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案獎項 創新獎  □精進獎 

提案機關 臺北市政府衛生局 

提案人 

（或單位） 
健康管理處 

提案主題 推動「市民健康卡」活動，為臺北市民健康加分 

提案緣起 

96 年行政院衛生署公布臺灣十大死因統計指出，惡性腫瘤為

國人死亡的主因，其次是腦血管與心臟疾病等，此三項死因，在臺

北市 95 年十大死因中分占前三名；我國癌症發生率與死亡率節節

升高，甚至比其他國家如日本、新加坡、英、美、德國等高好幾倍，

國外研究調查亦發現十大死因中 50%是由不健康的行為和生活方式

所引起，而這些問題絕大部分是可以預防的。 

    專家指出影響臺灣地區死因的 4 大影響因素，醫療服務占 10

％、人類生物學因素占 20％、環境因素占 20％及生活方式占 50％。

其中，個人的「生活方式」是影響人類健康的最重要因素，而健康

促進最重要的是個人積極參與，並落實於日常生活中。 

    依據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與國家衛生研究院於 94 年度共

同辦理之「國民健康訪問調查」發現，臺灣 12 歲以上民眾過去一

年曾接受過全身性的健康檢康比率僅有 18.5％，雖然接受健康檢

查的比率隨著年齡增加而遞增，但 45～64 歲仍只有 21.1％，65 歲

以上亦僅為 27.8％。知道政府有提供免費成人健檢的 40 歲以上民

眾，僅有一半的人去做檢查，而沒有檢查的原因主要為「自覺身體

很好」，佔 38.6％，其次為「沒空」，佔 27.9％，從民眾回答不做

健康檢查之原因，顯示民眾對於疾病預防的觀念仍有待進一步提

升。 

     多年來臺灣的公共衛生政策偏重醫療，公共衛生經費僅佔全

國醫療保健經費的些微比例。我國 2001-2005 年投入醫療保健

5,000-6,000 億的預算中，僅有 3％用在預防性公共衛生業務，且

逐年下降。而政府在政策面積極推動健康環境，建置與提供相關的

設施，對民眾的健康有其舉足輕重的份量。成大醫學院公共衛生研

究所副教授呂宗學表示，新公衛運動，不只是傳統的個人保健問

題，還是要從環境結構中尋求促進健康的環境，並透過組織的力

量，來提升「群體」的健康。 
    為鼓勵市民重視個人健康，建立維護健康的自主行動，有賴政

策規劃與制定，營造健康促進支持環境，及促成使市民身體力行的

獎勵與管理的機制，推動市民培養健康促進的行動，在日常生活中

累積個人的健康資本，透過「多用健康卡 少用健保卡」，預防或降

低健康問題的發生與惡化，並提昇市民生活品質。 



實施辦法 

一、成立「臺北市政府衛生局健康醫療兩相贏推動小組」 

推動小組由局長擔任召集人，本局 5個業務處、會計室及法制

人員為主要成員，主要任務為： 

（一）檢視醫療法相關規定，以於法令規範與限制中，研訂具創意

性與激勵性之促進市民健康行動策略。 

（二）研議政策方向與推動步驟，以試辦方案試行，以建構完善之

行動策略， 

（三）確認本局所屬市立聯合醫院、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角色與任

務，及凝聚共識策略。 

（三）確認本行動方案，為本局推動公共衛生工作之社區性策略，

所需之預算由本局及所屬市立聯合醫院、十二區健康服務中

心公務預算支應。 

二、訂定「市民健康卡」定位及基本要件 

（一）確認「市民健康卡」為市民健康促進努力行動之存取憑證。

（二）確認促進民眾健康，應有之健康行動項目，包括：接受預防

注射、五大癌症篩檢、三高篩檢，參加健康講座或健康促進

活動，擔任衛生保健志工；訂定為「市民健康卡」集點項目，

由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及社區心理衛生中心提供「市民健康

卡」集點活動。 

（三）確認民眾維護個人健康所需措施，包括：定期實施健康檢查、

建立個人醫療專業健康諮詢資源；訂定為「市民健康卡」集

點後，由市立聯合醫院提供「健康服務」（含：健康教室、

健康檢查）為獎勵項目。 

（四）確認需積極健健促進之目標族群，依健康促進需求，將嬰幼

兒、全體市民及 40 歲以上民眾分別列入集點項目的服務族

群；訂定為「市民健康卡」服務對象。 

三、建立「市民健康卡」各項服務流程及品質管理機制 

