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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 104年度施政計畫 

一、本年度歲出預算數統計 591,024仟元。 

二、本年度歲入預算數統計 84,022仟元。 

三、本年度編制員額共計 344人。（129+215） 

 

壹、年度施政目標 
一、關鍵策略目標 

（一）強化本縣醫療資源不足地區在地醫療，建構完善緊急醫療救護網 

１、辦理南彰化地區緊急醫療資源改善，提供 24小時急診服務之責任醫院作為基地醫院。 

２、維持南彰化地區夜間及假日全天候 24小時急診看診之需求。 

（二）加強醫政業務管理，提升醫療照護品質 

１、加強醫療機構業務督導，落實輔導醫療機構提升醫療品質：每年辦理醫療機構督導考核作業，並

不定期進行輔導與抽查。 

２、加強社區心理衛生工作：加強自殺通報個案及其家屬追蹤關懷輔導及轉介服務，並整合連結相關

資源網絡，以提供適切性的資源。 

３、加強精神疾病防治業務，落實社區精神病人訪視工作：針對本縣關懷訪視之精神疾病個案，提供

完善之個案管理，以了解並掌握個案狀態，落實個案追蹤管理與關懷。 

（三）強化長期照顧各項服務整合與連結 

１、整合衛政社政資源，提供單一窗口，設立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１）申請案件評估業務及服務照顧計畫擬訂。 

（２）連結服務及監督服務品質等。 

２、發展長期照顧服務資源：擴大服務供給量及強化評估及轉介機制。 

（１）辦理喘息、居家護理、居家復健等服務。 

（２）加強長期照顧相關教育宣導，增進民眾對相關知識、服務資源與資訊之瞭解與利用。 

（四）推動新制身心障礙鑑定業務 

１、辦理本縣縣民疑似身心障礙者申辦鑑定。提供植物人或癱瘓在床無法自行至醫療機構辦理鑑定者，

由本局函請鑑定醫療機構指派醫師前往鑑定。 

２、撥付本縣 9家及外縣市 228家身心障礙鑑定醫院之身心障礙鑑定服務費。 

３、主動資訊公開，於本局網站建置「新制身心障礙鑑定區」提供民眾各種申辦流程、表單，與新服

務措施。 

４、定期召開本縣身心障礙鑑定小組委員會議，辦理相關鑑定之指定事項，或鑑定結果爭議與複檢之

處理事項。 

５、加強身心障礙鑑定品質管控 

（１）加強稽核管控重覆鑑定個案。 

（２）簡化申請鑑定之流程：與社政單位協調後，提供鑑定醫院單一窗口，對於文件不符之退件可逕

寄醫療院所補正，節省審核時效，訂定審核標準流程及時效為 5天。 

（３）建立稽核制度：每半年依鑑定醫院申請案件比例辦理抽樣，由委員、專家辦理病歷抽樣審核作

業，提供專業諮詢意見，確保品質。對於審核有疑慮之鑑定表，併入抽樣審核；若經委員會審議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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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實之鑑定且未改善者，提委員會決議懲處，嚴重者得取消其鑑定醫師或鑑定醫院之資格，以維持

