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第 2 屆第 1 次健康維護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02 年 10 月 22 日(週二)下午 3 時
地點：衛生局澄清辦公室第六會議室
主席：王小組召集人秀紅

記錄：廖靜珠

出席委員：楊委員稚慧、蘇委員惠敏、林委員春鳳、何委員啟功(蘇
副局長娟娟代理)。
列席單位及人員：社會局劉專員惠雯、勞工局張技士嘉珍、警察局
黃小隊長秀真、教育局陳護理師玉純、工務局廖
約僱人員淑貞、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
心王組長姿雲、原住民事務委員會陳約僱人員孟
寧、本局醫政事務科吳技士蘭萍、潘技佐嘉吟、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湯技佐穗伶、長期照護科朱股
長惠麗、藥政科莊股長自強、企劃室林股長千
雅、健康管理科李科長素華、陳代理股長素娟。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裁示：同意備查。
參、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本年度專題報告議題為「新手媽媽坐月子到宅服務」
報告單位社會局。
說明：依據第 1 屆第 5 次健康維護小組會議紀錄事項辦理。
決議：建議社會局可設計滿意度調查表並給予婦女創造就業
機會，考量產婦客製化服務更能貼近產婦需求，以提
升能見度與使用率。
報告案二：有關本市婦權會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健康維護
工作重點內容 102 年 7-9 月辦理情形，請討論。
說明：請討論「本市婦權會各項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健康維護各項工作內容辦理情形」
，俾提市府第 2 屆
第 1 次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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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本市婦權會各項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健康維護
工作重點內容 102 年 7-9 月辦理情形」
，請各單位依以
下事項辦理。
(一) 3-3-3 健全受性侵害及家庭暴力傷害婦女之醫療處
置、心理支持與健康諮詢、轉介服務網絡。
社會局：請補充說明性侵害被害人驗傷補助統計男、
女人數。
(二)3-3-4 檢視並改善女性健康過度醫療化的現象。
衛生局：請補充醫療院所家數。
(三)3-4-2 鼓勵進行針對原住民及多元族群的健康需求
之研究調查。
衛生局：建議可由助理或學術單位協助，支援衛生局
人力以完成調查。
(四)3-5-3 結合社區及民間資源，推展均衡飲食、健康飲
食、食品衛生安全、體重控制、健康體位、體能運動
及心理健康促進等攸關婦女健康議題之宣導計畫，提
升婦女之自我健康管理觀念。
衛生局：請補充說明 82 班體重控制班單位及參加男、
女統計人數。
(五)3-5-4 提供新移民、原住民醫療保健服務並協助轉介
相關資源，以促進其身、心、靈及社會之整體健康。
衛生局：請補充說明通譯員人數。
原民會：建議結合本身資源(例如部落社區健康營造)
促進在地婦女就業機會與健康促進。
(六)3-6-3 提供家庭照顧者適合之支持團體系統。
社會局：請補充說明家庭照顧者培力計畫的對象及
人數。
肆、臨時動議：
下次專題報告主題為「未成年懷孕」業務介紹，請社會局、教
育局、衛生局就業務權管部分簡略報告(每單位 5-10 分鐘)。
伍、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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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各項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
三、健康維護小組
基本原則
建構具性別意識的健康政策：1.了解並回應女性的健康處境與需求 2.加強身、心、靈、社會之整體性
的預防保健服務；3.加強醫事人員的性別意識教育。
政策內涵
3-1 制定具性別意識之健康政策，建立有性別意識的醫學倫理與醫學教育
工作重點
主/協辦機關
工作內容
102 年 7-9 月工作報告
【衛生局】
3-1-1 建立性 主：衛生局
【衛生局】
別意識與友善
1.由婦女友善醫療環境推動小組持續推 1.「高雄市營造婦女友善醫療環境推動小組」
以女性觀點研訂「婦女友善醫療環境指
就醫概念之醫
動本市婦女友善醫療環境品質相關作
標」
，包含硬體空間、管理、教育、社會關
療相關政策與
業，訂定推動友善醫療環境指標，包含
係、服務態度等五大面向指標，並訂定不
鼓勵措施。
硬體空間、管理、教育、社會關係、服
同層級醫療院所評核表，循序全面於本市
務態度等五大面向，輔導本市醫療院
20 家醫療院所推動，並建置於本局網頁，
所，期使婦女友善醫療環境概念深植於
提供醫療院所下載。本（102）年於 7 月
醫院政策並循序全面於本市各醫療院
16、18 日假高雄市立鳳山醫院與高雄市立
所推動。
小港醫院辦理「實地觀摩」
，與會人員每場
2.辦理醫療院所工作人員「性別議題」在
各約 50 人，另於 7 月 30 日辦理婦女友善
職教育，期能提升性別敏感度，提供更
醫療環境醫院觀摩研討會，由市長親自頒
符合婦女需求之醫療服務。
發 20 家婦女友善醫院參與證書以茲鼓
勵，各醫院、診所、婦女團體代表與媒體
記者共襄盛舉計約 120 人。
2.推動本市醫療所院辦理性別議題在職教
育，將「營造婦女友善醫療環境在職教育課
程-師資庫」函轉本市醫療院所，並建置於
本局網頁提供醫療院所辦理在職教育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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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內涵
3-1 制定具性別意識之健康政策，建立有性別意識的醫學倫理與醫學教育
工作重點
主/協辦機關
工作內容
102 年 7-9 月工作報告
3-1-2 辦理醫 主：衛生局
【衛生局】
【衛生局】
師及醫事人員
1. 推 動 本 市 醫 療 院 所 醫 事 人 員 性 別 教 1. 本(102)年於高雄縣市醫師公會共同辦理
相關在職教
育，辦理醫師及醫事人員「營造婦女友
醫師及醫事人員「營造婦女友善醫療環境
育，提高性別
善醫療環境在職教育」，加強醫事人員
在職教育」共計 216 人參加(男 183 人/女
敏感度。
的性別意識。
33 人)。
2.輔導辦理醫學倫理、性別議題與醫學教 2. 與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高雄
育之相關在職教育。
市醫師公會合辦南區醫事人文生命研習
營，共計 150 人參加。
3.與市立大同醫院、市立聯合醫院辦理倫理
法規與醫學論理賞析：擁愛奇蹟共計 2 場
次 90 人參加。
4.義大醫院辦理「從女性的角度談管理」
、
「基
因定序之理論與臨床應用相關」、「善生：
活出意義來」等 3 場課程共約 160 人次參
加。
5.高 雄 市 立 岡 山 醫 院 辦 理 影音課程醫療過
失與舉證責任-社會正義與專業倫理之爭
執， 共 計 60 人 參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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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3-2-1 結合教
育、新聞單位
及民間資源，
積極辦理性病
及愛滋防治宣
導（包含一般
婦女
、外籍配偶、
性工作者、
青少女等族
群）
，強化女性
自我保護能
力。

