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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度教育部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審查意見研復表 

學校名稱： 馬偕醫學院 

計畫名稱：跨領域在地醫療諮詢 

審查綜合評定意見 學校研復說明  計畫書  

修正頁數  

一、本計畫透過結合提案單位

醫護相關系所之資源，進行社

區醫護相關課程生活化與社區

化、設置社區健康服務站、建

構的在地民眾健康諮詢平台等

工作，計畫目標很明確。 

謝謝委員肯定計畫的三項目標，

(1) 醫學院『醫學、護理、聽

語』三系跨職系學習

(interprofessional learning)的『健

康促進與社區關懷實作』課程課

綱建置，(2) 結合馬偕紀念醫院

與在地社區活動中心等組織設置

『社區健康服務站』並簽約，(3) 

與企業界簽約合作備忘錄建構

『居家訪視健康諮詢智慧網路平

台』。 

10 

二、計畫須思考的是，這些將

醫護行為往社區延伸的工作，

如何把健康管理結合起來？藉由

醫學院開設跨領域課程『健康促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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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是改變醫護行為發生的 

場所之外，是否也能夠有助於

我們思考健康和社區的關連？

健康是否只是一個個別 

生物體的生理/心理狀態？還

是說一個個體的身心狀態，其

實和其所處的人群、環境 

之間的關係，有高度的關連？

若是後者，我們對於社區、環

境、乃至文化與生態的 

關注，如何把健康管理結合在

一起？應是重要的課題。 

進與社區關懷與實作』，將使三

系師生在一個平台上朝在地醫療

健康諮詢及社區環境生態關懷邁

進，以思考健康和社區的關聯

性，其次結合與馬偕紀念醫院簽

約的在地社區活動中心『社區健

康服務站』，最後兩者間以『居

家訪視健康諮詢智慧網路平台』

連接起來。 

三、本次所提四個USR計畫尚

能契合這些工作目標，但三個

目標缺乏統整，主軸並不明

顯。 

三個目標的統整在於『醫療傳

道』這個願景，本校立意以耶穌

基督救世服務人群的愛心，效法

馬偕博士「寧願燒盡，不願銹

壞」之精神，因此我們將以基督

信仰為基礎，結合馬偕醫學院與

馬偕紀念醫院既有之臨床服務及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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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教學能力為主軸來推動此三

項目標。 

四、 本計畫所設定的主題雖

可扣合申請學校的特色及資

源，但缺乏明確的推動目標，

場域經營的構思尚未完整。 

本計畫之三項目標如上所述，而

場域經營的構思主要是三芝區居

民之健康促進與社區關懷，特別

是老年人口所佔之比例逐年遞

增，相較於民國104年底三芝區

65歲以上人口數為3393人(佔

14.45%)，民國105年底65歲以上

人口有3586人(佔15.35%)。而幼

年人口(14歲以下)有2396人，佔

總人口數之10.25%，所佔比例逐

年遞減。 

11 

五、 本計畫之工作規劃大致

沿襲傳統之偏鄉醫療諮詢服務

做法，未充分展現USR可以有

的創新性作法。 

為充分展現「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計畫(USR)」的創新性作法並有

別於沿襲傳統偏鄉醫療諮詢服務

做法，我們將發展三芝區在地

『社區健康服務站』與三芝馬偕

醫學院『健康促進與社區關懷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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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課程讓三芝區居民得到健康

促進與年輕學生做到社區關懷，

兩端聯繫為『居家訪視健康諮詢

智慧網路平台』，讓逐年遞增的

老年人可以促進健康，而年輕學

生可以關懷社區關心的議題(如活

躍老化、人文藝術保存、青少年

品格教育等等)。 

六、 計畫為落實USR 之永續

性，須加強推動組織及運作機

制之設計。 

為落實USR永續性，推動組織運

作上主體以『醫學、護理、聽

語』三系跨職系學習

(interprofessional learning)的『健

康促進與社區關懷實作』課程課

綱建置，運作上結合馬偕紀念醫

院與在地社區活動中心等組織設

置『社區健康服務站』並簽約，

也藉由與企業界簽約合作備忘錄

建構『居家訪視健康諮詢智慧網

路平台』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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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計畫宜加強激勵學生

