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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會報 
提案成效表 

 

提案獎項 □創新獎  ■精進獎 

提案年度  101 年度 

提案類別 ■行政流程 □資訊系統 □行銷活動 □工程品質 □場館活化 

提案單位 臺北市文山區健康服務中心個案管理組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護士柯文卿 貢獻度：60 ％ 

參與提案人：前主任嚴玉賓 貢獻度：30 ％ 

            秘書蕭麗華 貢獻度：5％ 

            組長瞿蕙娟 貢獻度：5％ 

提案主題 作業線共構癌篩 

提案緣起 

    口腔癌為本國男性癌症主要型別,發生率及死亡率皆位於男

性十大癌症前五位，近年所耗健保費用呈現倍數成長，疾病負荷

甚重。口腔癌好發在有抽菸或嚼食檳榔之青壯年，罹病治療會造

成工作能力喪失，提早死亡則造成生產年數損失，這些對國家、

社會、家庭將形成衝擊，衍生出嚴重問題。有鑒於此，針對高危

險族群早期介入篩檢，早期發現及治療為杜絕口腔癌發生之重要

措施。但青壯年屬經濟高活動人口，平時散發於各行政轄區職場，

且身體處於健康狀態，感受不到疾病威脅，而口腔癌篩檢並非勞

工體檢必要項目不具強制性，因此傳統公衛領域在社區中所推動

之「定點設站篩檢」方式，常無法吸引青壯年前來受檢，成效不

佳。 

    本提案「作業線共構癌篩」，為口腔癌篩檢創新服務模式，其

特點在於結合高危險行、職業機構(可鎖定目標族群確保篩檢對象

來源)，並運用族群聚集執行作業時機與其作業流程(包括時間、

空間)進行共構，亦即將篩檢活動導入工作情境中，與工作流程結

合，形成一種自然受檢狀態。由於受檢對象多數符合篩檢條件，

其到機構為必要性，且會通過篩檢關卡，因此可短時間抓到目標

族群並大量進行篩檢。 

    此服務模式相較於傳統方式，在篩檢數量、效率及效益上都

獲得顯著的提升。在此依不同場域共列舉 5個共構方案，除流程

外，在醫療資源整合及行銷策略上也有創新之作法，是相當值得

推廣及提供全國縣市運用的篩檢模式，以達到普及作業好健康之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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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過 程 
及投入成本 

壹、口腔癌篩檢現況問題分析 

    一、口腔癌篩檢問題分析彙整特性要因圖 

 

 

 

 

 

 

 

 

 

 

 

 

 

 

    二、各構面說明 

        (一)人口特性及場域限制—造成篩檢族群來源缺乏 

             1.依研究顯示具有「嚼食檳榔」、「抽菸」行為者為

口腔癌高危險群。 

             2.此行為習慣好發年齡層介於 30-64歲，多為青壯

年族群。 

             3.青壯年具高生產力，平時外出工作，散在各行政

區域職場，假日社區篩檢活動參與率低。 

             4.青壯年身體大多處於健康狀態，疾病威脅感受度

低且口腔癌篩檢不具強制性，非勞工既定體檢項

目，員工受檢意願低。 

        (二)政策面分析—造成篩檢執行困難度增加 

             1.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每年針對各縣市皆訂

有口腔癌篩檢目標數，希望各轄區能找到目標族

群介入篩檢以早期發現口腔癌前病變。 

             2.該局補助免費口腔癌篩檢每人每 2年 1次，表示

每年篩檢對象不得重複。但臺北市屬非高抽菸

率、嚼檳率縣市，符合篩檢之目標人口又因工作

都散在鄰近縣市或其他行政區，場域限制，影響

年度篩檢量甚鉅。 

             3.責任醫院口篩專科醫師人力有限，平時看診時間

無法全力支援社區篩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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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過 程 
及投入成本 