3-2 強化性教育，避免性病、非自主及非預期懷孕，進而提升身體及性自主權
主/協辦機關
工作內容
102 年 7-9 月工作報告
主：衛生局
【衛生局】
【衛生局】
1.針對社區民眾辦理性病及愛滋防治宣 1.配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自 102 年 8
協：教育局
導。以創意多變化方式辦理宣導活動。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止，舉辦「We-Check
新聞局
2.提升性工作者對性病和愛滋病毒的認 社群動員」免費匿名愛滋篩檢活動，轄內特
警察局
知和教導如何讓客戶戴保險套的協商 設置 45 個「We-Check 諮詢檢驗中心」提供
技巧。
專業衛教諮詢及愛滋與梅毒篩檢服務，截至
3.結合民間團體辦理性病及愛滋防治宣 9 月計服務 2,425 人。
導。
2.提供性工作者性病及愛滋病防治篩檢諮
4.辦理美容美髮業者衛生講習宣導愛滋
詢服務計 116 人。
防治。
3.辦理性病及愛滋病防治衛教宣導暨 95 場
次、8,687 人參與：保險套發放計 21,777
個。
4.102 年度辦理 8 場次美容美髮營業衛生管
理人員研習會，共計 1,126 人次參與，會中
宣導愛滋防治及篩檢。
【教育局】
主辦或結合民間團體辦理學校師生愛滋
防治宣導，並針對本市小學五、六年級
以上之學生將性病及愛滋防治納入學習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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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本局與衛生局於 8 月 23 日合作辦理「校園
結核病、愛滋病防治種子師資教育訓練」，
深化學校教師教導性病與愛滋病知能，參
加人數 251 人（男 108 女 143）。

【新聞局】
【新聞局】
透過高雄廣播電台或本市有線電視頻道 本局運用高雄廣播電台宣導性病與愛滋
宣導性病及愛滋防治。
防治—102 年 7 月至 9 月於各節目及新聞
時段播出「愛滋病防治」
、「愛滋病匿名篩
檢(疾病管制處)」等短語或口述計 7 筆。

3-2-2 透過教 主：教育局
育提升身體及 協：衛生局
性自主權之概
念。
勞工局

【警察局】
【警察局】
愛滋防治部分，本局查獲使用毒品之性工
本局 102 年 7-9 月各單位查獲查獲性交易服
作者，依照規定協助衛生局通報抽血檢驗
務者 112 人、性交易服務者相對人 25 人、施
用毒品嫌疑犯 573 人，均依「人類免役缺乏
病毒及其他性病防治講習辦法第七條」通知
衛生局委外人員辦理後天免役缺乏症候群及
其他性病防治講習。
【教育局】
【教育局】
配合校園及家庭教育中心推行性別平等 1.本局委託灣內國小針對樂齡學習中心於 7
教育，鼓勵辦理相關研習活動。
月 11 日辦理「高雄市 102 年度樂齡性別平
等培訓課程」由國教育輔導團林豫芬、林信
亨老師擔任講師計 1 場次 65 人次（男 28 女
37）參加。
2.本局於 102 年 8 月 14 日假本市新上國小辦
理「校園學生懷孕事件處理研習」
，參加人
數 207 人（男 99 女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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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局針對本市各級學校性平會執秘及性
平委員於 8 月 21、23 日委託七賢、文德
國小辦理「國民小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知能研習」，邀請性平委員沈宜純委員及
前峰國中晏向田主任主講，協助學校修訂
相關性平教育法規及學校訂定校務規則
時納入性平意識，計 2 場次 210 人次參加
（男 118 女 92）。
4.本局於 102 年 8 月 22 日、9 月 13 日假本
市成功啟智、楠梓特殊學校辦理「輔導特殊
身心障礙學生性別平等教育研習」。成功啟
智學校參加人數 118 人（男 51 女 67）
；楠
梓特殊學校參加人數 125 人（男 66 女 59）
。
5.本局家庭教育中心於楠梓、王公等國小及
綠繡眼發展協會針對新移民親子於 7 月 1
日及 8 月 4、24 日辦理新移民家庭親子共
學成長活動，透過繪本”紙袋公主”引導
親子探討性別平等觀，計 3 場次 62 人次
〈男
26 女 36〉。
6.本局家庭教育中心於 7 月 5 日、9 月 11 日
分別針對三軍六校學生及情報學校新生，
假陸軍官校辦理「媒體中的性別關係-日常
生活之性別意識培力」及「性別主流化：
性別觀點看習俗及家庭生活」講座，邀請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卓耕宇及蔣琬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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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分別主講，透過講座，讓學生由家庭中
性別角色到媒體中的性別刻板印象做一探
討，培養其性別平等由自己做起的觀念，
計 2 場次，參加人次達 2,800 人次（男 2,423
女 377）。
7.本局家庭教育中心於 8 月 3、24 日志工培
訓課程內，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的理論與
實務」
、
「家庭暴力個案轉介與資源的運用」
課程，計 2 場次 40 人次（男 10 女 30）參
加。
8.本局家庭教育中心協助本市晚晴婦女協會
辦理「好心分手~校園親密關係暴力防治宣
導課程」於 9 月 6、25 日假大榮中學及明
誠中學辦理，透過課程讓青年學子學習辨
識危險情人、親密關係暴力、自我保護等
以提升女性身體自主權意識計 2 場次 729
人次（男 561 女 168）。
9.本局家庭教育中心協助本市晚晴婦女協會
辦理「牽手同心~家暴防治宣導」於 8 月
29 日及 9 月 18 日假鳳甲國中、信義國小
辦理，透過影片討論的方式讓女性瞭解如
何防治及因應家暴，計 2 場次 182 人次（男
144 女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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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
【衛生局】
1.建構青少年保健資源網絡及女性健康 1.函請教育局轉知各級學校協助宣導行政院
相關網站，提供教材及衛教資料下載。
衛生署國健局「幸福 e 學園」衛教網頁與
2.整合相關網絡內可提供青少年性教育
本市親善門診相關資料，供青少年了解運
之相關專業師資，以配合教育局辦理相
用。
關課程，協助青少年獲得正確性知識。 2.配合學校辦理青少年性教育宣導，計辦理
3 場宣導場次 366 人次(男 205 人、女 161
人)，協助青少年獲得正確性知識。
【勞工局】
【勞工局】
加強女性/外籍勞工身體、性自主權以及 1.配合外勞訪查時，發放婦女權益及防制性
自我保護能力。
騷擾等宣導摺頁，以保障外勞權益。
2.102 年度 7-9 月針對外籍勞工及事業單位
共辦理 3 場法令宣導活動(活動地點：岡山
區、大發工業區與蓮潭會館)，宣導外勞管
理、如何面對性騷擾等內容及新流感的預
防，計有 390 人次參與(女性 185 人，男性
205 人)。
3.102 年 7-9 月，受理外勞申訴性騷擾案計 1
件(印尼籍女性)，並依規定辦理。
4.藉由列席工會法定會議時(共有大高雄人
民團體聘僱人員職業工會、高雄縣手工藝
職業會、高雄縣各業工人聯合會、大高雄
檳榔包裝加工業職業工會及油漆工程業職
業工會、台灣國際造船（股）公司企業工
會等 119 家)，加強宣導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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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勞工大學第 10 期於 5 月 11 日陸續開課，
其中勞動事務部非學分班共開設「團體向
前行-集體勞動三法解析」及「個別勞動關
係法之理論與實務」2 班，上課人數共計
57 人，其中參與女性有 34 人，佔總人數
59%。
6.勞工大學 102 年度第 11 期課程(上課期間
自 7 月 26 日至 10 月 6 日止)開設生活美
學、休閒舞蹈、生活語言、生活技藝等四
大類，計 82 班 1,613 人次參加，其中參與
女性有 1,286 人次，佔 79.72%。