鑑定品質。 

（五）加強藥政業務管理工作 

１、自行監控查處藥物、化粧品標示及違規廣告。 

２、自行監錄查處藥物、化粧品違規廣告。 

３、針對領有及未領有管制藥品登記證之機構業者，加強管制藥品管理稽核及輔導工作。 

４、辦理正確用藥、中藥用藥安全暨藥物濫用防制教育宣導。 

（六）落實食品衛生安全，加強食品衛生管理工作 

１、食品及營業衛生管理與稽查輔導，加強食品業者登錄查核，落實源頭管理。  

２、食品（含泳、浴池水）抽驗。 

３、食品違規標示及廣告查緝。 

（七）加強辦理醫政、藥政、食品稽查業務 

１、加強辦理菸害稽查工作。 

２、加強辦理藥商普查工作及落實民眾用藥安全。 

３、加強辦理醫政、藥政、食品稽查業務之派遣機制。 

４、落實食品衛生、藥政稽查，加強食品、藥物及化粧品標示管理。 

（八）用心呵護鄉親健康，推行萬人健檢 

１、辦理整合式健康篩檢服務，每年提供 10,000人次服務。 

２、提高整合式健康篩檢異常個案追蹤完成率。 

３、腹部肝癌超音波篩檢服務。 

４、辦理胃幽門桿菌篩檢服務。 

５、提高整合式健康篩檢完成率。 

（九）嬰幼兒健康照護 

１、嬰幼兒健康管理服務：由衛生所公共衛生護理人員提供當年出生嬰幼兒管理與發展篩檢，每年提

供 2,000人次服務。 

２、外籍與大陸配偶醫療生育保健服務。 

（十）社區健康營造 

１、辦理健康新煮張社區推廣。 

２、辦理社區體能檢測列車。 

３、辦理菸害防制宣導活動。 

（十一）建構慢性病共同照護網，完善照護機制 

１、提供 30歲以上三高（血壓、血糖、血膽固醇）檢查，每年完成 11,000人次服務。 

２、提供慢性病患及一般民眾身高、體重、血壓、血糖、視力、足部免費檢查，每年提供 130,000

人次服務。 

３、提供糖尿病、慢性病腎臟病收案及衛教管理服務。完成糖尿病收案 3,000人、慢性病腎臟病收案

1,600人。糖尿病衛教管理服務 9,000人次，慢性病腎臟病衛教管理服務 2,700人次。 

４、提供糖尿病視網膜、腎臟病及足部等各項併發症篩檢。每年完成 6,500人次。 

５、提升照護人員專業服務知能，辦理糖尿病專業養成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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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深入社區，推動社區防疫網絡 

１、腸病毒教育訓練暨民眾衛教宣導：辦理腸病毒教育訓練及民眾衛教宣導，提升民眾對腸病毒防治

之認知，防止疫情擴散。 

２、登革熱病媒蚊密度調查：依據本縣各鄉鎮之村里數安排登革熱病媒蚊密度調查場次，全縣至少完

成 1,000場次。 

３、結核病痰塗片陽性個案都治涵蓋率：提升結核病痰塗片陽性個案都治涵蓋率，提高治癒率，執行

「結核病十年減半計畫」，期望本縣結核病達成十年減半。 

４、愛滋病防治衛教宣導：透過不同之場域與族群，辦理本縣矯正機關衛教宣導與社區藥癮者衛教。

透過愛滋病傳染管道，加強衛教宣導，如針頭、針具、稀釋液及容器勿共用、如何安全回收使用過的

針具、安全性行為、篩檢服務轉介及篩檢重要性、轉介替代治療等，全面愛滋病預防宣導。 

５、提升各項預防接種基礎劑完成率：提升各項預防接種完成率，以期透過預防接種，增進對傳染病

之免疫力，減少疾病危害及縣民健康。 

６、推動擴大流感疫苗接種：為提升民眾接種意願，於社區中設立流感接種服務站，以深入社區加強

衛教宣導及接種服務可近性。 

（十三）加強辦理各項公共衛生檢驗工作 

１、辦理各項食品衛生檢驗及加水站水質檢驗。 

２、辦理性病血清、池水微生物、傳染病及其他臨床檢驗。 

３、免費提供民眾食品簡易檢查試劑。 

（十四）衛生局、所辦公廳舍整修工程 

１、衛生局辦公廳舍整修工程。 

２、衛生所整修工程。 

（十五）提供本縣醫事人員辦照 30分鐘取件服務 

１、設置「便捷服務中心」，提供本縣醫事人員現場 30分鐘快速換照服務。 

２、提供友善、健康、安全服務環境：舒適等候區備有沙發座椅及書報、雜誌，服務台提供老花眼鏡、

紙筆、影印及奉茶與專人引導等，設有量身高、體重、血壓、哺乳室及 AED等健康設施。 

（十六）縣長政見 

１、[政見編號 45-1、45-2]國一女生免費施打子宮頸癌疫苗-提供國一女生免費施子宮頸癌疫苗服務 

（１）評估規劃國一女生免費施打子宮頸癌疫苗接種服務，加強子宮頸疫苗接種及宣導，並積極爭取

子宮頸癌疫苗接種服務預算。 

（２）配合國民健康署提供本縣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國中女生免費施打子宮頸疫苗。 

２、[政見編號 47]身心障礙者就醫免掛號費 

（１）針對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且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於本縣 27 家衛生所就診，免收取掛號費

用。 

（２）鼓勵各醫療院所自願加入「有愛無礙」行列，並結合中、西、牙醫師公會與診所協會，協同基

層診所一同加入。 

３、[政見編號 60-1、2、3、4、5、6、7]健康促進政策-1「獎勵機制鼓勵縣民定期接受癌症篩檢」 

（１）提供整合性健康篩檢（簡稱萬人健檢）。 

（２）推動社區民眾肝癌防治、肝硬化、脂肪肝三合一篩檢服務計畫。 

（３）加強推廣四項癌症篩檢服務及篩檢陽性案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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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推動癌症防治計畫寄送「健康限時批」通知信函邀請民眾參加篩檢。 