參與本計畫之具體措施，相關

課程規劃或培訓活動也應更完

整規劃。 

學生參與本計畫的具體措施有修

習『健康促進與社區關懷實作』

學分課程，預計醫學系、聽語系

及護理系學生都能至少參加一次

實作活動並且每位學生可以分配

到一位三芝居民可以持續關心，

也可到簽約的『社區健康服務

站』做工讀或義工，對建構『居

家訪視健康諮詢智慧網路平台』

學生也可以排班擔任後台管理工

讀或義工。 

10-11 

八、 預期量化及質性績效不

夠具體，還請補充修正。 

量化及質性績效指標有: (1) 三系

跨職系學習『健康促進與社區關

懷實作』學分課程 (規劃完成、

參與課程學生數和滿意度)；(2) 

設置『社區健康服務站』並簽約

（規劃完成、社區重要人物及資

源手冊的拜訪與建、老人及小孩

團衛群體照護人數和滿意度、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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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活動中擺攤給予醫療諮詢照護

人數和滿意度)；(3) 建構『家訪

視健康諮詢智慧網路平台』（規

劃完成、居家訪視個案陸續建檔

和追蹤、居家訪視人數及人次、

服務提供滿意度、回訪及後續轉

介人數）。 

 



107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學校修正計畫資料總表

 

學校名稱 馬偕醫學院 計畫主責單位 秘書室

主責單位聯絡人

姓名:駱韋綱 職稱:約聘辦事員

電話:02-26360303ext.1113 電子郵件:jeromelo@mmc.edu.tw

計畫總件數 3 教師參與總人數 14

計畫補助總額

1.申請教育部補助合計：8,031,218元

2.經常門補助：8,031,218元

3.資本門補助：0元

4.學校自籌款經費：806,288元(補助經費10%以上)

修正計畫明細

計畫1

計畫名稱 三芝人文藝術的保存與推廣

重要議題 在地關懷 計畫類別 A類(種子計畫)

計畫經費

1.申請教育部補助合計：2,990,345元

2.經常門補助：2,990,345元

3.資本門補助：0元(限深耕型計畫)

4.學校自籌款經費：299,035元(補助經費10%以上)

計畫主持人

姓名:蔡碧華 電話:02-26360303#1400

服務單位職稱:全人教育
中心/中心主任

電子信箱:tsaipihua@mmc.edu.tw

計畫聯絡人

姓名:伍益昌 電話:02-26360303#1401

服務單位職稱:全人教育
中心助理

電子信箱:jshw3244@mmc.edu.tw

計畫2

計畫名稱 三芝好厝邊--活躍老化社區整合發展模式

重要議題 在地關懷 計畫類別 A類(種子計畫)



計畫經費

1.申請教育部補助合計：3,098,628元

2.經常門補助：3,098,628元

3.資本門補助：0元(限深耕型計畫)

4.學校自籌款經費：313,028元(補助經費10%以上)

計畫主持人

姓名:葉淑惠 電話:0963196786

服務單位職稱:長期照護
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電子信箱:yehshuhi@mmc.edu.tw

計畫聯絡人

姓名:鄭方瑜 電話:0928153073

服務單位職稱:長期照護
研究所/助理教授

電子信箱:fycheng@mmc.edu.tw

計畫3

計畫名稱 北海岸青少年品格教育培育計畫

重要議題 在地關懷 計畫類別 A類(種子計畫)

計畫經費

1.申請教育部補助合計：1,942,245元

2.經常門補助：1,942,245元

3.資本門補助：0元(限深耕型計畫)

4.學校自籌款經費：194,225元(補助經費10%以上)

計畫主持人

姓名:申永順 電話:02-26363-0303#1130

服務單位職稱:學務處學
務長

電子信箱:ysshen@mmc.edu.tw

計畫聯絡人

姓名:何秋苹 電話:02-26363-0303#1131

服務單位職稱:學務處專
員

電子信箱:enjoycp@mmc.edu.tw



學校推動社會實踐計畫整體說明及與校務發展之關連 
(以三至五頁為限) 

一、 說明學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與校務發展之關聯性 

說明學校對於實踐大學社會責任之規劃與目標，是否已納入校務發展之重點工作 

為能達成校務發展目標與特色，本校甫通過第二期 107~111 年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計畫總計