政策內涵
3-2 強化性教育，避免性病、非自主及非預期懷孕，進而提升身體及性自主權
3-2-3 針對非 主：衛生局
【衛生局】
【衛生局】
預期及非自主
提供孕期保健諮詢、嬰幼兒保育諮詢、 結合 38 區 39 所衛生所護理人員提供孕期保
懷孕之婦女提
產後照護、非預期性懷孕知能等衛生教 健諮詢、嬰幼兒保育諮詢、產後照護，計辦
理 4 場宣導場次,計 145 人參加(男 56 人/女
供相關協助措 協：社會局
育宣導。
89 人)衛生教育宣導。
施。
【社會局】
【社會局】
1. 針 對 有 經 濟 困 難 或 照 顧 困 難 之 非 預 1.102 年 7-9 月特殊境遇家庭緊急生活扶助
期、非自主懷孕婦女，提供福利諮詢、
補助未婚懷孕婦女共 50 人、78 人次，補
親職教育、安置服務、收出養諮詢…等
助金額 888,020 元。另於申請時提供相關
服務。
福利諮詢服務，亦針對婦女狀況提供轉介
服務，以協助其渡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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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局針對未成年未婚懷孕個案，除由各社
福中心及家防中心提供個案服務外，如需
待產且有經濟需求個案，則提供社會福利
相關經濟補助、待產安置服務、姙娠醫療
協助、托育服務、兒童照顧知能、家庭計
畫、保健、新手父母支持等服務，並依需
求提供出養、法律與訴訟、就業協助等服
務。本局 102 年 7-8 月計提供諮詢服務 106
人次、新通報案 10 人、持續服務個案 36
人，服務人次計 217 人次，9 月持續辦理
中。
3-3 落實對婦女友善的醫療環境，並充分尊重女性的就醫權益及其自主性
主協辦機關
工作內容
102 年 7-9 月工作報告
【衛生局】
主：衛生局
【衛生局】
1.推動本市各醫院、診所、衛生所等醫療 1. 本（102）年於 7 月 16、18 日辦理兩家婦
女友善醫院實地觀摩，另於 7 月 30 日辦理
機構全面提供婦女具便利、溫馨、貼心
婦女友善醫療環境醫院觀摩研討會，提供
的就醫環境。
婦女友善醫院發展成果，藉此提升婦女醫
2.印製「婦女就醫注意事項」單張，提供
療及服務品質，提供本市婦女更貼心的醫
民眾及醫療院所自我檢視就醫權益。
療選擇與服務品質。
3. 推 動 本 市 醫 療 院 所 醫 事 人 員 性 別 教 2.印製「就醫注意事項」單張，放置於各醫
育，辦理醫師及醫事人員「營造婦女友
療院所並建置於本局網頁宣導。
善醫療環境在職教育」，加強醫事人員 3.推動醫療院所工作人員婦女友善醫療環境
在職教育，規劃辦理「營造婦女友善醫療
的性別意識。
環境」在職教育，另「營造婦女友善醫療
4.訂定「婦女友善醫療環境評核表」，並
環境在職教育課程-師資庫」函轉本市各醫
請專家、學者協助輔導醫療院所，逐步
療院所。
推動本市各醫療院所營造婦女友善醫 4.提供評核表供醫院自評，並逐步推動本市
療環境。
各醫療院所營造婦女友善醫療環境。
2.針對未婚懷孕婦女，懷胎 3 個月以上
至分娩 2 個月內提供特殊境遇家庭緊
急生活補助。

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3-3-1 建立並
提供親善及安
全之就醫環境
及服務模式並
建構評鑑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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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適時檢 主：社會局
討受性侵害及 協：衛生局
家庭暴力傷害
婦女之緊急醫
警察局
療處置作業及
處理流程。

3-3-3 健全受 主：社會局
衛生局
性侵害及家庭
暴力傷害婦女
之醫療處置、
心理支持與健
康諮詢、轉介
服務網絡。

【社會局】
召開中心會報、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會、保護性業務網絡會議等，定期檢視被
害婦女之緊急醫療處置作業及處理流程。
【衛生局】
1.每年定期至 17 家責任醫院督導考核，
並召開網絡會議檢討醫療處置作業及處
理流程等給予建議依缺失改進。
2.輔導醫療機構成立性侵害專責之醫療
小組，提供溫馨隱密之就診（會談）環
境，並加強機構之督導考核。
【警察局】
依「本局處理家庭暴力案件流程」辦理，
並視個案之實際需求，提供協助緊急就醫
或戒護至醫療院所驗傷。
【社會局】
1.提供受暴婦女驗傷補助、個別心理諮
商、二人以上心理諮商等資源。
2.責任醫院提供性侵害被害人獨立驗傷
診療空間，並由醫護人員、警察、社工
提供照護與陪同服務，另依被害人需
求，轉介相關單位提供後續精神衛生、
醫療、心理諮商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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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
本局家防中心定期召開網絡業務相關會議，
檢視被害婦女之緊急醫療處置作業及處理流
程，本期召開中心會報 3 場次。
【衛生局】
業已於 2-3 月聘請高雄榮民總醫院急診室醫
師及護理長，協同家防中心及警察局同仁擔
任委員，完成 102 年度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醫
療業務責任醫院督導考核業務。

