甦術）
+AED（心臟電擊器）急救訓練，使災難傷害降至最低。
三、加強山地離島及原住民醫療保健服務，建置完善巡迴醫療資訊設施及偏遠
部落轉診。

四、協助陽明大學附設醫院蘭陽院區的第二期計畫，持續以升格為急重難症之
醫學中心為目標，為蘭陽地區帶來更完備的醫療保障。
五、辦理身心障礙牙科特別門診，讓行動不方便的民眾健康獲得平等的保障及
品質的提升。
六、透過健康磐石大聯盟計畫，建構基層醫療院所與社區據點合作，推廣預防
及失能課程，強固並深化長照 2.0 之服務。
七、推動社區整合性健康照護網絡計畫。
食品藥物管理類：
一、精進食品業者登錄及追溯追蹤制度，加強食品衛生管理與稽查，強化食品
業者自律管理，以落實源頭管控。
二、加強查驗高風險、高違規及高關注產品，落實食品安全案件通報聯繫管
控，減少不安全食品於市面流通。
三、提升餐飲衛生管理，強化食品從業人員衛生安全觀念，落實並推動餐飲衛
生管理分級評核。
四、辦理藥物、化粧品稽查及抽驗，加強管制藥品查核及中藥管理，並賡續藥
局、藥商及藥事人員管理工作。
五、持續監控違規食品、藥物及化粧品標示及廣告查處。
六、推動藥事照護工作，落實正確用藥及中藥安全宣導工作。
心理衛生及毒品防制類：
一、辦理精神醫療業務，推動精神疾病去污名化，定期追蹤列管精神病患、協
助強制就醫及精神衛生法規定工作之推動，建立社區精神疾病病人緊急送
醫流程及機制，協助處理病人護送就醫及緊急安置之醫療事務。
二、推動心理衛生及自殺防治業務，定期追蹤訪視自殺通報個案並提供專業心
理諮商輔導及辦理相關衛教宣導、座談會、高風險族群篩檢。
三、鑒於社會變遷，生活習慣改變，辦理酒癮及新興成癮問題－網路成癮
（gaming disorder）防治議題之宣導強化成癮防治服務，提升民眾對問題
性飲酒、網路成癮行為問題之認識。
四、推動強化社會安全網（整合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銜接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以強化社區監控量能及提升個案服務及效
能。
五、賡續推動毒品危害防制業務，落實毒癮個案追蹤輔導、家庭支持及提供各
項轉介、戒治及諮詢服務，建立服務窗口及擴大毒品危害防制宣導。
六、辦理愛滋病及性病防治，推動高危險族群篩檢及諮詢服務，執行藥癮愛滋
減害計畫，辦理愛滋個案暨接觸者追蹤管理及衛教宣導活動，降低感染人

數，提升本縣愛滋病防治成效。
長期照護管理類：
一、依據長照 1.0 之執行成果，賡續辦理長照十年計畫 2.0，以建立優質、平價、
普及的長期照顧服務體系，發揮社區主義精神，讓長者在自己熟悉的環境安
心享受老年生活，實現在地老化，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機構式照
顧的多元連續服務，銜接前端初級預防功能，預防保健，減緩失能，向後端
提供多目標社區式支持轉銜在宅臨終安寧照顧，減輕家屬照顧壓力及長期照
顧負擔。
二、辦理身心障礙鑑定作業審查及核銷，核發身心障礙證明，並進行身心障礙
者需求評估，提供身心障礙者鑑定費及診察費補助及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
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完成身心障礙者社會福利資源連結，辦理身心障
礙新制鑑定業務宣導及說明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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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輔具代償墊付政策執行，提供身心障礙暨失能老
人利用輔具提升生活品質，及本縣身心障礙者醫療輔具申請及核銷業務。
四、提升本縣護理機構、老人福利機構及住宿式長照機構照顧服務品質，針對
新籌設機構輔導立案，辦理機構不定期查核、督考及評鑑，並對於未立案
機構加強稽查及裁罰，辦理老人福利機構暨護理之家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
備補助。
五、推動「宜蘭縣失智症早期介入照護計畫」，針對社區潛在性失智症患者進
行早期篩檢，使能早期診斷及接受治療，減緩症狀惡化並降低整體社會照
護之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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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推動「宜蘭縣長青友善計畫」，每月定期關懷訪視本縣近 800 名獨居長者
及特殊需求照護者，建置個案及訪視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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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企劃類：
一、辦理 30 歲以上婦女每年定期子宮頸抹片檢查、45-69 歲婦女或 40-44 歲且
其二等親曾有乳癌的婦女，每 2 年 1 次乳房 X 光攝影檢查、50-74 歲民眾
每 2 年 1 次糞便潛血檢查、30 歲以上嚼食檳榔或吸菸民眾（18-29 歲嚼檳
榔之原住民）每 2 年 1 次口腔黏膜篩檢、提供設籍本縣 50-69 歲民眾終身 1
次糞便幽門螺旋桿菌檢查及五項癌症篩檢陽性個案轉介，賡續推廣癌症防
治宣導工作，並強化民眾健康自主習慣的養成。
二、辦理國中女學生子宮頸癌疫苗接種，強化子宮頸癌之防治效益。

