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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主題 萬華區「婦女親善檢查宅急便」列車幸福出發 

提案緣起 

    臺北市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原臺北市萬華區衛生所，以下

簡稱本中心）於 96年 9月底分析萬華區人口學特性資料發現，萬

華區有五大癌症死亡率（子宮頸癌、乳癌、大腸直腸癌、口腔癌

及肝癌）均居 12 區之前幾名，而子宮頸癌篩檢率始終為 12 區之

末。 

    據此，本中心個案管理組運用品質管理手法確立問題、找出

原因，並於 96年 10月經腦力激盪會議，提出對策試圖解決問題，

會中決議以「黑貓宅急便」構想規劃施行方案，接著，進行社區

需求評估及可行性探討，研擬相關資源需求，如醫院的合作、意

見領袖的溝通與協調、里長的統整與分配、社區巴士的路線分布、

隨車服務司機的運用、隨車服務人員的時間管理、志工運用、婆

婆媽媽遊說團及催檢部隊的運用、媒體行銷與運用、危機處理與

人際溝通訓練、地段護士的團隊領導及目標管理、社區網絡服務，

以提高便利性及可近性，於 10月底正式擬定計畫，命名「萬華區

婦女親善檢查宅急便列車」癌症篩檢服務，簡稱「子抹列車」。 

    本案為臺北市首創，並率先實施，透過社區整合及社會資源

運用，強化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醫療功能及績效，透過合作機制創

造「公衛醫療兩相贏」。 

實施辦法 

    依據癌症防治法第十三條規定辦理癌症篩檢，條文內容略以

「主管機關得視需要，辦理人民癌症篩檢。」本中心除推廣癌症

宣導教育及癌症篩檢外，亦建立轉介及追蹤服務網路，結合社區

資源，積極推動社區癌症防治方案，保障民眾健康的權益。 

    本服務案運用的品質管理手法如 SWOT法、特性要因圖、雷達

圖、腦力激盪、PDCA 及專案管理等，藉以確立問題，找出原因，

並進行社區需求評估，了解民眾需求，再依序進行可行性評估，

提出對策，解決問題，於醫院篩檢診查專區另進行作業流程簡化、

動線規劃、流程改善、專案管理及 5S管理。 

實施過程 
困難點： 

一、 96 年臺北市民癌症死亡人數共 4,566 人，占總死亡



人數的 3 成 2，平均每 1 小時 55 分鐘有 1 位市民因

癌症死亡。於十大癌症死因排行中，子宮頸癌為第七

位；96 年子宮頸癌標準化死亡率較 95 年增加 7.99%，

排名亦躍昇 2 名，是臺北市婦女癌症的第二號殺手。 

二、 臺北市 95年至 97年間的子宮頸抹片檢查篩檢率約 47.9%，

截至 97年 6月 30日止，地方衛生局績效綜合考評子宮頸癌

篩檢目標逹成率為 68.2%，於全國 25縣市中排名第 21名，

目標數達成率明顯落後許多，而萬華區又是 12區之末。 

三、 萬華區醫療資源不足，無大型醫療院所協助配合，可提供癌

症篩檢醫療服務的醫療院所寥寥可數。 

四、 癌症初期多半不易察覺，易疏忽或事不關己。 

五、 萬華區老化指數為 12 區之首，區域中獨居老人、低收入戶

及弱勢族群多，教育程度普遍較 12 區為低，癌症篩檢推廣

不易。 

六、 查 94-96 年的衛教宣導統計，平均每人接受電話催檢 8-10

次/年、明信片催檢 5-6張/年、活動訊息單張 8-10張/年、

鄰里長及里幹事催檢 40-50 次/年，然完成受檢人數，每年

僅約 4,000~4,500人，受檢率始終無法提升。 

 

