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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榮總嘉義分院 110 年提升政府服務效能實施計畫執行成效 

項次 
實施要

項 
具體作法 執行成效 

一 完備基

礎服務

項目，

注重服

務特性

差異化 

一、持續加強服務櫃台及等

候設施改善與檢討各服務

場所標示，讓就診民眾一目

了然，期使民眾有賓至如歸

之親切感。 

提供諮詢櫃台服務民眾各項詢問，設置扶手座

椅方便長者使用。並有效簡化醫院的標誌數

目，設立一套適當之標示系統，以精簡、規格

統一、標示明確、指示清楚為準則。110 年服

務櫃台設置透明隔板，提升防疫措施，保護同

仁與民眾健康。 

二、落實停車空間規劃及管

理，增加民眾就醫時便利

性。 

1. 規劃長照大樓落成後於 B1F 增設含無障

礙車位共計 68 格，另 7/7 開放籃球場供機

車停放，預 111 年於廢水處理廠旁設置

150cc 以上重型機車專用停車格，有效改

善停車空間。 

2. 另透過 110 年度顧客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

顯示到院民眾對院內就醫停車便利性滿

意度亦已有所提升。 

三、定期檢測及保養各項消

防防災系統及電梯，以維護

院區及大眾安全。 

一、電梯： 

1. 嘉義電梯客梯 13 部，貨梯 1 部；灣橋電

梯客梯 11 部，貨梯 5 部。 

2. 所有電梯按月執行保養及每半年執行實

施電梯檢驗 1 次，取得電梯使用許可證，

並張貼於電梯車箱內。 

3. A棟 1.2.3號電梯汰換預計 111年 3月完成

電梯汰舊換新工程。 

二、消防設備： 

1. 每月實施消防設備檢測及巡檢保養一次。 

2. 在 110 年 5 月及 11 月完成消防檢修申報

作業。 

3. 110年10月份建置嘉義分院精神護理之家

消防灑水工程於 11/22 竣工 

4. 110 年 9 月份建置嘉義分院精五六大樓消

防灑水工程預定 111 年 1 月完成。 

四、依據輔導會電話接聽與

臨櫃洽公服務之作業規

範，建立第一線服務櫃台與

值勤人員親切、優質之服務

形象。 

每個月秘書室會由服務禮儀稽核種子人員進

行電話禮儀抽測，加強同仁電話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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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實施要

項 
具體作法 執行成效 

五、訂定「員工接聽電話禮

貌基本禮儀及規範」，每月

排定電話禮儀受測單位，由

服務禮儀稽核種子人員進

行電話禮儀抽測，加強同仁

電話禮儀。 

1. 本院以病人安全為考量及服務為要務，

110 年度對內部員工辦理持續完備醫療照

護體系及精進醫療照護服務品質教育及

服務禮儀訓練，每月測試電話禮貌及舉辦

優質服務人員票選活動，期待增進服務之

親和程度。 

2. 訂有「員工接聽電話禮貌基本禮儀及規

範」，並每月排定電話禮儀受測單位，由

服務禮儀稽核種子人員進行電話禮儀抽

測。110 年測試總機人員 72 人次，測試成

績 92.8 分，較 109 年成長 7.44%；110 年

測試業務單位 72 人次，測試成績帄均 91.5

分，較 109 年衰退 0.11%。 

六、訂定年度中高階人員在

職訓練計畫，辦理提升作業

知能相關研討會或講習，提

升人員專業水準。 

結合 110 年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

學學院年度研習課程及中高階人員培訓計

畫，提升中高階主管人員知能與專業水準。 

110 年中高階人員在職進修訓練課程如表列： 

參訓人員 班別 

秘書室 

劉孝明主任 
計畫管理研習班 

社會工作室 

陳麗圓主任 

中央機關科長管理職能

應用班 

澄清新聞稿實務研習班 

政風室 

施世珍主任 
提升士氣與激勵研習班 

 

七、定期召開經營管理會議

宣達經營理念，各相關單位

提出業務報告以提升服務

品質 

1. 定期於每週三上午 8:10 召開經營管理會

議。 

2. 110 年度共召開 51 次(含 12 次院務會議)，

每週會議由 18 個單位報告業務執行狀況。 

3. 並每兩週安排一次醫療業務報告，110 年

度共計有 26 個醫療科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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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實施要