（５）癌症篩檢健康服務，完成當年度應做之癌症篩檢項目。 

（６）健康答鈴，邀您健康，「智慧型自動語音辨識」癌症篩檢提醒系統。 

（７）胃您好~胃癌防治暨胃幽門桿菌篩檢服務計畫。 

４、[政見編號 61-1、61-2]健康促進政策-2「建構高齡友善環境，縮短長期照護服務的評估等待期」 

（１）推動高齡友善城市計畫，建構友善環境。成立本縣推動委員會，並分為社會心理健康組、友善

環境建設組，辦理推動委員會及工作小組會議，強調環境改造，軟硬結合，包括八大面向（康健、無

礙、敬老、連通、親老、暢行、安居、不老），完成在地指標及提出高齡友善亮點計畫。 

（２）有長期照顧服務需求之民眾（家屬），縮短服務評估等待期。讓原作業 14 天縮為 7 天之內民

眾能得到長照服務。受理申請書於當天建置與派案，通知約訪民眾，到府評估擬訂長期照顧服務需求

計畫，並經簽審、照會社會處簽約之居家服務單位，縮短為平均工作 7天，以符合民眾（家屬）期待。 

５、[政見編號 62-1、62-2、62-3]健康促進政策-3「加強校園、職場和長期照護機構等疫病防治」 

（１）校園防疫計畫（包括校園防疫計畫及成果、校園腸病毒聚及事件演習）：加強校園傳染病通報，

俾利及時介入防疫措施，避免疫情擴散。 

（２）辦理醫院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落實院內感染監測、傳染病通報與隔離治療及院內感染管制預防

措施等工作，以提升醫院感染管制品質及執行效率。 

（３）加強長照機構住民結核病防治計畫：辦理長照機構住民結核病防治措施胸部 X光篩檢。 

６、[政見編號 63]健康促進政策-4「開設健康頻道，提升健康識能，促進縣民健康」 

（１）藉由大眾傳播媒體宣導衛生教育主軸，建立民眾正確健康概念。製作衛教宣導短片、專訪、光

碟於公益頻道、地方頻道、電台等電子媒體播放，以提升健康識能，促進縣民健康。 

７、[政見編號 64-1、64-2、64-3、66、67]食品安全政策-1「修訂彰化縣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條例，

建構食品履歷資訊平台，將食品資訊公開透明化」 

（１）修訂彰化縣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條例：來源不明食品嚴懲入法。化工原料與食品添加物分流管制

入法。 

（２）化工原料與食品添加物分流管制：校園午餐食材溯源及食品鏈稽查管理。食品添加物業者進出

貨來源及流向總清查。 

（３）校園午餐食材安全無毒，地產地銷：訂定校園午餐之稽查抽驗，針對自辦營養午餐、外訂餐盒

及中央廚房進行衛生稽查及抽驗。校園黑心食品連坐下架及雙重複驗上架管制，抽驗不合格食材立即

下架停止使用。 

（４）充實食品稽查人力，提升食品檢驗量能：擴增食品稽查及檢驗專業人力質量，編列預算辦理追

加預算。提昇檢驗品質與效率，擴大民間實驗室代檢，增加食品委外檢驗量每年至少完成 1,000件。 

（５）建構食品履歷資訊平台：落實校園午餐食材登錄，菜單透明化。推動食品業者登錄。 

（６）修訂本縣檢舉重大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案件獎勵辦法：提高重大食安檢舉獎金，最高達

50％。 

８、[政見編號 69]口腔保健政策-2「落實學齡前兒童口腔健檢及免費塗氟防保健服務」 

（１）幼兒園兒童牙齒塗氟服務計畫：每半年由牙醫院所入本縣公、私立幼兒園協助 6歲以下兒童進

行口腔檢查、牙齒塗氟及口腔衛教。 

（２）國小學童臼齒窩溝封填服務計畫：以口腔保健巡迴車針對本縣偏遠及醫療資源不足之學校入校

提供國小學童臼齒窩溝封填服務及學童口腔檢查及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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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政見編號 71]口腔保健政策-4「牙醫師身障機構駐點及巡迴醫療衛教服務」 

（１）針對本縣身障機構實行牙醫師駐點服務並辦理牙醫巡迴醫療衛教服務。 

（十七）推動提案制度與成立品管圈，提升服務品質 

１、每年推動提案制度，依年度提案計畫，進行本局提案作業，作為服務創新改善。 

２、每年推動品管圈，成立品管圈推動小組，進行本局品管圈活動，完成書面成果報告及辦理品管圈

成果發表。 

二、共同性目標 

（一）節約政府支出，邁向財政收支平衡 

１、控管當年度經常門業務費賸餘數百分比。 

（二）控管編制員額 

１、控管編制員額成長率。 

（三）約聘僱員額及職等嚴格控管 

１、控管約聘僱員額成長率及職等變化率。 

（四）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１、推動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數。 

