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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度：10 ％、官碧蓮股長，貢獻度：20 ％ 

提案範圍 有關各機關為民服務品質之改進革新事項。 

提案名稱 「防癌無界限，友善台北好方便」-建構癌症防治跨域合作網絡 

提案緣起 

    惡性腫瘤已蟬連臺北市十大死因之首長達 42年，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自

2010 年起配合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第二期國家癌症防治計畫-癌症篩

檢」，以擴大提供子宮頸癌、乳癌、大腸癌和口腔癌等四種癌症篩檢服務為

主要策略。由於人口結構改變、疾病型態轉移、醫療體系變遷及全民健保

制度引進，社區健康儼然成為 21世紀預防醫療保健重要趨勢。為加深民眾

對癌症防治之認知，強化民眾將知識轉化為行為的能力，依世界衛生組織

（WHO）癌症防治策略，衛生局積極辦理癌症預防、篩檢、治療及安寧緩和

照護等推動工作。包括：（一）加強預防致癌因子之工作、（二）持續推廣

具實證之癌症篩檢、（三）推動安寧療護基本醫療人權。 

    為落實「預防勝於治療」之疾病篩檢概念，「子宮頸癌」、「乳癌」、「大

腸癌」及「口腔癌」等四種癌症是經證實可經由篩檢早期偵測進而降低死

亡率，且具成本效益。有鑒於此，衛生局致力推動癌症防治工作，依據統

計資料顯示，104 年臺北市四癌篩檢整體涵蓋率僅有四成五，為持續提升

臺北市整體四癌篩檢涵蓋率，分析臺北市癌症篩檢執行困境如下： 

一、 市民未能感受癌症威脅，癌症防治宣導仍有待加強： 

        臺北市因人口結構與生活型態之因素，空、寄戶及長期居住國外

人口約佔 20％，於推廣癌症篩檢時，未能直接對市民宣導。且個人資

料保護法實施後，通知符合篩檢及陽性個案追蹤常遭民眾拒絕及質疑。 

二、 社區醫療服務必須與本市醫療院所共同執行： 

    與其他縣市比較，臺北市因健康服務中心自 94 年組織修編後無

執行醫療業務，提供社區民眾癌症篩檢必須結合或轉介至基層醫療院

所執行，增加執行篩檢困難度。 

三、 癌症篩檢服務非強制性： 

    現行法規（「癌症防治法」）尚未規範癌症篩檢服務為各醫療院所

必要之執行項目。 

四、 醫療資源豐沛，就醫方便，民眾未重視預防保健： 



    統計資料顯示，103 年臺北市共有 3,450 家醫療院所，平均每家

醫院每日門診量 1,340 人次（全國平均僅 989 人次），醫療資源密集，

以致民眾取得自費醫療服務便利，致免費預防保健利用率低。 

五、 基層診所參與篩檢誘因不足： 

    臺北市基層診所之篩檢量約為 20%，歸納其不願提供篩檢服務原

因為資料上傳不易、行政流程複雜，篩檢利潤誘因不足﹔且醫療系統

未加入主動提示個案可做癌症篩檢之功能，易流失個案。 

六、 市民自主性高，選擇自費健檢： 

         臺北市醫療資源豐沛、民眾社經地位與教育水準較高，於資訊管

道多元化的背景下，政府雖提供免費癌症篩檢，但市民感受檢查內容

無法因應其需求，並重視個人隱私，多以自費健康檢查為主，且不願

意成為健康服務中心陽性追蹤個案。 

七、 自費健檢醫療院所配合度低： 

         自 104年 3月起，衛生局與轄區健康服務中心，陸續輔導本市大

型自費健檢診所，鼓勵將四項癌症篩檢改申報「預防保健」服務項目

或自費檢查項目上傳系統，惟自費健檢診所配合意願低原因如下： 

(一) 考量客戶個人隱私與私人保險之因素，未考慮將四癌篩檢列為預防

保健服務項目。 

(二) 預防保健癌症篩檢與自費健檢收益衝突，故診所將四癌篩檢納為自

費健檢項目。 

綜上所述，臺北市醫療資源可近性與市民的認知率均居優勢，但推動

各項癌症防治工作及篩檢服務，仍需藉由以下策略執行： 

一、 整合及發展社區癌症防治資源(醫療院所、醫師公會及牙醫師公會)，

建置綿密癌症防治網絡，提供市民可近性、便利性、整合性的癌症防

治服務(擬定目標：招募至少 480 家臺北市西醫基層診所加入「癌症

防治合作院所-健康好站」)。 

二、 增進臺北市民癌症防治健康識能(結合跨局處、癌症相關學協會單

位、非政府組織（NGO）團體及職場等跨域合作宣導)，從公共衛生初

段預防提早介入預防癌症的發生，將定期癌症篩檢防治的理念紮根於

社區，落實於市民的生活習慣中，進而提升臺北市整體四癌篩檢涵蓋

率(擬定目標：提升臺北市整體四癌篩檢涵蓋率至 46.54%) 