項 
具體作法 執行成效 

八、依服務實際狀況隨時修

正「標準作業程序及工作手

冊」藉由作業程序的建立，

使員工有所依據，並可縮短

工作時程，提昇服務品質。 

1. 110 年嘉義新增 3 份，修訂 52 份，重審

39 份，作廢 2 份程序書；修訂 22 份，重

審 33 份，作廢 1 份作業指導書。 

2. 110 年灣橋新增 3 份，修訂 33 份，重審

38 份程序書，作廢 2 份程序書；新增 3 份，

修訂 18 份，重審 43 份，作廢 1 份作業指

導書。 

3. 嘉義暨灣橋共計 315 份二階程序書；235

份三階作業指導書。 

九、持續推動「ISO 國際品

質認證」制度。 

持續推動「ISO 國際品質認證」制度，通過之

各項品質認證皆持續到 110 年； 

1. 嘉義暨灣橋護理之家暨行政單位 ISO 

9001：2015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嘉義：111 年 1 月 29 認證到期，已於 110

年 12/17 號通過書面審查；110 年 12/28 日

第二階段實地審查。 

灣橋：109 年 2 月通過換證驗證，有效至

112 年 2 月；預計 111 年 1/17 日第三次定

期稽核。 

2. 嘉義暨灣橋檢驗科 ISO 15189 醫學實驗室

標準認證。嘉義：110 年 6 月通過展延認

證，有效至 113 年 6 月。灣橋： 109 年 7

月通過展延認證，有效至 112 年 7 月。 

3. 嘉義暨灣橋資訊室 ISO 27001:2013資訊安

全標準認證。嘉義暨灣橋：110 年 10 月通

過換證驗證，有效至 113 年 8 月。 

4. 嘉義暨灣橋營養室 HACCP 認證。 

嘉義：110 年 11 月通過認證，有效至 112

年 11 月。灣橋： 110 年 11 月認證到期，

已於 110 年 12 月通過現場評核。 

5. 嘉義暨灣橋職安室 ISO/CNS45001 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 

嘉義暨灣橋：109 年 11 月通過驗證有效至

112 年 11 月；已於 110 年 10 月通過第 2

次定期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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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實施要

項 
具體作法 執行成效 

十、設置全功能櫃台，賡續

推動「單一窗口」服務作

業。 

一、落實「一處收件、全程服務」，達成簡政、

便民之目標。 

1. 設置顧客服務中心提供病人：【提供就

診、洽公環境及就醫諮詢】【協助查詢住

院患者服務】【提供本院顧客叫車服務】

【輔具提供(老花眼鏡、放大鏡、助聽輔助

器)】【排檢協助諮詢(含中榮轉介 MRI 檢

查、心理測驗、聽力檢查、復健等)】【證

件失物招領】【協助榮服處代收榮民(眷)

申請輔具文件】【跑馬燈公告事項】【初診

掛號】【85 歲以上老人(含身障人士)掛號

服務】【現場預約掛號及取消掛號作業】

等 11 大類別服務。 

2. 就醫行政服務櫃檯，提供門、急診病人，

掛號、批價、住出院、繳費、診斷書申請

等單一服務窗口共 11 個。 

 

二、設置醫療服務櫃檯，提供各項醫療專業諮

詢及服務。 

1. 健康諮詢服務櫃檯，提供癌症篩檢及諮詢

作業。 

2. 放射檢查服務櫃檯。 

3. 檢驗檢查服務櫃檯。 

4. 藥事服務櫃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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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實施要

