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台幣元

是，

說明

原因

否 是 否，

說明

原因

指標內容 未訂指標

 (請說明)

1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本署補助腸病

毒責任醫院辦理醫

護人員訓練經費

22,967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院內及

周邊醫療院所醫

療人員教育訓練

v v 辦理2場次教育訓練課程，總參訓人數至少40人，院內

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員參訓比率達100%，學員腸病毒

知識提升比率達5%。

1.辦理3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達198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醫事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

升比率32.4%。

2.有效提升腸病毒責任醫院及周邊醫療網絡對於腸病毒

重症的警覺與應變能力，並確保轉診效率及醫療品質。

2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本署補助腸病

毒責任醫院辦理醫

護人員訓練經費

19,699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院內及

周邊醫療院所醫

療人員教育訓練

v v 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至少80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

比率達5%、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達10%以

上、院內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率達50%、院內重點

科別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達5%。

1.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達93人，院內重點

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

17%、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10%、院內重點

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率67.4%、院內重點科別學員腸病毒

知識提升比率17%。

2.有效提升腸病毒責任醫院及周邊醫療網絡對於腸病毒

重症的警覺與應變能力，並確保轉診效率及醫療品質。

3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本署補助腸病

毒責任醫院辦理醫

護人員訓練經費

27,816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院內及

周邊醫療院所醫

療人員教育訓練

v v 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至少50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

比率達5%、院內重點科別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達

5%。

1.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達97人，院內重點

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

43.84%、院內重點科別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

43.84%。

2.有效提升腸病毒責任醫院及周邊醫療網絡對於腸病毒

重症的警覺與應變能力，並確保轉診效率及醫療品質。

4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本署補助腸病

毒責任醫院辦理醫

護人員訓練經費

18,39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院內及

周邊醫療院所醫

療人員教育訓練

v v 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至少100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

比率達5%、院內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率達50%、院

內重點科別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達5%。

1.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達145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

率16.2%、院內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率87%、院內重

點科別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16.2%。

2.有效提升腸病毒責任醫院及周邊醫療網絡對於腸病毒

重症的警覺與應變能力，並確保轉診效率及醫療品質。

序號 補助項目/

類別

補助計畫

名稱

衛生福利部所屬機關109年度辦理衛生與社會福利業務補(捐)助民間團體及個人經費運用效益評估表

訂定績效衡量指標捐助金額 補助事項 成果及效益達成情形重複或超出所

需經費

按季公布於機

關網站

機關名稱：疾病管制署

第 1 頁，共 25 頁



是，

說明

原因

否 是 否，

說明

原因

指標內容 未訂指標

 (請說明)

序號 補助項目/

類別

補助計畫

名稱

訂定績效衡量指標捐助金額 補助事項 成果及效益達成情形重複或超出所

需經費

按季公布於機

關網站

5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本署補助腸病

毒責任醫院辦理醫

護人員訓練經費

31,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院內及

周邊醫療院所醫

療人員教育訓練

v v 辦理2場次教育訓練課程，總參訓人數至少50人，院內

重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

升比率達5%、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達10%
以上、院內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率達50%、院內重

點科別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達5%。

1.辦理2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達100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

率9%、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21%以上、院內

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率73.2%、院內重點科別學員腸

病毒知識提升比率5.7%。

2.有效提升腸病毒責任醫院及周邊醫療網絡對於腸病毒

重症的警覺與應變能力，並確保轉診效率及醫療品質。

6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本署補助腸病

毒責任醫院辦理醫

護人員訓練經費

15,83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院內及

周邊醫療院所醫

療人員教育訓練

v v 辦理2場次教育訓練課程，總參訓人數至少80人，院內

重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

升比率達5%。

1.辦理2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達113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各場次學員腸病毒知識

提升比率為6.63及6.69%。

2.有效提升腸病毒責任醫院及周邊醫療網絡對於腸病毒

重症的警覺與應變能力，並確保轉診效率及醫療品質。

7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本署補助腸病

毒責任醫院辦理醫

護人員訓練經費

29,506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院內及

周邊醫療院所醫

療人員教育訓練

v v 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至少50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

比率達5%、院內重點科別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達

5%。

1.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達100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

率37.3%、院內重點科別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

37.8%。

2.有效提升腸病毒責任醫院及周邊醫療網絡對於腸病毒

重症的警覺與應變能力，並確保轉診效率及醫療品質。

8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本署補助腸病

毒責任醫院辦理醫

護人員訓練經費

29,513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院內及

周邊醫療院所醫

療人員教育訓練

v v 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至少50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

比率達5%、院內重點科別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達

5%。

1.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達119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

率53.46%、院內重點科別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

15.79%。

2.有效提升腸病毒責任醫院及周邊醫療網絡對於腸病毒

重症的警覺與應變能力，並確保轉診效率及醫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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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網站

9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本署補助腸病

毒責任醫院辦理醫

護人員訓練經費

27,856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院內及

周邊醫療院所醫

療人員教育訓練

v v 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至少60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

比率達5%、院內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率達50%、院

內重點科別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達5%。

1.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達233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

率17.3%、院內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率67.1% 、院內

重點科別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15.2%。

2.有效提升腸病毒責任醫院及周邊醫療網絡對於腸病毒

重症的警覺與應變能力，並確保轉診效率及醫療品質。

10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本署補助腸病

毒責任醫院辦理醫

護人員訓練經費

12,18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院內及

周邊醫療院所醫

療人員教育訓練

v v 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至少60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院內重點科別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50%、院內重點科別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

比率達5%。

1.辦理3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達619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院內重點科別醫事人員

參訓比率100%、院內重點科別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

20%。

2.有效提升腸病毒責任醫院及周邊醫療網絡對於腸病毒

重症的警覺與應變能力，並確保轉診效率及醫療品質。

11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本署補助腸病

毒責任醫院辦理醫

護人員訓練經費

10,636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院內及

周邊醫療院所醫

療人員教育訓練

v v 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至少100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

比率達5%。

1.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達469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

率17%。

2.有效提升腸病毒責任醫院及周邊醫療網絡對於腸病毒

重症的警覺與應變能力，並確保轉診效率及醫療品質。

12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本署補助腸病

毒責任醫院辦理醫

護人員訓練經費

15,4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院內及

周邊醫療院所醫

療人員教育訓練

v v 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至少50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

1.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達63人，院內重點

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

2.有效提升腸病毒責任醫院及周邊醫療網絡對於腸病毒

重症的警覺與應變能力，並確保轉診效率及醫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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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網站

13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本署補助腸病

毒責任醫院辦理醫

護人員訓練經費

22,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院內及

周邊醫療院所醫

療人員教育訓練

v v 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至少80人，學員腸

病毒知識提升比率達5%、院內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員

參訓比率達100%、院內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率達

50%。

1.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達132人，學員腸

病毒知識提升比率28.6%、院內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100%、院內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率88.42%。

2.有效提升腸病毒責任醫院及周邊醫療網絡對於腸病毒

重症的警覺與應變能力，並確保轉診效率及醫療品質。

14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本署補助腸病

毒責任醫院辦理醫

護人員訓練經費

11,625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院內及

周邊醫療院所醫

療人員教育訓練

v v 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至少50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

1.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達50人，院內重點

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

2.有效提升腸病毒責任醫院及周邊醫療網絡對於腸病毒

重症的警覺與應變能力，並確保轉診效率及醫療品質。

15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本署補助腸病

毒責任醫院辦理醫

護人員訓練經費

30,37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院內及

周邊醫療院所醫

療人員教育訓練

v v 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至少65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

比率達5%、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達10%以

上、院內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率達50%、院內重點

科別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達5%。

1.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達115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