 

貳、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一 強化本縣醫療

資源不足地區

在地醫療，建構

完善緊急醫療

救護網 

1 辦理南彰化地區緊急醫療資

源缺乏改善計畫 

1 統計

數據 

南彰化緊急醫療服務人次 11800人次 

二 加強醫政業務

管理，提升醫療

照護品質 

1 加強醫療機構業務督導，提

升醫療品質 

1 統計

數據 

醫療機構督導考核訪查率

（醫療院所訪查家數÷醫

療院所總家數） 

100% 

2 加強社區心理衛生工作 1 統計

數據 

自殺通報個案關懷訪視 7

日內初訪完成率 

95% 

3 加強精神疾病防治業務，社

區精神病人訪視 

1 統計

數據 

提供精神疾病個案面訪率

（個案面訪人次÷總訪視

人次） 

35% 

三 強化長期照顧

各項服務整合

與連結 

1 提供申請我國十年長照計畫

諮詢暨評估服務 

1 統計

數據 

服務人次 8000人次 

2 居家護理服務 1 統計

數據 

服務人次 2000人次 

3 居家復健服務 1 統計

數據 

服務人次 21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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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4 喘息服務 1 統計

數據 

服務人日 4200人日 

5 長照中心暨衛政三項服務品

質 

1 統計

數據 

服務滿意度 85% 

四 推動新制身心

障礙鑑定業務 

1 辦理新制身心障礙鑑定業

務，依限審核鑑定申請 

1 統計

數據 

申請人次 13000人次 

五 加強藥政業務

管理工作 

1 自行監控查處藥物、化粧品

標示及違規廣告 

1 統計

數據 

完成件數 110件 

2 自行監錄查處藥物、化粧品

違規廣告 

1 統計

數據 

時數 2000小時 

3 加強管制藥品管理稽核及輔

導工作 

1 統計

數據 

督導家次 420家次 

4 辦理正確用藥、中藥用藥安

全暨藥物濫用防制教育宣導 

1 統計

數據 

場次 50場次 

六 落實食品衛生

安全，加強食 

1 食品及營業衛生稽查輔導 1 統計

數據 

輔導家次 5000家次 

 品衛生管理工

作 

2 食品(含泳、浴池水)抽驗 1 統計

數據 

抽驗件數 1000件 

3 食品違規標示及廣告監控查

緝 

1 統計

數據 

查緝件數 300件 

七 加 強 辦 理 醫

政、藥政、食品

稽查業務 

1 加強辦理菸害稽查工作 1 統計

數據 

稽查家次 22000家次 

2 加強藥商普查工作落實民眾

用藥安全 

1 統計

數據 

稽查家次 2400家次 

3 加強辦理醫政、藥政、食品

稽查業務之派遣機制 

1 統計

數據 

依限辦結率 97% 

4 加強食品、藥物及化粧品標

示管理 

1 統計

數據 

稽查件數 15000件 

八 用心呵護鄉親

健康，推行萬人

健檢 

1 辦理整合式健康篩檢服務 1 統計

數據 

篩檢人數 10000人數 

2 提高整合式健康篩檢異常個

案追蹤完成率 

1 統計

數據 

完成率 70% 

3 辦理腹部肝癌超音波篩檢服

務 

1 統計

數據 

篩檢人次 6000人次 

4 辦理胃幽門桿菌篩檢服務 1 統計

數據 

完成率（篩檢人數÷當年篩

檢目標數）x100% 

100% 

九 嬰幼兒健康照

護 

1 嬰幼兒健康管理服務 1 統計

數據 

完成收案數 2000人 

2 外籍與大陸配偶醫療生育保 1 統計 建卡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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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健服務 數據 