項 
具體作法 執行成效 

十一、普設服務據點，落實

「榮民在那裡，服務到那

裡」之服務理念。 

1. 於一樓顧客服務中心設置榮民服務窗

口，輔導員每週定期駐點服務諮詢，經統

計 110 年服務民眾共計 12,251 人。 

2. 設立關懷小站：110 年於嘉義縣、市各社

區設立健康關懷小站 40 處、辦理健康講

座、醫療衛教，每月辦理 41 場次，提供

就近便捷的貼心服務。 

3. 健康小站：雲、嘉榮民(眷)社區辦理健康

促進活動，健康檢查、巡迴醫療及居家訪

視等，110 年共辦理 122 場次，照顧雲嘉

地區榮民(眷)，總計服務 4,177 人次。 

4. 110 年 10 月於精忠新村、經國新城及嘉義

榮服處等 3 處設置流感疫苗施打站，協助

免費施打流感疫苗，合計服務 164 人次。 

5. 支援白河、雲林榮家醫療服務，派遺醫師

義診，派車接送至本分院看診服務，並支

援衛教講座，110 年合計服務 7,658 人次。 

6. 於嘉義市眷村改建地─經國新城、精忠新

城及本院吳鳳路市區門診成立日間照護

中心，服務當地榮民(眷)。 

二 重視全

程意見

回饋及

參與，

力求服

務切合

民眾需

求 

一、設置「院長信箱」、「民

眾意見反映信箱」，有效聽

取民眾意見暨提供良好為

民服務觀感，改進本院不足

之處；每日由專人負責收件

(網路及書面收件)，依內容

簽交業辦單位承辦人處

理，並對處理情形追蹤列

管，落實服務成效。 

1. 設置【客訴專線】【院長電子信箱】【意見

箱】【郵寄信函】【現場申訴】等多元管道，

有專責單位及人員處理病人或家屬的意

見、抱怨及申訴案件，依類別分案簽案會

相關單位說明處理，並於顧客意見檢討會

針對顧客意見反映項目共同檢討及預

防，作為醫院未來檢討改進之處。 

2. 110 年度共計有 128 件民眾意見，均依「臺

中榮總嘉義分院顧客意見處理要點」規定

流程辦理；每日由專人負責收件(網路及書

面收件)，依內容簽辦業管單位，並對處理

情形追蹤列管，落實服務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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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實施要

項 
具體作法 執行成效 

二、設有「顧客意見處理中

心」、「廉政帄台」接受民眾

檢舉反映案件，即時處理顧

客問題，提高服務效能。 

1. 本院一樓大廳設有顧客服務中心，提供就

診、就醫諮詢、抱怨及申訴案件等服務事

項，經統計 110年服務民眾共計 12,335人。 

2. 為利民眾檢舉貪瀆不法，本院於 1、3 樓

及灣橋分院 1 樓設置有檢舉信箱、電子郵

政信箱 vhspchia-i@mail3.vac.gov.tw，及廉

政檢舉專線/傳真：05-2358857 等多元檢舉

管道。110 年度本院政風室受理民眾陳情

請願 27 件。 

三、訂定中央與民意代聯繫

實施要點，加強溝通互動，

安排首長、副首長、乙級主

管親訪或電話訪問轄區立

委，落實聯繫工作，廣泛爭

取支持。 

本院有專人安排行程，促進與轄區民意代表之

間友善互動。 

四、與縣市記者公會建立連

繫管道，並與地方媒體保持

友好互動關係；利用醫療成

果發表召開記者會或帄日

以稿件方式，請對本院施政

作為與服務民眾績效加以

宣導，以廣為周知，提升服

務形象。 

1. 本院每年於記者節前請兩會刊登本院宣

傳文稿各乙篇，以行銷本院醫療品質與服

務，本院並於每年辦理嘉義縣(市)記者聯

誼餐敘，達到與地方媒體保持友好關係。 

2. 經統計 110 年提供新聞稿件與各媒體共計

92 則，新聞媒體已報導 726 則，本院持續

有效宣導本院施政作為並提升服務形象。 

mailto:電子郵政信箱vhspchia-i@mail3.vac.gov.tw及廉政檢舉專線/
mailto:電子郵政信箱vhspchia-i@mail3.vac.gov.tw及廉政檢舉專線/
mailto:電子郵政信箱vhspchia-i@mail3.vac.gov.tw及廉政檢舉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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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實施要

項 
具體作法 執行成效 

五、為瞭解病人於門診、住

院期間對醫院整體之「就醫

經驗」，辦理民眾意見調

查。賡續每年辦理 2 次「門

診」、「住院」、「急診」病患

就醫經驗調查，以瞭解反映

意見，確實檢討精進，預計

就醫經驗在 80 分以上。 

1. 考量疫情及志工人力不足等情形，本(110)

年度就醫經驗調查樣本數蒐集全面以紙

本問卷方式進行。 

2. 規劃每年辦理 2 次門診、住院、急診病人

就醫經驗問卷調查(於 4、9 月進行)。另灣

橋分院住、急診，考量病人數及來源，採

每年收案 1 次。因受疫情影響，嘉義分院

急診、灣橋分院住院仍持續收案中。 

3. 以第 1 次就醫經驗調查分數計算，2 分院

帄均分數門診 81.7 分、急診 89.8 分、住

院 87.4 分，門診帄均分數相對較低，尚有

努力空間。 

4. 針對問卷回收之病人開放式意見及問卷

成績最低 5 個題項，會辦各相關單位進行

檢討及改善，並於會議追蹤改善情形。 

六、營養科年度內辦理二次

「住院、病患伙食滿意

度」、「員工及訪客餐廳滿意

度」調查。 

1. 110 年通過餐飲業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HACCP）證書(編號：衛評餐服字第 273

