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擴大局務會議紀錄-1
開會時間：107 年 12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 09：00
開會地點：仁愛院區檢驗大樓 6 樓大禮堂
主席：黃世傑局長
出席人員：
衛生局：各科室股長級以上主管、法制專員、府會聯絡員、局長室秘書
市立聯合醫院：院本部副總院長級以上主管、院本部編制部科主任、院本部行政科室主管、各院區醫務長級以上主管、
各院區院聘部主任、各院區行政中心主任
12 區健康服務中心：各中心組長級以上主管
紀錄：林芝穎臨僱管理師(分機 7124)

壹、獎項儀式：
項次

頒(獻)獎

得獎名稱(物品種類名稱)
107 年度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天使志工特色方案服務獎

頒獎

1

1. 卓越創新獎

獻獎

3

獻獎

4

獻獎

5

獻獎

6

獻獎

1. 信義區健康服務中心
2. 文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2. 招兵買馬獎

3. 士林區健康服務中心

3. 熱心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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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獻)獎者(合影者)

107 年度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檢驗科

卓越貢獻獎
107 年度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食品檢驗技術交流平台最佳參與貢獻獎
106 年度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檢驗科
檢驗科

檢驗行政委託貢獻獎
107 年度參與食品檢驗業務推廣訓練班，獲頒感謝狀
107 年度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全國保健 Nudge(巧推)大賽
1. 佳作

檢驗科
1. 健康管理科
2. 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

2. 金獎

貳、主席報告：
一. 時光飛逝，轉眼間又到了歲末年終。本人於 107 年 12 月 26 日就任，感謝大家支持與協助。以前在醫院我秉
持著追求卓越，超越巔峰，守時、守法和守信，現在來到衛生局以後，再增加公平、公正及公開。這是本人
多年來一貫的原則，以及認真做事，希望未來四年我們大家繼續努力，一起促進市民的健康與安全。
二. 本次局務會議獎項計有 5 項，恭喜得獎單位，也感謝各單位的努力。
三. 人事室陳彥均主任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退休，感謝陳主任服務期間盡心盡力推動本局人事業務，在此代表同
仁表達祝福與不捨之意。

參、專題演講：
一.

回顧與展望(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黃世傑局長)

肆、聯合醫院出國專案報告：
一.

美國社區型長期照護模式與藥事服務（忠孝院區藥劑科鍾慧藥師）

二.

英國失智症安寧與預立醫療自主計畫（院本部失智症中心劉建良主任）

三.

日本長期照護居家營養暨長照教育健康經營模式參訪（院本部營養部藍玉芬營養師）

伍、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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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追蹤列管事項：
列管事項
綜合企劃科
1. 本府策略地圖及平
衡計分卡之推動

待辦/問題點

進度/說明/解決方案

(加註網底粗斜體為各單位新加入者)

(加註網底粗體為各單位新加入者)

下半年推動計畫1. 107 年底至 108 年初重新檢
視 108 年度策略地圖並進
行滾動式修正
2. 首長領航營-策略地圖成果
發表會則預計援往例於 3
月份舉辦