十 社區健康營造 1 辦理健康新煮張社區推廣 1 統計

數據 

辦理班次 100班次 

2 辦理社區體能檢測列車 1 統計

數據 

辦理場次 27場次 

3 辦理菸害防制宣導活動 1 統計

數據 

辦理場次 100場次 

十

一 

建構慢性病共

同照護網，完善

照護機制 

1 提供血壓、血糖、血膽固醇

篩檢及追蹤服務 

1 統計

數據 

篩檢人次 11000人次 

2 提供慢性病患及一般民眾免

費檢查服務 

1 統計

數據 

檢查人次 130000人次 

3 辦理糖尿病、慢性病腎臟病

個案管理服務 

1 統計

數據 

完成收案數 4600人 

4 辦理糖尿病、慢性病腎臟病

衛教管理服務 

1 統計

數據 

衛教人次 11700人次 

5 提供糖尿病視網膜、腎臟病

及足部等各項併發症篩檢 

1 統計

數據 

篩檢人次 6500人次 

  6 糖尿病專業養成教育訓練 1 統計

數據 

訓練場次 7場次 

十

二 

深入社區，推動

社區防疫網絡 

1 腸病毒教育訓練暨民眾衛教

宣導 

1 統計

數據 

辦理場次 130場次 

2 登革熱病媒蚊密度調查 1 統計

數據 

辦理場次 1000場次 

3 結核病痰塗片陽性個案都治

涵蓋率 

1 統計

數據 

涵蓋率 90% 

4 愛滋病衛教宣導 1 統計

數據 

宣導場次 180場次 

5 提升各項預防接種基礎劑完

成率 

1 統計

數據 

完成率 95% 

6 擴大流感疫苗接種 1 統計

數據 

村里設站涵蓋率 75% 

十

三 

加強辦理各項

公共衛生檢驗

工作 

1 辦理各項食品衛生檢驗及加

水站水質衛生檢驗 

1 統計

數據 

檢驗件次 35000件次 

2 辦理性病血清、池水微生

物、傳染病及其他臨床檢驗 

1 統計

數據 

檢驗件次 18000件次 

3 免費提供民眾食品簡易檢查

試劑 

1 統計

數據 

贈送份數 5000份 

十

四 

衛生局、所辦公

廳舍整修工程 

1 衛生局、所辦公廳舍整修工

程 

1 進度

控管 

工程預定執行進度：（1）

設計完成（25%）；（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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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發包決標（40%）；（3）

工程開工（55%）；（4）

施工進度達 50％（75%）；

（5）工程完工（95%）；

（6）驗收完成（100%）。 

十

五 

提供本縣醫事

人員辦照 30 分

鐘取件服務 

1 醫事辦照 30分鐘取件服務 1 統計

數據 

依限辦結率 95% 

十

六 

縣長政見 1 [政見編號 45-2]提供低收

入戶、中低收入戶國中女生

免費施打子宮頸疫苗 

1 統計

數據 

服務人數 150人 

2 [政見編號 47]身心障礙者

就醫免掛號費 

1 統計

數據 

服務人次 800人次 

3 [政見編號 60-1]整合性健

康篩檢(簡稱萬人健檢) 

1 統計

數據 

篩檢人數  

（同序號 8－1） 

10000人 

  4 [政見編號 60-2]推動社區

民眾肝癌防治、肝硬化、脂

肪肝三合一篩檢服務計畫 

1 統計

數據 

篩檢人次  

（同序號 8－3） 

6000人次 

5 [政見編號 60-3]加強推廣

四項癌症篩檢服務及篩檢陽

性案追蹤 

1 統計

數據 

完成率  

（同序號 8－2） 

70% 

6 [政見編號 60-4]推動癌症

防治計畫寄送「健康限時批」

通知信函邀請民眾參加篩檢 

1 統計

數據 

通知人數 150000人 

7 [政見編號 60-5]癌症篩檢

健康服務，完成當年度應做

之癌症篩檢項目 

1 統計

數據 

服務人次 150000人次 

8 [政見編號 60-6]健康答

鈴，邀您健康，「智慧型自

動語音辨識」癌症篩檢提醒

系統 

1 統計

數據 

提醒人次 150000人次 

9 [政見編號 60-7]胃您好~胃

癌防治暨胃幽門桿菌篩檢服

務計畫 

1 統計

數據 

完成率（篩檢人數÷當年篩

檢目標數）x100% 

（同序號 8－4） 

100% 

10 [政見編號 61-1]推動高齡

友善城市計畫，建構友善環

境 

1 統計

數據 

辦理場次（辦理推動委員

會及工作小組會議） 

4場次 

11 [政見編號 61-2]縮短長期

照護服務的評估等待 

1 統計

數據 

評估完成率（縮短為 7 天

之內完成長期照顧服務評

估率）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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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2 [政見編號 62-1]校園防疫

計畫(包括校園防疫計畫及

成果、校園腸病毒聚集事件

演習) 