分 14 項子計畫(A~N 計畫)，內涵 80 工作項目；本校悉依中程發展計畫逐年進行校務推動與

資源配置，並訂定明確之推動期程與擬達成質化、量化之指標，以確保校務之順利運行與永

續發展。 

此次高教深耕計畫之各項重要目標與精神，均已納入相對應之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子計畫與工

作項目中。有關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與學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之關聯性，計有下列諸

項併表說明，並應對學校中程校務發展之計畫目標。 

 

計畫項目 重點工作 校務計畫 計畫目標 

4-1 進行跨領域

在地醫療諮

詢服務 

4-2 發展活躍老

化社區整合

模式  

4-3 協辦青少年

生命教育品

德教育紮根

計畫 

4-4 致力人文藝

術保存推廣 

 

1. 辦理社區居民拜訪、在地醫療諮詢服

務身心健康研習、社區身心健康活動，

提供年長者醫療、衛教及保健知識及

活動。 

2. 使用社交 APP 教學課程，設立「馬偕

好厝邊」官方帳號並成立 LINE 群組 

3. 持續推展社區整合長期照護，並於國

內外推展成功模式 

4. 參與三芝國中及國小品德勵志活動 

5. 收集三芝當地藝術家、山歌歌謠，撰寫

故事、作品簡歷，並拍攝微電影與三芝

社區導覽 

A、建構綠化、安

全、永續發

展的校園環

境 

B、建置各種活

動設施以符

合學生需求 

G、建構支持優

質教學的環

境 

H、提升學生學

習效果 

 建置學校與社區互動暨

服務模式。善盡大學社

會責任 

 促使本校學生與社區結

合，活化學生團隊精神

及培養健康休閒育樂。 

 推廣三芝藝文並確保地

區文化之傳承 

 提升學生社會關懷與對

社區融入 

 

 

 

二、 說明學校對於實踐大學社會責任已有足夠準備與能量： 

請說明學校過去累積的實績，可以持續支持學校在未來可以做好及推動在地實踐之社

會責任 

 

4-1進行跨領域在地醫療諮詢服務 

 

因應社區醫療課程設計，本校早已積極推動在地關懷學習與活動；過去每學年度均有上百人

次的學生參與，共拜訪了當地居民每年亦達五十餘戶以上，自 102學年度起並與三芝區公所

合作，鎖定服務獨居老人、中低收入戶及弱勢居民，針對居民平日的用藥習慣與慢性疾病給

予醫療上的建議。進行醫療服務時，會由臨床醫師親自示範，再請同學輪流獨立演練，醫師

則在旁觀察指導，如諮詢技巧不如理想，則稍作介入並給予協助。在結束一天的探訪行程

後，醫師與學生聚在一起檢討當日探訪行程，學生甚而發覺自己無法順利的以台語溝通進而

積極選修本校的台語課程，加強台語能力。另本校社區護理課程亦以北海岸為服務對象，每

次課程均由具社區護理專長之教師帶領同學進行社區護理與健康促進之學習與諮詢，早已累

積與社區居民深厚友誼與信賴。而聽語學系則已經進行多年之區域兒童聽力篩選與語言發展

遲緩之早療介入，並於每年校慶期間舉辦社區長者聽力檢測與後續轉介服務，深獲社區肯

定。以上各項與社區之長期互動，已為學校實施此一計畫奠定良好之基礎。 

 

4-2 發展活躍老化社區整合模式 

基於「資源分享、尊重在地」的精神，本校所建置之綠色生態校園包括運動場和森林早已成



為三芝居民運動休閒的好所在。本校心諮中心及學務處多年來亦邀集師生到三芝的雙連安養

院、思源安養院及新生活社會福利發展促進會關懷長者和有身心特殊需要的人士。本校辦理

「園藝益康」知能研習時，亦曾開放名額給新生活社會福利發展促進會，期許與社區人士同

步成長造福三芝。三芝地區人口老化且本校設有長期照護研究所優勢，規劃建置健康諮詢互

動平台計畫及參與長者樂活中心活動計畫等工作事項執行。 

 