三、辦理 30-39 歲民眾整合性健康篩檢計畫，藉由完善的個案管理及醫療資源
的整體性服務，降低疾病的併發症、死亡率。
四、定期辦理公共衛生相關人員教育訓練，鼓勵同仁參加公共衛生專業課
程，俾益提升專業智能以提供良好的健康服務，並建立為民服務手冊內容
標準化，於民眾洽詢時提供完整優質的服務。
五、運用多元媒體行銷策略推動衛生教育系列宣導，並訂定年度、月宣導主題
活動，強化自主健康管理。
六、辦理衛生業務資訊電腦化，加強提供縣民衛生保健資訊便捷服務；辦理資
訊安全維護及落實行政機關資訊公開，以提供民眾正確之資訊並保障民眾
知的權益。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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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政府 109 年度重要施政計畫（衛生局）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壹、保健 一、生育保健及婦幼
類
衛生。

二、兒童及青少年保
健。

三、事故傷害防制。

四、成人及中老年保
健。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40,016
1.建置產前遺傳諮詢服務網絡及社區
孕產婦健康管理，以提供孕產婦完
整之健康照護服務。
2.提供高風險孕產婦孕期至產後 6 週
之衛教與關懷追蹤。
3.辦理新住民、原住民婦幼健康管
理，提供普及、多元的生育保健服
務。
4.辦理出生性別比之監測與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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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推
廣「營造母嬰親善哺乳環境」，提
升母乳哺育率。
1.推動兒童預防保健服務工作。
2.辦理兒童牙齒塗氟業務，提供 6 歲
以下兒童免掛號費牙齒塗氟服務，
降低學童齲齒率。
3.辦理學齡前兒童斜弱視視力篩檢及
異常個案持續追蹤關懷。
4.辦理早期療育業務，針對本縣 0-6
歲兒童預防保健服務進行發展遲緩
篩檢，發現疑似發展遲緩兒童轉介
至聯合評估中心，並持續於壯圍鄉
衛生所「早療復健中心」，協助發
展遲緩兒與家長就近性與便利性高
的服務。
5.持續推動縣內公私立幼兒園大班學
童由眼科醫師親自到校提供「散瞳
後屈光視力檢查」服務。
6.辦理青少年性健康促進教育宣導，
及未滿 20 歲已生育青少女避孕指
導管理。
推動各年齡層事故傷害防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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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結合社區發展協會、社區關懷據
點，辦理銀髮平衡動動班。
2.推動長者共餐據點提供高齡友善健
康均衡飲食。
3.辦理三高、慢性腎臟病防治宣導及
施政內容