1 統計

數據 

完成計畫家數 215家 

13 [政見編號 62-2]辦理醫院

感染管制查核作業 

1 統計

數據 

查核家數 22家 

14 [政見編號 62-3]加強長照

機構住民結核病防治計畫 

1 統計

數據 

符合率（符合評鑑標準表

家數÷評鑑家數）x100 

70% 

15 [政見編號 63]製作衛教宣

導短片、專訪、光碟於公益

頻道、地方頻道、電台等電

子媒體播放，以提升健康識

能，促進縣民健康。 

1 統計

數據 

完成率（辦理宣導主軸數÷

當年中央宣導主軸數）x1

00% 

100% 

  16 [政見編號 64-1]修訂彰化

縣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條例-

來源不明食品嚴懲入法 

1 進度

控管 

完成率（法規修訂期程） 100% 

17 [政見編號 64-1]修訂彰化

縣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條例-

化工原料與食品添加物分流

管制入法 

1 進度

控管 

完成率（法規修訂期程） 100% 

18 [政見編號 64-2]化工原料

與食品添加物分流管制-校

園午餐食材溯源及食品鏈稽

查管理 

1 統計

數據 

稽查家次 215家次 

19 [政見編號 64-2]化工原料

與食品添加物分流管制-食

品添加物業者禁出或來源及

流向總清查 

1 統計

數據 

稽查家次 80家次 

20 [政見編號 64-2]校園午餐

食材安全無毒，地產地銷-

加強校園午餐食材之稽查抽

驗及黑心食品連坐下架及雙

重複驗上架管制 

1 統計

數據 

稽查家次 215家次 

21 [政見編號 64-2]充實食品

稽查人力，提升食品檢驗量

能-擴增食品稽查及檢驗專

業人力質量 

1 統計

數據 

成長率 

（本年度所有稽查總人力

－103 年度所有稽查總人

力）÷103年度所有稽查總

人力 x100% 

30% 

22 [政見編號 64-2]充實食品

稽查人力，提升食品檢驗量

1 統計

數據 

檢驗件數 10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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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能-提昇檢驗品質與效率，擴

大民間實驗室代檢 

23 [政見編號 64-3]建構食品

履歷資訊平台-落實校園午

餐食材登錄，菜單透明化 

1 統計

數據 

查核率（已查核家數÷應查

核家數）x100% 

100% 

24 [政見編號 64-3]建構食品

履歷資訊平台-推動食品業

者登錄 

1 統計

數據 

登錄家數（105－107年依

新增法規公告登錄業別期

程辦理） 

4500家 

25 [政見編號 66]對於標示不

清的產品應納條文規範，要

求期限改善並立即下架。-

修訂彰化縣食品安全管理自

治條例-標示入法 

1 進度

控管 

完成率（法規修訂期程） 100% 

26 [政見編號 67]修訂本縣檢

舉重大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案件獎勵辦法-提高重

大食安檢舉獎金，最高達 50

% 

1 進度

控管 

完成率（已於 104 年 4 月

2 日府法制字第 10401012

05號令公告） 

100% 

27 [政見編號 69]幼兒園兒童

牙齒塗氟及口腔檢查、國小

一年級新生齒溝封填服務計

畫-幼兒園兒童牙齒塗氟服

務計畫 

1 統計

數據 

服務人次 20000人次 

28 [政見編號 69]幼兒園兒童

牙齒塗氟及口腔檢查、國小

一年級新生齒溝封填服務計

畫-國小學童臼齒窩溝封填

學校巡迴服務 

1 統計

數據 

服務人次 1000人次 

29 [政見編號 71]牙醫師身障

機構駐點及巡迴醫療衛教服

務 

1 統計

數據 

提供服務家數 10家 

十

七 

推動提案制度

與 成 立 品 管

圈，提升服務品

質 

1 成立品管圈活動 1 統計

數據 

業務單位成立品管圈活動

組圈率 

100% 

註： 

評估體制之數字代號意義如下： 

  1.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行。 

  2.指實際評估作業係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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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透過第三者方式（如由專家學者）進行。 

  4.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參與進行。 

  5.其它。 

 

參、年度共同性指標 

共同性目標 

共同性指標 

共同性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一 節 約 政 府 支

出，邁向財政收

支平衡 

1 各單位當年度經常門業務

費賸餘數百分比 

1 統計

數據 

【各計畫經常門業務費預

算數（不含臨時人員薪資）

－經常門業務費決算數（不

含臨時人員薪資）】÷經常

門業務費預算數（不含臨時

人員薪資）※決算數＝實支

數＋保留數 

2% 

二 控管編制員額 1 機關編制員額成長率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編制員額－上年

度編制員額）÷上年度編制

員額 x100% 

0% 

三 約聘僱員額及

職等嚴格控管 

1 約聘僱員額成長率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以公務預算及基

金僱用之約聘僱員額總數

－上年度以公務預算及基

金僱用之約聘僱員額總數）

÷上年度以公務預算及基金

僱用之約聘僱員額總數 x10

0% 

0% 

2 約聘僱核定職等變化率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以公務預算及基

金僱用之約聘僱員額涉提

高職等人數）÷上年度以公

務預算及基金僱用之約聘

僱員額總數 x100% 

0% 

四 推動公務人員

終身學習 

1 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數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單位內平均終身學