        (三)、傳統篩檢方式成效不彰 

             1.社區、整合式定點篩檢：受檢對象多為一般民眾

非高危險族群。 

             2.職場定點篩檢：員工到檢率低。 

             3.醫院或診所隨機型篩檢：就診民眾固定，新案

少，無法帶動篩檢人潮。 

     三、综上所述，若於固有場域沿用傳統篩檢方式，將造成口

腔癌篩檢數量偏低之問題。 

貳、突破性策略： 

    運用「作業線共構癌篩」創新服務模式，來執行口腔癌篩檢，

其策略主要有 7大項並歸類為 4個構面。 

    一、「作業線共構癌篩」創新服務模式策略彙整特性要因圖 

 

 

 

 

 

 

 

 

 

 

 

    

 

    二、創新提案策略說明 

        (一)鎖定高危險族群行、職業別：運用國家調查資料蒐

尋目標族群。得知「公路運輸業」、「營建業」、「環

保清潔業」為檳榔嚼食及吸菸高盛行率族群，鎖定

族群聚集機構進行結盟以確保篩檢族群來源。 

        (二)組織結盟、跨機關合作：與目標機構建立夥伴關係，

公私部門協力來營造支持性環境，落實「作業線共

構癌篩」之執行。 

        (三)與目標機構作業共構：藉由與目標機構作業流程、

時間、空間共構，設立篩檢關卡，形成自然受檢狀

態，來提升篩檢量。 

        (四)建立「口腔癌篩檢醫療網」：由受檢機構鄰近醫院輪

派醫事人力，協助篩檢活動，以整合社區醫療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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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過 程 
及投入成本 

        (五)增闢「晨間篩檢」、「夜間篩檢」：共構作業時間部份

為晨間或夜間，可避開白天醫師上班時段，有利醫

院醫師人力調度。 

        (六)健康服務套餐：依受檢族群需求，結合本中心「健

康促進組」「個案管理組」跨組室合作，提供民眾多

項健康服務，以提升預防保健成效。 

        (七)科技行銷：由於口腔癌篩檢鎖定之職業別多為外勤

移動性，一般行銷方式難以週知訊息。於是在大車

隊及客運等受檢機構即採用「GPS衛星定位設備」來

追蹤車輛並發放簡訊或以無線電通知篩檢活動。 

參、行動方案 

    一、「運將座上賓-口腔癌篩檢」活動 

        結合臺灣大車隊，運用計程車司機歸隊進行「上刊裝配

作業」於便捷通道共構口腔癌篩檢，司機免下車口篩，

達到服務即時化狀態（screen just in time）。 

    二、「健康、安全行」跨機關合作案 

        結合交通部公路總局訓練所，運用公路駕駛訓練作業共

構口腔癌篩檢活動。 

    三、「公車站務共構癌篩」 

        結合大南、首都、臺北客運等公司，運用各營運站站務

作業共構口腔癌篩檢。 

    四、「好清潔好健康口腔癌篩檢」 

        結合臺北市環保局清潔隊運用 12區清潔隊員調訓作業共

構口腔癌篩檢活動 。 

五、「工地健康、安檢癌篩」 

        結合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運用工地營造安檢作

業共構口腔癌篩檢活動。 

肆、投入經費概算 
 「作業線共構癌篩」 耗用經費列表 

 

 

 

 

 

 

  經費說明：以運用「作業線共構癌篩」服務模式，總篩檢場次 

及數量來計算耗用經費，總計 74萬 8,569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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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執行
成 效 

壹、成本效益分析(Cost Benefit Analysis) 
   一、預期效益 

在以DALYs為衡量指標計算後，得到效益成本比値
18.7，遠大於1。表示「作業線共構癌篩」方案能以有限
成本締造巨大效益，是值得推廣的篩檢模式。 

    計算方式如下： 
       (ㄧ)本提案耗用成本：74萬8,569元。 
      (二)採口腔癌 DALYs（失能調整存活年；18.23年）為衡量指標。         

      (三)口腔癌 DALYs貨幣單位換算： 
             18,780 (基本工資)*18.23(年)*12(月)*3.4 (人)=13,968,263元。    