【警察局】
102 年 7-9 月警政協助驗傷者共 243 件。

【社會局】
1.本期提供受暴婦女驗傷補助 437 人次，另
依被害人需求，轉介相關單位提供後續精
神衛生、醫療、心理諮商等服務。
2.責任醫院提供性侵害被害人獨立驗傷診療
空間，並由相關網絡人員提供照護與陪同服
務，本期性侵害被害人驗傷補助 95 人次(男
性 5 人次、女性 90 人次，總計新台幣 146,676
元整)，另依被害人需求，轉介相關單位提
供後續精神衛生、醫療、心理諮商等服務。

【衛生局】
辦理醫事人員在職訓練暨業務檢討聯繫
會議，強化醫療處置、心理支持與健康諮
詢、轉介服務網絡之概念。

3-3-4 檢視並
改善女性健康
過度醫療化的
現象。

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3-4-1 鼓勵進
行具『性別與
健康』相關研
究。

【衛生局】
於 102 年 8 月 20、31 日假義大醫院分別辦
理「性侵害案件驗傷採證研習課程」及「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驗傷診療研習課
程」，各計 95(男 28 人；女 67 人)、118(男
23 人；女 95 人)人參加。
【衛生局】
主：衛生局
【衛生局】
於婦女友善醫療環境評核表中訂定並宣 1. 將婦女健康權益相關議題：如更年期、處
理人工流產婦女、家庭暴力受害人處置、
導避避免女性健康過度醫療化之評核項
美容整形美白瘦身減重、乳癌處置等，納
目。
入「婦女友善醫療環境評核表-教育訓練
指標」，輔導醫療院所避免女性健康過度
醫療化，計有 20 家及 8 家婦產科醫院。
2. 將評核表置於本局網頁，提供本市各醫療
院所下載使用。
3-4 從事具性別意識及多元族群的健康相關研究
主協辦機關
工作內容
102 年 7-9 月工作報告
【衛生局】
【衛生局】
主：衛生局
鼓勵本局及所屬醫療院所學術單位進行 本局補助大社區衛生所 102 年 1 月-12 月進
『性別與健康』相關研究，並列入優先補 行「使用芳香療法與音樂輔助介入子宮頸癌
助經費對象。
抹片檢查並緩解受檢婦女之情境焦慮研究」
，經費計 10 萬元，探討本市大社區衛生所以
音樂輔助及(或)芳香療法紓解接受子抹檢查
婦女情境焦慮之成效，目前大社區已收案 60
位婦女，將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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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鼓勵進 主：衛生局
行針對原住民
及多元族群的
健康需求之研 協：原民會
究調查。

【衛生局】
針對本市原住民族辦理「健康行為及健康
生活」相關調查。
【原民會】
配合衛生局辦理部落健康營造計畫並於
計畫執行原住民健康狀況調查。

【衛生局】
原預定今(102)年辦理本案相關之調查
案，唯因執行原住民相關調查研究案，須
先取的原住民族人體研究計劃諮詢委員會
同意才可進行，且本局目前正積極辦理莫
拉克相關重建業務，本科實無人力能於時
限內完成本調查案，建議同意本案俟重建
業務完成後，再與本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研議辦理。
【原民會】
本期間無辦理相關業務。

3-4-3 辦理婦 主：勞工局
女職場安全健 協：衛生局
康相關研究，
並適時公佈研
究結果，以教
育婦女勞工如
何預防職場傷
害，必要時納
入法令規章加
以規範，保障
女性勞工安全
及健康。

【勞工局】
1.本局勞動檢查處結合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於網站設置女
性職業安全健康園地，提供婦女職場安
全衛生資訊，落實女性職業危害預防及
健康保護並不定期發布於相關刊物。
2.本局於推動辦理勞工教育時，增列婦女
職場安全健康等相關課程。
【衛生局】
1. 辦理相關研究以提供職場衛生政策參
考。
2.辦理勞工健康管理研習會時，安排婦女
疾病防治相關課程，以維護職場女性健
康。

【勞工局】
1.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網
站之女性專區，增加「網際論壇」
，提供大
家討論女性勞工安全衛生相關問題。
2.本局補助 18 家工會組織辦理有關勞工職
場安全健康課程，總時數共 40 小時，總參
與人數 1163 人，其中女性參與人數為 303
人。
【衛生局】
1.配合經濟部工業局於高雄臨海工業區服務
中心及大發（兼鳳山）工業區服務中心辦
理二代戒菸、職場健康促進及登革熱防治
衛生教育講座，宣導時間為：8 月 8 日及 9
月 6 日，參與人數約 17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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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動職場健康篩檢，宣導勞工健檢時連 2.102 年推動職場健康篩檢，宣導勞工健康
結 4 項癌症（子宮頸癌、乳癌、大腸癌
檢查時連結 4 項癌症篩檢成果如下：
及口腔癌）篩檢，以提升女性受檢意
子宮頸癌 17 場次 390 人參加子宮頸抹片檢
願，早期診斷早期治療。
查，乳癌 12 場次 133 人參加乳房攝影檢查，
大腸癌 35 場次 503 人參加糞便潛血檢查，
口腔癌 37 場次 1,108 人參加口腔粘膜檢
查，合計 101 場次，2,134 人次參加。
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3-5-1 鼓勵營
造母嬰親善的
環境及措施。