習時數至少應達 40 小時

（其中包含數位學習時數 5

小時，且 40 小時中與業務

相關之學習時數應達 21 小

時，數值四捨五入為整數） 

40小時 

註： 

評估體制之數字代號意義如下： 

  1.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行。 

  2.指實際評估作業係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行。 

  3.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透過第三者方式（如由專家學者）進行。 

  4.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參與進行。 

  5.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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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彰化縣衛生局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仟元) 
備註 

衛生業務-醫政

管理 

強化本縣醫療

資源，建構完善

緊急醫療救護

網 

１、辦理南彰化地區緊急醫療資源改善，提供 2

4小時急診服務之責任醫院作為基地醫院。 

２、維持南彰化地區夜間及假日全天候 24 小時

急診看診之需求。 

17,100  

加強醫政業務

管理，提升醫療

照護品質 

１、加強醫療機構業務督導，落實輔導醫療機構

提升醫療品質：每年辦理醫療機構督導考核作

業，並不定期進行輔導與抽查。 

２、加強社區心理衛生工作：加強自殺通報個案

及其家屬追蹤關懷輔導及轉介服務，並整合連結

相關資源網絡，以提供適切性的資源。 

３、加強精神疾病防治業務，落實社區精神病人

訪視工作：針對本縣關懷訪視之精神疾病個案，

提供完善之個案管理，以了解並掌握個案狀態，

落實個案追蹤管理與關懷。 

18,170  

衛生業務-長期

照護 

辦理長期照顧

各項服務整合

連結 

１、整合衛政社政資源，提供單一窗口，設立長

期照顧管理中心。 

（１）申請案件評估業務及服務照顧計畫擬訂。 

（２）連結服務及監督服務品質等。 

２、發展長期照顧服務資源：擴大服務供給量及

強化評估及轉介機制。 

（１）辦理喘息、居家護理、居家復健等服務。 

（２）加強長期照顧相關教育宣導，增進民眾對

相關知識、服務資源與資訊之瞭解與利用。 

11,995  

推動新制身心

障礙鑑定業務 

１、辦理本縣縣民疑似身心障礙者申辦鑑定。提

供植物人或癱瘓在床無法自行至醫療機構辦理

鑑定者，由本局函請鑑定醫療機構指派醫師前往

鑑定。 

２、撥付本縣 9家及外縣市 228家身心障礙鑑定

醫院之身心障礙鑑定服務費。 

３、主動資訊公開，於本局網站建置「新制身心

障礙鑑定區」提供民眾各種申辦流程、表單，與

新服務措施。 

４、定期召開本縣身心障礙鑑定小組委員會議，

辦理相關鑑定之指定事項，或鑑定結果爭議與複

檢之處理事項。 

５、加強身心障礙鑑定品質管控 

（１）加強稽核管控重覆鑑定個案。 

（２）簡化申請鑑定之流程：與社政單位協調

32,000  



13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仟元) 
備註 

後，提供鑑定醫院單一窗口，對於文件不符之退

件可逕寄醫療院所補正，節省審核時效，訂定審

核標準流程及時效為 5天。 

（３）建立稽核制度：每半年依鑑定醫院申請案

件比例辦理抽樣，由委員、專家辦理病歷抽樣審

核作業，提供專業諮詢意見，確保品質。對於審

核有疑慮之鑑定表，併入抽樣審核；若經委員會

審議確實有不實之鑑定且未改善者，提委員會決

議懲處，嚴重者得取消其鑑定醫師或鑑定醫院之

資格，以維持鑑定品質。 

衛生業務-藥物

藥商管理 

加強辦理藥政

業務管理工作 

１、自行監控查處藥物、化粧品標示及違規廣

告。 

２、自行監錄查處藥物、化粧品違規廣告。 

３、針對領有及未領有管制藥品登記證之機構業

者，加強管制藥品管理稽核及輔導工作。 

４、辦理正確用藥、中藥用藥安全暨藥物濫用防

制教育宣導。 

448  

衛生業務-食品

衛生管理 

落實食品衛生

安全，加強食品

衛生管理工作 

１、食品及營業衛生管理與稽查輔導，加強食品

業者登錄查核，落實源頭管理。  

２、食品（含泳、浴池水）抽驗。 

３、食品違規標示及廣告查緝。 

6,459  

衛生業務-衛生

稽查 

加 強 辦 理 醫

政、藥政、食品

稽查業務 

１、加強辦理菸害稽查工作。 