   註： 
               1.依勞委會 100年 9月 6日勞動 2字第 1000132292號令，每月

新臺幣 18,780元。 
                  2.依 97 年行政院衛生署癌症登記資料顯示台灣口腔癌標準化

發生率 37.6 人/每 10 萬人口。此方案口腔癌篩檢總數 9,158
人，以標準化發生率計算口腔癌發生人數為 3.4人。 

                   3.依 2005 年研究資料顯示：平均每一位口腔癌患者，將導致
18.23年早死即損失生命年 18.23年(DALYS 18.23)，如能早期
發現將可避免損失(林佩蓁.2005.口腔癌病患醫療費用分析與
疾病負荷之探討)。 

        (四)效益成本比值計算： 

              13,968,263元/748,569元 =18.7 (遠＞1)。 

    二、實際效益 
        100年口腔癌篩檢總數 9,158人，具癌前病變陽性個案數

699人(未來可能演變成口腔癌)，其中已確診口腔癌者 8

人。經成本效益計算，比值為 43.91(遠＞1)。表示施行創
新篩檢模式可有效找出癌前病兆，並減少 3 千多萬元的

損失，亦即「作業線共構癌篩」為高效益篩檢模式。 
      ˙DALYs 貨幣單位：8人*18.23年* 18,780元*12月=32,866,502元  
     11˙效益成本比值：32,866,502元/748,569元 = 43.91 (遠＞1)。 

貳、外部效益分析 

    (一)以滿意度為衡量指標：發展「口腔黏膜檢查（口腔癌篩

檢）滿意度問卷」進行施測。採 Likert scale 5分法計

分。施測結果顯示整體滿意度 4.3分，服務品質、專業、

態度構面各為 4.09、4.38、4.29分，表示受檢者對共構

癌篩服務模式具有相當程度之肯定。 

    (二)媒體報導：強調結合「臺北市文山區健康服務中心」進

行「口腔癌篩檢」成效卓著。 

        1.警察廣播電台新聞特寫：公路總局黃主秘運貴與國健

局邱局長淑媞於 4 月 20 日接受警廣採訪並於 4 月 23

日全國聯播。http://www.pbs.gov.tw/radio/newspec.aspx。 

        2.交通部 6月 1日「全國大貨車、砂石車職業駕駛訓練」

記者會。http://www.motc.gov.tw/ch/index.jsp#tab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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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執行
成 效 

    (三)此創新篩檢模式具外推性，可推廣到全國各縣市公共衛

生領域及其他高危險行、職業機構使用。另，其他健康

篩檢項目(如大腸癌、菸害)亦可採用。 

叁、內部效益分析 

    (一)、可有效縮短篩檢等候時間 82分鐘 

          計算方式 

          ˙篩檢人數*流程權重*每人篩檢所耗時間          

          ˙傳統篩檢方式平均所耗時間-作業線共構癌篩平均 

所耗時間＝縮短篩檢時間 

˙傳統平均耗用 90分鐘-共構癌篩 7.89分鐘= 82分鐘 

    (二)、可大幅減少篩檢所需場次 422場 

           計算方式 

          ˙100年度衛生局訂定口腔癌篩檢目標數 7,241人 

          ˙7,241人/每場篩檢人數=年度所需篩檢場次 

          ˙傳統篩檢所需場次-共構癌篩場次=篩檢減少場次 

          ˙傳統需 598場-共構癌篩需 176場=422場 

(三)、可大幅降低人事成本 118萬 1,516元整  

           計算方式 

          ˙減少場次*每場所耗人事費用=所降低之人事成本 

          ˙1800(醫師)+889.8(護理)+110(志工) = 2799.8元/每場成本        
          ˙2799.8/每場成本*422場=118萬 1,516元 

     (四)、可有效提升篩檢量 

          1.每場平均篩檢量可提升 40人 

          2.年度目標數達成率提升至 126.47% 

             計算方式 

           ˙傳統篩檢平均每場篩檢量-共構癌篩平均每場 

             篩檢量=每場平均提升篩檢量             

            ˙傳統平均每場 12人-共構癌篩每場 52人= -40人         
           ˙100年總篩檢量/年度目標數 7,241人=達成率          

           ˙9,158人/7,241人=126.47% 

相關附件 附件：作業線共構癌篩（口腔癌篩檢）創新服務模式 

聯絡窗口 

姓名：柯文卿 

電話：02-22343501轉 324 

Email：kewenchin@health.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