當責人

1.本府策略地圖推動下半年計畫持續依據
107 年 1 月 9 日第 1971 次市政會議通過之
本府策略地圖 107 年擴大推動計畫辦理，
經研考會表示預計於 12 月底至明年 1 月初
市府新團隊確認後，再行重新檢視 108 年
度策略地圖並進行滾動式修正。108 年度
策略地圖編修作業，預計辦理方式如下:
(1)待市府新團隊確認後，先召開第一次府
推小組會議說明目前策略地圖現況，並
做大方向討論。
(2)八大次分組分別召開次分組會議。
(3)彙整各分組修訂內容後，召開第二次府
推小組會議，確立 108 年度策略地圖及
評衡計分卡。
(4)提報市政會議確認 108 年度策略地圖及
平衡計分卡。
2.依據本府社會局 107 年 5 月 18 日本市社會
安全網 107 年度第 2 次府級聯繫會議決議
及市長裁示，將本市社會安全網關鍵績效
指標(KPI)納入府級「精進健康安全 G 組」
案，後續將於 108 年本府策略地圖 「精進
健康安全 G 組」次分組滾動式修正會議提
出討論納入指標之合宜性，局版 108 年度
策略地圖將待府級版本確認後一併滾動式 呂秀蓉
修正納入，科室版部分請相關權管單位重
新檢視確認業務推動重點項目，將相關指
標納入各單位版 108 年度策略地圖，並將
修正後單位版策略地圖及平衡計分卡回復
本科彙辦。新增納入「精進健康安全 G 組」
之 KPI 計有 4 項：
(1)策略目標「GC1 打造健康城市」項下新
增 KPI：
A.GC1.4 市民學習自殺防治的人數(由本
局心理衛生科主責)
B.GC1.5 年度自殺死亡率(由本局心理衛
生科主責)
(2)策略目標「GC2 營造安全環境」項下新
增 KPI：GC2.4 社區干擾及安全威脅者
之干擾事件再發生數(由本府社會局、民
政局、本局及警察局主責)
(3)策略目標「GP2 精進防疫減毒」項下新
增 KPI：GP2.6 未滿 20 歲之涉毒個案 1
年內再犯率(由本局疾病管制科督導聯
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主責)
3.首長領航營-策略地圖成果發表會預計援
往例於 3 月份舉辦，後續待研考會通知辦
理相關事宜。

主席指示：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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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期限

107
12/31

列管事項
2. 本局策略地圖及平
衡計分卡之推動

待辦/問題點

進度/說明/解決方案

(加註網底粗斜體為各單位新加入者)

(加註網底粗體為各單位新加入者)

1. 107 年 12 月 27 日局務會議回顧與展望
2. 107 年局版 KPI 執行進度

1.為檢討過去本局施政績效及展望未來，擬
循往例請鈞長於局務會議中進行本局回
顧與展望專題演講，訂於 107 年 12 月 27
日舉行，已請各單位就過去 4 年之回顧及
未來之展望提供資料等製作簡報，另在網
路上搜尋影片素材剪輯成影片，業經局長
審閱指導。
2.本局 107 年度各項關鍵績效指標累計至 11
月底之執行情形，以年度目標值之 92%作
為目標是否達成之評估基準，統計結果：
關鍵績效指標共 86 項，達標共 68 項、未
達標共 16 項、尚無相關統計數據共 2 項，
統計結果業已於 12 月 20 日寄送相關單
位，並請積極策進，以達目標值。
1. 本院以成為社區醫療的領航者為願景，全
人關懷為核心價值之一。六大策略主題
中深耕社區服務、推廣貼心醫療及完善
長照安寧，皆與永續發展中社會面及環
境面相關，強調以人為本的照護，積極
走入社區，追求人文關懷，塑造醫療文
化新價值。
2. 經於 10 月 12 日(五)107 年 BSC 期中檢討
會深入討論，108 年仍維持原六大策略主
題。
3. 已於 11 月 9 日(五)回復衛生局企劃科院本
部及各院區 108 年草案。
4. 已於 11 月 22 日(四)局務會議報告院本
部、綜合院區版、林中昆、松德及昆明
防治中心 108 年度策略地圖及平衡計分
卡修正報告。
5. 依 107 年 11 月 22 日(四)局務會議舉辦「本
局各單位及二級單位 108 年度策略地圖
及平衡計分卡修正報告」
，局長綜合講評
意見修改關鍵成功因素加入 3 碼代號及
策略地圖各主題下請思考標明主題責任
人。已於 12 月 4 日(二)彙整各院區修正
後資料回復衛生局企劃科。

主席指示：繼續列管。
3. 每次局務會議應確
確認上月大事紀及確認下月
認上月大事紀及下 行事曆
月行事曆
主席指示：繼續列管。
人事室
4. 精實管理
1. 本局第四期精實管理推動
主題 10 案
(1) 改善補助款申請審查流程
(企劃科)
(2) 精神復健機構人員異動申
請流程標準化(心衛科)
(3) 運用精實手法提高抽驗效
能(稽查科)
(4) 運用精實手法改善菸害防
制案件管理流程(健康科)