備註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五、營造健康生活型
態。

六、菸害防制。

施政內容
長者健康促進活動，藉以提供相關
健康資訊，促進長者之健康，落實
推動活躍老化之政策。
4.推動宜蘭縣糖尿病暨慢性病照護網
工作。
1.針對國小、國高中、成人等三種族
群之身體活動現況及問題，運用多
元行銷及健康促進宣導活動策略，
提升本縣運動人口，提升身體活動
盛行率。
2.結合公（私）部門、社區、職場及
各單項運動協會辦理轄內健走活
動，透過不同運動主題並加入轄內
鄉鎮市地方特色。
3.落實營造社區健康生活型態，透過
多元管道推動「我的餐盤」健康飲
食觀念。
4.在社區中導入營養衛生教育，持續
設置社區營養示範據點 12 處，定
期辦理營養衛生教育或教導民眾學
習製作健康餐食，加強我的餐盤健
康飲食識能，提升民眾營養及健康
飲食知能。
5.推廣轄內職場參與健康促進，加強
50-99 人之職場填報健康促進表現
計分表，以營造健康的職場工作
環境，促進員工之健康。
1.賡續強化全面禁菸場所執法與稽查
工作。
2.辦理社區戒菸班，教導民眾認識菸
品對健康之危害、學習如何拒吸二
手菸、認識菸害防制法及妥善運用
戒菸專線等內容及提供民眾戒菸諮
詢服務，提升戒菸意願。
3.建構本縣戒菸服務網絡，結合醫
院、診所、藥局、衛生所、民間團
體（公會、職場）、社區等資源，
提供由點到線至全面性的便利戒菸
服務網絡。
4.持續辦理菸害防制校園宣導及各式
活動，並透過本縣特色教材，強化
青少年對於電子煙危害與菸害防制
之認知，並能拒絕電子煙與菸品的
誘惑，降低青少年電子煙使用率與
吸菸率。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備註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七、高齡友善城市。

八、社區健康營造。

施政內容
5.持續辦理販售菸品業者法規說明
會，並結合社區及學校愛心志工，
針對校園周邊販賣菸品場所逐戶拜
訪掃街進行輔導，宣導禁止提供菸
品予未滿 18 歲者，降低青少年菸
品取得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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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測試不符合之業
者造冊定期輔導與查核。
7.營造無菸環境，持續強化校園環境
之菸害防制，推動無菸職場、無菸
民宿及公告無菸休閒園區，提供縣
民無菸的健康休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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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共識會議。
4.召開高齡友善城市推動委員會議。
5.高齡友善城市行動計畫執行及進度
追蹤。
6.持續成立「老來寶健康促進家園
站」提供整合式健康照護服務。
1.推動社區健康營造計畫暨部落社區
健康營造計畫。
2.辦理推動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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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備註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九、失智症預防及推
廣。

十、宜蘭縣免費敬老
眼鏡計畫。

貳、疾病 一、預防接種工作。
管制
類

二、傳染病防治工
作。

施政內容
題。
6.辦理各項失智症預防及失智友善議
題，營造失智友善的健康社區。
1.推動失智症預防及推廣計畫。
2.辦理醫事人員、失智友善天使及師
資教育訓練。
3.辦理社區失智友善組織招募。
4.多元管道行銷失智症預防及失智友
善觀念。
1.結合公部門與醫師公會、驗光師公
會、宜蘭縣鐘錶眼鏡商業同業公
會、宜蘭縣鐘錶眼鏡職業工會共同
推動免費敬老眼鏡計畫。
2.透過社區巡迴篩檢及合約敬老眼鏡
行雙軌方式進行，提供本縣 65 歲
以上長者（原住民籍 55 歲以上）
免費老花眼鏡，讓長者可以走出戶
外，接受視力檢查，保護長者的視
力健康。
1.辦理嬰幼兒 B 型肝炎疫苗、白喉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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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疫苗及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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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構嚴密之疫情監視網路、督導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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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22,451

備註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三、結核病防治。

四、營業衛生管理。

五、外籍勞工健康管
理。
參、衛生 一、食品衛生檢驗。
檢驗
類

施政內容
密度調查、儲備登革熱 NS1 快篩
試劑及相關防疫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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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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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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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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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辦理外籍勞工健康檢查核備工作。
2.辦理外籍勞工健康指定醫院查核工
作。
1.辦理各項食品衛生檢驗：
（1）蔬果及禽畜產品殘留農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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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食品違規添加物檢驗。
2.強化食安檢驗中心量能：
（1）新增檢驗品項，強化檢驗能
量，提升檢驗品質與效能。
（2）加強辦理未上市農產品安全檢
驗。
（3）連結縣內食品安全檢驗資源，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5,719

