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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榮總嘉義分院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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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門診區廁所增設標示，方便民

眾辨識。 

二、落實停車空間規劃及管

理，增加民眾就醫時便利性。 

1. 109 年下半年於世賢路大門加裝出車

警示燈，並請市府水利工程科針對道

路 AC 過高致洩水波度不足積水，進

行改善後保障顧客行車安全。 

2. 109 年下半年委請市府交通處針對世

賢路大門，及主要幹道危險轉角，延

長紅線及違停車輛取締，同時加裝交

通反視鏡，提升行車便利及安全性。 

3. 另透過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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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0 月完成嘉義 8 號電梯汰舊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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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5 月及 11 月完成消防檢修申

報作業。 

3. 在 108 年 12 月建置嘉義及灣橋之消防

授信總機火警自動撥號系統，一有火

警即自動撥號至當地消防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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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實施要

項 
具體作法 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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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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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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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測試總機人員 77

人次，測試成績 85.9 分，較 108 年衰

退 7.22%；109 年測試業務單位 77 人

次，測試成績帄均 91.6 分，較 108 年

增長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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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實施要

項 
具體作法 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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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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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會醫療機

構永續發展中高階主管研習班實施計畫，

提升中高階主人員知能與專業水準。 

109 年中高階人員在職進修訓練課程如表

列： 

院本部 

李世強院長 

109 年度醫療機構永續

發展中高階主管研習班 

院本部 

黃敏偉副院長 

院本部 

趙德馨副院長 

醫務企管室 

曾文義主任 

護理部 

徐惠禎主任 

社會工作室 

陳麗圓主任 

藥劑科 

湯念湖主任 

秘書室 

劉孝明主任 

護理部 

張蘭英副主任 

醫務企管室 

楊麗英技師 
中階人員研習班 

秘書室 

劉孝明主任 
資訊管理研習班 

社會工作室 

陳麗圓主任 
計畫管理研習班 

政風室 

施世珍主任 
政策行銷研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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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實施要

項 
具體作法 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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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共召開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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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共計有 28 個醫療科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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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嘉義新增 2 份程序書；1 份作業

指導書；灣橋新增 7 份程序書；55 份

作業指導書。 

2. 嘉義暨灣橋共計 312 二階程序書份；

三階作業指導書 237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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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 嘉義護理之家暨行政單位 ISO 9001：

2015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108 年通過換證驗證，預計 110 年 1

月第三次定期稽核。 

2. 灣橋護理之家暨行政單位 ISO 9001：

2015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109 年 2 月通過換證驗證，預計 110

年 1 月第二次定期稽核。 

3. 嘉義暨灣橋檢驗科 ISO 15189 醫學實

驗室標準認證。 

嘉義:證書到 110 年 5 月到期，預計 110

年 2 月展延認證 

灣橋:109 年 4 月通過展延認證 

4. 嘉義資訊室 ISO 2007 資訊安全標準認

證。 

嘉義：107 年 9 月通過換證驗證，預計

110 年 9 月換證。 

灣橋：預計 110 年納入 ISO 驗證。 

5. 嘉義暨灣橋營養室 HACCP 認證。 

嘉義:108 年 11 月通過展延，預計 111

年換證。 

6. 灣橋: 108 年 11 月通過展延，預計 111

年換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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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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服務民眾共計12,251人。 

2. 設立關懷小站：109 年於嘉義縣、市榮

民集居處設立健康關懷小站 36 處、辦

理健康講座、醫療衛教，每月辦理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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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共辦理 93 場次，

照顧雲嘉地區榮民 (眷 )，總計服務

6,018 人次。 

4. 109 年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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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合計服務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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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合計服務

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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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共計有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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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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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服務民眾

共計 1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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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本院政風室受理民眾

陳情請願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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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提供新聞稿件與各媒體

共計 43 則，新聞媒體已報導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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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衛生福利部模式並依循總院做

法，109 年外部顧客「滿意度調查」更

名為「就醫經驗調查」。 

2. 因應秘書室 108 年「創意提案-急診室:

「增設滿意度 QR code」填寫，109 年

樣本數收集以(紙本、網站、手機 QR 

cord、帄板)4 種形式試行。 

3. 囿於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原規劃每年

辦理 2 次(4、9 月)門診、住院、急診

病人就醫經驗問卷調查，經層峰裁示

「同意暫緩實施 4 月問卷調查」。又在

疫情趨緩下，6 月方進行第 1 次就醫經

驗調查。(導致第 2 次調查資料尚待陸

續收案建檔分析中)。 

4. 第 1 次就醫經驗調查，2 分院帄均分數

門診 82.3 分、急診 86.4 分、住院 79.2

分，住院帄均分數相對較低，尚有努

力空間。 

5. 針對問卷回收之病人開放式意見及問

卷成績最低 5 個題項進行檢討及改善

措施，並於會議追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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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實施要