本局 107 年 11 月份大事紀如附件 1，108 年
1 月份行事曆如附件 2。

1.本局第四期推動重要期程如下:
(1)期初報告:107 年 9 月局務會議。
(2)期中發表:108 年 1 月擴大局務會議。
(3)期末發表:108 年 4 月擴大局務會議。
2. 107 年 9 月 27 日(四)局務會議 10 組期初
報告已辦理完竣。
3.期中報告訂於 108 年 1 月 24 日(四)局務會
議進行，核定每組報告 6 分鐘，每 5 組報
告後由專家大仁公司張總經理及林經理
指導 20 分鐘，排定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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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責人

完成
期限

呂秀蓉

107
12/31

黃勝堅
黃遵誠
謝明軒

呂秀蓉

陳彥均

107
12/31

108/
4/30

列管事項

待辦/問題點

進度/說明/解決方案

(加註網底粗斜體為各單位新加入者)

(加註網底粗體為各單位新加入者)

時 間
0900-0
906
0906-0
912

(5) 精進檢驗報告流程
(檢驗科)
(6) 長照 2.0 專業服務及喘息
服務核銷流程改善(長照
科)
(7) 傳染病檢體運送流程改善
(疾管科)
(8) 醫療廣告案件查辦流程精
進(醫事科)
(9) 臺北市食材登錄平台飲冰
品專區流程精進(食藥科)
(10) 食藥粧廣告案件裁處流程
精進(食藥科)
2. 本局第四期推動計畫執行
進度：
(1) 期中報告暫定 108 年 1 月
24 日(四)局務會議
(2) 期末報告暫定 108 年 4 月
25 日(四)局務會議進行

0912-0
918
0918-0
924
0924-0
930
0930-0
950
0950-0
956
0956-1
002
1002-1
008
1008-1
014

內 容
改善補助款申請審
查流程
精神復健機構人員
異動申請流程標準
化
運用精實手法提高
抽驗效能
運用精實手法改善
菸害防制案件管理
流程
精進檢驗報告流程
第一階段
第 1 至 5 組講評
長照 2.0 專業服務
及喘息服務核銷流
程改善
傳染病檢體運送流
程改善
醫療廣告案件查辦
流程精進

當責人

單位/人員
企劃科
林信成技正
心衛科
廖子嬅股長
稽查科
董若傑股長
健康科
陳宜欣技正
檢驗科
黃景義股長
林政逸經理
張文信總經
理
長照科
游美華技正
疾管科
招穎嫻股長
醫事科
吳秀娥視察
食藥科
涂巧玲股長

1014-1
020

臺北市食材登錄平
台飲冰品專區流程
精進
食藥粧廣告案件裁
處流程精進

1020-1
040

第二階段
第 6 至 10 組講評

林政逸經理
張文信總經
理

1040-1
100

綜合討論

食藥科
龔品芳股長

大合照

3. 聯醫第四期推動計畫
規劃及進度
(1)將於 108 年 1 月底前成立
精實小組，各院區 2 組、
院本部各科室 1 組，並鼓
勵跨科室組隊，並訂於
108 年 1-2 月召開各團隊
「組長暨輔導員」共識會
議及 2-3 月辦理精實培訓
課程，預計 108 年 4-5 月
進行期中進度報告、108
年 7-9 月期末成果發表

4.期末報告暫定 108 年 4 月 25 日(四)局務會
議進行，已邀請專家大仁公司張總經理及
林經理出席指導。
1. 本單位將先行調查各院區及單位 108 年組
隊及題目
定。
2. 將於 108 年 1 月底前成立精實小組，各
院區 2 組、院本部各科室 1 組，並鼓勵
跨科室組隊，晚診並訂於 108 年 1-2 月召
開各團隊「組長暨輔導員」共識會議及
2-3 月辦理精實培訓課程，預計 108 年 4-5
月進行期中進度報告、108 年 7-9 月期末
成果發表，詳細規劃輔導時程作業如下

主席指示：繼續列管。

柒、列管/未列管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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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勝堅
黃遵誠
趙康邑