4-3 協辦青少年生命教育品德教育紮根計畫 

本校自 101 起向教育部申請辦理紫錐花盛開活動，至校外鄰近國中、小學宣導活動，並於活

動前特別辦理校內講座用以培訓學生志工與社團法人中華趕路的雁全人關懷協會合作辦理，

結合更生人親身分享演講，順利進行紫錐花運動反毒/愛滋宣導工作，並使正確的反毒、拒

毒觀念深植於大學生及國中、小學心中。 

另一方面因三芝地區距離其他資源相對較豐富的地區如淡水、金山或是基隆較遠，造成城鄉

差距，加上家庭組成中常見外籍配偶、隔代教養及單親家庭，也使得學生們學習意願及成績

普遍較為低落。本校秉持社區關懷之服務精神，協同三芝新生活協會辦理課後輔導，拉近學

生與三芝居民的距離並協助三芝地區學童課業提升，並提高學習成就，進而建立自信心，累

積未來的競爭能力。每學期約有 10-15 位本校同學參與，服務三芝國小約 30-40 位學童。 

透過這些已建立之區域教學與品德推展活動，本校將藉此次計畫擴大與深化相關作為，為地

區學子之學習盡一份社會責任。 

 

4-4 致力人文藝術保存推廣 

本校過去常到社區訪問三芝耆老、藝術家及學童，亦曾舉辦多項與藝術相關工作坊、展覽或

市集等，培養校園增添藝術基本素養，並為在地藝術家推廣作品。三芝居民也熱忱幫助本校

建置軟硬體，藝術家蔡根、陳偉誠、龔宜琦及陳凱璜等老師到校從事「三芝藝術線上英文導

覽」、「三芝植物染」、「藝術再創作」、「藝術與生活」、「東方肢體美學」及「顏色作為表達方

式」等教學。本校並與三芝社區文化營造協會合作辦理多項藝文展覽，包含「婆娑－婆婆媽

媽靈巧的手」、「在插畫中巧遇自己」、「百年之愛─林聲攝影」、「2 度 c.藍.呼吸吳萬富的陶」

和「鄭炳煌─流光」等藝術展。學校重視且善用在地人才，在 72 位職員中有 14 位來自大三

芝地區(高達 19.4%)，攜手建設座落在三芝的馬偕醫學院。這些基礎都在在證明本校將能順

利執行相關工作。 

三、 說明學校推動大學社會實責任計畫是否有整體規劃與策略： 

請學校說明對於所申請之大學社會責任計畫之各計畫目標及計畫之間的關聯性 

本校為善盡連結在地、實踐大學社會責任，以帶動城鄉發展、促進文化振興、再造社區風

華，創造在地價值等目的，擬針對如何善盡社會責任，訂定以下工作目標： 

(一) 培養學生親土愛鄉情操，與三芝在地居民共同建造健康美麗的社區。 

(二) 鼓勵學生走出校園投入弱勢族群之醫療照護， 

(三) 促使學生瞭解醫療實務工作與生活關聯，促進社區居民健康，傳承及發揚馬偕精神。 

 

而具體做法則是結合三芝地區特性及工作目標，透過四大計畫的執行，提升學校對在地區域

之貢獻度，使本地居民之健康狀況得以改善，地方文化得以保存並推廣。此四大計畫特以附

申請「教育部 USR善盡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四大計畫精要的計畫執行內容，詳細的執行方

式及具體作法請見 USR附冊計畫書。 

 

