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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傳統上，醫學和健康科學對於健康的維護，著重於「
疾病」問題的預防及診療。

 由於衛生環境的改善、生活型態的轉變，以及工作類
型的劇烈更迭等因素，已經從預防和抵抗傳染病等為
主的目標，逐漸轉為注重如何面對以身心方面之慢性
疾病為首的新醫療議題。

 健康不只是沒有疾病而已，而是更具積極正向之面向
。



前言

 1979年美國衛生、教育與福利部(U.S.Department of 
Health,Education and Welfare,1979)在「公元兩千
年全民健康」的全球策略中，要求各國能修正健康政
策及健康服務方向，促使人們擁有「正向積極的健康
」(positive health)，而不再只是預防死亡或疾病的
發生而已。

 積極導入「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的觀念，不僅
可以降低醫療成本及國家經濟負擔，並可增進個人及
社會健康，提升生活及工作之品質。



健康的定義

 1974年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WHO）對
健康（ health ）下了一個定義：

「健康是身體(physical) 、心理(mental)及社會(social)三方面
皆處於一種完全安寧美好的狀態，而不僅是沒有疾病
或虛弱而已。」

 南丁格爾：「健康是發揮個人的力量到最高點，能提
升個人修復與痊癒的能力，以維持祥和安寧的狀態。

」



健康的定義

 Pender(2002) ：「若就個人的健康定義為，個人處

在文化環境中身、心、社會與精神層面呈現穩定的狀
態，因此必須以整體的觀點去定義人們的健康，包含
生物心理、社會經濟以及文化的觀點。」



健康的定義

 安寧（ wellness ，健
康之所有層面，皆處於
完全及平衡的統合狀
態）包括：生理的、情
緒的、社會的及靈性的
健康。

 整體性（Holism )



疾病的定義

 生病（ illness ，一種不舒適的狀態）乃個人的健
康受到病痛的損傷、變壞或傷害的結果。

 疾病（ disease ）指的是生理或心理的功能障礙，
其判定標準是客觀的診察和檢驗。然而，不同的人對
於客觀的疾病有不同的主觀感受，也會表現出不同程
度的社會功能障礙。「有病（illness）」常被用來
表示一個人主觀感覺到的不健全狀態，至於「患病
（sickness）」常用來說明有病個人的社會功能障礙
狀態。



疾病自然史

 疾病的發生，有一定的演變過程，就如同一個人從小
到老一樣，疾病的自然演變過程，即稱之為疾病自然
史。

 疾病自然史的分期

I、易感受期 (susceptible stage)

II、次臨床期 (preclinical or presymptomatic   

stage)

Ⅲ、臨床期(clinical stage)

Ⅳ、殘障期(disable stage)

Ⅴ、死亡(death)



疾病自然史分期

I、易感受期 (susceptible stage)

致病因子進入體內，疾病尚未形成。

II、次臨床期 (preclinical or presymptomatic 

stage)

致病因子已在人體產生病理變化，但還沒有臨床症
狀出現，也就是這階段產生的體內變化，都是低於
臨床診斷水平而無法查覺。有時可借助精密的篩檢
方法加以早期發現。



疾病自然史分期

Ⅲ、臨床期(clinical stage)

體內機能有明顯變化，臨床症狀出現了。

Ⅳ、殘障期(disable stage)

疾病若無法治療及復原，會遺留殘障。

Ⅴ、死亡(death)

疾病的一再惡化，會使得殘障患者終告死亡，死亡
有時並非原發疾病所造成的，而是導因於合併症或
續發疾病的不治。



健康與疾病的關係



三段五級的預防工作

針對疾病自然史，就預防醫學而言，採三段五級預防工作
，以中止或遲緩疾病自然史的醫療保健措施。

促進健康

特殊保護

早期診斷與適當治療

限制殘障

復健

初段預防

次段預防

末段預防



三段五級的定義

 初段預防是針對易感受期而設。藉由改變個人的易感
受性，或是降低暴露於病原的機率，以達到避免危險
因子發生作用的目的，分成兩級：

(1)促進健康(health promotion)

目的在增進宿主身心的健全，以期抵抗各種病原可

能侵襲。

(2)特殊保護(specific protection)，其目的在於針對

特定的疾病，採行各種防護保健措施、以避免或減

少該疾病的發生。



三段五級的定義

 次段預防針對疾病早期發展而設。藉由早期診斷和適
當治療以防患或阻滯臨床前期和臨床初期的變化，使
得疾病在最早期階段就被發現和治療、以避免併發症
、後遺症及殘障的產生。

 末段預防

(1)限制殘障(disability limitation)

臨床病例不再惡化成暫時性殘障，或是暫時性殘障者不繼

續惡化成永久性殘障。

(2)復健(rehabilition)