完成
期限

一、 本局暨所屬機關 107 年 11 月加班時數超過 45 小時一案（人事室）
說明：
一. 本室依關懷方案規定每月統計前月同仁加班情形簽陳首長親閱，並遵市長室會議紀綠於局務會議報
告。
二. 查本年 11 月共有 8 人(含本局 1 位府會聯絡員、疾管科 2 人、長照科及資訊室各 1 人，合計 5 人、北市
聯醫 3 人)，其中本局 1 人及北市聯醫 2 人(忠孝院區與和平婦幼院區各 1 人)，共 3 人已連續 3 至 11 個
月加班超過 45 小時，請各單位主管依關懷方案平時多關心同仁工作狀況，並視情形派專人工作指導或
彈性調派人力支援，使同仁樂在工作並能身心健康。
三. 本局已成立關懷協調小組，如需共同協助請通報本室啟動機關小組協處作業。
擬辦：賡續辦理統計並於局務會議報告。
主席指示：繼續列管。
二、 本局因公涉訟關懷處理及局務會議應報告訴訟案件（法制專員）
說明：
一. 因公涉訟案件：
(一) 刑事部分：無。
(二) 民事部分：
1. 食藥科 2 位同仁於高等法院獲勝訴判決，業者不服上訴最高法院。
2. 前法專部分，高等法院 107 年 12 月 25 日宣判上訴駁回。
二. 民事訴訟案件：
(一) 健康科採購爭議案，聲請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發債權憑證。
(二) 秘書室採購爭議案，臺北地院民事庭 107 年 1 月 8 日續行言詞辯論；秘書室因離職員工溢領款
項案件，業於 107 年 10 月 17 日起訴，法院尚未通知開庭期日。
(三) 食藥科刊登新聞稿國賠事件，經高等法院於 107 年 12 月 10 日調解成立。
三. 單一案件訴訟標的金額超過新臺幣 1,000 萬元案件，目前有 1 件(違反菸害防制法)行政訴訟，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另訂 108 年 1 月 8 日再開準備程序。
擬辦：
一. 因公涉訟部分，本局已為員工聘請律師協助答辯，並持續關心案情。
二. 採購爭議案件等其他案件，依法院進度適時提出書狀及資料，調解成立案件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
前送達獎狀。
主席指示：繼續列管。
三、 聯醫同仁因公訴訟關懷處理（聯醫）
說明：市府推動對同仁關懷協助措施，針對同仁因公涉訟應予關懷協助，本院成立因公涉訟關懷協助小組。
(一) 聯醫因公涉訟多為醫療爭議案件，由醫療爭議委員會及社工介入予以關懷。
(二) 聯醫成立因公涉訟關懷協助小組，由李光申副院長擔任召集人、人事室主任擔任總幹事，委員
由各院區醫務長（醫療爭議委員會召集人）、政風室、法務室、社會工作室、職業安全衛生室、
公關中心、社區資源長、全觀式社區預防暨心理健康中心等單位之主管組成，合計 17 人。如
有職務異動，逕由接任人員遞補。
(三) 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之。任期內出缺時，由總院長補聘（派），至原任期屆滿
之日止。
(四) 關懷程序：
1. 因執行公務涉訟由當事人、單位主管、政風室、社會工作室或相關人等，以書面或言詞提出
申請【非以因公涉訟輔助費用申請人員為限，且不限涉訟身份(原告、被告、證人)】。
2. 人事室受理因公涉訟關懷申請，應盡速簽請召集人指定合宜委員 3-5 人至院區或因公涉訟同
仁家中關懷，並於關懷行動後 7 日內，將關懷過程及相關處置簽報總院長知悉。
(五) 成立時間：106 年 12 月 13 日。
(六) 辦理進度：列管關懷 17 案 27 人，分項說明案由如附檔。
擬辦：適時啟動關懷方案，讓因公涉訟同仁得到必要協助。
主席指示：繼續列管。

捌、臨時動議：無。
玖、下次開會時間：108 年 1 月 24 日(星期四)上午 9：00
壹拾、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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