實 施 方

法、過程

及投入成

本 

一、 臺北市「癌症防治便利網」啟動守護市民健康 

（一） 為持續推廣具預防效果之四大癌症篩檢，找出癌前病變，阻斷癌症

發生，衛生局自 105 年起在既有癌症防治醫療院所基礎上規劃擴大

辦理「癌症防治便利網」推動模式，邀請醫生柯市長帶領醫療院所、

醫師公會、牙醫師公會等白袍力量及 NGO 團體共同宣誓，建構癌症

防治社區服務網絡。 

（二） 透過衛生局、健康服務中心及醫療院所主動通知，走入社區推廣、

鼓勵企業加入防癌的行列、年度辦理縣市標竿學習、教育訓練，以

增進公衛同仁健康識能，並定期檢視推動模式策略執行成效。 

（三） 藉由產、官、學、民、媒等跨領域單位合作，建立社區資源整合機

制，擴及點、線、面支持網絡，增進篩檢可近性，提升篩檢涵蓋率，



以達早期發現癌症，早期治療，存活率高之目標。 

二、 醫產官學媒發揮整合的力量，共同推動癌症防治工作 

（一） 醫學界： 

1. 癌症篩檢服務醫院(含自費健檢醫療院所)：103年起定期召開醫院

癌症防治聯繫會議，輔導醫院癌症篩檢困境；拜訪本市自費健檢醫

療院所，輔導受檢個案上傳國民健康署登錄系統；104年整合轄區健

康服務中心社區資源，輔導癌症防治醫療院所，鼓勵提供篩檢服務；

105年提供院所四癌防治獎勵方案，鼓舞共事伙伴工作士氣。 

2. 醫師公會及牙醫師公會： 

（1） 103年起提供基層診所獎勵計畫，鼓勵轄區基層醫療診所積極配

合辦理癌症防治工作。 

（2） 104年拜訪公會，鼓勵基層診所(含社區醫療群)加入「癌症防治

合作院所-健康好站聯盟」行列說明會，讓「厝邊醫生」提供民

眾就近性及便利性篩檢服務，陽性個案轉介，及防治衛教宣導。 

（3） 104 年與公會共同辦理「癌症防治工作坊」，結合社區基層診所

暨已參與「全民健康保險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之社區醫療

群，進行經驗分享，透過互相學習觀摩症篩檢網絡之建構，以提

升癌症防治工作成效。 

（4） 105 年與公會及民間專業團體合作行銷宣導「健康好站-台北防

癌一指通」資訊平台，提供民眾及志工四癌防治衛教知識。 

（二） 產業界： 

1. 每年 5月及 10月與 New balance及 Sony等企業團體宣導乳癌防治。 

2. 101年與 P&G寶僑企業組織合作宣導子宮頸癌防治。 

3. 103年起與警察廣播電臺合作辦理四癌篩檢活動。 

4. 104年「檳榔防治日」，與皇冠車隊合作辦理職場口腔癌、大腸癌篩

檢場次。 

5. 105年與松山慈祐宮共同辦理「幸福護腸，御守健康」活動，宣導

大腸癌防治。 

6. 105年委託民間專業團體建置臺北市癌症防治資料庫，運用「健康

好站-台北防癌一指通」資訊平台，連結臺北市健康好站資訊，定

期搭配四癌篩檢活動，並透過遊戲方式行銷宣導防癌衛教知識。 

7. 105年與全聯福利中心共同規劃辦理「健康防癌日」，宣導癌症篩檢

防治的重要性。 

8. 105 年衛生局與馬偕醫院合作辦理精實管理教育訓練，運用精實手

法改善篩檢通知流程，提升基層人員工作效率及通知效益。 

（三） 政府機關： 

1. 跨機關垂直溝通聯繫整合： 

    臺北市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及聯合醫院設有專屬櫃檯提供癌

症篩檢服務，並依社區民眾之需求，每月規劃多元性的社區篩檢活

動，營造在地化之健康醫療服務，鼓勵民眾參加篩檢服務，提升預

防保健使用率；此外，各特約醫療院所、臺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的參與，亦提升服務的可近性。 