遭受永久殘障的病患，恢復自立自主的能力。



三段五級預防

殘障期可感受期

致病因子進入
宿主體內

病原 宿主 環境

臨床水平

病原繁殖或活化

構造及機能

各種徵候和症狀

合併症或續發症

殘 障

後遺症

死 亡

症候前期 臨床期 死亡

1.定期健康檢查
2.適宜營養攝取
3.注意個性發展
4.提供合適的工作
5.婚姻座談和性教育
6.遺傳優生保健
7.衛生教育

1.實施預防注射
2.健全生活習慣
3.改進環境衛生
4.避免職業危害
5.預防事故傷害
6.攝取特殊營養
7.祛除致癌物質
8.慎防過敏來源

1.找尋病例
2.篩選檢定
3.特殊體檢
目的：
(1)治療和預防疾病惡化
(2)避免疾病的蔓延
(3)避免併發和續發症
(4)縮短殘障期間

1.適當治療以遏止疾病的惡化並

避免進一步的併發和續發疾病
2.提供限制殘障和避免死亡的設備

1.心理、生理和職能的復健
2.提供適宜的復健醫院、設備
和就業機會

3.醫院的工作治療
4.療養院的長期照護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促 進健 康

早期診斷和適切治療
特 殊保護

限 制殘 障
復 健



健康篩檢

 防治疾病最有效的方法應當是避免暴露在致病因子之
下，並透過健康篩檢以達到早期發現異常、早期治療
。

 健康篩檢的目的是利用特殊工具或儀器，盡量在沒有
症狀之前早期幫人們發現疾病，並提供適當的接續治
療，達到限制殘障或延長壽命的目的。



健康篩檢服務

 目前政府或國民健康局有提供的健康篩檢服務：

1.兒童預防保健服務：1歲以下给付4次，1歲至未滿3歲给

付1次。內容包括：身高、體重、營養狀態、一般理學

檢查、特殊項目檢查以及口腔檢查。

2.女性子宮頸癌篩檢：30歲以上婦女每年一次。

3.孕婦產前檢查：妊娠期共给付10次。

4.成人預防保健：40歲至未滿65歲，每3年给付1次，65歲

以上者每年给付1次。



健康篩檢服務

5.女性乳癌篩檢：45歲以上未滿70歲，每2年给付1次。

6.大腸癌篩檢：50歲以上未滿70歲，每2年给付1次。

7.口腔癌篩檢：18歲以上嚼檳榔或吸煙民眾每年1次。

8.縣市政府的老人檢查：針對65歲以上老人，各縣市政府會

依老人福利法補助項目不一的檢查，例如胸部X光、心電

圖、B型及C型肝炎篩檢等等。



健康促進

健康促進是最高層的疾病預防策略，此一概念早在西
元1965年之自然疾病史與三段五級中即已確立。

世界衛生組織渥太華健康促進憲章(1986年)的闡示：

「健康促進是一個過程，經由這個過程使人們能夠控制
其健康決定因子，並因而改善他們的健康。」



健康促進

美國「 2010健康人群計畫」 主要目標為

1.增進健康生活的品質與年限。

2.消除健康的不平等。

美國「 2010健康人群計畫」 四大範疇為：

1.促進健康行為

2.促進健康及安全社區

3.增進個人及公眾健康制度

4.避免及減少疾病或不適



國家推動健康促進之現況

 健康的人民是國家競爭力的一部份，也是國家永續發
展很重要的推動力，衛生政策應該努力滿足民眾的健
康需求。

 配合民眾健康需求的轉變，我國衛生政策的走向從注
重醫療服務轉向促進民眾的健康。

 以促進健康及預防疾病代替傳統的診斷與治療，以購
買「健康」代替購買「治療」。



健康信念模式

 健康信念模式從1950年代被提出後，至今一直廣泛地
用於解釋個人各種與健康相關之行為及衛生教育介入
等研究領域中。

 各學者對如何達成健康促進的看法不一，分為個人層
次及社區層次的健康促進模式。

 內容從預防性行為，到目前廣泛被醫療、衛生教育、
大眾傳播等專業人員應用於解釋、預測個人信念與健
康相關行為間關係。



健康信念模式

 常用且重要的理論模式:

健康信念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

合理行動理論(Theory of Reassoned Action)

計畫行為的概念(Concept of Planned Behavior)

自我調節理論(Self-regulation Theory)

階段改變理論(Stages of Change Theory)

預防採用歷程(Precaution Adoption Process)



健康信念模式

 健康信念模式 (Health Belief Model)

 信念在尋求健康行為中佔有很重要的地
位。

 包括:

1. 知覺到疾病與殘疾的影響

2. 知覺疾病或殘疾的嚴重度

3. 知覺健康促進行為的益處

4. 知覺健康促進行為的阻礙

四個合併後
可以預測健
康相關行為
的信念或知
覺



健康信念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

 信念

包括對疾病易感性及嚴重性的認知，以及認為採取預
防性措施或障礙為何

 行動的線索

藉著他人的提醒、報章雜誌宣導、親朋好友的忠告，
使民眾願意採取所建議的預防性健康行為

 修正因素

民眾本身年齡性別籍貫教育宗教信仰社經地位等均會
影響採不採所建議的預防性健康行為



Rosenstock & Becker健康信念模式

個人認知 修飾因素 行動的可能性

人口學變項
(年齡、性別、種族等)
社會心理變項
(人格、社會階層、同輩團體、
壓力等)
結構變項
(疾病知識、接觸經驗等)

自覺威脅性

行動線索：
大眾媒體宣導、他人建言
醫院診所通知單、報紙或雜誌文章
家人或朋友疾病經驗

自覺罹患性
自覺嚴重性

自覺行動有效性
減去

自覺行動障礙性

採取預防性健康
行為的可能性

圖一 預防性健康行為健康信念模式



Rosenstock & Becker健康信念模式-以骨質疏鬆症為例

個人認知 修飾因素 行動的可能性

人口學變相
社會心理變相
結構變相

年齡、性別、是否已停經、
子女數、身高、體重、體位
姿勢與身體質量指數

自覺行動有效性

曾獲得骨質疏鬆症訊息、
骨質密度檢查訊息來源

減去

自覺行動障礙性

不知道有此項檢查、擔
心費用昂貴、不知道至何
處做檢查、害怕指數偏
高、擔心檢查時不舒服

自覺威脅性 採取預防性
健康行為的
可能性

自覺罹患性

自覺嚴重性

自己罹患骨質疏鬆
症嚴重性、是否曾
做骨質密度檢查

行動線索

罹患骨質疏鬆症與否、參
加檢查原因、家中有無親
人骨折、大眾媒體宣導



健康信念模式

 如果健康信念模式有效，改變信念的介入就應該有
效。

 健康信念模式可運用在預測安全性行為方面。

 使用較廣泛地健康信念模式的角度，如行動的線索、
自我效能、行為意圖、及社會常規的知覺等，健康信
念模式有比較強的預測力。



醫療人員在健康促進之角色

 透過衛教諮詢及相關政策的制訂，來改善個人衛生習
慣，以避免形成健康危險因子。

 透過法令宣傳及強制取締危害健康行為以強化安全性
的行為。

 透過相關政策及網路資源，以有效促進預防性健康照
護。

 透過宣導相關政策及強制性取締，避免環境中的危險
因子影響健康。



職場健康促進

 指公司或組織內爲了增進員工與家人健康，所舉辦強
化健康行為的活動。

 關心的是全體員工及其家人的健康行為，目的不只為
預防勞動所造成的傷害，更積極地利用職場機會與資
本爲員工營造健康的生活型態。

 任務為培育優良人員與組織，並維持工作者的工作能
力，以面對未來挑戰 。



職場健康照護服務之優點

 保護員工免於職業危害。

 使工作條件與工作環境與人的體能配合良好。

 促進員工生理、心理與社會的完美良好狀態。

 盡可能減輕職業傷害與職業病的可能後遺症。

 為員工提供周全完整，涵蓋健康促進、預防保健與傷
病診治的基層醫療照護體系。



推動職場健康促進的關鍵策略

(1)建立職場健康政策：爭取勞資雙方支持，依照法規

訂定各項職場健康制度、規則，例如：依菸害防制

法、勞工安全衛生法訂定公司菸害防制辦法。

(2)創造支持性環境：加強職場硬體空間和軟體健康環

境建設，以支持健康活動進行，培養健康生活態。

(3)強化職場健康行動：如舉辦戒菸競賽、拒絕二手菸

創意徵選。



推動職場健康促進的關鍵策略

(4)發展個人技巧：經由宣導、培訓、傳播健康知識、

培養健康行為，如提供戒菸管道資源，傳授拒絕二

手菸技能。

(5)調整健康服務方向：從三級、二級預防發展至初級

預防健康服務。如年度健康檢查時，鼓勵癮君子戒

菸，辦理運動活動倡導無菸職場。



重視健康&採用健康相關行為

 大多數的人都重視健康，且避免疾病與殘疾。

 食用健康食品、有機食物

 飲食：早餐、三餐定時

 運動(531原則)

 多喝水

 均衡飲食

 控制體重： BMI(身體質量指數)=體重(kg)/身高平方(m2)

