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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衛生局中程施政計畫 

（111 年度至 114 年度） 

壹、使命 

衛生局主管之業務，掌理健康促進、防疫監測、醫療救護、藥物管理、食品安全、心理

與精神照護等公共衛生相關事項，與市民的健康與福祉息息相關，政策規劃以市民需求為依

歸，以「維護促進市民健康」作為使命，致力於建構幸福健康城市，以達成全體市民對健康

的期待。 

貳、願景 

以臺南標竿計畫、衛生局 110-113 年中程施政計畫及歷年延續性之重大政策計畫等，作為

推展醫療保健業務之藍圖，秉持「智慧、團隊、安心、永續」的核心價值，藉由前瞻性的政策

規劃，傳承創新的施政理念，主動提供便民服務，運用智慧模式，促進市民生活品質，創造

更大的健康效益。此外，亦積極促進全民參與，提升民眾健康素養，實現健康照護均平模式，

使健康生活得以永續發展，建構宜居健康城市，達成「2025 年成為臺灣智慧健康照護標竿」

之願景。  

參、施政重點 

一、推動健康識能，落實全民均健：  

（一） 健康的出生與成長，建構優質生長環境、減少非醫療必要之性別檢測、營造親善且

無障礙母乳哺育環境，推動孕產婦及兒童預防保健服務，以期健康的出生與成長，

維護兒童及青少年健康。 

（二） 活躍老化，推展健康促進及疾病防治：以成人健檢為平臺，各大醫療院所為通路，

強化慢性病（如三高、腎臟病、失智…等）及癌症防治工作，除擴大篩檢以外，並

強化前端之長者整合性評估、健康促進及後續之轉介及個案管理等照顧措施，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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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民眾遠離癌症及慢性病之威脅。 

（三） 創造健康的支持性環境，營造健康生活：推動規律運動及健康體能、社區及職場健

康促進、我的餐盤及社區營養教育、健康低碳飲食，營造無菸樂活社區、失智友善

社區與高齡友善城市，創造支持性之健康環境，輔導餐廳參與低碳飲食行動標章認

證，推廣各級機關嚮應每周擇一日為蔬食日，鼓勵民眾實踐健康活力的生活，進而

增進生理、心理、社會之健康。 

（四） 長者溫暖保健服務：推動 65 歲以上老人及 55 歲以上原住民免費裝置假牙計畫，協

助缺牙之長者有較佳之咀嚼功能，並進行吞嚥障礙評估，早期介入衛教與轉介，提

升長者食物之攝取質量與生活品質。 

（五） 新住民等弱勢族群保健：提供原住民、新住民生育保健指導及服務，並藉由新住民

生育保健通譯員服務，讓新住民婦女及其家庭能即時獲得所需之健康照護及醫療協

助。 

二、強化疫情監控，健全防疫體系：  

（一） 推動傳染病通報及治療機制：積極辦理各項預防接種，加強全民防疫，強化疫情控

制成效，落實疫病之監視及通報；積極推動症候群通報及治療機制，早期發現傳染

病，早期治療並有效防治疫情擴散。 

（二） 實施根除三麻一風(麻疹、先天性德國麻疹、小兒麻痺、新生兒破傷風)計畫。 

（三） 腸病毒及腸道、水患相關傳染病防治：加強監測疫情發展，辦理腸病毒及腸道、水

患防治社區衛教，整合醫療資源，落實疫情監控與防治，有效控制傳染病流行。 

（四） 結核病防治：推動結核病直接觀察都治治療計畫（都治計畫；Directly Observed 

Treatment Short-Course,DOTS），關懷個案服藥治療過程，強化個案管理，並落實接觸

者追蹤，衛教以提升民眾的結核病防治警覺性。 

（五） 愛滋病防治：本市愛滋防治從篩檢、個案管理、衛教宣導等多元方式進行，持續對

高危險族群加強篩檢，擴大篩檢服務量能，強化個案管理，加強各類對象衛教，並

持續推動藥癮愛滋減害計畫，遏止藥癮者及性行為感染者愛滋疫情。期能達成達到

WHO 的三零願景（零新增、零死亡、零歧視）。 

（六） 流感防治：推動因應流感大流行準備計畫，積極疫情監測與因應，公費流感抗病毒

藥劑儲備與查核，提升傳染病醫療照護之品質及量能，維持個人防護裝備之安全存

量及達安全儲備量於新品狀態，流感防治持續辦理民眾衛教宣導。 

（七） 推動 65 歲以上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計畫，提供設籍本市、年滿 65 歲以上長者