突破策略： 

一、 建立合作機制 

（一） 意見領袖的溝通與協調 

（二） 建立社區資源分配的協商機制 

（三） 簡化作業流程，提供快速通關管道 

（四） 提供服務品質保證 

（五） 強化人力資源管理與運用 

二、 整合社區資源，提供資源平台服務 

（一） 醫療的提供者（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  

1. 建立合作機制：以合作代替競爭，提供場地、設立獨
立篩檢專區、提供專業且固定之醫療團隊、提供 9

人座巴士及司機，往返定時定點載客服務。 

2. 簡化服務流程：採預約制，事先掛號、預先調出病歷，
簡化作業流程。 

3. 提供便捷服務：降低等候時間，提供快速通關服務。 
4. 醫療品質保證：提供服務項目的多元化、服務品質優
質化、檢驗可信度及報告即時性的掌控。 

（二） 服務的引導者（鄰里長、里幹事、婆婆媽媽宣導團、服

務隊、志工等） 

1. 提供產官學民合作平台。 

2. 安排鄰里長在點行銷及廣播宣導。建立婦女遊說團加



強宣導。 

3. 辦理教育訓練、共識營、檢討會等。 

4. 強化人力資源運用機制。 

5. 強化行銷及認知宣導。 

6. 建立里長獎勵榮譽機制。 

（三）服務的接受者（社區民眾） 

1. 社區需求評估：依需求進行策略規劃。 

2. 民眾需求評估：提供最適方案行銷。 

3. 提供可靠性、可近性高又便捷的服務。 

4. 縮短候診、轉診、跟診時間及領藥時間。 

5. 事先預約掛號，免除等候病例時間。 

 （四）社區護理的提供者（本中心） 

      1.進行社區需求評估、可行性評估 

      2.計劃擬定 

      3.研商服務項目及收費標準 

      4.安排地段護士到點服務 

      5.安排護士隨車説明及服務 

      6.進行滿意度調查及執行成效的評估 

      7.流程檢討與服務品質的持續改善 

8.陽性個案的追蹤及轉介 

具體作法： 

為積極推行社區化的預防保健服務，本中心於進行社區評估

及可行性評估後，先辦理區長、里長共識營，先取得里長們的支

持，再逐一拜訪里長，徵求 10位里長的同意率先參予試辦，接著，
安排巴士接送地點，採定點定時分梯服務。 
    隨後由本中心印製宣導海報、布條及單張，發送各鄰里長辦
公室協助宣導，期間並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建立雙向服

務合作機制，提供五大癌症健康篩檢、複診、轉介及疾病追蹤管

理等服務，鼓勵社區民眾參與，再由地段護士、訪視關懷員以電

話催促子宮頸抹片檢查三年未做的民眾預約前往檢查，讓民眾瞭

解本案之益處，經由本中心與里民近距離的接觸，強力宣導臺北

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的完善醫療設備及優化的醫療品質，藉以

提升民眾對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的印象，主動提供民眾最適切的服

務，照護民眾的健康。 

實際執行
成 效 

自 97年 5月 6日起，辦理本服務案，每週二由臺北市聯合醫
院婦幼院區派 9 人座巴士到社區接送民眾至院區接受免費癌症篩
檢。由本中心與里辦公室合作先進行前置作業，鼓勵民眾參與，

協助預約報名，再交由院區單一窗口協助掛號及調閱病歷事宜，

以縮短當日掛號、病歷等候時間。 
參加的民眾只需向里長或本中心登記報名後，在指定時間及



地點候車即可抵達院區，再由專人帶領引導進入診察專區，專人

協助填寫各項表單，專門依序分批引導至門診間，進行各專科醫

師的診察及諮詢。本服務除整合院區各專科門診外，亦簡化作業

流程，強化掛號排程之流程管理與篩檢動線規劃，不再需每作一

項檢查就重排一次隊，縮短了民眾就診時間，檢查完畢後即可搭

乘原車返回社區，約 2 週後即可收到檢查報告單通知，如篩檢報
告異常者，則由專人通知民眾返診追蹤；參加本服務之民眾如需

後續返診治療或追蹤者，亦可搭乘此專車前往婦幼院區，大幅增

加就醫的可近性與便利性。 
 
服務措施延續性與延展性： 
本服務由 97年 5月首次開辦，資源整合圓滿順利，與社區互動良
好，合作機制運作通暢，於試辦期間頗獲好評，因此擬於試辦期

滿後轉型為「健康關懷專車」模式，由衛生局主政，推行至有實

際需求之健康服務中心及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相關院區。 

 