率31%、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26%、院內重

點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率81%、院內重點科別學員腸病毒

知識提升比率20%。

2.有效提升腸病毒責任醫院及周邊醫療網絡對於腸病毒

重症的警覺與應變能力，並確保轉診效率及醫療品質。

16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本署補助腸病

毒責任醫院辦理醫

護人員訓練經費

19,345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院內及

周邊醫療院所醫

療人員教育訓練

v v 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至少50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

參訓人數比率達10%以上、院內重點科別學員腸病毒知

識提升比率達5%。

1.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達79人，院內重點

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

人數比率10%、院內重點科別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

5%。

2.有效提升腸病毒責任醫院及周邊醫療網絡對於腸病毒

重症的警覺與應變能力，並確保轉診效率及醫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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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本署補助腸病

毒責任醫院辦理醫

護人員訓練經費

26,701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院內及

周邊醫療院所醫

療人員教育訓練

v v 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至少50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

參訓人數比率達10%以上。

1.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達157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為34.4% 、周邊及本院醫療人

員參訓人數比率51%。

2.109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基於防疫需求，各醫學中

心為避免醫護人員因參與集中實體課程提高感染風險，

影響醫療照護量能，以致影響出席情況或辦理成效。

3.有效提升腸病毒責任醫院及周邊醫療網絡對於腸病毒

重症的警覺與應變能力，並確保轉診效率及醫療品質。

18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本署補助腸病

毒責任醫院辦理醫

護人員訓練經費

17,999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院內及

周邊醫療院所醫

療人員教育訓練

v v 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至少65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

比率達5%。

1.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達89人，院內重點

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

35%。

2.有效提升腸病毒責任醫院及周邊醫療網絡對於腸病毒

重症的警覺與應變能力，並確保轉診效率及醫療品質。

19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本署補助腸病

毒責任醫院辦理醫

護人員訓練經費

31,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院內及

周邊醫療院所醫

療人員教育訓練

v v 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至少100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

比率達5%、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達10%以

上、院內重點科別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達5%。

1.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達124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

率30%、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24%、院內重

點科別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50%。

2.有效提升腸病毒責任醫院及周邊醫療網絡對於腸病毒

重症的警覺與應變能力，並確保轉診效率及醫療品質。

20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本署補助腸病

毒責任醫院辦理醫

護人員訓練經費

29,4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院內及

周邊醫療院所醫

療人員教育訓練

v v 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至少100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

比率達5%、院內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率達50%、院

內重點科別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達5%。

1.辦理3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達231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

率58%、院內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率92%、院內重點

科別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58%、洗手正確率提升6%。

2.有效提升腸病毒責任醫院及周邊醫療網絡對於腸病毒

重症的警覺與應變能力，並確保轉診效率及醫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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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本署補助腸病

毒責任醫院辦理醫

護人員訓練經費

32,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院內及

周邊醫療院所醫

療人員教育訓練

v v 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至少100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

比率達5%、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達10%以

上、院內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率達50%、院內重點

科別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達5%、洗手正確率提升

5%。

1.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達210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

率5%、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10%、院內重點

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率50%、院內重點科別學員腸病毒知

識提升比率5%、洗手正確率提升5%。

2.有效提升腸病毒責任醫院及周邊醫療網絡對於腸病毒

重症的警覺與應變能力，並確保轉診效率及醫療品質。

22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本署補助腸病

毒責任醫院辦理醫

護人員訓練經費

28,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院內及

周邊醫療院所醫

療人員教育訓練

v v 辦理2場次教育訓練課程，總參訓人數至少200人，院內

重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

升比率達5%、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達10%
以上、院內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率達50%、院內重

點科別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達5%。

1.辦理2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達313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

率5%、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10%、院內重點

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率50%、院內重點科別學員腸病毒知

識提升比率5%。

2.有效提升腸病毒責任醫院及周邊醫療網絡對於腸病毒

重症的警覺與應變能力，並確保轉診效率及醫療品質。

23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本署補助腸病

毒責任醫院辦理醫

護人員訓練經費

30,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院內及

周邊醫療院所醫

療人員教育訓練

v v 辦理2場次教育訓練課程，總參訓人數至少160人，院內

重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

升比率達10%

1.辦理2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達112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

率10%。

2.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基於防疫需求，各醫學中心為

避免醫護人員因參與集中實體課程提高感染風險，影響

醫療照護量能，以致影響出席情況。

3.有效提升腸病毒責任醫院及周邊醫療網絡對於腸病毒

重症的警覺與應變能力，並確保轉診效率及醫療品質。

24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本署補助腸病

毒責任醫院辦理醫

護人員訓練經費

18,36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院內及

周邊醫療院所醫

療人員教育訓練

v v 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達50人，院內重點

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

率達5%

1.辦理1場次教育訓練課程，參訓人數達108人，院內重

點科別新進人員參訓比率100%。

2.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基於防疫需求，為避免頻繁接

觸，取消紙本前後測，故無法計算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

比率。

3.有效提升腸病毒責任醫院及周邊醫療網絡對於腸病毒

重症的警覺與應變能力，並確保轉診效率及醫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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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結核病防治

教育訓練補助計

畫」-醫師結核病防

治教育訓練計畫

800,559 109年醫師結核

病防治教育訓練

計畫

v v 分北、中、南、東四區辦理，每區須辦理2場次以上，

課程時數至少2小時/場次，共計至少12場次，每場次訓

練需達(含)30人以上。

1.於北、中、南、東四區辦理醫師結核病防治教育訓練

，總共12場次，課程時數2至3小時/場次，每場次訓練30

人以上，參訓人數共計739人。

2.邀請各地區2至3所醫院之結核病診療醫師約30位參與

研討，另由2至3位結核病診療的專家負責教學，促進醫

師強化結核病診治基礎，並提升治療品質。

26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結核病防治教

育訓練補助計畫-結

核病個案管理師教

育訓練及認證

1,547,915 109年結核病個

案管理師教育訓

練及認證計畫

v v 1.初訓分北、中、南及東區辦理，每區至少各辦理1場

次，複訓分中、東區辦理，每區至少各辦理1場次，共

計至少6場次，合計至少350位學員。

2.辦理結核病個案管理師認證考試，分筆試、口試兩階

段舉辦，並視報名人數決定辦理場次。

1.於北、中、南、東4區辦理初訓各1場次，初訓為期1天

，複訓為期2天，複訓於中、東區辦理各1場次，共計6場

次；初訓499人參訓，複訓82人參訓，合計581位學員參

訓。

2.辦理結核病個案管理師認證考試，於南、北2區各辦理

1場筆試及口試，通過認證考試之結核病個案管理師計16

人，並發給結核病個案管理師認證證書。

27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度補(捐)助民

間團體辦理急性病

毒性肝炎防治衛生

教育

100,000 補助民間團體辦

理急性病毒性肝

炎防治衛生教育

v v 1.辦理病毒性肝炎防治衛生教育4場次，其中至少1場次

為線上。

2.發放演講DM至少2,000張。

3.發放肝炎小手冊及單張至少2,000份。

1.辦理病毒性肝炎防治衛生教育計9場次，實體7場次、

線上2場次，實體場計341人參與、線上場計268人參與，

總計609人參與。

3.發放演講DM共2,000張。

4.發放肝炎小手冊等衛教單張共2,600份。

28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度補(捐)助民

間團體辦理急性病

毒性肝炎防治衛生

教育

100,000 補助民間團體辦

理急性病毒性肝

炎防治衛生教育

v v 1.參加病毒性肝炎防治衛生教育總人數至少400人次。

2.辦理病毒性肝炎防治衛生教育負責醫療單位至少4家。

3.透過電子與平面媒體露出及舉辦肝炎防治衛教活動等

宣傳管道4則。

4.發放衛教單至少3,000張。

1.參加病毒性肝炎防治衛生教育總人數共479人。

2.辦理病毒性肝炎防治衛生教育負責醫療單位7家，共計

辦理13場次。

3.透過電子與平面媒體露出及舉辦肝炎防治衛教活動等

宣傳管道4則。

4.發放衛教單張計27,490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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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09年度補(捐)助民