免費接種 1 劑肺炎鏈球菌疫苗。 

（八）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加強防疫監測台南市之累計通報數、確診數和社區監測，

維持 COVID-19 醫療照護之量能，管理與統籌分配本市防疫物資，持續進行民眾衛

教宣導。 

（九） 登革熱防治：訂定各年度臺南市政府登革熱防治策略，召開跨局處會議，協調局處

合作，落實登革熱防治工作；以病媒蚊密度調查及誘卵桶設置監測本市登革熱疫情

風險，並依監測數據執行動員孳生源清除及預防性化學防治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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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照護品質，推廣醫療資源：  

（一） 「臺南市沙崙綠能科學城設立醫院計畫」：規劃將以「精準健康照護體系」為發展方

向，本局全力協助醫院設置之行政流程。 

（二） 加強城鄉區域就醫平等、關懷弱勢就醫需求：協調偏遠地區衛生所辦理巡迴醫療工

作，加強基層醫療服務素質；督導護理機構品質，推動新制身心障礙者鑑定，提供

醫療輔具補助服務。 

（三） 提升緊急醫療救護能力：輔導本市急救責任醫院配合政策完成「提升急重症及加護

病房轉診品質計畫」，建置轄區急救責任醫院完整轉診網絡及資訊平臺，持續推動

緊急醫療救護相關訓練。 

（四） 提升市立醫院品質：加強履約管理作業，確保本市市立醫院依契約履行承諾事項，

推動本市醫療保健服務及社會公益等公共衛生服務業務。 

（五） 提升遠距健康照護服務：藉由資通訊科技與電子化醫療器材的應用，建構雲端健康

照護服務，提供智慧加值及溫馨關懷的服務。 

（六） 就醫安全：推展以病人為中心之病人安全醫療作業，保障民眾就醫權益；整合醫院

實地訪查及督考項目，建構維護病人安全的醫療作業與環境。 

（七） 發展本市觀光醫療：將本市醫療服務規劃導入觀光旅遊行程，持續整合醫療資源，

並建立服務網絡，以在地龐大的專業醫療資源作為發展觀光醫療的基礎。 

（八） 強化精神病人醫療照護體制：提升精神醫療機構服務品質，加強緊急精神醫療服務，

強化警、消、衛政合作機制，降低緊急護送就醫次數，持續透過多元精神衛生防治

策略，推動精神病去污名化運動，且於醫療資源缺乏地區持續辦理精神病人社區巡

迴醫療，讓精神醫療資源有效且平等地運用。 

（九） 消彌健康不平等，提供本市無牙醫區及偏鄉校園口腔巡迴車醫療服務。 

四、落實源頭管理，保障食藥安全： 

（一） 強化源頭管理，營造安全飲食環境及落實執行食安五環政策：強化食品業者登錄制

度，主動揭露營業資訊；針對公告之業別推動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制度（HACCP），

提升食品業者食品衛生安全管理，並落實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GHP)之規定。規

劃年度食品衛生安全抽驗計畫，加強年節及各節慶食品抽驗，監控民眾食用安全，

並加強觀光景點、商圈之食品安全稽查及抽驗，營造民眾安全飲食環境，提升食品

衛生管理成效，減低食品中毒發生，進而保障市民之健康。 

（二） 加強跨局處橫向聯繫，強化食品安全相關稽查業務及分工合作：定期召開跨局處「食

安會報」，加強落實源頭管理及隨時滾動式調整管理策略，並因應節慶、高風險食品

業者、食安事件、民眾關注議題或中央專案等進行重點稽查，有效降低食品衛生安

全事件之發生。 

（三） 推廣正確用藥知識，落實用藥安全：藉由辦理行動醫院活動，讓藥師深入社區，提

供民眾用藥諮詢，並正確提供民眾用藥安全知識，持續召募公衛藥師，提供社區藥

事全方位的照護服務。 

（四） 有效管理管制藥品，防制藥物濫用：落實執行醫藥事機構管制藥品查核工作，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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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藥物濫用，保障市民用藥安全。 