（一）訂定市民申辦「市民健康卡」，健康服務中心發卡、集點，

市立聯合醫院提供「健康服務」之標準作業流程。 

（二）召開政策制定與各項工作說明會，凝聚共識，增進所屬人員

為民服務之理念與態度。 

（三）定期召開業務協調聯繫會議，建立溝通協調道，及進行成效

管理。 

（四）建置「市民健康卡」資訊管理系統，辦理人員教育訓練。 

（五）訂定所屬人員執行業務稽核與獎勵計畫，進行稽查、電話抽

訪、實地輔導、成效評比等作業。 

四、行銷推動「市民健康卡」理念與措施，強化市民認知與行動力

（一）確認行銷主軸：「健康無價，自己的健康須靠自己累積」、「積

極累積個人資本，守護自己的健康」、「以『健康』換『健康』」、

「多用健康卡、少用健保卡」。 

（二）邀請社會上具積極努力形象、具影響市民正向行為公眾人物



代言。 

（三）透過多元行銷管道，加強行銷，包括：召開記者會、發布新

聞稿、辦理抽獎活動、結合公私部門（如大眾捷運公司）之

宣導設施，及網路行銷、發放宣導單張及海報等。 

五、調整服務策略，強化服務效益 

（一）「市民健康」是社區民眾參與及公私部門合作所展現的成果，

為提升成效，需掌握民眾認知、參與態度、服務滿意度，並

依市民需求、使用便利性等，進行計畫修訂，與調整服務策

略。 

（二）試行半年後，進行檢討、評估成效，並列為正式衛生政策項

目。 

（三）修正試辦內容，包括：增加市民之外籍配偶參加本項措施，

開放嬰幼兒預防注射點數可移轉親屬使用，增加市立聯合醫

院十二區院外門診部為「健康教室」服務據點，增加可供選

擇之健康檢查項目（初、中、高階健康檢查均提供 A、B 兩

套）。 

（四）為提昇市民保健意識及鼓勵市民持續參與各項預防保健活

動，97 年 5 月修正活動內容，延長年度所累積之健康點數兌

換健康服務的時間。民眾所持「市民健康卡」發生遺失，得

申請補發，並補發原卡累積之健康點數，但以 1 次為限。 

（五）為提供更多元可近性服務，自 97 年 9月 15 日起，每集 2 點

健康點數至臺北市立聯合醫院 16 個院外門診部就醫，可免

「門診掛號費」1 次；臺北市立關渡醫院、萬芳醫院自 97

年 10 月 1 日起加入提供限量的「市民健康卡」集點後健康

檢查服務；製作 5,000 張限量版「悠遊健康卡」，整合「市

民健康卡」與悠遊卡、聯合醫院就醫繳費服務，使「市民健

康卡」具有集點及搭乘捷運功能，提供健康點數達 12 點以

上民眾珍藏；以及建置「市民健康卡」點數查詢系統，民眾

上網即可查詢自身健康點數。 

實施過程 

一、成立推動小組 

（一）96.03.～96.04.組成「臺北市政府衛生局健康醫療兩相贏推

動小組」，研討與訂定「健康醫療兩相贏--市民健康卡計畫」

政策方向。 

（二）96.04.～96.05.至市議會介紹「健康醫療兩相贏--市民健康

卡」「市民健康卡計畫」規劃目的、配套措施，爭取民意代

表支持與助力。 

（三）96.05.～96.07.與行政院衛生署，溝通本市規劃「健康醫療

兩相贏--市民健康卡計畫」，各項執行措施，與醫療法相關

規定與限制之關係，及避免法規爭議與疑慮之措施。 

二、確定「市民健康卡」推動計畫 

（一）96.04.～96.05.局長核定「社區健康促進-健康醫療兩相贏



專案」試辦計畫及推動時程、經費來源及核銷作業程序。 

（二）96.06.市長核可「社區健康促進-健康醫療兩相贏專案計畫」。

（三）96.08.局長核定健康醫療兩相贏試辦專案獎勵計畫。 

三、建立服務與管理機制 

（一）96.04.～96.06.至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市立聯合醫院各院

區，進行問題溝通與討論。 

（二）96.04.～96.06.開發「市民健康卡」資訊管理系統，辦理

14 場次「健康醫療兩相贏專案」說明會暨市民健康卡系統操

作訓練。並編製健康醫療兩相贏工作手冊。 

（三）96.07.辦理 21 場次「市民健康卡」集點活動輔導及實地訪

查作業。 

（四）96.07.針對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市立聯合醫院各院區及其

院外門診部業務相關人員，進行「市民健康卡活動」電話抽

測作業。 

（五）96.07.～97.12.：定期召開「健康醫療兩相贏專案試辦計畫」