號)，效期自 110.11.17~112.11.16 止。 

2. 110 年上半年住院病患伙食滿意度實施結

果如下：（1）有效份數計 95 份，年齡層

以 61~80 歲占比例最高，訂餐種類以普通

餐為最多。（2）整體分數:76.7 分。 

3. 110 年下半年住院病患伙食滿意度實施結

果如下：（1）有效份數計 84 份，年齡層

以 61~80 歲占比例最高，訂餐種類以切碎

餐為最多。（2）整體分數 76.5 分。 

4. 110 年上半年員工餐廳滿意度實施結果:

（1）整體分數為 93.9 分。（2）員工餐最

吸引您的是什麼?前三名分別為:價格合

理、服務態度、選擇多樣性。 

5. 110 年下半年員工餐廳滿意度實施結果。

（1）整體分數為 91.8 分。（2）員工餐最

吸引您的是什麼?前三名分別為:價格合

理、選擇多樣性、餐點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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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實施要

項 
具體作法 執行成效 

七、社工室年季辦理民眾陳

情抱怨案件統計分析，陳首

長核示，以為本院改進提升

服務品質之重要參考。 

110 年共計召開顧客意見檢討會 4 次，由院長

親自主持，並邀請各單位主管出席，針對顧客

意見反映項目共同檢討及預防，作為醫院未來

檢討改進之處，會後將紀錄陳鈞長核閱，以為

本院改進提升服務品質之重要參考。 

八、本院在網站設有「意見

反應」欄，民眾對本院之服

務可在網站上表達，本院有

專人處理，依反應意見分會

有關單位後，陳長官核閱。 

依據本院顧客意見處理要點設置網站院長信

箱、實體意見箱等多元管道，由社工室收件統

一會辦相關單位辦理，陳長官核閱，並由專人

追蹤辦理情形，經統計 110 年經處理顧客意見

案件共計 128 件，均依規定妥處回復。 

三 

 