五、強化稽查檢驗效能，促進消費者保障： 

（一） 用藥安全：辦理藥師培訓課程，加強藥師藥事服務品質，輔導藥事機構，推廣學校、

社區民眾及青少年藥物濫用防制宣導，配合檢警調單位查緝不法藥品及醫療器材、

健全藥物不良反應通報系統，加強違規廣告監控，確保民眾使用藥品、醫療器材、

食品、化粧品之安全。 

（二） 飲食安全：結合本市餐飲及廚師相關公(工)會辦理衛生講習，宣導食品衛生安全相

關知識與訊息；增強儀器檢測量能，加強局處檢驗合作，確保食品安全。 

（三） 營業場所衛生：依臺南市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規定，加強輔導稽查營業場所落實

自主衛生管理，提供消費者優質的消費環境。 

（四） 智慧衛生稽查：以 e 化稽查推動有感智慧新都，提升食品、藥商藥局、醫療院所、

菸害防制及營業衛生等稽查效能及智慧稽查占比，透過實務教育訓練，強化稽查人

員專業能力，營造食品、用藥、就醫安全及無菸環境的健康城市。 

（五） 加水站衛生：依據臺南市加水站衛生管理自治條例，落實轄內各加水站登記管理，

以保障市民飲水安全。 

（六） 打造南部國家級實驗中心：擴增檢驗項目，充實檢驗人員專業知能及檢驗技術，加

強與市府局、處檢驗合作，全面提升公共衛生檢驗量能。充實檢驗儀器設備，擴展

檢驗服務範疇，提供多元化服務，維護市民健康。 

六、促進心理健康，強化毒品防制： 

（一） 強化心理健康體系，建構大臺南心理健康推動網：依據「自殺防治法」及「臺南市

自殺通報及關懷自治條例」，提供自殺高風險、自殺企圖及自殺遺族個案之關懷服

務，並結合民間自殺防治及心理衛生相關之非營利組織、學（協）會、宗教及慈善

團體，與通路商共同推動心理健康促進及自殺防治工作。 

（二） 促進民眾心理健康：提供免付費心理諮詢駐點服務，推廣憂鬱症篩檢及心理健康促

進活動，提升市民重視心理健康、精神健康及精神疾病去汙名之成效。 

（三） 心理健康宣導：規則分齡分眾宣導，包括：情緒管理、網路成癮...等，心理健康月

宣導活動，結合媒體及運用 E 化資源，強化市民初級預防工作。 

（四） 結合雲端科技：定期心理健康服務資源盤點及更新，於網頁提供線上心理諮詢預約

及建置心理健康衛教資源區。 

（五） 強化毒品危害防制之功能：依據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以「愛從家庭出發」為本

市整體毒品防制策略主軸，建構毒品防制網絡及推動方案；落實分齡分眾、多元創

意毒品防制宣導；提供藥癮者個別性、全面性個案管理追蹤輔導，促進穩定社會復

歸。 

肆、關鍵策略目標及共同性目標 

一、關鍵策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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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升民眾健康參與，落實健康生活：（業務成果面向） 

1. 營造婦女友善醫療環境、建構母嬰親善哺乳環境、推動孕產婦健康管理、生育保健

及事故傷害防制、推動新生兒聽力篩檢、加強學齡前兒童視力、聽力篩檢及保健，

以維護婦幼健康。 

2. 以成人健檢為平臺，辦理癌症及慢性病篩檢，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減輕病人、家