2. 跨機關水平溝通聯繫整合： 

（1）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設計學校癌症防治學習單及張貼家庭聯

絡本癌症篩檢表單，關懷家人，提醒癌症防治重要性訊息。 

（2）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透過區公所、戶政事務所等民政里鄰系

統協助發送宣導單張進行宣導癌症防治訊息。 

（3）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透過社政聯繫管道協助發送設籍本市之

中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通知書進行宣導癌症防治訊息。 

（4）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透過原住民活動及據點發

送癌症防治宣導單張、辦理健康講座及健康篩檢活動。 

（5）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透過勞工就業服務管道，提供尋求就業

服務之市民及結合職場員工宣導癌症防治訊息。 

（6）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透過本市十二區運動中心協助發送宣導

單張，並結合優惠方案進行宣導癌症防治訊息。 

（7）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社教場館結合優惠方案進行宣導癌症防

治訊息。 

（8）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刊登宣導癌症防治訊息露出機會，

如：公民營電臺跑馬燈、市府外牆巨幅海報、市府 Line 平臺

訊息、臺北畫刊專題報導及封底、廣播電台專訪。 

（9） 積極爭取公益資源：刊登宣導癌症防治訊息露出機會，如：

捷運 U-paper、健康臺北季刊、健康 e 手報等。 

（10） 積極結合本府各局處辦理之宣導癌症篩檢防治活動及教育

訓練，如：首長與基層互動宣導活動、設置宣導攤位及教育

訓練前的政令宣導等。 

3. 同機關水平溝通聯繫整合：透過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相關處室橫向業

務聯繫及公共衛生業務教育訓練，如：志工教育訓練、母乳哺育醫

護人員教育訓練等活動，進行宣導癌症防治訊息。 

4. 跨縣市政府標竿學習：參訪新北市政府、彰化縣政府及高雄市政府

等衛生局所，藉由實地參訪外縣市癌症防治業務推動策略及特色等 

，相互觀摩學習及交流，增強工作同仁規劃業務能力。 

（四） 學協會： 

1. 台灣癌症基金會：結合基金會每年 5 月辦理「粉紅健走嘉年華」、

10 月辦理「曼波舞后」-乳癌防治活動，癌症防治健康飲食宣導、

防癌志工培訓及癌友關懷服務。 

2. 癌症希望基金會：結合基金會辦理「希望你在，為妳而跑」-女性

癌症防治活動，及「彩繪希望」繪畫比賽，鼓勵癌友揮灑生命畫筆

的光與熱。 

3. 乳癌防治基金會：合作拍攝「助她幸福」乳癌防治宣導短片，並置

於 You Tube 提供民眾點閱。 

4. 賽珍珠基金會：使用中文、印尼文、泰文、越南文等四國語言翻譯，

印製癌症防治宣導單張，提供臺北市新移民婦女癌症篩檢及防治衛

教服務，打破健康資訊不平等。 

（五） 媒體代言人： 



          邀請藝人（楊烈、檢場、齊豫、于美人）擔任大腸癌及乳癌防

治行善大使，分享自身罹癌經驗，宣導癌症篩檢重要性，重視自身

健康，提升行銷活動宣導效益。 

三、 全國首創～「癌症篩檢」納入「台北卡」健康服務集點兌換悠遊卡加

值金獎勵回饋行銷策略： 

（一） 為提升民眾對癌症篩檢認知及提高癌症篩檢涵蓋率，率先運用「台