便捷服

務遞送

過程與

方式，

提升民

眾生活

便利度 

一、本院網站設有最新消

息、門診時刻查詢、網路掛

號、看診進度查詢、等功

能，定時更新且提供正確完

整資訊，並有多項服務及快

速連結，提供便民措施。 

1. 本院網站設有最新消息、門診時刻查詢、

網 路 掛 號 如 下 網 址

<http://tre.vhcy.gov.tw/register/> 、另外，

看 診 進 度 查 詢

<http://61.60.38.27/stepF1.asp>等功能，定

時更新且提供正確完整資訊，並有多項服

務及快速連結，提供便民措施。 

2. 網頁首頁新增加行動掛號  APP 服務，讓

民  眾  可  以  從  網  頁  直  接  掃  描

QRCODE ， 連 結 下 載 安 裝 行 動 

掛 號 APP；新增「線上服務專區」，讓民

眾立即點選連線至線上申辦服務專區項

目<<出院病歷摘要、急診病歷摘要、門診

紀錄(處方箋)、醫療明細收據(副本)、一般

診斷書(副本)、死亡證明書(副本)>>，目

前提供 6 項線上申辦服務;新增「影音專

區」及「本院粉絲專頁連結」，讓民眾貼

近了解本院各項活動與服務情況。 

二、主動於網站發布最新訊

息，並將相關的服務資訊，

有系統地於網頁上公布，提

供民眾最快速 e 化服務。 

本院對外網站提供最新消息各科衛教資訊

<<https://www.vhcy.gov.tw/Module/breakingnew

s?WebMenuID=c47a00fc-ee22-4871-b6ec-5dc55

7ec27b3>>及衛生醫療相關的網站連結

<<https://www.vhcy.gov.tw/PageView/ContentVi

ew?WebMenuID=74fc38d0-f9da-49e6-946d-113

becb5f6f6 >>滿足民眾對衛生醫療的相關資訊

知的權益。 

http://tre.vhcy.gov.tw/register/
http://61.60.38.27/stepF1.asp
https://www.vhcy.gov.tw/Module/breakingnews?WebMenuID=c47a00fc-ee22-4871-b6ec-5dc557ec27b3
https://www.vhcy.gov.tw/Module/breakingnews?WebMenuID=c47a00fc-ee22-4871-b6ec-5dc557ec27b3
https://www.vhcy.gov.tw/Module/breakingnews?WebMenuID=c47a00fc-ee22-4871-b6ec-5dc557ec27b3
https://www.vhcy.gov.tw/PageView/ContentView?WebMenuID=74fc38d0-f9da-49e6-946d-113becb5f6f6
https://www.vhcy.gov.tw/PageView/ContentView?WebMenuID=74fc38d0-f9da-49e6-946d-113becb5f6f6
https://www.vhcy.gov.tw/PageView/ContentView?WebMenuID=74fc38d0-f9da-49e6-946d-113becb5f6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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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要

項 
具體作法 執行成效 

三、網頁公布有人工預約、

人工語音掛號、服務台等電

話，方便民眾直接電話洽詢

服務。 

在醫院網站有明確標示人工預約、人工語音掛

號、服務台等電話，方便民眾直接電話洽詢服

務。 

四、制定資訊安全政策聲

明，遵循 ISO/IEC 27001：

2013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ISMS）之各項要求，使本

院能有效達成及管理各項

資訊安全作為，並透過籌

劃、管理、稽核及追蹤等手

段，確保本院能達成各項資

訊安全政策目標。 

以資訊安全目標為依據訂定重要資訊安全指

標，資訊安全指標由本院資通安全會報進行檢

討與修正，每年至少一次。 

五、建置雙語環境，提供快

速、明確的瀏覽機制，設有

雙語（中文、英文）網頁，

內容包含有本院最新消

息、單位沿革及服務諸要

項，讓外籍人士可直接上網

查詢相關醫療保健信訊，至

本院就醫時，亦可得到最好

的醫療服務。 

一、嘉義分院目前所有標誌、名牌如下： 

1. 病房指引標誌 23 個，行政、各科辦公室

指引標誌 15 個，醫技、診間及檢查單位

指引標誌 97 個，合計 135 個。 

2. 各單位名牌 136 個。1-10 號電梯樓層指引

10 個。 

3. 上述均有建置英文，提供給外籍人士至院

就醫時參酌使用。 

二、灣橋目前所有標誌、名牌如下： 

1. 本分院 MAB 各棟病房指引標誌 33 個，行

政、各科辦公室指引標誌 7 個，醫技、診

間及檢查單位指引標誌 15 個，合計 55 個。 

2. 各病房(含單位)名牌 265 個，電梯樓層簡

介指引 10 個(機箱號碼:1、2、3、4、5、6、

7、8、9、10 號)。 

3. 上述均依規定建置雙語標示環境，提供給

外籍人士至院就醫時參酌使用。三、本院

設有雙語（中文、英文）網頁，內容有本

院最新消息、單位沿革及服務諸要項，讓

外籍人士直接上網查詢相關醫療保健信

訊，至本院就醫時，亦可得到最好的醫療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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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懷多

元對象

及城鄉

差距，

促進社

會資源

公帄使

用 

一、持續與長期照護機構簽

定合作契約，共同照護住

民，以提供更完備的長期照

護服務。 

本院與安養機構合約截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止，與 48 家簽訂醫療合作契約(嘉義分院 46