庭及社會負擔。 

3. 提升衛生所高齡友善照護量能，辦理健康老化計畫，加強代謝症候群、慢性病防治，

提供整合性之老人保健服務，創造長者社區參與之機會。 

4. 創造健康的支持性環境，推動「我的餐盤」、辦理社區營養教育，營造健康活力的生

活，落實無菸檳、健康低碳飲食與規律運動之生活形態。 

5. 持續推動65歲以上老人及55歲以上原住民免費裝置假牙計畫，以協助缺牙之長者有

較佳之咀嚼功能以利營養之攝取。 

6. 新住民等弱勢族群保健：提供原住民、新住民生育保健指導及服務，並藉由新住    

民生育保健通譯員服務，讓新住民婦女及其家庭能即時獲得所需之健康照護及醫療

協助。 

（二） 加強防疫整備，落實疫情監控：（業務成果面向） 

1. 推展因應流感大流行準備計畫，完成準備計畫之修訂，預作物資儲備工作。 

2. 推動急性傳染病流行風險，監控與管理計畫，根除三麻一風（小兒麻痺、先天性德

國麻疹症候群、麻疹、新生兒破傷風）整合計畫。 

3. 強化社區腸病毒防治，加強社區、學校及學前機構衛生教育，落實校園及學前機構

通報與採檢，整合腸病毒防治醫療網資源，降低嬰幼兒腸病毒感染及重症發生。 

4. 推動腸道、水患相關傳染病防治，降低本國籍及境外移入確診個案，減少社區群聚

事件發生。 

5. 提升結核病痰陽個案之都治涵蓋率及治療成功率。 

6. 提升高危險群愛滋篩檢率，強化各類對象之衛教宣導，提升愛滋病正確認知，持續

推動藥癮愛滋減害計畫。 

7. 提升各項常規疫苗接種率。 

8. 免費提供設籍本市年滿65歲以上長者接種肺炎鏈球菌疫苗。 

9. 持續監測每日國內外疫情概況及本市COVID-19確診數、累計通報數，並加強社區及

醫療院所通報與採檢；提升疫苗接種涵蓋率與強化民眾衛教宣導，提升對新冠肺炎

正確認知，以降低COVID-19感染率及重症發生。 

10. 每個月完成全市共325里次之孳生源密度調查工作，布氏指數2級以下之里次於平時      

達93%以上（2級以下里次/總調查里次），於高原期達90%以上為環境監控目標。針對

本市列為登革熱監測區之區別放置誘卵桶，當陽性率40%(含)以上或總卵粒數250粒

(含)以上時，通知轄區區公所於一週內動員孳生源清除，並於動員後隔週複查；倘誘

卵桶監測達陽性率 60% 以上(含)或卵粒數 500 粒(含)以上，動員孳清後隔週指數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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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下降，指數反升高至平均陽性率 60% (含)以上且卵粒數 500 粒(含)以上時，請