北卡」健康服務管理系統，市民主動參與癌症篩檢活動給予健康點

數獎勵，並將點數回饋給市民兌換悠遊卡加值金。系統並可記錄個

人癌症篩檢集點資料，方便民眾自我取得健康篩檢紀錄或訂定健康

管理計畫等，建構個人健康履歷及衛教指引等資訊平台。 

（二） 自 102 年推行「台北卡」健康服務集點兌點服務至今，已有約 20

多萬位民眾（75萬 8,806人次）參與癌症篩檢集點活動，兌換 1,302

萬 5,000元整。 

實際執行
（未來預
期）成效 

一、 實際執行成效： 

（一） 「健康好站」家數由 103年 99 家提升至 105 年 736 家，成長率

高達 643％： 
推動「癌症防治便利網」，透過資源整合、獎勵制度鼓勵醫療院所

共同加入「健康好站」聯盟，且運用基層診所的便利特性，轉型成

為社區預防醫療前哨，提供民眾便利性四癌篩檢服務、衛教諮詢與

轉介服務。 
（二） 整體四癌篩檢涵蓋率自 103年 41.90％提升至 104年 45.54％： 

乳癌、大腸癌及口腔癌篩檢涵蓋率增加的趨勢，105 年 1 至 6 月整

體四癌篩檢涵蓋率 36.01%，非首篩大腸癌篩檢率已升為六都第一。 
（三） 癌症篩檢通知流程改善，標準作業流程(SOP)執行正確率達 88.89%，

減省通知流程步驟達 38.46%，準備時間達 97.23%：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自 104年起導入策略地圖及平衡計分卡觀念，規

劃癌症防治策略，運用企業管理精實管理工具以最少經費及人力，

建置整合式篩檢應用系統，藉由自動化資料輸入及視覺化管理來改

善篩檢通知流程，進而將整合資料上傳雲端資料庫做後續篩檢資料

管理與分析，提升癌症篩檢涵蓋率及為民服務品質，並獲衛生局 105

年精實管理計畫績效評比第一名。 
（四） 外部效益： 

1. 優質便民服務：「健康好站」四癌篩檢量 104年較 103年增加 603

人，轉介案數增加 3,079案 

透過健康好站推廣，民眾接受篩檢服務就像到社區便利商店一樣

近、便利、即時，明顯提高健康行為意願與行動力。 

2. 提升市府機關形象： 

（1） 「癌症防治便利網」係為免費的服務，提供專屬臺北市民

的篩檢服務平臺，建立友善而專業為民服務品質。 

（2） 積極參與 2016年「第七屆西太平洋健康城市國際研討會」，

提送「癌症防治便利網」海報參展，及投稿 105年「第八

屆台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獎項」評選等，與參選國



家相互交流分享，提升臺北市於國際上的能見度。 

3. 依市民需求重點定期回饋調整：每年將依民眾重要健康需求，規

劃訂定年度癌症篩檢計畫，以供政策修正參考。 

（五） 內部效益： 

1. 簡化服務流程，提升行政服務效率：委託專業團體運用「健康好

站-台北防癌一指通」資訊平台，建置臺北市癌症篩檢資料庫，

辦理公衛人員教育訓練，資料庫異常處理機制，以提升服務品質。 

2. 建立各單位執行回饋機制：於癌症防治業務聯繫會議提報合作單

位成果，邀請績優單位經驗分享，並於年終公開表揚及獎勵。 

二、 成本效益： 

（一） 依據 103年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統計資料顯示，全癌症及各

類癌症健保前 10大醫療支出及 101年至 103年平均成長率分別為：

全癌症為 782億元、成長 5.8%；結腸直腸癌為 109 億元、成長 4.0%；

乳癌為 103 億元、成長 5.6%；口腔癌為 66 億元、成長 5.4%；癌

症對民眾健康威脅、家庭幸福或國家財政皆帶來沉重的負擔。 

（二）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每年編列 8,988,726元預算投注癌症防治工作，