協調聯繫會並每月定時稽核，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及市立聯

合醫院執行成效。 

四、行銷「市民健康卡」 

（一）96.04.～96.05.編製「市民健康卡」宣傳單張、海報，發送

各鄰里辦公室、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市立聯合醫院等單

位，協助宣導。同時發布「市民健康卡」新聞稿；於衛生局

外網建置「市民健康卡」專區，公告「市民健康卡」相關訊

息。 

（二）96.07.邀請卡神楊蕙如、一日志工協會理事長楊烈，代言「市

民健康卡」，鼓勵市民積極累積個人健康資本。於 NEWS98 電

台「臺北一定強」CALL-IN 廣播節目，宣導「市民健康卡」。

（三）96.08.於第一屆臺灣健康月系列活動，以「市民健康卡」為

主題參展宣導。  

（四）96.08.於市政會議報告「市民健康卡」計畫，並邀本府員工

及其眷屬申辦「市民健康卡」。 

（五）96.09.邀請郝市長於年度健康檢查時，以臺北市大家長身

分，代言「市民健康卡，呼籲市民做好個人日常之健康管理。

並邀請首位獲得「市民健康卡」最高點數（24 點）的市民，

一起向臺北市民推薦「臺北市民健康卡」，鼓勵多用健康卡、

少用健保卡。 

（六）96.10.請 3 位積極參與「市民健康卡」集點活動之市民（分

別集得 21 與 24 點），出席本局例行性記者會，分享參與經

驗。 

（七）96.06.～96.12.透過 U-paper、捷運站燈箱、BeeTV、公車

車體廣告、電台專訪，結合 96 年泰瑞法克斯路跑活動……

等持續宣導。 

（八）97.01.辦理「市民健康卡」回饋市民--送大獎活動，為正式



推行「市民健康卡」活動開跑宣導。 

（九）97.01.～97.10.透過 U-paper、捷運站燈箱、BeeTV、公車

車體廣告、電台專訪、懸掛巨幅公益宣導物……等持續宣導

「市民健康卡」集點活動。 

（十）97.07. ～97.10.委外製作多語版 3 分鐘及 30 秒之「市民健

康卡」宣導短片。 

（十一）97.10.辦理「市民悠遊健康列車啟動 為臺北市民儲值健

康」記者會，行銷具有「市民健康卡」集點及換取健康服務

功能，更具有悠遊卡功能之「悠遊健康卡」。 

五、強化服務效益 

（一）96.10.～96.12.委託輔仁大學針對「市民健康卡」累積健康

點數 2點（含）以上之市民進行「市民健康卡」電話滿意度

調查，瞭解民眾對「健康醫療兩相贏-市民健康卡集點活動」

之相關認知、實際參與狀況、及民眾對服務單位滿意度情形。

（二）96.11.召開 97 年度「推動市民健康卡—強化民眾自我保健

意識計畫」會議，檢討試辦方案及研議 97 年推動計畫調整

事項。 

（三）97.01 將 96 年度實施「社區健康促進-健康醫療兩相贏專案」

試辦計畫成果，函送市議會備查。 

（四）97.07 廣納外部專家協助檢視「健康醫療兩相贏-市民健康

卡服務方案」，並以「社會行銷理論基礎-『臺北市民健康卡』

之成效探討」為主題報名「2008 國家新創獎」。 

（五）97.08.於行政院衛生署衛生機關會報決議中提報「健康醫療

兩相贏-市民健康卡服務方案」。 

（六）97.07～97.12.委託國立政治大學民調中心辦理 97 年度「臺

北市民健康卡」滿意度調查，瞭解民眾對「97 年度市民健康

卡集點活動」之相關認知、實際參與狀況、及民眾對服務單

位滿意度情形等。  

實際執行 

成效 

一、成為市政建設施政項目 

（一）為全國首創，推動過程受到市議員支持、其他縣市衛生局關

注，及郝市長親自代言，並由本府研考會列入市府中程施政

藍圖計畫案。 

（二）行政院衛生署衛生機關會報決議，未來是否提供減免醫療費

用之誘因，牽涉到之問題較複雜，將另行研議。 

（三）97.07 廣納外部專家協助檢視「健康醫療兩相贏-市民健康

卡服務方案」，並以「社會行銷理論基礎-『臺北市民健康卡』之成

效探討」入圍「2008 國家新創獎」。 

二、市民認同與參與「市民健康卡」集點活動 

（一）至 97 年 9 月 30 日止「市民健康卡」總發卡量共 136,281 張、

累積點數計 224,186 點（如表 1）。 



    表 1：「市民健康卡」各單位發卡量及集點數統計 

單位 
96 年度 

發卡量 

97 年度

發卡量

發卡量

小計 

96 年度

集點數

97 年度' 