間團體辦理急性病

毒性肝炎防治衛生

教育

100,000 補助民間團體辦

理急性病毒性肝

炎防治衛生教育

v v 1.完成教育訓練之透析患者人數至少150人。

2.辦理教育訓練場次共計3場。

3.透過網頁或平面媒體露出及舉辦肝炎防治衛生教育講

座之訊息至少5則。

4.發放活動相關衛教單張 至少150張。

5.回收意見調查表數量達出席人數80%。

1.完成教育訓練之總人數共計172人。

2.辦理教育訓練場次共計3場。

3.透過網頁或平面媒體露出及舉辦肝炎防治衛生教育講

座之訊息共7則。

4.發放活動相關衛教單張172份。

5.回收意見調查表，有效份數152份，數量達出席人數

89%。

30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醫療院所透析單位

急性病毒性B、C型

肝炎防治教育訓練

198,180 補助臺灣腎臟護

理學會辦理醫療

院所透析單位急

性病毒性B、C型

肝炎防治教育訓

練

v v 1.完成教育訓練之護理/感染管制人員至少400人次。

2.辦理教育訓練場次數至少4場。

1.參與人次達1,942人。

2.於北、中、南、東區共辦理4場次。

31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登革熱、屈公病與

蜱媒傳染病之醫事

人員教育訓練

98,800 補助中華民國醫

師公會全國聯合

會辦理「登革

熱、屈公病與蜱

媒傳染病之醫事

人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傳染病防治講習場次數至少1場。

2.完成傳染病防治講習之專科醫師人數總計至少300人

次參訓。

1.於109年7月25日假臺大醫院辦理「登革熱、屈公病與

蜱媒傳染病之醫事人員教育訓練」1場次，並於全國設有

22個視訊會場同步視訊連線，課程包含「登革熱及屈公

病臨床診斷與處置」及「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症之防

治及臨床處置」。

2.教育訓練參訓人員共425人。

3.提升醫師對於登革熱及屈公病之臨床診斷及治療能力

，期能早期診斷並加強對疑似病例之通報，儘早提供病

患適當臨床處置；同時增進醫師對新興蜱媒傳染病發熱

伴血小板減少綜合症之臨床專業知能，以及對相關防治

作為的瞭解。

32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成人重要傳染病

防治」醫護人員教

育訓練

250,000 補助社團法人台

灣內科醫學會辦

理「成人重要傳

染病防治」醫護

人員教育訓練

v v 1.應於北、中、南、東四區，各辦理至少一場次醫護人

員之教育訓練。

2.參訓醫事人員總人數至少500位。

1.4至5月於北、中、南、東四區各辦理1場次「成人重要

傳染病防治」醫護人員教育訓練，計辦理4場次。

2.教育訓練參訓人員共534人。

3.強化急診、家醫、感染、耳鼻喉、皮膚、內科等科別

之醫護人員、防疫人員對成人重要傳染病診斷、通報及

治療等方面相關專業知能，提升醫護人員專業能力，累

積防疫量能，以確保疾病防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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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治療計畫 109年度補助醫院辦

理漢生病個案確診

及治療計畫

21,302 109年度補助醫

院辦理漢生病個

案確診及治療計

畫

v v 1.辦理漢生病個案確診作業及提供患者包括：必要時應

召開病例討論會、每週一次漢生病門診時段及與指定醫

院領取漢生病治療用藥等診療服務。

2.派員參加有關漢生病相關訓練。

1.每週提供7個皮膚科門診時段供漢生病患者就診，109

年診療及完治病人後續追蹤計13名，期間召開2次病例討

論會議及於2次皮膚科醫學會月會演講。

2.辦理漢生病教育訓練，並進行院內漢生病數位病理系

統建置，做為漢生病診斷教育訓練之輔助平台。

34 預防接種 辦理2020年疫苗專

家論壇(MaterClass

in Vaccinology

2020)

500,000 補助社團法人台

灣兒童感染症醫

學會辦理2020年

疫苗專家論壇

v v 1.應辦理16場次，總與會人員應達300人。

2.外國講師人數：需達講師人數比例10%以上。

3.外國與會者：需達總人數之5%。

1.實際辦理22場次，總計658人參與。

2.國內外講師共54位，其中外國講師為22位，比例達

40%。

2.外國與會者共121名，佔總人數18%。

35 愛滋防治 109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150,000 109年藥事人員

愛滋病防治教育

訓練暨創意宣導

計畫

v v 辦理藥事人員愛滋病防治教育訓練4場次，至少150人次

參與。

辦理藥事人員愛滋病防治教育訓練計4場次，共151人次

參與。

36 愛滋防治 109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100,000 2020健康照護社

會工作人員愛滋

照護核心能力培

訓與宣導計畫

v v 辦理4場愛滋防治教育訓練。 辦理4場愛滋防治教育訓練，共243人次參與。

37 愛滋防治 109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40,000 2020愛之健康好

厝邊計畫

v v 愛滋及性傳染病篩檢與衛教諮詢及外展服務：

1.媒體平台衛教宣導10篇。

2.辦理各項衛教宣導活動4場次。

3.辦理外展篩檢諮詢服務40場次。

4.外展諮詢篩檢服務達200人以上。

5.篩檢陽性告知率90%以上。

6.篩檢陽性轉介就醫率80%以上。

愛滋及性傳染病篩檢與衛教諮詢及外展服務：

1.媒體平台衛教宣導12篇。

2.辦理各項衛教宣導活動4場次，共58人次參加。

3.辦理外展篩檢諮詢服務40場次。

4.外展諮詢篩檢服務達245人。

5.篩檢陽性告知率90%以上。

6.篩檢陽性轉介就醫率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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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愛滋防治 109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80,000 2020關懷青少年