104 年四癌篩檢 555,863 人（疑似陽性個案 23,795 人，確診癌症

1,242人），透過早期篩檢，提升存活率，降低健保醫療支出負荷，

建構以民為中心的服務方式，發揮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與精神。 

三、 預期效益： 

（一） 持續招募臺北市西醫基層診所加入「癌症防治合作院所-健康好

站」，105年達 745家。 

（二） 提升臺北市整體四癌篩檢涵蓋率，105年達 46.55%。 

（三） 強化市民癌症防治健康知能，提升市民使用免費癌症篩檢資源。 

四、未來展望： 

    為平等健康照護市民健康，提升癌症篩檢涵蓋率，提供民眾便捷癌症

篩檢服務。105年宣示全面啟動「癌症防治便利網」，擴大推動民眾使用健

康好站提供的癌症防治服務。然而延續「癌症防治便利網」，仍有許多困難

待克服，包括如何強化宣導市民使用健康好站的服務、鼓勵仍在觀望的基

層診所加入「健康好站」、基層同仁的職務異動造成網絡推動的斷層…等，

都是未來須挹注更多的輔導與宣導。 

    身為臺北市民健康的守護者，未來仍持續將癌症防治便利網絡運作更

為完善，並強化提升市民健康服務內容，降低健康不平等，讓全體臺北巿

民都能享受高品質的健康生活。 

相關附件 「癌症防治便利網」推動及行銷宣導成果 

聯絡窗口 

姓名：張曼齡 

電話：(02)27208889分機 1841 

Email：chang1981@health.gov.tw 



 

 

 

 

 

 

 

 

 

 

 

 

 

 

 

 

 

 

 

 

 

 

 

 

 

 

 

 

 

 

 

 

 

 

 

 

 

 

 

 

 

 

 

 

說明：友善臺北好愛你～癌症防治便利網架構圖 

 

說明：癌症防治便利網啟動暨社區推廣健康好站 



 

 

 

 

 

 

 

 

 

 

 

 

 

 

 

 

 

 

 

 

 

 

 

 

 

 

 

 

 

 

 

 

 

 

 

 

 

 

 

 

 

 

 

說明：癌症防治訊息行銷宣導多元管道 

 

說明：結合社區職場推動癌症篩檢防治工作 



 

 

 

 

 

 

 

 

 

 

 

 

 

 

 

 

 

 

 

 

 

 

 

 

 

 

 

 

 

 

 

 

 

 

 

 

 

 

 

 

 

 

 

說明：結合醫療院所及學協會推動癌症篩檢防治工作 

 

說明：「防癌小尖兵 守護全家」：結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設計學校

家庭聯絡本之張貼癌症篩檢表單，關懷家人，提醒篩檢 



 

 

 

 

 

 

 

 

 

 

 

 

 

 

 

 

 

 

 

 

 

 

 

 

 

 

 

 

 

 

 

 

 

 

 

 

 

 

 

 

 

 

 

說明：與台灣癌症基金會、New balance合作乳癌防治宣導 

 

說明：與松山慈祐宮、許議員淑華、藝人檢場共同支持鼓勵民眾 

大腸癌篩檢，送健康御守活動 



 

 

 

 

 

 

 

說明：臺北市醫師公會拜訪本局討論癌症防治合作事項 

 

說明：與馬偕醫院合作精實管理專案，提升篩檢通知效益 



 

 

 

說明：「健康好站-台北防癌一指通」資訊平台頁面 

 

說明：「健康好站-台北防癌一指通」資訊平台行銷遊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