3-5 身心健康促進
主協辦機關
工作內容
102 年 7-9 月工作報告
主：衛生局
【衛生局】
【衛生局】
1.推動本市母嬰親善醫院認證，透過輔導 1.輔導新增 4 家院所參加國健署母嬰親善認
協：勞工局
措施鼓勵醫院營造母嬰親善環境。
證，於 10 月辦理實地認證。目前已有 24
2.辦理本市母乳哺育推動人員研習，提昇
家通過認證，今年預計共 28 家參與認證，
醫護人員母乳哺育知識與技能。
出生數涵蓋率達全市出生數 90%以上。
3.結合社區資源辦理社區母乳支持團體 2.辦理三場母乳哺育推動人員研習，計 422
活動，邀請產婦參加，提昇民眾母乳哺 人次參加，其中護理人員 385 人(佔 91%)，
餵認知，延續產婦哺餵母乳期間。
餘為醫師、衛教師、母乳志工與相關人員。
4.符合「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第五條 3.成立 16 區衛生所辦理社區母乳支持團
規定之場所應依照「公共場所哺(集)乳 體，至 5 月共辦理 46 場母乳支持團體，606
室設置及管理標準」設置哺(集)乳室。 參加人次，團體持續辦理中。
4.本市公共場所哺集乳室由 171 家新增為
175 家，由衛生所於轄區稽查 7 至 9 月共 175
家。7 月辦理本市哺(集)乳室競賽，共 80
家參賽，預定 10 月辦理實地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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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局】
於各相關宣導會或性平勞動檢查等，宣導
或督促僱用受僱者 250 人以上之事業單位
設置集哺乳設備。

3-5-2 提供更 主：衛生局
年期多元化保
社會局
健服務（如建
立更年期婦女
保健諮詢管道
、早期監測機
制及保健模
式、推動辦理
更年期婦女成
長團體，建立
社會支持環
境）
。

【衛生局】
1.提供民眾查詢更年期保健相關資訊，宣
導中華民國更年期協會網站及更年期婦
女保健諮詢專線：0800005107。
2 辦理婦女健康相關衛教活動及更年期婦
女成長團體，提供更年期多元化保健服
務。
【社會局】
1.結合民間團體辦理「中年女性關懷諮詢
專線」
，提供中年女性運用多元選擇。
2.結合社區活動，辦理中年婦女健康系列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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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局】
對本市轄區事業單位舉辦各業別勞動暨性平
宣導會，並實施性別工作平等勞動檢查，同
時持續鼓勵（250 人以下）
、督促（250 人以
上）事業單位設置哺乳室及依法應給予哺乳
時間。
【衛生局】
1.提高民眾查詢更年期保健相關資訊的便利
性，於本局網頁連結中華民國更年期協會
網頁。
2.推動社區及醫療院所婦女健康衛教活動，
衛生所計辦理 2 場次社區衛教活動/計 75
人，婦女健康講座計辦理 1 場/45 人。
【社會局】
1. 結合婦女團體網絡資源，提供中高齡婦女
相關情緒、創業服務，並宣導本市各項婦
女福利。
(1) 辦理內容－連結高雄市彩色頁女性願景
協會辦理中年婦女情緒桌遊與諮詢服
務、高雄市天晴女性願景協會辦理「真
情小站」過來人專線諮詢與創業諮詢。
(2) 辦理成效－計辦理 8 場次，108 人次參與。
2.102 年 4~12 月辦理「『夢想者起飛』~102
女人夢想行動實踐方案」
，提升中年女性社
區參與力。

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3-5-3 結合
社區及民間
資源，推展均
衡飲食、健康
飲食、食品衛
生安全、體重
控制、健康體
位、體能運動
及心理健康
促進等攸關
婦女健康議
題之宣導計
畫，提升婦女
之自我健康
管理觀念。

3-5 身心健康促進
主協辦機關
工作內容
102 年 7-9 月工作報告
主：衛生局
【衛生局】
【衛生局】
協：社會局
1.每年結合社區協會、組織等民間資源設 1. 102 年度結合 65 個社區團體、18 個社區
勞工局
置健康活動，並藉由社區宣導活動以提
健康營造據點，推動社區健康營造事宜。
教育局
升社區居民體能促進。
工務局
2.結合市立醫院、衛生所及社區辦理體重 2. 結合本市 16 家公私立醫院、7 家大專院
原民會
控制班。
校、39 所衛生所及上述社區單位，共開
3.推動職場健康促進，結合事業單位，推
設 99 班體重控制班(各單位開班數如下
動健康體能、健康飲食等宣導計畫，以
表)。包含提供衛教資料鼓勵民眾自主體
促進職業婦女之健康。
4. 結合民間團體/本局相關科室辦理性別
重管理及辦理體重控制班，共已服務
相關講座，促進自我心理健康照顧與覺
32,718 人 ( 其 中 女 性 參 加 活 動 人 數 達
醒。
17,672 人、男性 15,046 人)。
辦理場域

開班數

對象

衛生所(社區)

39

社區民眾

衛生所(職場)

20

職場員工及其家屬

社區健康營造
據點

15

社區民眾

大專院校

7

學校教職員及學生

醫療院所

18

員工、病患及其家
屬

3.鼓勵事業單位響應健康飲食及規律運動，
提供衛教宣導海報及 2 至 4 場講座講師費
補助。並輔導申請健康職場自主認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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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截至 9 月份共輔導本市 72 家職場辦理
認證。
4.7-9 月針對婦女心理健康議題辦理「憂鬱
症暨自殺守門員宣導」「正念減壓與情緒
管理」共 2 場次/83 人次參與；「正念減
壓」
、
「關照安頓療癒」
、
「與真實情緒相遇
-認識情緒」
、
「表達性藝術體驗團體」
、
「夢
工坊團體」
、
「自然療癒」等工作坊，共 11
場次/計 293 人次參與。藉由課程的內容
讓婦女更了解自我情緒、壓力調適、紓壓
方式及如何更愛自己等議題，提升自我心
理健康。
【社會局】
【社會局】
提供民間團體推廣婦女及親子運動計畫 1. 結合婦女團體網絡資源，提供中高齡婦女
相關補助。
相關情緒、創業服務，並宣導本市各項婦
女福利。
(1)辦理內容－
連結高雄市彩色頁女性願景協會辦理
中年婦女情緒桌遊與諮詢服務、高雄
市天晴女性願景協會辦理「真情小站」
過來人專線諮詢與創業諮詢。
(2)辦理成效－計辦理 8 場次，108 人次參與。
2.102 年 4~12 月辦理「『夢想者起飛』~102
女人夢想行動實踐方案」
，提升中年女性社
區參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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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局】
訂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依健康檢查項
目鼓勵女性勞工利用社會資源，並在年
度世界職業安全衛生日持續宣導。

【勞工局】
1.7 月 11、12 日辦理職場安全週系列活動，
並演出「安全防護，滴水不漏」行動劇，
融入健康飲食、食品衛生安全、體重控制
等攸關婦女健康之議題。
2.本局「小勞男孩向前行」粉絲專頁粉絲人
數已達 12,683 人，其中女性比例約為
60%，遠高於全部 facebook 用戶(女性比例
46%)；本局在女性勞動者之健康飲食、健
康管理、健康促進、勞動權益及職場安全
衛生等議題多有著墨並關注。