集點數 

集點數

小計 

松山區 5,337 6,120 11,457 6,332 11,293 17,625

信義區 5,130 5,930 11,060 4,962 14,808 19,770

大安區 7,280 6,612 13,892 5,796 13,556 19,352

中山區 4,637 4,360 8,997 6,091 13,134 19,225

中正區 3,973 3,536 7,509 4,113 10,709 14,822

大同區 5,579 3,120 8,699 4,001 10,825 14,826

萬華區 7,257 4,575 11,832 6,639 12,559 19,198

文山區 7,821 6,511 14,332 3,799 14,890 18,689

南港區 4,258 2,328 6,586 4,558 7,412 11,970

內湖區 9,594 4,609 14,203 10,061 12,495 22,556

士林區 7,571 5,808 13,379 7,889 16,076 23,965

北投區 5,259 7,280 12,539 6,093 14,595 20,688

心衛中心 182 51 233 807 667 1,474 

衛生局 1,372 191 1,563 0 26 26 

合計 75,250 61,031 136,281 71,141 153,045 224,186

（二）至 97 年 9月 30 日有 421 位市民以累積之健康點數，至臺北

市立聯合醫院接受健康服務，各項目人數如表 2。 

表 2：至 97 年 9 月份市民使用健康服務人數統計 

服務項目 免門診掛

號費 

健康

教室 

初階健康

檢查 

進階健康

檢查 

高階健康

檢查 

需累積點數 2 點 2 點 12 點 18 點 24 點 

使用人數 174 人 62 人 70 人 79 人 36 人 

三、發現五大癌症篩檢發現異常個案 

鼓勵 40 歲以上民眾，每年接受五大癌症篩檢，以早期發現早

期治療，「市民健康卡」集點活動期間，發現五大癌疑陽性個

案人數，如表 3，後續由健康服務中心進追蹤及提供就醫與社

區照顧服務。 

表 3：「市民健康卡」集點活動五大癌症篩檢疑陽性個案統計 

類別 口腔癌 子宮頸癌 乳癌 肝癌 大腸直腸癌

個案數(人) 281 1,849 4,804 818 1,708 

四、「市民健康卡」集點活動調查結果，提供調整服務參考 

（一）市民健康卡活動的認知情形：累積健康點數為 12 點（含）

以上者其認知情形，明顯優於健康點數為 2～11 點者，未來



「市民健康卡」需加強對低健康點數的民眾加強宣導。 

（二）市民健康卡活動的參與情形方面，參與率：依序為健康講座

或健康促進活動（69.4%）、三高篩檢（67.1%）、癌症篩檢

（36.8%）及擔任健康服務中心的衛生保健志工（32.9%）。 

（三）市民對服務的整體滿意度：健康點數為 2～11 點者表示不滿

意的比率較健康點數為 12 點（含）以上者為高，不滿意主

要為，因部分活動限制參與對象（如年齡、不具衛生保健志

工身份等）使其無法累積較高的健康點數，故較不滿意。 

（四）欲兌換健康服務項目調查：12.5%欲兌換進階健康檢查、45.5%

欲兌換高階健康檢查、40.5%尚未決定兌換健康服務，故未

來需加強「健康服務」之誘因，增加民眾兌換意願。 

（五）97 年繼續參加「市民健康卡」集點活動的意願：92.1%的受

訪者表示 97 年將繼續參與此活動，顯見市民健康卡活動的

辦理已獲市民肯定。 

五、97 年「市民健康卡」集點活動實施內容 

（一）實施對象：實施對象擴及市民之配偶為新移民者。 

（二）嬰幼兒點數：嬰幼兒累積之健康點數，可移轉給家屬使用。

（三）「健康教室」服務地點：增加市立聯合醫院附設十二區院外

門診部，及提供健康教室、專責醫師專長供民眾參考。 

（四）健康檢查服務：初階、進階、高階健康檢查服務之內容，均

提供 A、B 兩套的檢查項目，供民眾依個別需求，選擇合適

之健康檢查類別。 

（五）社區篩檢服務：於偏遠地區，增加辦理社區整合性篩檢服務，

增加偏遠區民眾參與的可近性。 

 
 

 