愛滋毒品NO創意

宣導計畫

v v 校園愛滋防治衛教宣導：

1.辦理偏遠校園宣導至少50場。

2.進行防愛滋反毒網路有獎徵答，參與者達3,000人

次。

3.學生對愛滋知識提升10%以上。

4.學生對愛滋態度正向提升10%以上。

校園愛滋防治衛教宣導：

1.辦理偏鄉校園宣導55場，共10,000人次參與。

2.防愛滋反毒網路有獎徵答1場次，3,111人次參與。

3.學生對愛滋知識提升32%。

4.學生對愛滋態度正向提升35%。

39 愛滋防治 109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1,800 馨滋自篩販售點

計畫

v v 自我篩檢計畫拓點服務：

1.自我篩檢試劑發放點1處。

2.提供自我篩檢試劑服務人次。

3.提供愛滋自我篩檢陽性者諮詢服務及轉介就醫率達

90%。

自我篩檢計畫拓點服務：

1.自我篩檢試劑發放點1處。

2.自我篩檢試劑服務人次共18人。

3.提供愛滋自我篩檢陽性者諮詢服務及轉介就醫率達

90%。

40 愛滋防治 109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200,000 性工作者、性消

費者愛滋防治同

儕教育計畫

v v 愛滋及性傳染病篩檢與衛教諮詢及外展服務：

1.於基隆私娼館衛教6場次，參與者達300人次。

2.於臺北流鶯衛教12場次，參與者達500人次。

3.對臺北市八大相關行業衛教6場次，參與者達72人

次。

4.對外籍/中國籍性工作者衛教6場次，參與者達240人

次。

5.於臺中私娼館、旅舍衛教6場次，參與者達120人次。

6.對社會大眾、性消費者談話服務(含身障)衛教12場次

，參與者達40人次。

愛滋及性傳染病篩檢與衛教諮詢及外展服務：

1.於基隆私娼館衛教6場次，300人次參與。

2.於臺北流鶯衛教12場次，576人次參與。

3.對臺北市八大相關行業衛教6場次，84人次參與。

4.對外籍/中國籍性工作者衛教6場次，287人次參與。

5.於臺中私娼館、旅舍衛教6場次，120人次參與。

6.對社會大眾、性消費者談話服務(含身障)衛教12場次

，計50人次參與。

7.總計發放保險套2,050枚及手冊1,200本。

41 愛滋防治 109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200,000 台灣男同志社區

模式愛滋篩檢諮

詢服務計畫

v v 愛滋及性傳染病篩檢與衛教諮詢及外展服務：

1.辦理12場次外展篩檢服務，篩檢人數達100人。

2.辦理APP揪團篩檢共10場次，篩檢人數達100人。

3.篩檢陽性告知率90%以上。

4.篩檢陽性轉介就醫率80%以上。

愛滋及性傳染病篩檢與衛教諮詢及外展服務：

1.辦理14場次外展篩檢服務，篩檢人數100人。

2.辦理APP揪團篩檢共10場次，篩檢人數130人。

3.篩檢陽性告知率90%以上。

4.篩檢陽性轉介就醫率80%以上。

42 愛滋防治 109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660,000 學校愛滋病防治

及性教育教學模

組設計和師資培

訓計畫

v v 愛滋防治教育訓練：

1.設計國小高年級、國中、高中職各一套教學模組(含

教案及教學光碟)。

2.辦理國小、國中、高中職師資培訓共9場。

愛滋防治教育訓練：

1.完成設計國小高年級、國中、高中職各一套教學模組

(含教案及教學光碟)。

2.辦理國小、國中、高中職師資培訓共9場，共394人次

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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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愛滋防治 109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20,000 Let's go CHECK

，與愛同行計畫

v v 大專校院愛滋篩檢及友善環境營造：

1.設置愛滋自我篩檢試劑服務機1臺。

2.辦理愛滋篩檢宣導活動3場。

3.學生對愛滋防治認知提升30%。

大專校院愛滋篩檢及友善環境營造：

1.設置愛滋自我篩檢試劑服務機1臺。

2.辦理愛滋篩檢宣導活動3場，共207人次參與。

3.學生對愛滋防治認知提升30%。

44 愛滋防治 109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200,000 愛不分國界，

PrEP不分你我計

畫

v v 愛滋及性傳染病篩檢與衛教諮詢及外展服務：

1.辦理酒吧衛教活動及現場篩檢諮詢3場。

2.辦理非中文母語之外展及衛教宣導2場。

3.衛教活動紀錄片2支。

愛滋及性傳染病篩檢與衛教諮詢及外展服務：

1.辦理酒吧衛教活動及現場篩檢諮詢3場，共篩檢244人

次。

2.辦理非中文母語之外展及衛教宣導2場。

3.衛教活動紀錄片2支。

45 愛滋防治 109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1,027,000 109年愛滋病防

治教育計畫

v v 愛滋病防治教育訓練：

1.主辦或結合其他醫學會活動舉辦8場次愛滋病防治教

育訓練。

2.完成愛滋關懷季刊出版及愛滋病檢驗及治療指引。

3.提供1位專業感染科醫師24小時接聽暴露後預防性投

藥專線服務。

愛滋病防治教育訓練：

1.主辦或結合其他醫學會活動舉辦8場次愛滋病防治教育

訓練。

2.完成愛滋關懷季刊出版及愛滋病檢驗及治療指引。

3.提供1位專業感染科醫師24小時接聽暴露後預防性投藥

專線服務。

46 愛滋防治 109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650,000 109年度愛滋病

防治教育訓練計

畫

v v 愛滋病防治教育訓練：

1.愛滋個案管理師的認證考試:初試、複試各1場。

(1)筆試初試通過率達60%。

(2)複試OSCE通過率達50%。

2.教育訓練計8場：

(1)愛滋個案管理師基礎核心教育訓練完成比達60%。

(2)愛滋個管師成癮性藥物與社會實作工作坊完成比率

達60%。

(3)愛滋個管師實務繼續教育訓練完成比率達60%。

愛滋病防治教育訓練：

1.愛滋個案管理師的認證考試:初試、複試各1場。

(1)筆試初試通過率87.5%。

(2)複試OSCE通過率64.3%。

2.教育訓練計8場，共355人參與。

(1)愛滋個案管理師基礎核心教育訓練完成比60%。

(2)愛滋個管師成癮性藥物與社會實作工作坊完成比率

60%。

(3)愛滋個管師實務繼續教育訓練完成比率60%。

47 愛滋防治 109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612,300 HIV篩檢前後諮

詢訓練、心理衛

生訓練暨PrEP推

廣計畫

v v 1.個案諮詢處遇與家庭支持服務：個案處遇22人。

2.愛滋病防治教育訓練：

(1)教育訓練-HIV篩檢，北、中、南各1場。

(2)教育訓練-心理衛生，北、中、南各1場。

3.愛滋及性傳染病篩檢與衛教諮詢及外展服務，篩檢

150人次。

4.自我篩檢試劑拓點服務：提供自我篩檢試劑發放點。

1.個案諮詢處遇與家庭支持服務：個案處遇22人。

2.愛滋病防治教育訓練：

(1)教育訓練-HIV篩檢，北、中、南各1場，277人次參

與。

(2)教育訓練-心理衛生，北、中、南各1場，268人次參

與。

3.愛滋及性傳染病篩檢與衛教諮詢及外展服務，篩檢150

人次。

4.自我篩檢試劑拓點服務：提供3處發放點，發放自我篩

檢試劑33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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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愛滋防治 109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44,924 『艾瑪家族』支

持服務計畫

v v 個案諮詢處遇與家庭支持服務：

1.辦理病友會、愛滋兒童藝術治療課程。

2.輔導個案病毒量測不到率達90%以上。

個案諮詢處遇與家庭支持服務：

1.辦理病友會3場、兒童藝術治療課程12次、心理諮商6

次，計服務3~8位愛滋媽媽及3~6位疑似或確診愛滋兒

童。

2.輔導個案病毒量測不到率90%。

49 愛滋防治 109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1,640,000 愛滋感染者社區

家庭化照護中途

之家暨『有了關

愛，歧視不在:

關懷愛滋與去除

歧視校園宣導』

計畫

v v 1.個案諮詢處遇與家庭支持服務：

(1)中途之家安置個案轉介達5人。

(2)安置個案及工作人員結核病X光檢查。

(3)立即提供新入住個案資料。

(4)每月提供服務清冊資料。

(5)安置個案就醫率90%。

2.校園愛滋防治衛教宣導：

(1)校園宣導40場。

(2)學生對愛滋知識及態度正向提升5%以上。

1.個案諮詢處遇與家庭支持服務：

(1)中途之家安置個案轉介4人，因1名個案轉介時間延至

110年，致未符預期目標，已酌減補助經費。

(2)安置個案及工作人員結核病X光檢查。

(3)新入住個案資料立即提供。

(4)每月提供服務清冊資料。

(5)安置個案就醫率90%。

2.校園愛滋防治衛教宣導：

(1)校園宣導43場，6,670人次。

(2)學生對愛滋知識及態度正向提升5%。

50 愛滋防治 109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1,255,100 個案諮詢處遇與