【教育局】
推動婦女健康議題宣導課程及國中小學 【教育局】
校體能教育及運動首納入學生衛生考核 1.本市各國中小體能教育及運動業已納入學
項目，體委會規劃及推廣親子體能活 校衛生考核項目，並於每年 12 月至次年 1
月配合教育部辦理統合視導訪視工作。
動，營造學校-家庭-社區運動風氣。
2.宣導 85210 健康自主管理的理念(睡眠 8
小時、天天 5 蔬果、電子螢幕產品使用少
於 2 小時、天天運動 30 分鐘、多喝白開
水)，並鼓勵各校發展「一校一運動」
，於
學校舉辦體育活動時，邀請家長共同參加。
3.102 年 9 月 26 至 30 日辦理「102 年度國民
小學體育促進會」分 3 項（手球、足球、
拔河）比賽，共計辦理 71 場次，參加人數
1,044 人（男 612 女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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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局家庭教育中心於 8 月 3、10、17 及 24
日針對有興趣之婦女辦理「元氣生活健康
營」
，透過課程講授讓婦女破除瘦身迷思，
瞭解 BMI 值、瞭解均衡與健康飲食、運動
做好體重控制、生育及婚姻決策之自主能
力、壓力紓解等內容，以提升婦女自我健
康管理觀念計 4 場次 329 人次（男 12 女
317）參加。
5.體育處委託中洲國小於 7 月 1 日至 7 月 5
日辦理「中洲快樂親子游泳營」計 5 場次
300 人次(男 175 女 125)。
6.體育處委託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於 7 月
6 日辦理水域活動「家庭學習日」計 1 場
次 150 人次(男 75 女 75)。
7.體育處委託高雄市身心障礙輪椅網球推廣
協會於 7 月 6 日至 7 月 7 日辦理「永達盃
第二屆高雄輪椅網球全國排名賽」計 2 場
次 60 人參與(男 45 女 15)。
8.體育處委託高雄市水中運動協會於 7 月 7
日、7 月 20 日辦理「水域自救觀摩與宣導」
計 2 場次 140 人參與(男 85 女 55)。
9.體育處委託高雄市前金區體育會於 7 月 21
日辦理「102”逗陣運動,樂活高雄”阿公
店鐵人二項挑戰活動」計 1 場次 278 人參
與(男 175 女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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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體育處委託高雄市棒球協會於 7 月 14 日
辦理「高雄市健康盃棒球錦標賽」計 1 場
次 239 人參與(男 148 女 91)。
11.體育處委託甲仙國小於 7 月 1 日至 8 月 8
日辦理「原住民運動人才訓練營」合計:50
人(男 30；女 20)
12.體育處委託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星星兒
社會福利基金會於 8 月 3 日辦理「運動星
樂園」計 1 場次 100 人參與(男 50 女 50)。
13.體育處委託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於 8
月 18 日、8 月 23 日、8 月 25 日、8 月 30
日、9 月 1 日、9 月 6 日辦理「身心障礙(含
罕見疾病)水中復健運動體驗營」計 6 場次
135 人參與(男 85 女 50)。
14.體育處委託高雄市撞球運動協會於 9 月 2
日至 8 日辦理「102 年高雄市體育盃撞球大
賽」計 7 場次 156 人參與(男 83 女 73)
【工務局】
社區公園及公共運動場域規劃運動空間及
運動地圖等相關設施。
【原民會】
結合本市 4 處原住民族家庭暨婦女服務
中心、3 處部落老人日間關懷站及原住民
社團、教會、同鄉會等協助推廣婦女健康
議題之宣導計畫，提升婦女之自我健康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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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
本局維護管理之公園內，均設有健身器材
供民眾使用。
【原民會】
1.都會南區家婦中心:
原住民的活力~yoyoyo--健康保健研習活
動於 8/1 日辦理，人數:61 人(男 17、女
44)。

2.茂林家婦中心:
健康教育講座—你聽﹗我說於 7/17 日辦
理，人數:56 人(男 24、女 32)。
3.都會北區家婦中心:
原住民飲食文化與健康計畫於 9/8 日辦
理，人數:28 人(男 5、女 23)。
3-5-4 提供
主：衛生局
新移民、原住
民醫療保健
服務並協助
協：原民會
轉介相關資
源，以促進其
身、心、靈及
社會之整體
健康。

【衛生局】
1.結合社區協會、組織等民間資源設置健
康活動，並藉由社區宣導活動以提升社
區居民體能促進。
2.針對原住民婦女辦理癌症防治宣導教
育、性別教育溝通平台、
「原滋原味部落
廚房、吃出健康」活動、
「原住民婦女人
才領袖」培訓課程及成立「原住民婦女
會」，專司都會區原住民婦女事務。
3.編列預算補助改善醫療環境設備，同時
與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結合辦理「山
地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
（IDS）
」，以縮短醫療城鄉差距。
4.衛生所依地區需求定期辦理巡迴醫療
服務；對於因病需求須進一步就診、就
檢者，提供就醫交通補助費用，俾提升
民眾就醫可近性。
5.招募、培訓當地人為保健志工，以協助
看診口譯或引導服務需求，營造民眾就
醫環境之和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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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
1.結合在地組織 6 家協助本局推動部落及社
區健康營造中心計畫，辦理各項健康促進議
題：
(1)茂林區-高雄市茂林社區營造協會
(2)桃源區-高雄縣桃源鄉高中社區發展協會
(3)那瑪夏區-高雄縣原住民文化藝術發展協會
(4)仁武區-高雄市仁武原住民協進會
(5)鳳山區-高雄市關懷婦幼協會
(6)左營區-高雄市原住民布農族文化關懷協進會
2.本市部落社區健康營造中心協助推動社區
健康促進活動案，成果如下：
課程名稱
心理衛生課程
健康體能課程
居家安全課程
婦女會議