市民健康卡  為臺北市民健康加分 
 

為提昇民眾保健意識，鼓勵市民積極及持續參與各項預防保健活動，臺北市政府衛

生局自 97 年 1 月 1 日起，辦理「市民健康卡集點活動」，凡設籍臺北市之市民或市民之

新移民配偶，參加健康促進相關活動，藉由「市民健康卡」累積健康點數，可獲得健康

服務。 
 

一、辦理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北市政府衛生局 

（二）承辦單位：臺北市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臺北市社區心理衛生中心、臺北市

立聯合醫院 

二、實施對象：設籍臺北市之市民或市民之新移民配偶（需持相關證明文件）。 

三、辦理時間： 

（一）集點活動：97 年 1 月 1 日至 97 年 12 月 31 日止。 

（二）健康服務：97 年 1 月 1 日至 98 年 12 月 31 日止。 

四、集點項目、對象、辦理地點及計點方式 

集點項目 
對  象 辦理

地點
計點方式 

預防注射 

（衛生署規定之預

防注射項目） 

衛生署規定之適用對象 

接種 1 次計 2 點（施打後可集

2 點，3 歲以下幼兒之健康點

數，得轉移家屬使用） 

五大癌症篩檢 

（口腔癌、子宮頸

癌、乳癌、肝癌、大

腸直腸癌） 

口腔癌篩檢：18 歲以上（男、女） 

子宮頸癌篩檢：30 歲以上（女） 

乳癌篩檢：乳房攝影 50-69 歲（女） 

乳房超音波或理學檢查 30 歲以上（女） 

肝癌篩檢：40 歲以上（男、女） 

大腸直腸癌篩檢：50-69 歲（男、女） 

配合篩檢，1 種癌症 1 次計 1

點（接受五大癌症篩檢計 5

點，辦理期間最高 5點） 

三高篩檢 

（同時接受血壓、血

脂、血糖篩檢） 

40 歲以上（男、女） 
接受 1次「三高篩檢」計 1點；

辦理期間內最高 1點 

健康講座或健康促

進活動 
臺北市市民或市民之新移民配偶  

參加 1 場次並全程出席者計 1

點，辦理期間最高 20 點 

衛生保健志工服務 領有本市衛生保健志工服務證及志願服務紀錄冊之民眾

以臺北

市政府

衛生局

核定辦

理之活

動為限

每次服務 3 小時計 1 點，辦理

期間最高 8點。 

五、累積健康點數、健康服務項目及服務地點 

累積點數 健康服務項目 健康服務地點 

免「門診掛號費」1次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 16 處之院外門診部 

每集 2點 
「健康教室」服務 1次 

1.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忠孝、仁愛、中興、和平、陽明等院區 

2.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附設於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之院外門診部 

每集 12 點 初階「健康檢查」1次 

每集 18 點 進階「健康檢查」1次 

每集 24 點 高階「健康檢查」1次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忠孝、仁愛、中興、和平、陽明等院區 



六、集點地點、健康服務地點及洽詢電話 

活動詳情請瀏覽臺北市政府衛生局網站（http://www.health.gov.tw)，或洽各

區健康服務中心、臺北市社區心理衛生中心、臺北市立聯合醫院電話。 

單 位 名 稱 

健
康
卡
集
點 

健
康
教
室 

健
康
檢
查 

電    話 

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   2767-1757 轉 106 

信義區健康服務中心 ●   2723-4598 轉 291 

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 ●   2733-5831 轉 223 

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   2501-4616 轉 741 

中正區健康服務中心 ●   2321-5158 轉 275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   2585-3227 轉 107 

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 ●   2303-3092 轉 235 

文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   2234-3501 轉 11 

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 ●   2782-5220 轉 108 

內湖區健康服務中心 ●   2791-1162 轉 216 

士林區健康服務中心 ●   2881-3039 轉 215 

北投區健康服務中心 ●   2826-1026 轉 206 

臺北市社區心理衛生中心 ●   3393-6779 

忠孝院區  ● ● 2786-1288 轉 1530、8121

仁愛院區  ● ● 2709-3600 轉 3157、3116

中興院區  ● ● 2552-3234 轉 3202、6246

和平院區  ● ● 2388-9595 轉 2309、2125

陽明院區  ● ● 2835-3456 轉 6112、6280

大安門診部  ●  27390344 

松山門診部  ●  27653147 

信義門診部  ●  87804152 

內湖門診部  ●  27908387 

南港門診部  ●  27868756 

中山門診部  ●  25013363 

大同門診部  ●  25948971 

文山門診部  ●  86611621 

中正門診部  ●  23210168 

北投門診部  ●  28836236 

士林門診部  ●  28836268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 

萬華門診部  ●  23395383 

 

臺   北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Department of Health, Taipei City Govern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