家庭支持服務及

自我篩檢方案計

畫

v v 1.個案處遇與家庭支持服務：

(1)個案管理服務:個案管理300人，侵權感染者權益諮

詢10人，經濟補助1,300人次，訪視服務1,800人次，會

談輔導2,000人次，轉介服務100人次。

(2)中途之家/短期住屋服務:服務85人次。

(3)員工督導與培訓:個別督導/團體督導/個案討論/個

案研討80次，員工培訓40小時。

2.自我篩檢試劑拓點服務：發放自我篩檢試劑。

1.個案處遇與家庭支持服務：

(1)個案管理服務:個案管理340人，侵權感染者權益諮詢

10人，經濟補助1,358人次，訪視服務2,608人次，會談

輔導2,010人次，轉介服務130人次。

(2)中途之家/短期住屋服務:服務108人次。

(3)員工督導與培訓:個別督導/團體督導/個案討論/個案

研討221次，員工培訓46小時。

2.自我篩檢試劑拓點服務：發放252人次。

51 愛滋防治 109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1,515,500 『1個目標、0個

感染、0個死

亡』愛滋防治、

教育宣導、愛滋

及性傳染病篩檢

與衛教諮詢外展

服務計畫

v v 1.辦理愛滋防治教育訓練3場次。

2.辦理校園愛滋衛教宣導：

(1)校園衛教宣導200場次。

(2)愛滋知識提升比率5%。

(3)愛滋正向態度提升比率5%。

3.製作愛滋教育教材。

4.辦理愛滋及性傳染病篩檢與衛教諮詢及外展服務：

(1)外展篩檢及宣導至少10場次。

(2)性傳染病或愛滋陽性個案告知率達90%。

(3)男性性交易服務者性傳染病或愛滋篩檢陽性個案之

陪伴或轉介就醫率至少80%。

(4)安全性行為等衛教宣導文章20篇。

5.自我篩檢計畫拓點服務：發放自我篩檢試劑

1.辦理愛滋防治教育訓練3場次。

2.辦理校園愛滋衛教宣導：

(1)校園衛教宣導209場次，14,986人次參與。

(2)愛滋知識提升比率5%。

(3)愛滋正向態度提升比率5%。

3.製作愛滋教育教材。

4.辦理愛滋及性傳染病篩檢與衛教諮詢及外展服務：

(1)外展篩檢及宣導10場次，271人次參與。

(2)性傳染病或愛滋陽性個案告知率90%。

(3)男性性交易服務者性傳染病或愛滋篩檢陽性個案之陪

伴或轉介就醫率80%。

(4)安全性行為等衛教宣導文章70篇。

5.自我篩檢計畫拓點服務：發放自我篩檢試劑1,000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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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愛滋防治 109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228,322 2020感染者權益

維護與每月一星

愛滋推廣計畫

v v 個案諮詢處遇與家庭支持服務：

1.一對一協助權益受侵害個案。

2.每季提供服務名單清冊。

3.於「每月一星」直播。

個案諮詢處遇與家庭支持服務：

1.一對一協助權益受侵害個案，總服務個案數共89案。

2.每季提供服務名單清冊。

3.於「每月一星」直播計4場，觸及45,923人次。

53 愛滋防治 109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計畫

(PrEP)計畫

1,09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

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

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PrEP整合

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

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共服

務13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54 愛滋防治 109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計畫

(PrEP)計畫

13,962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

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

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PrEP整合

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

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共服

務14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55 愛滋防治 109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計畫

(PrEP)計畫

20,136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

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

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PrEP整合

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

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共服

務11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56 愛滋防治 109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計畫

(PrEP)計畫

19,798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

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

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PrEP整合

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

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共服

務15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57 愛滋防治 109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計畫

(PrEP)計畫

25,00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

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

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PrEP整合

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

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共服

務7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58 愛滋防治 109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計畫

(PrEP)計畫

25,00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

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

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PrEP整合

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

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共服

務10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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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愛滋防治 109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計畫

(PrEP)計畫

25,00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

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

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PrEP整合

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

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共服

務10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60 愛滋防治 109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計畫

(PrEP)計畫

25,00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

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

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PrEP整合

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

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共服

務23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61 愛滋防治 109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計畫

(PrEP)計畫

21,36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

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

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PrEP整合

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

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共服

務14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62 愛滋防治 109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計畫

(PrEP)計畫

17,88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

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

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PrEP整合

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

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共服

務0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63 愛滋防治 109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計畫

(PrEP)計畫

40,00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

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

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PrEP整合

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

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共服

務49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64 愛滋防治 109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計畫

(PrEP)計畫

12,409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

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

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PrEP整合

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

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共服

務2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65 愛滋防治 109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計畫

(PrEP)計畫

20,00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

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

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PrEP整合

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

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共服

務10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66 愛滋防治 109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計畫

(PrEP)計畫

24,68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

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

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PrEP整合

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

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共服

務1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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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愛滋防治 109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計畫

(PrEP)計畫

16,914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

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

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PrEP整合

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

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共服

務9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68 愛滋防治 109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計畫

(PrEP)計畫

21,052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

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

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PrEP整合

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

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共服

務5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69 愛滋防治 109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計畫

(PrEP)計畫

45,00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

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

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PrEP整合

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

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共服

務4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70 愛滋防治 109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計畫

(PrEP)計畫

15,00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

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

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PrEP整合

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

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共服

務12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71 愛滋防治 109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計畫

(PrEP)計畫

19,901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

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

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PrEP整合

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

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共服

務7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72 愛滋防治 109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計畫

(PrEP)計畫

25,00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

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

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PrEP整合

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

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共服

務22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73 愛滋防治 109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計畫

(PrEP)計畫

25,00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

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

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PrEP整合

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

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共服

務22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74 愛滋防治 109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計畫

(PrEP)計畫

24,058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

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

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PrEP整合

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

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共服

務44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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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愛滋防治 109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計畫

(PrEP)計畫

25,00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

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

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PrEP整合

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

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共服

務22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76 愛滋防治 109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計畫

(PrEP)計畫

6,986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

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

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PrEP整合

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

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共服

務10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77 愛滋防治 PrEP計畫-民眾自我

篩檢試劑發放資訊

彙整案

2,60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民

眾自我篩檢試劑

發放資訊彙整費

用

v v 1.為鼓勵曾加入本署PrEP計畫民眾定期進行愛滋篩檢，

本彙整案規劃主動提供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電子兌換

券。

2.以按件計酬方式每案補助新臺幣200元，請PrEP合作

醫療院所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作業。

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並提供曾加入PrEP計畫民眾

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計13位民眾使用試劑並回報篩

檢結果。

78 愛滋防治 PrEP計畫-民眾自我

篩檢試劑發放資訊

彙整案

2,80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民

眾自我篩檢試劑

發放資訊彙整費

用

v v 1.為鼓勵曾加入本署PrEP計畫民眾定期進行愛滋篩檢，

本彙整案規劃主動提供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電子兌換

券。

2.以按件計酬方式每案補助新臺幣200元，請PrEP合作

醫療院所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作業。

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並提供曾加入PrEP計畫民眾

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計14位民眾使用試劑並回報篩

檢結果。

79 愛滋防治 PrEP計畫-民眾自我

篩檢試劑發放資訊

彙整案

1,00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民

眾自我篩檢試劑

發放資訊彙整費

用

v v 1.為鼓勵曾加入本署PrEP計畫民眾定期進行愛滋篩檢，

本彙整案規劃主動提供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電子兌換

券。

2.以按件計酬方式每案補助新臺幣200元，請PrEP合作

醫療院所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作業。

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並提供曾加入PrEP計畫民眾

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計5位民眾使用試劑並回報篩檢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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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愛滋防治 PrEP計畫-民眾自我