 睡眠：至少6小時

 喝酒：少於每天20gm 

 避免抽煙、藥物

 定期健康檢查



健康促進於職場之應用

 成立目的：提供顧客多元健康的醫療服務，滿足顧客健康
促進、維護的需求，由資深專業護理人員提供本院現有特色
醫療及美容健康醫療等服務項目介紹與諮詢，並協助安排就
診與追蹤關懷，使顧客獲得兼具『醫療與保健』、『疾病與
健康』、『美容與養生』之整合性、健康性醫療照護服務。

 服務特色：提供多元的專業醫療與保健醫療諮詢、迅速的
服務、貼心的建議、主動的關懷。

 服務項目：健康檢查、養生益壽、運動活力、優生保健、
尊容醫療、特別治療。

健康促進中心



健康促進於職場之應用

 菸害防制法新規定即將於98年1月11日全面施行，擴
大禁菸場所之設置，如三人以上室內工作場所全面
禁菸，違反者罰1萬-3萬元罰責。

 訂頒『無菸環境維護管理作業要點』。

 於本院產權範圍之『室內』及『室外』全面禁止吸
菸，並不得設立吸菸區。

醫院菸害防治作業



健康促進於職場之應用

 應於所有一樓大門入口處、與外圍相通之地下室或二
樓大門入口處、室外獨立建築物入口處、獨立之警衛
室入口處、室外停車場收費亭入口處，統一張貼本院
規定之標準禁菸標示。

 所有菸灰桶之菸蒂丟棄儲槽全面封閉或清除。

 現狀所有吸菸區椅子不需清除，但應張貼具有勸導熄
菸字樣之禁菸標示。

 禁菸宣導：跑馬燈輸入禁菸宣導標語、公佈欄公佈禁
菸海報等文宣、衛教專欄公佈禁菸衛教單張、電子公
告宣導法令新知及禁菸措施。



健康促進於職場之應用

 統一標準禁菸標示、具有勸導熄菸字樣之禁菸標
示、禁菸告示牌及禁菸背心之型式，免形形色色之
缺失。

 明訂各部門推動禁菸之職責。

 禁菸門診。

 禁菸（檳榔）、節能及環境整潔巡查輪值表 。

 「禁菸拒檳」勸導作業。



健康促進於職場之應用

 年滿六十五歲以上者，每年檢查一次。

 年滿四十五歲未滿六十五歲以上者，每二年檢查一次。

 年滿三十歲未滿四十五歲者，每三年檢查一次。

 未滿三十歲者，每五年檢查一次。

 員工、員眷戒菸門診補助

（試辦）計畫3/1-4/30

 春暖花開慢跑活動

3/27長庚醫護社區壘球場

員工健康檢查作業

【【員工福利活動員工福利活動】】

長庚員工家庭長庚員工家庭
菸害防制計畫菸害防制計畫
（員工、員眷補助就診戒菸門診計畫說明）

長庚同仁您想戒菸或協助家人戒菸嗎？為提供員工及員工
家屬有效戒菸管道。本院特辦理為期２個月的員工、員眷
戒菸門診補助（試辦）計畫、用以減少員工、員眷看診戒
菸門診時之醫療費負擔。計畫說明如下。

報名對象：登記於本院考勤系統（台北、林口、桃園）的員工及員
工眷屬，並需向聯絡人報名之。報名時須告知身份證字
號、身份別（員工、或員眷）。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3月底止
（試辦計畫限定 100名，額滿截止報名）

活動期間：民國 100年 3月及 4月間。

補助方式：已報名者於 3、 4月於本院看診戒菸門診時由院方補助戒
菸藥品費（每週 250元）與掛號費（每次 50元），於櫃
臺繳費時以憑證直接抵扣於戒菸門診醫療費用單據中。
使員工、員眷看診戒菸門診時幾近免費，但若有差額仍
應繳交。

注意事項：若報名後請於 3月份及 4月份自行掛號及看診本院戒菸門
診，結束門診持報名時索取之紙本憑證往櫃臺批價時即
享醫療費用折讓，再補付差額即可。而看診 3個月後應
接受院方追蹤戒菸成功率。

報名聯絡： 03 ‐3281200 ‐2052（院內分機）陳先生。
bart@ cgmh.org.tw。可來電報名或直接 EAM IL   註明姓名、
身份證字、身份別（員工或員眷）報名即可，若因額滿
或不符員工、員眷資格無法接受報名者會另行通知。



結論

 健康不再只是被動的免除疾病，還有更加主動地增加
安適狀態。

 隨著經濟的發展與疾病的轉變，社會大眾對健康需求
的層次亦不斷提高，健康促進已成為全民健保的主要
策略。

 健康促進不僅是個人健康生活方式的養成，更是社會
與政治的行動，必須全員動員個人與社會的力量，創
造有利健康的環境及養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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