備註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施政內容

建構檢驗監測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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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蔬果及禽畜產品殘留
農藥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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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接觸者痢疾阿米巴檢驗。
4.其他有關國民健康需要而辦理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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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縣內業者水質衛生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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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品質管理。 辦理本縣醫事檢驗機構檢驗品質輔
導。
肆、醫政 一、加強山地離島及 1.醫療設備、資訊設備、巡迴醫療車
管理
原住民醫療保健
更新。
類
服務。
2.辦理原住民就醫交通費補助。
3.辦理山地離島衛生所（室）巡迴醫
療車相關設備更新。
4.辦理山地離島地區轉診視訊系統相
關工作。
5.辦理 HIS/PACS 系統網路連線相關
工作。
二、建立優質之緊急 1.救護車及救護車營業機構管理暨查
醫療救護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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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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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戰時醫事人員及病床徵調作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3,152

備註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三、推動醫療業務，
加強醫事機構管
理。

四、宜蘭縣醫療院所
守護社區老人整
合性照護計畫。

五、建構社區整合性
健康照護網絡計
畫。
伍、食品 一、強化食品衛生安
藥物
全管理工作。
管理
類

二、加強藥物及化粧
品之監控與管
理。

施政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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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花長隧道演習及其他各局處相關演
習。
9.辦理提升急診暨轉診品質計畫。
10. 緊 急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改 善 計
畫。
1.辦理護產人員執業、變更及註銷執
照，核發護理機構開業及變更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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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本縣醫療爭議調處申請案。
4.辦理臺北醫療區域輔導與資源整合
計畫。
5.辦理身心障礙牙科特別門診。
6.辦理協助陽明大學附設醫院蘭陽院
區發展急重難症品質醫學中心，加
速本縣醫療資源發展。
1.建構社區參與老年整合服務網絡並
成立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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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進行社區長者健康服務篩檢。
1.強化醫療機構間合作機制，落實分
級醫療。
2.辦理教育訓練。
1.落實製售源頭之管控，持續推動生
產者與食品業者三級品管制度。
2.強化食品通路業者管理及流通稽查
機制 。
3.健全市售流通產品及標示廣告管
理。
4.強化餐飲衛生及學校午餐衛生安全
管理。
5.完善食品風險評估機制，公開透明
食品資訊與善盡消費者保護責任。
6.推動「食安五環」相互扣合，重建
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信心。
1.辦理不法藥物、化粧品稽查。
2.加強市售藥物及化粧品抽驗工作。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7,471

備註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陸、心理 一、落實精神疾病防
衛生
治與照護業務。
及毒
品防
制類

二、推動心理衛生、
自殺防治及災難
心理衛生服務。

三、強化成癮防治服
務。

四、強化社會安全網
計畫(整合加害
人合併精神疾病

施政內容
3.加強監控及查處違規藥物、化粧品
標示及廣告。
4.辦理管制藥品證照管理，加強管制
藥品流通管理之輔導及稽核工作，
避免流於非法濫用。
5.辦理藥局及藥事人員管理，加強藥
商普查工作，落實民眾用藥安全把
關。
6.推動藥事照護服務，提升民眾用藥
安全與品質。
7.落實正確用藥及中藥安全宣導工
作，提升用藥安全知能。
1.整合精神病人追蹤照護及自殺通報
個案關懷訪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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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持續針對轄區內自殺通報個案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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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勞政及教育
等服務平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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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辦理災難心理衛生服務計畫。
1.辦理酒癮及新興成癮問題－網路成
癮（gaming disorder）防治議題之
宣導，提升民眾對問題性飲酒、網
路成癮行為問題之認識。
2.加強酒癮治療人力專業知能及培植
網癮處遇人力，充實成癮防治處
遇。
3.提升酒癮治療之服務量能與品質。
1.銜接加害人處遇，強化社區監控量
能。
2.追蹤輔導與關懷訪視個案評估及處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30,311