篩檢試劑發放資訊

彙整案

40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民

眾自我篩檢試劑

發放資訊彙整費

用

v v 1.為鼓勵曾加入本署PrEP計畫民眾定期進行愛滋篩檢，

本彙整案規劃主動提供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電子兌換

券。

2.以按件計酬方式每案補助新臺幣200元，請PrEP合作

醫療院所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作業。

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並提供曾加入PrEP計畫民眾

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計2位民眾使用試劑並回報篩檢

結果。

81 愛滋防治 PrEP計畫-民眾自我

篩檢試劑發放資訊

彙整案

1,80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民

眾自我篩檢試劑

發放資訊彙整費

用

v v 1.為鼓勵曾加入本署PrEP計畫民眾定期進行愛滋篩檢，

本彙整案規劃主動提供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電子兌換

券。

2.以按件計酬方式每案補助新臺幣200元，請PrEP合作

醫療院所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作業。

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並提供曾加入PrEP計畫民眾

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計9位民眾使用試劑並回報篩檢

結果。

82 愛滋防治 PrEP計畫-民眾自我

篩檢試劑發放資訊

彙整案

3,60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民

眾自我篩檢試劑

發放資訊彙整費

用

v v 1.為鼓勵曾加入本署PrEP計畫民眾定期進行愛滋篩檢，

本彙整案規劃主動提供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電子兌換

券。

2.以按件計酬方式每案補助新臺幣200元，請PrEP合作

醫療院所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作業。

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並提供曾加入PrEP計畫民眾

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計18位民眾使用試劑並回報篩

檢結果。

83 愛滋防治 PrEP計畫-民眾自我

篩檢試劑發放資訊

彙整案

17,20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民

眾自我篩檢試劑

發放資訊彙整費

用

v v 1.為鼓勵曾加入本署PrEP計畫民眾定期進行愛滋篩檢，

本彙整案規劃主動提供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電子兌換

券。

2.以按件計酬方式每案補助新臺幣200元，請PrEP合作

醫療院所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作業。

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並提供曾加入PrEP計畫民眾

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計86位民眾使用試劑並回報篩

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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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說明

原因

否 是 否，

說明

原因

指標內容 未訂指標

 (請說明)

序號 補助項目/

類別

補助計畫

名稱

訂定績效衡量指標捐助金額 補助事項 成果及效益達成情形重複或超出所

需經費

按季公布於機

關網站

84 愛滋防治 PrEP計畫-民眾自我

篩檢試劑發放資訊

彙整案

60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民

眾自我篩檢試劑

發放資訊彙整費

用

v v 1.為鼓勵曾加入本署PrEP計畫民眾定期進行愛滋篩檢，

本彙整案規劃主動提供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電子兌換

券。

2.以按件計酬方式每案補助新臺幣200元，請PrEP合作

醫療院所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作業。

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並提供曾加入PrEP計畫民眾

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計3位民眾使用試劑並回報篩檢

結果。

85 愛滋防治 PrEP計畫-民眾自我

篩檢試劑發放資訊

彙整案

20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民

眾自我篩檢試劑

發放資訊彙整費

用

v v 1.為鼓勵曾加入本署PrEP計畫民眾定期進行愛滋篩檢，

本彙整案規劃主動提供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電子兌換

券。

2.以按件計酬方式每案補助新臺幣200元，請PrEP合作

醫療院所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作業。

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並提供曾加入PrEP計畫民眾

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計1位民眾使用試劑並回報篩檢

結果。

86 愛滋防治 PrEP計畫-民眾自我

篩檢試劑發放資訊

彙整案

40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民

眾自我篩檢試劑

發放資訊彙整費

用

v v 1.為鼓勵曾加入本署PrEP計畫民眾定期進行愛滋篩檢，

本彙整案規劃主動提供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電子兌換

券。

2.以按件計酬方式每案補助新臺幣200元，請PrEP合作

醫療院所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作業。

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並提供曾加入PrEP計畫民眾

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計2位民眾使用試劑並回報篩檢

結果。

87 愛滋防治 PrEP計畫-民眾自我

篩檢試劑發放資訊

彙整案

13,80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民

眾自我篩檢試劑

發放資訊彙整費

用

v v 1.為鼓勵曾加入本署PrEP計畫民眾定期進行愛滋篩檢，

本彙整案規劃主動提供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電子兌換

券。

2.以按件計酬方式每案補助新臺幣200元，請PrEP合作

醫療院所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作業。

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並提供曾加入PrEP計畫民眾

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計69位民眾使用試劑並回報篩

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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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說明

原因

否 是 否，

說明

原因

指標內容 未訂指標

 (請說明)

序號 補助項目/

類別

補助計畫

名稱

訂定績效衡量指標捐助金額 補助事項 成果及效益達成情形重複或超出所

需經費

按季公布於機

關網站

88 愛滋防治 PrEP計畫-民眾自我

篩檢試劑發放資訊

彙整案

4,60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民

眾自我篩檢試劑

發放資訊彙整費

用

v v 1.為鼓勵曾加入本署PrEP計畫民眾定期進行愛滋篩檢，

本彙整案規劃主動提供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電子兌換

券。

2.以按件計酬方式每案補助新臺幣200元，請PrEP合作

醫療院所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作業。

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並提供曾加入PrEP計畫民眾

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計23位民眾使用試劑並回報篩

檢結果。

89 愛滋防治 PrEP計畫-民眾自我

篩檢試劑發放資訊

彙整案

7,20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民

眾自我篩檢試劑

發放資訊彙整費

用

v v 1.為鼓勵曾加入本署PrEP計畫民眾定期進行愛滋篩檢，

本彙整案規劃主動提供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電子兌換

券。

2.以按件計酬方式每案補助新臺幣(以下同)200元，請

PrEP合作醫療院所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作業。

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並提供曾加入PrEP計畫民眾

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計36位民眾使用試劑並回報篩

檢結果。

90 愛滋防治 PrEP計畫-民眾自我

篩檢試劑發放資訊

彙整案

1,40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民

眾自我篩檢試劑

發放資訊彙整費

用

v v 1.為鼓勵曾加入本署PrEP計畫民眾定期進行愛滋篩檢，

本彙整案規劃主動提供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電子兌換

券。

2.以按件計酬方式每案補助新臺幣200元，請PrEP合作

醫療院所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作業。

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並提供曾加入PrEP計畫民眾

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計7位民眾使用試劑並回報篩檢

結果。

91 愛滋防治 PrEP計畫-民眾自我

篩檢試劑發放資訊

彙整案

2,00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民

眾自我篩檢試劑

發放資訊彙整費

用

v v 1.為鼓勵曾加入本署PrEP計畫民眾定期進行愛滋篩檢，

本彙整案規劃主動提供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電子兌換

券。

2.以按件計酬方式每案補助新臺幣200元，請PrEP合作

醫療院所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作業。

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並提供曾加入PrEP計畫民眾

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計10位民眾使用試劑並回報篩

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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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說明

原因

否 是 否，

說明

原因

指標內容 未訂指標

 (請說明)