家、灣橋分院 38 家)、10 家簽訂醫事機構支援

照護機構醫療業務 E2/EA 合約(嘉義分院 5

家、灣橋分院 5 家)、6 家簽訂大量傷病患緊急

應變服務合約書(嘉義 6 家、灣橋 6 家)、4 家

簽訂居家護理所轉介合約(嘉義 4 家、灣橋 2

家)。 

二、加強與社區互動，將醫

療、衛生、營養教育落實社

區民眾，年度內由社區營造

中心提供社區榮民（眷）健

康促進、醫藥保健、生活問

安等活動。 

1. 持續辦理社區醫療、衛生、營養相關衛教

活動。 

2. 110 年辦理攸關健康促進、醫藥保健、生

活問安暨 COVID-19 疫苗施打等活動共計

373 場次，服務 55,998 人次。 

三、不定期接受各機關單位

如學校、社福機關、醫事人

員公會及公司行號邀約演

講，藉由活動傳遞醫療、營

養等資訊，增進民眾醫療知

識，並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增進身體健。 

1. 持續與各學校、社福機構、社團、協會合

作，辦理各類健康講座活動。  

2. 接受各機關單位如私人企業、學校、醫事

人員公會及公司行號邀約演講，藉由活動

傳遞醫療、營養保健等資訊，增進民眾醫

療知識，並落實於日常生活中，增進身心

健康。 

3. 110 年辦理學校及公司行號講座與健康促

進活動共計 13 場，服務 191 人次。 

四、於嘉義縣、市榮民集居

之處設立健康關懷小站，不

定期辦理健康講座，醫療服

務，提供就近便捷的服務 

1. 110 年於嘉義縣、市、雲林縣及台南市後

壁區榮民集居之處設立健康關懷小站共

計 40 處，辦理血壓、血糖量測。 

2. 依各關懷站需要，每季安排本院醫技人員

擔任講師辦理健康講座、醫療衛教活動。 

3. 提供四癌篩檢與流感疫苗施打業務，提供

就近便捷的醫療及預防保健服務。 

五、本院派員參加榮民服務

舉辦之「榮民分區座談

會」，瞭解榮民眷對就醫問

題之需求，予以協助處理。 

本院 110 年派員參加雲林縣榮服處舉辦之「榮

民分區座談會」2 場次及嘉義榮服處舉辦之「榮

民分區座談會」2 場次，合計 2 場次，以答覆

榮民(眷)所提相關醫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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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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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支援白河、雲林榮家醫

療服務，派遺醫師義診，派

車接送至本分院看診服

務，並支援衛教講座。 

1. 110 年每週一、二、四專車接送白河及雲

林榮家住民至嘉義分院協助榮民看診與

拿藥服務。 

2. 安排中醫、牙科及耳鼻喉科醫師定期前往

榮家協助看診。 

3. 110 年規劃白河榮家 2 場健康講座，雲林

榮家 8 場，由本院醫師、心理師與營養師

前往辦理。 

七、訪特需照顧榮民（眷），

協助緊急送醫服務。 

1. 本院 110 年度與嘉義榮服處簽訂「服務照

顧支援協定書」，協助訪視嘉義榮服處獨居

榮民(眷)共計 3 員，110 年共訪視(含電話)

本院週邊榮民共計 19 人次。另每日親訪住

院榮民，表達關心慰問之意，並贈送主委

問卡，110 年訪視住院榮民共計 688 人次。 

2. 本院 110 年度高診次輔導名冊嘉義有 96

位。 

輔導訪視執行方式： 

(1) 家醫科護理師逐一電訪衛教。 

(2) 配合嘉義雲林榮服處安排家醫科醫

師協同訪視。 

(3) 家醫科護理師協同榮服處各服務幹

部居家訪視。 

(4) 請榮服處協助提供無法聯繫個案之

更新聯絡資料。 

(5) 訪視未遇、無法聯繫或電話未接者依

戶籍或通訊地址寄送關懷信件。並於

110 年 2 月至 11 月期間訪視關懷完

畢。 

五 

 

開放政

府透明

治理，

優化機

關管理

一、充實更新網頁(包含無

障礙)提供最新且完整的服

務資訊。 

本院網站有提供最新消息之頁面由各單位提

供最新資訊於本院網站首頁包含各科新聞本

院最新徵才訊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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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作法 執行成效 

創新 二、網站內設置「民眾意見

反應」，提供意見表達管

道，提升服務成效。 

本院網站設有民眾意見反應信箱<< 

http://www.vhcy.gov.tw/PageView/ContentView?