機關變革 

一、 本中心之組織變革 

（一） 人力資源的重置管理及運用。 
（二） 成立專責團隊，負責溝通協調及各項聯繫。 

（三） 專案管理，進行進度掌控。 

（四） 建立單一窗口。 

（五） 進行作業流程管理，訂定標準作業流程。 

（六） 結合社區資源，建立癌症篩檢網絡。 

二、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之組織變革 
（一） 設置獨立篩檢專區，重新進行動線規劃。 
（二） 進行作業流程管理，訂定標準作業流程，並改善流程。 
（三） 建立快速通關機制，提供快速、便捷的服務。 
（四） 簡化作業流程。 
（五） 建立單一窗口：協助預約掛號、到院接待、協助初診 
       病歷、指引民眾看診、指引批價繳費之窗口。 
（六） 專案管理，進行進度掌控。 
（七）建立專業團隊，專責負責相關業務。 

 

本提案對社會大眾之成效 

一、試辦期間共為期 8 週，總共辦理 8 場次，總篩檢人數為 200

人，平均每場次約 25人，總篩檢人次數為 707人次，符合開

辦成本效益。 

二、本案篩檢結果:發現零期乳癌    1名(篩檢率為 0.61%) 

                 子宮 CIN-3       1名(篩檢率為 0.90%) 



    整體效益:減少個人、家庭及社會之損失 

【例】以乳癌零期患者進行成本效益分析 

   （一）直接成本(醫療費用等罹病成本): 

               估計每人每年 150,000元以上 

   （二）間接成本(生產力損失、交通費等): 

               估計每人每年 250,000元以上 

   （三）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DALY) 

               如乳癌零期治療後的 10年存活率接近 100％ 

         （四）政府公共衛生防治經費 

政府用於癌症防治的篩檢經費，每年約需 10 億

元支出，而相較於每年健保支出約有 3000 億元

用於疾病的醫療處置，約有 300倍的成本效益。 

三、 民眾滿意度調查 

         接受本服務之民眾共計 200位，其中完成問卷調查者約

126位，問卷回收率為 63％。 

     （一）年齡 

受訪者的年齡以 56~65歲居多，計 66人佔 53％，46~55

歲次之，約 32 人佔 25％，再其次為 65 歲以上，約 15 人

佔 12％，顯示本服務年齡層以壯年為主，符合篩檢主要對

象年齡層。 

     （二）教育程度 

受訪者的教育程度以高中畢業最多，計 54 人佔 43

％，國小畢業次之，計 32 人佔 25％，國中畢業第三，計

25人佔 20％，顯示本服務對象的教育程度普遍為低，符合

照顧弱勢的目的。 

     （三）職業別 

受訪者的職業別以家管最多，計 93人佔 74％，上班

族群次之，計 33 人佔 26％，顯示本服務的職業對象以家

庭主婦居多，對於上班族的婦女則可考慮以「星光列車」

或「假日列車」輔助其不足。 

     （四）訊息來源 

受訪者之訊息來源以本中心最多，計 50人佔 40％，

里辦公室次之，計 44 人佔 35％，海報、紅布條再次之，

計 32 人佔 25％，顯示篩檢活動訊息的接收仍以本中心及

里辦公室為主，地方電台及有線電視等媒體的宣導完全沒

有發揮功效。 

（五）篩檢異常 

     受訪者在此次篩檢中發現有異常者，計 19 人佔 15

％，無異常者，計 107人佔 85％，顯示篩檢是重要的。 

    



  （五）服務滿意度分析 

日期 

項目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

滿意 

定點接送 126(100%) - - - - 

檢驗項目 97(77.0%) 29(23.0%) - - - 

動線規劃 126(100%) - - - - 

等候時間 104(82.5%) 26(17.5%) - - - 

時間安排 97(77.0%) 29(33.0%) - - - 

檢查環境 126(100%) - - - - 

醫療人員

服務態度 

93(73.8%) 31(24.2%) - 2(2%) - 

隨車護士

服務態度 

107(84.9%) 19(15.1%)  - - - 

註：其中醫療人員服務態度不滿意部分係看診醫師因臨時指派至

開刀房進行手術，致就診時間延誤 1 小時餘所造成，爾後倘

有類似情形發生，當請醫院另派醫師負責手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