序號 補助項目/

類別

補助計畫

名稱

訂定績效衡量指標捐助金額 補助事項 成果及效益達成情形重複或超出所

需經費

按季公布於機

關網站

92 愛滋防治 PrEP計畫-民眾自我

篩檢試劑發放資訊

彙整案

2,200 109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民

眾自我篩檢試劑

發放資訊彙整費

用

v v 1.為鼓勵曾加入本署PrEP計畫民眾定期進行愛滋篩檢，

本彙整案規劃主動提供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電子兌換

券。

2.以按件計酬方式每案補助新臺幣200元，請PrEP合作

醫療院所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作業。

辦理愛滋篩檢衛教及諮詢，並提供曾加入PrEP計畫民眾

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計11位民眾使用試劑並回報篩

檢結果。

93 抗生素管理 109年抗生素抗藥性

管理通報系統補捐

助案

165,285 建置醫院自動通

報抗生素抗藥性

資料之系統

v v 以WebAPI介接方式，建立該院「抗生素抗藥性管理通報

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

1.受補捐助醫院以WebAPI介接方式，建置「抗生素抗藥

性管理通報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並持續上傳資料，

以降低通報之負荷，提升通報資料品質。

2.通報之資料係提供院內抗生素抗藥性與感染管制監測

重要數據，以利本署整合全國各醫院之通報資料，掌握

抗生素抗藥性之流行現況及趨勢，做為防疫政策規劃或

效益評估之參考。

94 抗生素管理 109年抗生素抗藥性

管理通報系統補捐

助案

163,500 建置醫院自動通

報抗生素抗藥性

資料之系統

v v 以WebAPI介接方式，建立該院「抗生素抗藥性管理通報

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

1.受補捐助醫院以WebAPI介接方式，建置「抗生素抗藥

性管理通報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並持續上傳資料，

以降低通報之負荷，提升通報資料品質。

2.通報之資料係提供院內抗生素抗藥性與感染管制監測

重要數據，以利本署整合全國各醫院之通報資料，掌握

抗生素抗藥性之流行現況及趨勢，做為防疫政策規劃或

效益評估之參考。

95 抗生素管理 109年抗生素抗藥性

管理通報系統補捐

助案

165,285 建置醫院自動通

報抗生素抗藥性

資料之系統

v v 以WebAPI介接方式，建立該院「抗生素抗藥性管理通報

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

1.受補捐助醫院以WebAPI介接方式，建置「抗生素抗藥

性管理通報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並持續上傳資料，

以降低通報之負荷，提升通報資料品質。

2.通報之資料係提供院內抗生素抗藥性與感染管制監測

重要數據，以利本署整合全國各醫院之通報資料，掌握

抗生素抗藥性之流行現況及趨勢，做為防疫政策規劃或

效益評估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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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說明

原因

否 是 否，

說明

原因

指標內容 未訂指標

 (請說明)

序號 補助項目/

類別

補助計畫

名稱

訂定績效衡量指標捐助金額 補助事項 成果及效益達成情形重複或超出所

需經費

按季公布於機

關網站

96 抗生素管理 109年抗生素抗藥性

管理通報系統補捐

助案

165,285 建置醫院自動通

報抗生素抗藥性

資料之系統

v v 以WebAPI介接方式，建立該院「抗生素抗藥性管理通報

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

1.受補捐助醫院以WebAPI介接方式，建置「抗生素抗藥

性管理通報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並持續上傳資料，

以降低通報之負荷，提升通報資料品質。

2.通報之資料係提供院內抗生素抗藥性與感染管制監測

重要數據，以利本署整合全國各醫院之通報資料，掌握

抗生素抗藥性之流行現況及趨勢，做為防疫政策規劃或

效益評估之參考。

97 抗生素管理 109年抗生素抗藥性

管理通報系統補捐

助案

165,285 建置醫院自動通

報抗生素抗藥性

資料之系統

V V 以WebAPI介接方式，建立該院「抗生素抗藥性管理通報

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

1.受補捐助醫院以WebAPI介接方式，建置「抗生素抗藥

性管理通報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並持續上傳資料，

以降低通報之負荷，提升通報資料品質。

2.通報之資料係提供院內抗生素抗藥性與感染管制監測

重要數據，以利本署整合全國各醫院之通報資料，掌握

抗生素抗藥性之流行現況及趨勢，做為防疫政策規劃或

效益評估之參考。

98 抗生素管理 109年抗生素抗藥性

管理通報系統補捐

助案

165,285 建置醫院自動通

報抗生素抗藥性

資料之系統

V V 以WebAPI介接方式，建立該院「抗生素抗藥性管理通報

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

1.受補捐助醫院以WebAPI介接方式，建置「抗生素抗藥

性管理通報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並持續上傳資料，

以降低通報之負荷，提升通報資料品質。

2.通報之資料係提供院內抗生素抗藥性與感染管制監測

重要數據，以利本署整合全國各醫院之通報資料，掌握

抗生素抗藥性之流行現況及趨勢，做為防疫政策規劃或

效益評估之參考。

99 抗生素管理 109年抗生素抗藥性

管理通報系統補捐

助案

156,393 建置醫院自動通

報抗生素抗藥性

資料之系統

V V 以WebAPI介接方式，建立該院「抗生素抗藥性管理通報

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

1.受補捐助醫院以WebAPI介接方式，建置「抗生素抗藥

性管理通報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並持續上傳資料，

以降低通報之負荷，提升通報資料品質。

2.通報之資料係提供院內抗生素抗藥性與感染管制監測

重要數據，以利本署整合全國各醫院之通報資料，掌握

抗生素抗藥性之流行現況及趨勢，做為防疫政策規劃或

效益評估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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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說明

原因

否 是 否，

說明

原因

指標內容 未訂指標

 (請說明)

序號 補助項目/

類別

補助計畫

名稱

訂定績效衡量指標捐助金額 補助事項 成果及效益達成情形重複或超出所

需經費

按季公布於機

關網站

100 抗生素管理 109年抗生素抗藥性

管理通報系統補捐

助案

165,285 建置醫院自動通

報抗生素抗藥性

資料之系統

V V 以WebAPI介接方式，建立該院「抗生素抗藥性管理通報

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

1.受補捐助醫院以WebAPI介接方式，建置「抗生素抗藥

性管理通報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並持續上傳資料，

以降低通報之負荷，提升通報資料品質。

2.通報之資料係提供院內抗生素抗藥性與感染管制監測

重要數據，以利本署整合全國各醫院之通報資料，掌握

抗生素抗藥性之流行現況及趨勢，做為防疫政策規劃或

效益評估之參考。

101 抗生素管理 109年抗生素抗藥性

管理通報系統補捐

助案

155,739 建置醫院自動通

報抗生素抗藥性

資料之系統

V V 以WebAPI介接方式，建立該院「抗生素抗藥性管理通報

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

1.受補捐助醫院以WebAPI介接方式，建置「抗生素抗藥

性管理通報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並持續上傳資料，

以降低通報之負荷，提升通報資料品質。

2.通報之資料係提供院內抗生素抗藥性與感染管制監測

重要數據，以利本署整合全國各醫院之通報資料，掌握

抗生素抗藥性之流行現況及趨勢，做為防疫政策規劃或

效益評估之參考。

102 抗生素管理 109年抗生素抗藥性

管理通報系統補捐

助案

164,400 建置醫院自動通

報抗生素抗藥性

資料之系統

V V 以WebAPI介接方式，建立該院「抗生素抗藥性管理通報

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

1.受補捐助醫院以WebAPI介接方式，建置「抗生素抗藥

性管理通報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並持續上傳資料，

以降低通報之負荷，提升通報資料品質。

2.通報之資料係提供院內抗生素抗藥性與感染管制監測

重要數據，以利本署整合全國各醫院之通報資料，掌握

抗生素抗藥性之流行現況及趨勢，做為防疫政策規劃或

效益評估之參考。

103 抗生素管理 109年抗生素抗藥性

管理通報系統補捐

助案

165,285 建置醫院自動通

報抗生素抗藥性

資料之系統。

V V 以WebAPI介接方式，建立該院「抗生素抗藥性管理通報

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

1.受補捐助醫院以WebAPI介接方式，建置「抗生素抗藥

性管理通報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並持續上傳資料，

以降低通報之負荷，提升通報資料品質。

2.通報之資料係提供院內抗生素抗藥性與感染管制監測

重要數據，以利本署整合全國各醫院之通報資料，掌握

抗生素抗藥性之流行現況及趨勢，做為防疫政策規劃或

效益評估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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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抗生素管理 109年抗生素抗藥性