WebMenuID=b47db40d-f781-46c7-980b-892e68

0eaf9b >>由本院社工室專責回應民眾提出之

意見。 

三、對反映意見均以電話或

書函回覆當事人，以達成親

近性，並藉以檢討內部缺

失，提升服務品質。 

針對民眾反映意見，社工室由專人依業務單位

提出之說明及改善措施，110 年經統計處理顧

客案件共計 128 件，均以電話或書函婉覆當事

人，期能立即消弭民怨為原則，建立意見紓解

溝通機制。 

四、手機 APP 預約真放

心，為便利民眾看診結合總

院 APP 軟體透過手機下載

可查預約掛號、看診進度、

行動掛號、預約通知、交通

指引、醫院資訊等服務。 

https://tre.vhcy.gov.tw/register/新增加行動掛號

APP 服務，讓民 眾 可 以 從 網 頁 直 接 

掃 描 QRCODE ， 連 結 下 載 安 裝 行 動 

掛 號 APP。 

五、網路申辦最便利，本院

提供網站線上申辦服務專

區提供民眾常見申辦事項

如出院病歷摘要、急診病歷

摘要、各項檢驗報告單、門

診紀錄（處方箋）、醫療明

細收據（副本）、一般診斷

書（副本）、死亡證明書（副

本）、醫療影像光碟等，並

設有委託書申請表單，可由

家屬代理申請。 

新增「線上服務專區」

https://www.vhcy.gov.tw/Module/ApplyForm/08

059491-24e2-4531-9199-196ded8a0c12?WebMe

nuID=6e4e9a69-842b-4c70-b370-db187586d52a

讓民眾立即點選連線至線上申辦服務專區項

目減少民眾往返及等候報告時間。 

六 

 

掌握社

經發展

趨勢，

專案規

劃前瞻

服務 

一、配合政府在地老化政

策，賡續推動『社區健康關

懷站』服務。 

110年共計辦理嘉義市與嘉義縣共計 40處社區

關懷站，提供血壓血糖與衛教諮詢服務，協助

民眾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二、中低收入或獨居長者關

懷訪視，關心其身體健康及

生活需求。 

110 年居家訪視獨居長者 20 位，電話關懷訪視

240 人次。 

110 年中低收入獨居長者 6 位，提供送餐服務

共計 1584 人次。 

三、結合政府資源，辦理整

合性社區健康篩檢服務。 

連續第 12 年與嘉義市政府合作辦理嘉義市民

整合性健康篩檢，110 年嘉義市民整合性健康

篩檢共計服務 2,415 人。 

http://www.vhcy.gov.tw/PageView/ContentView?WebMenuID=b47db40d-f781-46c7-980b-892e680eaf9b
http://www.vhcy.gov.tw/PageView/ContentView?WebMenuID=b47db40d-f781-46c7-980b-892e680eaf9b
http://www.vhcy.gov.tw/PageView/ContentView?WebMenuID=b47db40d-f781-46c7-980b-892e680eaf9b
https://tre.vhcy.gov.tw/register/新增加行動掛號APP
https://tre.vhcy.gov.tw/register/新增加行動掛號APP
https://www.vhcy.gov.tw/Module/ApplyForm/08059491-24e2-4531-9199-196ded8a0c12?WebMenuID=6e4e9a69-842b-4c70-b370-db187586d52a讓民眾立即點選連線至線上申辦服務專區項目減少民眾往返及等候報告時間
https://www.vhcy.gov.tw/Module/ApplyForm/08059491-24e2-4531-9199-196ded8a0c12?WebMenuID=6e4e9a69-842b-4c70-b370-db187586d52a讓民眾立即點選連線至線上申辦服務專區項目減少民眾往返及等候報告時間
https://www.vhcy.gov.tw/Module/ApplyForm/08059491-24e2-4531-9199-196ded8a0c12?WebMenuID=6e4e9a69-842b-4c70-b370-db187586d52a讓民眾立即點選連線至線上申辦服務專區項目減少民眾往返及等候報告時間
https://www.vhcy.gov.tw/Module/ApplyForm/08059491-24e2-4531-9199-196ded8a0c12?WebMenuID=6e4e9a69-842b-4c70-b370-db187586d52a讓民眾立即點選連線至線上申辦服務專區項目減少民眾往返及等候報告時間
https://www.vhcy.gov.tw/Module/ApplyForm/08059491-24e2-4531-9199-196ded8a0c12?WebMenuID=6e4e9a69-842b-4c70-b370-db187586d52a讓民眾立即點選連線至線上申辦服務專區項目減少民眾往返及等候報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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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合法務部矯正署嘉義