4-1進行跨領域在地醫療諮詢服務 

針對本區偏遠地區、家境較貧困之居民或是未與子女後輩同住之鰥寡老人進行居家探訪與健



康諮詢，讓學生融入當地居民生活，傾聽民眾聲音，並加強其關懷他人的同理心及增強溝通

能力，以培養學生擁有積極的社會責任感，並形塑校園中為他人奉獻與在地關懷的風氣。具

體之運作方式將整合本校現有三系的資源，推行「跨領域社區健康促進課程及實作」課程與

活動，進而建構弱勢地區醫療服務之教育計畫。 

4-2 發展活躍老化社區整合模式 

本計畫目標旨在培養師生親土愛鄉情操，與三芝在地居民共同建造活躍老化的社區。計畫中

將應用多元評估量表，評估社區老人及失能者，檢測其日常生活功能及操作性功能、智能、

精神狀態及健康需求等，分組進行不同健康狀況老人的活動介入，協助其活動環境之改善，

並評值其結果，再將成果與困境與在地及國際人士分享，促進社區整合型長期照護模式的發

展。 

此兩計畫主要是透過本校相關課程與實務學習，衍生發展「在地民眾健康諮詢平台」、「健

康照顧 APP」、「長者健康樂活適能計畫」以及「電子化健康適能 (eHealth literacy)方

案」等實作或技術，發揮本校醫護專長與具特色之課程活動設計，針對在地長者與醫療弱勢

族群提估健康評估、疾病預防、醫療諮詢與健康促進等積極性在地社區服務，同時培養願意

承擔社會責任、親土愛鄉、促進居民健康的醫事人員，讓本校成為三芝的好厝邊。 

 

4-3 協辦青少年生命教育品德教育紮根計畫 

本計畫實施的對象為北海岸三芝、石門、金山及萬里四鄉鎮國中小學，主要工作內容包括與

地區內國中、小合作舉辦品德勵志演講、兒童品格劇場、親職品格教育講座、醫院臨床場域

參訪，以培養學生品格力及親子互動關係；寒暑假期間並培訓本校學生及帶領具潛力之國中

生舉辦國小學生品格衛教營隊，提升學生品格力，以及反毒與衛教知識；此外，每年暑假並

將為國中生舉辦運動品格營，以提升學生團隊精神及培養健康休閒育樂，並鼓勵學生發掘多

元專長。本校期望藉此計畫之推動，與地區行政機構、學校單位及公益機構建立長期合作的

關係，建構北海岸青少年品格培力的資源平台。 

4-4 致力人文藝術保存推廣 

本計畫目標旨在訓練本校學生紀錄當地文化藝術特色，保存及推廣三芝在地人文藝術，鼓勵

建立師生團隊，透過實際了解自己學校所在的三芝地區。每年將計畫性拜訪暨收集三芝當地

藝術家的親身故事與作品簡歷，拍攝微電影紀錄及上傳公共社群平台，以推廣三芝藝術村之

在地文化。拜訪三芝當地山歌文化傳承者，錄製傳唱者影音，蒐整山歌歌謠文字並編製樂

譜，拍攝微電影紀錄及上傳公共社群平台，協助傳承三芝在地傳統文化。同時為加強團隊成

員之技能，將教導團隊成員如何製作多媒體影音及說故事行銷技巧，來保存及推廣本地的人

文藝術特色。 

此兩項計畫則著重於在地教育與文化之紮根、保存與推廣，北海岸地區因地理位置偏遠及經

濟發展不足等因素，人口外流情形明顯，外配暨新台灣之子、隔代教養及單親家庭之比例甚

高，青少年與兒童所面臨之社區問題與文化認同困境亟待重視。另一方面三芝區有將近 400

位藝術家，其創作專長包含陶藝、油畫、雕塑、水墨書法等，藝術聚落社區、人文特色與資

源極為豐富，但卻缺乏保存、承傳與推廣，而面臨凋零與失傳之困境。此兩計畫希望可以利

用藝術推廣結合品德教育，將當地藝術家傳承藝術給下一代孩子之構想具體實踐。一方面積

極藉由本校之師生及社團資源，結合地區中小學、區公所及各公益團體之協力合作，建立三

芝學子們自尊自愛、積極向上的品格，營造社區相愛共融的文化。另一方面則是透過本校學

生紀錄當地文化藝術特色，同時活絡本校學生、藝術家與當地學子接觸與互動，實踐在地經

營，增進地方民眾與本校之連結與認識。兩計畫相輔相成，讓學校對區域教育文化之永續發

展得以發揮積極之效益與貢獻。 



107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在地實踐社會責任計畫

一般大學-修正計畫書

 

 

申請學校：馬偕醫學院

 

 

計畫名稱：跨領域在地醫療諮詢

 

送審議題:

■在地關懷□產業鏈結□永續環境

□食品安全與長期照護□其他社會實踐

 

 

本年期程：自107 年 1 月 1 日 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4 　 月 　 1 6 　 日



108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計畫修正基本資料表

 