場次
20
158
6
9

男
108
501
136
73

女
240
2213
281
108

小計
348
2714
417
181

6.針對新移民提供符合「優生保健措施減 3.爭取經費充實那瑪夏區衛生所醫療設備，
免或補助費用辦法」之外籍與大陸配偶
並與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配合共同提供
補助產前遺傳診斷、生育調節及設籍前
醫療服務，IDS 服務量如下：
未納保產前檢查服務。
提供專科診計 187 診次，看診人數計 1,376
7.提供相關生育健康管理指導，包含優生
人次；辦理巡迴醫療計 154 診次，就診人
保健、產前產後保健、家庭計畫等相關
衛教。
數計 1,618 人次；轉診數計 230 人次。
8.本市 18 區衛生所提供通譯員服務，包 4.辦理原住民就醫交通補助計畫（第三季）：
括協 助 健 兒 門 診 及 預 防 注 射 、 協 助
獲補助就醫原住民計 121 人次(男:68 人
翻譯健康管理相關資料、協助發現
次、女:53 人次)，經費計 120,200 元。
外籍配偶異常現象並轉介就醫矯
5.招募保健志工計 76 人，協助當地衛生所看
治。
診口譯、代填寫資料、引導及發放宣
傳單。
6.新移民產前補助共 205 案，計 121,539 元，
「優生保健措施減免或補助費用辦法」大陸
配偶 12 名，其他外籍配偶 15 名。
7.利用婦幼健康管理資料庫訪視新移民，共
提供 58 人生育健康管理指導，含優生保
健、產前產後保健、家庭計畫等衛教。
8.本市 17 區衛生所提供通譯員服務，合計已
培訓 21 人，9 月新招募 26 人，預計 47 人
提供服務。包括協 助 健 兒 門 診 及 預 防 注
射、協助翻 譯健康 管理相 關資料、協
助發現健康異常者並轉介就醫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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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會】
配合衛生局辦理，並協助宣導。

【原民會】
1. 那瑪夏家婦中心:
結合活動宣導衛生教育於 7/25、8/8 日辦
理，人數:71 人(男 28、女 43)。
2. 桃源家婦中心:
狂犬病預防宣導於 8/21 日辦理，人數:17
人(男 4、女 13)。

政策內涵
3-6 肯定女性對促進及維護健康之貢獻，對家庭及職場的女性照顧者提供充分資源
工作重點
主協辦機關
工作內容
102 年 7-9 月工作報告
3-6-1 設置社 主：衛生局
【衛生局】
【衛生局】
區心理衛生中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服務 18-64 歲社區民 本局設置「定點心理加油站」提供社區民眾
心，並整合相
眾，整合社區相關資源，提供社區民眾在 心理衛生服務，包括心理諮商/諮詢服務：本
關學校
地化需求，並針對緊急服務之個案進行心 市共 17 服務據點，包括本局社區心衛中心大
、衛生所資
理諮商輔導或轉介適當服務。
順分部、鳳山區、大寮區、前鎮區、鼓山區、
源，提供婦女
旗津區、楠梓區、仁武區、大社區、岡山區、
適當之心理諮
燕巢區、阿蓮區、路竹區、永安區、旗山區、
詢與轉介服
六龜區、甲仙區衛生所等 17 個據點，依轉介
務。
個案之需求為主。今（102）年 5 月開始至 9
月共提供民眾個別及家庭心理諮商 900 人
次。針對心理諮商服務分析如下：性別比例
女性多於男性（2.08：1）
；年齡層以「40-49
歲 」 最 多 （ 29.4% ），「 30-39 歲 」 次 之
（27.89%）
；求助問題類型以「精神疾病」最
多（324 人次，36%）
、
「自我探索」次之（229
人次，25.44%）及「婚姻問題」居三（103
人次，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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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建立長 主：衛生局
期照護服務網
絡，成立「長
期照顧管理中 協：社會局
心」
，提供「單
一窗口」之服
務模式

【衛生局】
成立「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依據失能
個案實際需求提供整體服務包括居家
復健、居家護理、居家營養、喘息服務、
送餐服務、居家服務、日間照顧、支持
型住宅、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等服務。提
升日常生活自主能力，協助紓緩照顧者
壓力。

【衛生局】
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設立 6 個分站，
以單一窗口的方式，提供失能長輩及其家屬
長期照顧相關服務與轉介服務，配合行政院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運用照顧管理機制提
供失能者整體性照顧服務。102 年 1 月-102
年 9 月累計活動個案數 14,408 人(男性 6,484
佔 45％；女性 7,924 佔 55％)。提供失能個案
照顧管理並依據個案照顧需求提供相關照顧
服務，喘息服務 2,363 人日(男性 1,063 人；
女性 1,300 人)、居家護理 277 人次(男性 125
人；女性 152 人)、居家復健 803 人次(男性
361 人；女性 442 人)、居家營養 78 人(男性
13 人；女性 35 人)，計 136 人次、居家藥事
17 人(男性 8 人；女性 9 人)，計 38 人次、口
腔照護 76 人(男性 45 人；女性 31 人)，計 115
人次。

【社會局】
配合衛生局單一窗口之成立，轉介各項
期照顧服務需求者，協助申請服務。

【社會局】
配合衛生局單一窗口之成立，協助轉介有需
求民眾，平均一天轉介 3-4 名，截至 9 月底
提供居家服務 6,165 人，235,973 人次，其
中女性為 3,630 人，佔 58.88％；日間照顧
332 人，6,680 人次，其中女性為 118 人佔
36.60％，男性為 214 人佔 64.40%，協助舒
緩家庭照顧者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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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3-6-3 提供家
庭照顧者適合
之支持團體系
統(如舉辦各
種照顧者支持
活動-有照顧
技巧、壓力調
適、情緒管理
、家庭溝通、
社會資源運用
等課程。)
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3-7-1 教育單
位、民間及同
儕團體加強推
動與青少女相
關之性教育計
畫
，加強青少女
身體發育、安
全性行為及未
成年懷孕之相
關教育。

3-6 肯定女性對促進及維護健康之貢獻，對家庭及職場的女性照顧者提供充分資源
主協辦機關
工作內容
102 年 7-9 月工作報告
主：衛生局
【衛生局】
【衛生局】
辦理或結合學校醫療所及民間團體辦理 102 年辦理家庭照顧者音律活動，於文賢社
協：社會局
照顧者照顧技巧班、開放性支持團體、喘 區林園夜市及建佑醫院辦理 20 小時每週 1
息日活動、家庭照顧者紓壓活動等相關活 次，每次 2 小時共計 40 小時，參加人數計
動。
107 人（女 95 人；男 12 人）667 人次參加。
【社會局】
1.配合衛生局辦理，並協助宣導。
2.鼓勵民間團體申請內政部及本局補助
經費辦理家庭照顧者適合之支持團體相
關課程與活動。
3-7 推動性教育工作
主協辦機關
工作內容
主：教育局
【教育局】
協：衛生局
結合教育單位、民間團體加強推動青少
女相關性教育講座或活動。
社會局