２、加強辦理藥商普查工作及落實民眾用藥安

全。 

３、加強辦理醫政、藥政、食品稽查業務之派遣

機制。 

４、落實食品衛生、藥政稽查，加強食品、藥物

及化粧品標示管理。 

12,665  

衛生業務-公共

衛生護理與保

健 

用心呵護鄉親

健康，推行萬人

健檢 

１、辦理整合式健康篩檢服務，每年提供 10,00

0人次服務。 

２、提高整合式健康篩檢異常個案追蹤完成率。 

３、腹部肝癌超音波篩檢服務。 

４、辦理胃幽門桿菌篩檢服務。提高整合式健康

篩檢完成率。 

12,540  

嬰幼兒健康照

護 

１、嬰幼兒健康管理服務：由衛生所公共衛生護

理人員提供當年出生嬰幼兒管理與發展篩檢，每

年提供 2,000人次服務。 

２、外籍與大陸配偶醫療生育保健服務。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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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仟元) 
備註 

社區健康營造 １、辦理健康新煮張社區推廣。 

２、辦理社區體能檢測列車。 

３、辦理菸害防制宣導活動。 

840  

衛生業務-衛生

企劃 

建構慢性病共

同照護網，完善

照護機制 

１、提供 30 歲以上三高（血壓、血糖、血膽固

醇）檢查，每年完成 11,000人次服務。 

２、提供慢性病患及一般民眾身高、體重、血壓、

血糖、視力、足部免費檢查，每年提供 130,000

人次服務。 

３、提供糖尿病、慢性病腎臟病收案及衛教管理

服務。完成糖尿病收案 3,000人、慢性病腎臟病

收案 1,600 人，糖尿病衛教管理服務 9,000 人

次。慢性病腎臟病衛教管理服務 2,700人次。 

４、提供糖尿病視網膜、腎臟病及足部等各項併

發症篩檢。至少完成 6,500人次。 

５、提升照護人員專業服務知能，辦理糖尿病專

業養成教育訓練 7場次。 

3,300  

衛生業務-疾病

管制 

深入社區，推動

社區防疫網絡 

１、腸病毒教育訓練暨民眾衛教宣導：辦理腸病

毒教育訓練及民眾衛教宣導，提升民眾對腸病毒

防治之認知，防止疫情擴散。 

２、登革熱病媒蚊密度調查：依據本縣各鄉鎮之

村里數安排登革熱病媒蚊密度調查場次，全縣至

少完成 1,000場次。 

３、結核病痰塗片陽性個案都治涵蓋率：提升結

核病痰塗片陽性個案都治涵蓋率，提高治癒率，

執行「結核病十年減半計畫，期望本縣結核病達

成十年減半。 

４、愛滋病防治衛教宣導：透過不同之場域與族

群，辦理本縣矯正機關衛教宣導與社區藥癮者衛

教。透過愛滋病傳染管道，加強衛教宣導，如針

頭、針具、稀釋液及容器勿共用、如何安全回收

使用過的針具、安全性行為、篩檢服務轉介及篩

檢重要性、轉介替代治療等，全面愛滋病預防宣

導。 

５、提升各項預防接種基礎劑完成率：提升各項

預防接種完成率，以期透過預防接種，增進對傳

染病之免疫力，減少疾病危害及縣民健康。 

６、推動擴大流感疫苗接種：為提升民眾接種意

願，於社區中設立流感接種服務站，以深入社區

加強衛教宣導及接種服務可近性。 

4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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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仟元) 
備註 

衛生業務-公共

衛生檢驗 

加強辦理各項

公共衛生檢驗

工作 

１、辦理各項食品衛生檢驗及加水站水質檢驗。 

２、辦理性病血清、池水微生物、傳染病及其他

臨床檢驗。 

３、免費提供民眾食品簡易檢查試劑。 

7,234  

一般建築及設

備-各項設備 

衛生局、所辦公

廳舍整修工程 

１、衛生局辦公廳舍整修工程。 

２、衛生所整修工程。 

2,500  

衛生業務-服務

效能 

提供本縣醫事

人員辦照 30 分

鐘取件服務 

１、設置「便捷服務中心」，提供本縣醫事人員

現場 30分鐘快速換照服務。 

２、提供友善、健康、安全服務環境：舒適等候

區備有沙發座椅及書報、雜誌，服務台提供老花

眼鏡、紙筆、影印及奉茶與專人引導等，設有量

身高、體重、血壓、哺乳室及 AED 等健康設施。 

0  

衛生業務-組織

學習 

推動提案制度

與 成 立 品 管

圈，提升服務品

質 

１、每年推動提案制度，依年度提案計畫，進行

本局提案作業，作為服務創新改善。 

２、每年推動品管圈，成立品管圈推動小組，進

行本局品管圈活動，完成書面成果報告及辦理品

管圈成果發表。 

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