備註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與自殺防治服
務)。

五、毒品危害防制中
心。

六、愛滋防治。

施政內容
置與轉介。
3.整合社會福利與心理健康服務，提
升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者（含自殺
企圖）之服務效能。
1.藥癮者關懷輔導計畫：連結警政、
衛政、戶政、觀護等體系，以電
訪、家訪、面談等方式，關懷列管
個案，即時提供戒癮治療、社會福
利資源、就醫、就業、就學及就養
等各項轉介服務，協助藥癮者於社
區中戒癮，降低再犯。
2.毒品防制宣導計畫：運用多元媒體
辦理各項毒品防制宣導並結合本縣
社區及各類機關團體資源，建立宣
導網絡，落實三級宣導。
3.辦理藥癮減害工作及提升替代療法
個案留置率計畫：辦理清潔針具交
換，藉改變藥癮者施打毒品的行
為，減少愛滋病感染;並推動提升
美沙冬替代療法留置率，對於藥癮
者適當的補助增加個案留置比率，
強化其戒癮治療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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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成功專線計畫：連結縣內各類
大型觀光活動、各級學校、相關公
務機關、民間單位、公共運輸系統
等擴大宣導通路，增加戒毒成功專
線曝光度。提供戒毒管道之資訊與
相關毒品防制諮詢服務。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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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毒品危害事件裁罰講習計畫：針對
初犯及再犯之三、四級毒品受裁罰
人，分流設計與辦理裁罰講習提升
學習成效，避免施用毒品升級。
1.辦理跨局處愛滋防治及世界愛滋病
日等宣導及活動。
2.運用同志健康社區服務站辦理高感
染風險群體愛滋防治、成癮藥物防
治宣導及篩檢。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備註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柒、長期 一、長期照顧計畫。
照護
管理
類

二、長青友善計畫。

施政內容
3.辦理各項篩檢服務方案：如自我篩
檢服務方案、高感染風險群體（藥
癮者、警方查獲人口等）篩檢及健
康檢查提供愛滋及性病篩檢服務選
項。
4.辦理轄內消防、警察、社工及照服
員等可能暴露愛滋病毒風險職業，
因執行業務意外暴露愛滋病毒後預
防性投藥（oPEP）宣導。
5.整合轄區資源（如指定醫院、性健
康友善門診、藥癮戒治單位等），
規劃並推動愛滋病毒暴露前預防性
投藥（PrEP）計畫。
6.提升感染者之就醫率與服藥率，加
強異常感染者之訪視頻率、轉介就
醫。
1.辦理「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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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辦理宜蘭縣長期照護體系高齡者專
車接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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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類資源整合及轉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886,252

備註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施政內容

介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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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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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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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辦理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
照顧費用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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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辦理輔具服務代償墊付等政策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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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福利機構及住宿式長照機構籌
設與立案輔導。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備註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施政內容

3.未立案護理機構、老人福利機構及
住宿式長照機構稽查及裁罰。
4.機構違反護理人員法、老人福利法
及長期照顧服務法之行政處分。
5.辦理老人福利機構及住宿式長照機
構聯合稽查與評鑑，提升服務品質
維護全民權益。
6.辦理老人福利機構暨護理之家改善
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補助。
捌、衛生 一、四大癌症篩檢及 1.辦理 30 歲以上有性經驗婦女，每
企劃
防治-乳癌、子
年定期子宮頸抹片檢查及陽性個案
類
宮頸癌、大腸癌
轉介工作。
及口腔癌。
2.辦理國中女學生子宮頸癌疫苗接種
工作。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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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結合乳癌病友團體巡迴社區辦理婦
癌防治宣導講座。
5.辦理 50-74 歲民眾每 2 年 1 次糞便
潛血檢查及陽性個案轉介工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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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口腔黏膜檢查及陽性個案追
蹤轉介工作。
7.辦理「口腔癌與檳榔健康危害防
制」衛生教育宣導活動。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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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辦理癌症篩檢防治多元媒體宣導。
10. 輔 導 基 層 診 所 加 入 癌 症 篩 檢 服
務。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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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民眾胃癌篩
治。
檢及陽性個案轉介工作。
2.辦理胃癌防治工作相關教育訓練及
宣導工作。
三、健康好 young 整 1.針對本縣 30-39 歲民眾辦理整合性
合性篩檢計畫。
健康篩檢。
2.辦理多元媒體宣導及相關教育訓
練。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8,284

備註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四、衛生所管理。

五、衛生教育整合計
畫。

六、資訊業務。

七、研考計畫。

八、法制作業。

施政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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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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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運用媒體通路辦理衛生教育策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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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辦理各項線上申報及充實本局全球
資訊網、資訊公開網站資訊，以利
民眾上網查詢。
2.辦理衛生業務資訊電腦化系統維護
暨機房空調、消防系統、電力之維
護，提供優質資訊服務運作之環
境。
3.辦理個人資料保護與資訊安全管理
系統維護及內部稽核作業，並辦理
資訊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法教育訓
練，以宣導各項資訊安全及個資法
之重要性，提升員工資訊安全意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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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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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