區公所於該里至少插立2支孳清旗，並請環保局實施室外預防性化學防治，然當該里

已降至未達插旗標準且陽性率比上週至少下降15%並卵粒數下降至少200粒則撤旗。

輔導本市各區里成立防疫志工防疫隊並辦理教育訓練，執行社區孳生源巡查、清除

及衛教宣導，強化登革熱防治社區動員，落實社區環境自主管理。 

（三） 提升醫療照護品質，保障弱勢就醫權利：（業務成果面向） 

1. 辦理偏遠地區衛生所巡迴醫療：提供偏遠地區巡迴醫療服務，以衛生所在地優勢，

主動將醫療帶進社區，並推廣綜合性公共衛生工作，保障偏遠地區民眾醫療保健之

權利。 

2. 強化緊急醫療能力： 

(1) 為加強到院前緊急救護品質，辦理轄內救護車裝備及品質查核，並不定期抽查，以

符合救護車裝備標準規定。 

(2) 為提升急診緊急傷病患醫療品質，輔導本市急救責任醫院配合政策完成「提升急重

症及加護病房轉診品質計畫」，建置轄內急救責任醫院完整轉診網絡及資訊平臺，

並建立急重症醫療品質考核制度，以強化其緊急傷病患轉診及處置能力，提供民眾

更完善之急診醫療服務。 

(3) 輔導轄內急救責任醫院爭取衛生福利部認證「緊急醫療能力分級」資格。 

3. 持續辦理市立醫院（台南市立醫院及臺南市立安南醫院）醫療品質及營運績效考核：

依契約承諾事項辦理履約管理作業。 

4. 提升遠距健康照護服務：藉由資通訊科技與電子化醫療器材的應用，建構雲端健康

照護服務，提供智慧加值及溫馨關懷的服務，持續擴大服務範圍，建立完整的健康

照護服務網絡。 

5. 加強推動病人安全：加強督導轄區醫療院所執行醫院病人安全工作目標及執行策略，

含用藥安全、感染控制、手術安全、預防跌倒、鼓勵通報、醫療溝通有效性、鼓勵

病人及家屬參與、管路安全等八大目標，並辦理整合性醫院督考及獎勵制度，建構

病人安全的醫療作業與環境。 

6. 提升本市醫療市場國際化能力：發展本市觀光醫療，藉由城市觀光資源、高階健檢、

醫學美容及牙科服務之結合，打造具有臺南特色的觀光醫療品牌(Medical Tainan)，發

展本市觀光醫療特色，並透過國際行銷的活動，提升城市觀光醫療形象，吸引更多

國外觀光遊客，帶動本市周邊觀光景點發展，創造醫療與觀光業者產值。 

7. 委託機構辦理「精神病社區關懷照顧暨自殺通報個案管理計畫」，提供定期追蹤訪視、

資源轉介…等，協助精神病人穩定就醫。 

8. 辦理藥癮戒治機構督導考核及專業人員教育訓練，宣導非鴉片類藥癮戒治補助及藥

癮是一種慢性病。 

（四） 強化食品藥物管理，保障民眾健康：（業務成果面向） 

1. 食品業者HACCP食品安全之查核：督導HACCP食品業者落實食品安全，推動事前監

控勝於事後檢驗之品質保證系統並導入食品技師為專責衛生管理人員，降低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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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危害民眾健康，維護大眾消費之權益。 

2. 辦理餐飲業衛生管理分級評核，建立本市餐飲業者正回饋系統及環境，鼓勵餐飲業

者增進衛生自主管理能力及榮譽感，評選優良店家提供消費選擇資訊，以提升餐飲

業經營形象，並確保消費大眾健康。 

3. 與本府其他單位（如經發局、農業局及市場處等）建立夥伴關係，掌握本市食品業

者名單，依不同目標族群宣導其適用法規，加強輔導餐飲業者全面落實食品良好衛

生規範準則，提升餐飲業者衛生自主管理能力，辦理食品衛生安全講習宣導，確保

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防範食品中毒發生，增進國民健康。 

4. 強化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自主管理：針對食品添加物業者進行查核登錄、食品良好

衛生規範準則、產品標示、強制檢驗、食品安全監測計畫、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制

度及電子申報等。並同時針對兼售化工原料之業者應分別設置食品添加物及化工原

料之貯放區有效管理，出貨時主動告知下游食品業者「化工原料不得使用於食品用

途」，以達食品添加物與化工原料分業管理效能。亦同時查察一氧化二氮使用範圍及

限量暨規格標準之符合性。 

5. 因應科技迅速發展，利用即時通訊平台，建置食品業者群組，提供食品安全相關資

訊及標示法規諮詢服務。 

6. 不定期辦理跨局處食品安全聯合稽查及每三個月召開一次「食安會報」，加強跨局處

橫向聯繫，共同打擊不法，保障市民飲食之安全。 

7. 藥事照護公衛藥師服務，落實用藥安全照護：辦理藥師培訓課程，加強藥師藥事服

務品質，藉由行動醫院活動，深入社區提供民眾用藥諮詢，衛教正確用藥知識，協

助民眾養成正確用藥習慣，教導健康自我照護觀念；提升社區藥局藥事照護服務品

質，塑造藥事人員專業形象，建立與社區民眾良好的互動關係。 

8. 加強醫藥事機構管制藥品稽核工作，確保管制藥品合理使用。 

（五） 強化稽查檢驗效能，提升消費者保障量能：（業務成果面向） 

1. 加強市售食品衛生稽查、食品抽驗及規劃高風險食品抽驗品項，並輔導食品業者落

實產製及作業環境符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提升食品業者衛生自主管理，保

障市民飲食安全。 

2. 設置食品安全專區，透過大眾傳播媒體適時發布有關食品衛生宣導事宜，供消費者

了解。 

3. 辦理社區民眾及青少年藥物濫用防制宣導，強化民眾辨識毒品之能力，提升藥物濫

用防制認知。 

4. 稽核流動攤販或其他非法管道等無領有執照販售藥品，抽驗藥或食品，查核是否違

法添加西藥成分，確保民眾使用藥物品與食品之安全。 

5. 加強執行醫藥事機構調劑藥品品質稽核，提供民眾用藥安全及照護高品質之環境。 

6. 採分組、分區全責執行轄內食品業、藥事機構、醫事機構、禁菸場所、營業場所之

稽查，保障市民擁有健康安全的生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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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定期辦理稽查人員實務教育訓練，強化稽查人員專業素養，提升稽查品質，維護消

費者權益。 

8. 整合檢驗資源，提升檢驗量能，加強跨局處合作，提供多元化服務，提升檢驗量能。 

9. 強化各項新型、精密分析系統，提升人員技術及充實檢驗知能，持續推動實驗室認

證，並落實優良實驗室規範，強化實驗室品質管理系統，使檢驗結果具公信力，確

實為民眾食的安全把關。 

10. 依據本市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辦理各項營業衛生之稽查與輔導，包括不定期抽