管理通報系統補捐

助案

153,000 建置醫院自動通

報抗生素抗藥性

資料之系統

V V 以WebAPI介接方式，建立該院「抗生素抗藥性管理通報

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

1.受補捐助醫院以WebAPI介接方式，建置「抗生素抗藥

性管理通報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並持續上傳資料，

以降低通報之負荷，提升通報資料品質。

2.通報之資料係提供院內抗生素抗藥性與感染管制監測

重要數據，以利本署整合全國各醫院之通報資料，掌握

抗生素抗藥性之流行現況及趨勢，做為防疫政策規劃或

效益評估之參考。

105 智慧防疫 109年度智慧防疫資

訊交換捐補助計畫

250,000 建置醫院

「WebAPI資料介

接通報」作業

V V 需完成指定醫院資訊系統WebAPI介接與連線自動化通報

機制。

1.受補助醫院「實驗室傳染病自動通報系統暨跨院所實

驗室資料雲端交換平台」之「每日通報」、「每日總收

件數」/「抗生素抗藥性管理通報」/「急診上傳ICD10通

報」原以Gateway交換資料，透過本計畫完成建置WebAPI

自動化通報機制。

2.藉此系統化的API對接服務，簡化與醫療院所資訊交換

流程，使醫療院所對本署資訊作業可由單一平台(窗口)

進行，提升整體防疫的效能。

106 智慧防疫 109年度智慧防疫資

訊交換捐補助計畫

250,000 建置醫院

「WebAPI資料介

接通報」作業

V V 需完成指定醫院資訊系統WebAPI介接與連線自動化通報

機制。

1.受補助醫院「實驗室傳染病自動通報系統暨跨院所實

驗室資料雲端交換平台」之「每日通報」、「每日總收

件數」/「抗生素抗藥性管理通報」/「急診上傳ICD10通

報」原以Gateway交換資料，透過本計畫完成建置WebAPI

自動化通報機制。

2.藉此系統化的API對接服務，簡化與醫療院所資訊交換

流程，使醫療院所對本署資訊作業可由單一平台(窗口)

進行，提升整體防疫的效能。

107 智慧防疫 109年度智慧防疫資

訊交換捐補助計畫

250,000 建置醫院

「WebAPI資料介

接通報」作業

V V 需完成指定醫院資訊系統WebAPI介接與連線自動化通報

機制。

1.受補助醫院「實驗室傳染病自動通報系統暨跨院所實

驗室資料雲端交換平台」之「每日通報」、「每日總收

件數」/「抗生素抗藥性管理通報」/「急診上傳ICD10通

報」原以Gateway交換資料，透過本計畫完成建置WebAPI

自動化通報機制。

2.藉此系統化的API對接服務，簡化與醫療院所資訊交換

流程，使醫療院所對本署資訊作業可由單一平台(窗口)

進行，提升整體防疫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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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智慧防疫 109年度智慧防疫資

訊交換捐補助計畫

250,000 建置醫院

「WebAPI資料介

接通報」作業

V V 需完成指定醫院資訊系統WebAPI介接與連線自動化通報

機制。

1.受補助醫院「實驗室傳染病自動通報系統暨跨院所實

驗室資料雲端交換平台」之「每日通報」、「每日總收

件數」/「抗生素抗藥性管理通報」/「急診上傳ICD10通

報」原以Gateway交換資料，透過本計畫完成建置WebAPI

自動化通報機制。

2.藉此系統化的API對接服務，簡化與醫療院所資訊交換

流程，使醫療院所對本署資訊作業可由單一平台(窗口)

進行，提升整體防疫的效能。

109 智慧防疫 109年度智慧防疫資

訊交換捐補助計畫

175,500 建置醫院

「WebAPI資料介

接通報」作業

V V 需完成指定醫院資訊系統WebAPI介接與連線自動化通報

機制。

1.受補助醫院「實驗室傳染病自動通報系統暨跨院所實

驗室資料雲端交換平台」之「每日通報」、「每日總收

件數」/「抗生素抗藥性管理通報」原以Gateway交換資

料，透過本計畫完成建置WebAPI自動化通報機制。

2.藉此系統化的API對接服務，簡化與醫療院所資訊交換

流程，使醫療院所對本署資訊作業可由單一平台(窗口)

進行，提升整體防疫的效能。

110 智慧防疫 109年度智慧防疫資

訊交換捐補助計畫

185,000 建置醫院

「WebAPI資料介

接通報」作業

V V 需完成指定醫院資訊系統WebAPI介接與連線自動化通報

機制。

1.受補助醫院「實驗室傳染病自動通報系統暨跨院所實

驗室資料雲端交換平台」之「每日通報」、「每日總收

件數」/「急診上傳ICD10通報」原以Gateway交換資料，

透過本計畫完成建置WebAPI自動化通報機制。

2.藉此系統化的API對接服務，簡化與醫療院所資訊交換

流程，使醫療院所對本署資訊作業可由單一平台(窗口)

進行，提升整體防疫的效能。

111 支援合作醫院 補(捐)助支援合作

醫院行政作業款

700,000 傳染病防治醫療

網支援合作醫院

行政作業款

v v 辦理有關醫療網運作與策略、支援人力權利與義務課程

至少1場次，以及新興傳染病防治與個人防護裝備穿脫

至少9場次(每場次應包括新興傳染病防治相關訓練至少

1小時、防護裝備穿脫訓練3小時)。

辦理醫療網運作與策略、支援人力權利與義務課程1場次

，以及新興傳染病防治與個人防護裝備穿脫10場次教育

訓練，共計2,658名支援人力完訓，提升國內傳染病防治

及收治量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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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支援合作醫院 補(捐)助支援合作

醫院行政作業款

700,000 傳染病防治醫療

網支援合作醫院

行政作業款

v v 辦理有關醫療網運作與策略、支援人力權利與義務課程

至少1場次，以及新興傳染病防治與個人防護裝備穿脫

至少9場次(每場次應包括新興傳染病防治相關訓練至少

1小時、防護裝備穿脫訓練3小時)。

辦理醫療網運作與策略、支援人力權利與義務課程1場次

，以及新興傳染病防治與個人防護裝備穿脫9場次教育訓

練，共計716名支援人力完訓，提升國內傳染病防治及收

治量能

113 支援合作醫院 補(捐)助支援合作

醫院行政作業款

700,000 傳染病防治醫療

網支援合作醫院

行政作業款

v v 辦理有關醫療網運作與策略、支援人力權利與義務課程

至少1場次，以及新興傳染病防治與個人防護裝備穿脫

至少9場次(每場次應包括新興傳染病防治相關訓練至少

1小時、防護裝備穿脫訓練3小時)。

辦理醫療網運作與策略、支援人力權利與義務課程1場次

，以及新興傳染病防治與個人防護裝備穿脫10場次教育

訓練，共計1,065名支援人力完訓，提升國內傳染病防治

及收治量能。

114 支援合作醫院 補(捐)助支援合作

醫院行政作業款

700,000 傳染病防治醫療

網支援合作醫院

行政作業款

v v 辦理有關醫療網運作與策略、支援人力權利與義務課程

至少1場次，以及新興傳染病防治與個人防護裝備穿脫

至少9場次(每場次應包括新興傳染病防治相關訓練至少

1小時、防護裝備穿脫訓練3小時)。

辦理醫療網運作與策略、支援人力權利與義務課程1場次

，以及新興傳染病防治與個人防護裝備穿脫12場次教育

訓練，共計591名支援人力完訓，提升國內傳染病防治及

收治量能。

第 25 頁，共 25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