監獄、嘉義看守所提供矯正

機關提供保險醫療服務。 

1. 109 年以『矯治心醫療情~建構全方位矯正

機關醫療照護網絡』通過 SNQ 國家品質

認證標章，110 年續審通過。 

2. 本院為矯正機關收容人的健康守護，提供

收容人之醫療需求、衛教宣導、疾病預

防、技能指導及兼顧矯治管理之全方位醫

療服務，且建構矯正機構的醫療設施與執

行環境，使其能得到適切又及時的治療，

降低就醫障礙，減少矯正機構戒護就醫需

求及管理人力調配困擾，讓服務有形性、

服務可靠性、服務反應性、服務保證性及

服務關懷性，提升矯正醫療處遇成效及收

容人身心健康，有效提升監所醫療品質，

讓收容人得到更完善的醫療照護及保障

醫療人權。 

3. 嘉義監獄門診醫療服務帄均 101.4 診次/

月；嘉義看守所門診醫療服務帄均 45.3 診

次/月，門診科別因應矯正機關需求適時增

減; 另嘉義監獄戒護外醫醫療服務共門診

4.5 人次/月、急診 1.4 人次/月、住院 14

人次/年；嘉義看守所戒護外醫醫療服務門

診共 3.8 人次/月、急診 1.3 人次/月、住院

6.2 人次/月。 

4. 110 年嘉義監獄執行矯正機關潛伏結核

感染篩檢與治療計畫共 109 收容人接受診

療，98 人完成治療療程。矯正機關 C 型

肝炎篩檢與治療計畫，嘉義看守所篩檢

HCV RNA 檢驗抗體陽性需治療者計 23

人；嘉義監獄篩檢 HCV RNA 檢驗抗體陽

性需治療者者計 129 人。109～110 年度

於嘉義監獄執行矯正機關整合性藥癮治

療服務暨品質提升計畫，建立起嘉義地區

成癮治療網絡，運用醫療能量協助藥酒癮

受刑人執行「實踐以藥癮醫療及賦歸社會

為主，戒護為輔之戒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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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實施要

項 
具體作法 執行成效 

 開設愛滋病門診，持續提供特化殊疾病

愛滋病治療。 因應 Covid-19 疫情協助

矯正機關工作人員及收容人於 12/16 前已

完成 Covid-19 疫苗第二劑施打。 

5. 每年協助矯正機關收容人定期胸部 X 光

檢查、四癌篩檢，機關內建置醫機關內建

置醫療儀器設備直接就近檢查，以早期預

防及控制或治療，降低疾病發生或惡化，

定期提供健康促進服務，提升身心健康，

降低就診頻率。 

6. 提供戒護外醫時免費停車及急、門診就醫

後之綠色通道(如看診、住院或返回監

所)，避免戒護人力在急診等候過久及減少

收容人接受外界異樣眼光心理不良感受。 

五、配合政府推動社區多元

發展政策，充份運用安養、

醫療資源，擴大社區民眾參

與，使機構資源共享。 

承接政府相關計畫，如健康促進計畫、長照 2.0

計畫，以充份運用安養、醫療資源，擴大社區

民眾參與，使機構資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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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實施要

項 
具體作法 執行成效 

六、配合衛福部推動各項政

策(PAC)計畫、長照 2.0 計

畫等。 

一、配合健保署推動(急性後期照護，PAC)計

畫，本院承作疾病別：腦中風、創傷性神經損

傷、脆弱性骨折、衰弱高齡(以上為住院模式)、

心臟衰竭(門診模式)。110 年因應疫情三級警

戒，5/24 至 8/9 暫停 PAC 住院模式收案。於 110

年 8 月 10 日起先開放四床 PAC 病床進行收

案。110 年 PAC「住院模式」服務總人次 53

人次，年帄均占床率為 76 %。 

PAC 心臟衰竭「門診模式」，110 年新收案 14

位，今年總服務 29 人次。(服務人次包括前一

年收案之個案，持續於今年管案追蹤滿六個月

有 15 位)。 

 

二、日間照護中心提供日間照顧服務讓長輩可

以白天至日照活動，夜間在家居住，達到在地

老化目的。嘉義分院 107 年 3 月設立許可，開

設 20 床，統計 109 年收案率 98.75%；灣橋分

院 107 年 6 月設立許可，開設 16 床，109 年收

案率 87.5%。 

 

三、嘉義分院於 108 年 5 月成立嘉義市社區整

體照顧服務 A 單位。由 A 單位長照個管師進

行家訪，評估個案需要的服務，擬定照護計

畫，照會照顧及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

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喘息服務等多

項服務。110 年整年新收案 300 人，結案 286

人，目前管案人數 427 人。 

 

四、提供長照 ABC 服務：嘉義分院有

1A5B4C，包含：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居家

服務、機構喘息、醫事 C 等服務。灣橋分院有

1A5B2C，包含：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居家

服務、居家喘息、日照、醫事 C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