驗檢測游泳池、溫泉及三溫暖水質，並針對不同業別辦理各項營業場所衛生管理人

員教育訓練。 

11. 依據臺南市加水站衛生管理自治條例，辦理轄內各加水站登記管理，以保障市民飲

水安全。 

（六） 提供心理衛生照護資源，強化毒品危害防制網絡：（業務成果面向） 

1. 落實精神障礙者全人照護服務，銜接精神病人出院準備服務計畫，落實社區1-5級分

級追蹤照護。 

2. 提供自殺高風險個案轉介，以社區自殺風險個案追蹤關懷多元照護服務，提升為民

服務之品質及效能。 

3. 針對重要交通樞紐、熱點水域及大樓頂樓、販售木炭、農藥商店、社區藥局、基層

診所等場所，張貼自殺防治警示標語、關懷求助專線及辦理業者珍愛生命守門人教

育訓練。 

4. 提供心理健康促進服務，民眾心理諮詢及轉介關懷服務，推廣免費心理諮詢駐點服

務，並提供線上心理諮詢預約，提供民眾使用可近性。 

5. 推動心理衛生志工網絡，以服務更多自殺風險及情緒困擾民眾。 

6. 辦理老人憂鬱症篩檢服務，提供老人自殺防治之預防措施及老人憂鬱症篩檢服務、

推動嘸鬱卒長者社區。 

7. 施行分齡分眾宣導，推展在地化心理健康促進及心理健康月宣導活動，利用轄區資

源藉由多元化管道以推廣心理健康促進，結合媒體及運用E化資源，強化市民初級預

防工作。 

8. 規劃及推動心理健康促進服務，進行服務滿意度調查，並進行心理健康服務資源盤

點，建構轄區心理健康服務網絡地圖，並結合雲端科技，建立心理健康資源服務平

台。 

9. 擴展藥癮個案服務面向及深度，落實單一窗口轉介服務平臺，推動藥癮者戒癮治療，

辦理社區處遇及家庭支持服務方案，建構藥癮者支持網絡。 

10. 強化毒品危害防制之功能：提供市民多樣化、多管道及特殊族群之毒品危害防制宣

導；培訓反毒志工，提升毒品危害防制普及性。提供藥癮個案全面性照護，擴展藥

癮個案服務面向及深度，規劃完善的轉介服務平臺，提供戒癮治療環境，推動藥癮

者戒癮治療，辦理社區處遇及家庭支持服務方案，建構藥癮者社區復歸之支持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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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加強第三、四級毒品及新興毒品宣導及防制方案：增加青少年毒品防制宣導方案及

落實家長對毒品防制之教育宣導，並辦理第三、四級毒品防制多元處遇講習班及擬

真毒品反毒教育宣導。 

（七） 提升為民服務之品質及效能：（行政效率面向） 

1. 積極提升醫政服務效率： 

(1)為即時辦理醫事人員執業異動申請業務，於林森及東興辦公室各設有醫事人員換照

處，單一窗口審核臨櫃申請案件，隨到、隨辦，執業執照當場核發，提升服務效率。 

(2)貼心提醒醫事人員辦理執業執照更新：每半年函文本市醫事人員公會，協助轉知所

屬會員執業執照更新日期；每月底以電話聯繫下個月執業執照將屆期之醫事人員，

提醒儘速辦理更新手續，避免逾期受罰。 

2. 提升為民服務效能：辦理電話禮貌服務測試及衛生所服務品質考核，加強同仁服務

禮儀，增進為民服務之積極態度，提升機關為民服務形象。 

3. 配合本府第二官方語言行動計畫，營造優質雙語友善服務環境。 

二、共同性目標： 

（一） 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落實終身學習觀念：（組織學習面向） 

1. 強化本府衛生局暨所屬各區衛生所同仁終身學習觀念，鼓勵參與學習活動，增進新

知能，每人每年業務相關學習時數平均達20小時。 

2. 因應2030雙語國家政策，規劃營造優質雙語服務環境，鼓勵同仁參加英文相關課程

及檢定，提升同仁通過英檢比例達70%。 

（二） 提高預算執行力：（財務管理面向） 

有效運用年度歲出分配預算，提高預算執行效率，並撙節各項支出，每年預算數執

行率達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