【社會局】
本局現正規劃委託高雄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
會辦理「家庭照顧者培力計畫」
，預計於 10
月份開始執行(詳見附件)。

102 年 7-9 月工作報告
【教育局】
經統計本市各級學校辦理青少女性教育講座
或活動，講題名稱有「青春達人愛他/她更愛
自己」、「你的身體是誰的？」、「身體界線/
輔導專欄宣導」等共計 68 場次，參加人數
9,989 人（男 3,033 女 6,956）。
【衛生局】
【衛生局】
整合醫療院所內可提供青少年性教育之 結合衛生所、教育局辦理青少年性教育宣
相關專業師資，以配合教育局辦理相關 導，各區衛生所結合學校辦理青少年性教育
課程，協助青少年獲得正確性知識。
宣導活動，計辦理 3 場宣導場次 366 人次(男
205 人、女 16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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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
結合民間資源於社區針對兒童、青少
年、家長等進行未成年未婚懷孕預防宣
導活動，加強青少女身體發育、安全性
行為及未成年懷孕相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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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
1. 本局於 102 年 6 月至 8 月假甲仙、旗山、
小港及前鎮社福中心，針對家有青少年之
家長辦理「如何與子女談『性』說『愛』
」
社區親職講座，協助父母如何與孩子談論
與性、親密有關的話題，在孩子成長的階
段協助其作「負責任」且「自我保護」的
思考能力，創造良善且彈性的親子溝通管
道，共辦理 4 場次，計有 88 人參加，其
中女性佔 68 人。
2.本局於 8 月 2 日、8 月 9 日、8 月 23 日及
8 月 27 日針對安琪兒安置機構青少女，
辦理「追求浪漫．擁抱自己」性教育暨未
成年懷孕預防宣導團體活動，透過團體互
動及個人探索，了解安置機構青少女的情
感交往歷程及模式，帶領其認識身體界
線，提升自我保護觀念，共計 28 人次參
加。
3.本局與社團法人高雄市大高雄生命線協會
於 8 月 10 日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在
高雄捷運中央公園站辦理「擁抱浪漫．幸
福 3P（preparation、prevent、protect）」七
夕情人節未成年懷孕防治宣導活動，現場
有熱舞、live band 表演及未成年懷孕防
治短劇演出，當中並穿插有獎徵答活動，

3-7-2 提供青 主：衛生局
少年懷孕相關
保健服務措施 協：社會局
。
教育局

【衛生局】
1.結合教育局辦理青少年性教育宣導。.
2.對未成年懷孕婦女進行個案管理，給予
孕產期衛教、嬰幼兒照顧、避孕方法等
指導。
3.鼓勵社區藥局提供已懷孕之青少年正
確墮胎資訊。
4.鼓勵社區藥局於國中小主講用藥安全
時，加強性病對身體之危害及如何作好
自我管理。
5.未成年懷孕及有照顧困難之青少女需
要轉介進行特殊處遇服務者，轉介至
「全國未成年懷孕諮詢服務專線」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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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勵馨基金會、大高雄生命線協會、
性健康協會設攤提供諮詢，並設計闖關遊
戲活動，藉此傳達青少年正確性知識和自
我保護的觀念，共計約 1,000 人次參與，
其中女性約佔 550 人次。
4.本局結合民間團體進行未成年懷孕預防宣
導活動，於社區及學校安排團體活動或講
座，提供自我保護、性別教育、親密關係
及懷孕個案協助等內容，宣導人次共計
4,340 人次，其中女性約為 2670 人次，男
性約為 1670 人次。
【衛生局】
1.請衛生所加強與各學校辦理安全性行為及
青少年性教育宣導，並宣導本市小港醫院
「幸福 9 號門診」共辦理 3 場次計 366 人
次(男 205 人、女 161 人)。
2.提供 20 歲以下未成年生育婦女個案健康
管理，個案健康管理計 89 人，給予衛教、
嬰幼兒照顧及避孕方法指導。
4.持續參與市府跨局處「未成年懷孕防治作
為研商會議」，加強與各單位聯繫相關業
務。

【社會局】
【社會局】
針對未成年未婚懷孕且服務之個案，依其 1. 本局接獲未成年未婚懷孕個案，除由各社
實際狀況及需求提供電話諮詢、面訪、校
福中心及家防中心提供個案服務外，另結
訪、陪伴、經濟補助、法律、安置、 出
合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高雄服務中心
養、物資提供、轉介….等服務。
及高雄市大高雄生命線協會辦理未成年懷
孕服務方案，依據個案需求，提供資源連
結，以個案管理方案提供醫療協助、就學
服務。
2. 如需待產且有經濟需求個案，則提供社會
福利相關經濟補助、待產安置服務、姙娠
醫療協助、托育服務、兒童照顧知能、家
庭計畫、保健、新手父母支持等服務，並
依需求提供出養、法律與訴訟、就業協助
等服務。
3.本局 102 年 7-8 月計提供諮詢服務 106 人
次、新通報案 10 人、持續服務個案 36 人，
服務人次計 217 人次，9 月持續辦理中。
【教育局】
所屬各級學校辦理護理課程當中教導安
全性行為、懷孕保健、未婚懷孕、墮胎
等相關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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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本市各級學校辦理青少女身體自主活動情
形包括演講、座談會，講題名稱有「我是
青春達人」、
「青少女兩性交往停看 聽」、
「珍重自己尊重別人」等共計 44 場次。參
加人數 10,189 人次（男 4,079 女 5,978）。

3-7-3 鼓勵醫 主：衛生局
療院所設置青
少年保健門
診，提供診
療、諮詢、轉
介及社區宣導
等服務。

【衛生局】
【衛生局】
1.鼓勵本市市立醫院設置青少年保健門 1.鼓勵市立小港醫院開辦青少女懷孕之幸福
9 號門診)提供安全、獨立、舒適的就診環
診，提供青少年保健、診療、諮詢、轉
境，另市立聯合醫院青少年保健門診，提
介及社區宣導等服務。
供診療、諮詢等相關服務。
2.鼓勵社區藥局提供青少年保健服務資
2. 7-9 月鼓勵社區藥局藥師至高、中、小學
訊。
校，主講用藥安全時一併加強性病對身體
危害的認知及作好自我管理，其宣導場次
共 24 場，人數總計 5,501 人（男 2,767 人，
女 2,734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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