項 
具體作法 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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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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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17~110.11.16

止。 

2.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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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意與非常滿意者為 76.4％、普通者

為 22.8％、不滿意與非常不滿意者為

0.7％。（2）本次與 108 年上半年比較，

住院病患伙食滿意度上升 0.7％。 

3. 109 年上半年員工及訪客餐廳滿意度

為 99.0％。 

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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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份，

滿意與非常滿意者為 76.2％、普通者

為 21.3％、不滿意與非常不滿意者為

2.9％。（2）本次與 108 年下半年比較，

住院病患伙食滿意度上升 0.1％。 

5. 109 年下半年員工及訪客餐廳滿意度

為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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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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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經處理客訴抱怨案件共計 111 件，均依

規定妥處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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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實施要

項 
具體作法 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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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ing

news?WebMenuID=c47a00fc-ee22-4871-b6e

c-5dc557ec27b3>>及衛生醫療相關的網站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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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View?WebMenuID=74fc38d0-f9da-49e6-9

46d-113becb5f6f6 >>滿足民眾對衛生醫療

的相關資訊知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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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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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實施要

項 
具體作法 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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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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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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實施要

項 
具體作法 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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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與 44 家簽訂醫療合作契約(嘉義分

院 41 家、灣橋分院 36 家)、11 家簽訂醫事

機構支援照護機構醫療業務 E2 合約(嘉義

分院 5 家、灣橋分院 6 家)、11 家簽訂大量

傷病患緊急應變服務合約書(嘉義 6 家、灣

橋 5 家)、3 家簽訂居家護理所轉介合約(嘉

義 2 家、灣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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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於社區共計辦理攸關健康促

進、醫藥保健、生活問安等活動共計

823 場次，服務 34,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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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辦理學校及公司行號講座與健

康促進活動共計 74 場，服務 1,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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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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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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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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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場次，合計 6

場次，以答覆榮民(眷)所提相關醫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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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實施要

項 
具體作法 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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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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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規劃白河榮家 6 場健康講座，雲

林榮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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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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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員，109 年共訪

視(含電話)本院週邊榮民共計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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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訪視

住院榮民共計 543 人。 

2. 本院 108年度高診次(超過 90次)輔導名

冊嘉義有 103 位、灣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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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2 月 12 日至 7 月

3 日期間訪視關懷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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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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實施要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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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Vi

ew?WebMenuID=b47db40d-f781-46c7-980b

-892e680eaf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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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經統計

處理客訴抱怨案件共計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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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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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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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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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共計辦理嘉義市與嘉義縣共計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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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居家訪視獨居長者 20 位並提供中低

收入獨居長者 7 位送餐服務。 

三、結合政府資源，辦理整合

性社區健康篩檢服務。 

連續第 11年與嘉義市政府合作辦理嘉義市

民整合性健康篩檢，109 年嘉義市民整合性

健康篩檢共計服務 3,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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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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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實施要

項 
具體作法 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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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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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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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嘉義監獄門診醫療服務帄均 122.25 診

次/月；嘉義看守所門診醫療服務帄均 48.75

診次/月，門診科別因應矯正機關需求適時

增減;另嘉義監獄特殊疾病愛滋病治療帄均

61.9 人次/月，接受 B、C 型肝炎口服新藥

療程治療共 364 人次;嘉義看守所愛滋病治

療 28.1 人次/月，接受 B、C 型肝炎口服新

藥療程治療共 86 人次。 

四、嘉義監獄戒護外醫醫療服務共門診 3

人次、急診 20.75 人次/月、住院 18.08 人次

/年；嘉義看守所戒護外醫醫療服務門診共

35 人次、急診 13 人次/月、住院 7.08 人次/

月。 

五、每年協助矯正機關收容人定期胸部 X

光、四癌篩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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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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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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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要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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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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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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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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開設 12 床 PAC 床位，

109 年 3 月 25 日因應疫情之需，本院配合

國家政策指示部屬，規劃 PAC 所屬病房暫

時變更隔離病房，故暫停收案，於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0 年 3 月 31 日開放四床做為

PAC 病床。109 年急性後期照護服務人次

67 人次/年，急性後期照護床位之占床率為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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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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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等專業團隊服務。 

 

四、積極參與衛生福利部社會家庭署推動

長照計畫，目前嘉義市成立 1 處及嘉義縣

成立 4 處，共計 5 處長照 C 據點，規劃在

地化長期照護，共餐服務、社會參與及預

防及延緩失能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