學校名稱 馬偕醫學院

計畫名稱 跨領域在地醫療諮詢

計畫類別 ■A類(種子計畫) □B類(萌芽計畫) □C類(深耕計畫)

送審議題 ■在地關懷□產業鏈結□永續環境□食品安全與長期照護□其他社會實踐

實踐場域與
議題

實踐場域1:新北市三芝區

本計畫是否
為106年延續
計畫

□是 ■否

計畫名稱:

核定情形:

計畫主持人

姓名:吳懿哲 單位及職稱:醫學系/副教授暨系主任

電話:0975835130 電子信箱:jacobyjwu@mmc.edu.tw

是否參與其
他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計
畫

□是 ■否

協同主持人

姓名:曾祥洸 單位及職稱:醫學系/助理教授

電話:0975835792 電子郵件:eric120008@gmail.com

參與學校: 計畫名稱: 職稱:

姓名:林鴻清
單位及職稱: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教
授暨系主任

電話:2636-0303 分機1500 電子郵件:hclin59@mmc.edu.tw

參與學校: 計畫名稱: 職稱:



姓名:王凱微
單位及職稱:護理學系/副教授暨代理
系主任

電話:(02)2636-0303分機1314 電子郵件:kwwang@mmc.edu.tw

參與學校: 計畫名稱: 職稱:

計畫聯絡人

姓名:曾斯偉 單位及職稱:醫學系教學助理

電話:2636-0303分機1203 電子信箱:sswei@mmc.edu.tw

計畫成員

姓名:陳怡亨 單位及職稱:護理學系/副教授

姓名:郭惠敏 單位及職稱:護理學系/助理教授

姓名:李沛群
單位及職稱: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助
理教授

姓名:黃明源 單位及職稱:醫學系/助理教授

計畫期程 本年度：自107 年 1 月 1 日 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計畫經費

1.申請教育部補助合計：1,830,017元

2.經常門補助：1,830,017元

3.資本門補助：0元(限深耕型計畫)

4.學校自籌款經費：183,002元(補助經費10%以上)

分年經費

年度 經費項目 教育部補助款 學校自籌款 小計

107年

經常門 $610,000 $61,000 $671,000

資本門 $0 $0 $0

合計 $610,000 $61,000 $671,000

108年

經常門 $1,220,017 $122,002 $1,342,019

資本門 $0 $0 $0

合計 $1,220,017 $122,002 $1,342,019

提案資格
學校曾執行本部或其他部會有關服務區域產業聚落、工業園區輔導轉型、人
文社會實踐、在地創新等類型之計畫累積達1.00年

計畫摘要(含標點符號、空格，以500字為限)



三芝在地醫療諮詢服務計畫之宗旨為秉持馬偕博士「寧願燒盡、不願銹壞」之精神，希望
落實在地醫療諮詢服務與關懷鄉親，並培養學生社會關懷的情操。且本校為醫學專業人才
之培養高等學府，足以運用專業優勢對學校所在地區提供健康相關之教育、輔導、及服務
。
三芝衛生所屬第一階段之預防性公共衛生保健機構，第二階段之治療性服務，有三芝衛生
所及一般地區診所（家醫科診所、小兒科診所、牙醫診所、中醫診所等），共計10所；第
三階段之復健性醫療服務機構，共計2家。一般民眾通常選擇到衛生所處理，若無法處理
，則轉介至附近大型醫療院所。經實際走街詢問居民就醫情形，表示若需至大型醫療機構
就診時，可利用免費醫療專車，至三芝國中前搭乘，沿途停靠竹圍馬偕醫院、關渡醫院、
榮總醫院、振興醫院及新光醫院，共計5間大型醫療院所。部分居民表示健康檢查與癌症
篩檢皆為重要，但常因工作時間或懶惰等為理由而不願前往醫院或衛生所，訪談時有部分
居民表示因身體無特別的健康問題，故不須健檢，以預防保健的角度來看，需加強里民對
於定期健檢及癌篩的觀念。自我健康維護能力的認知可以透過護理人員的衛教進行改善
，衛教內容可以包括：癌症篩檢的重要性、篩檢內容或方式等，並結合里長張貼海報、宣
傳單或廣播，加強里民重視篩檢的重要性。



 

 

107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一般大學－計畫申請書 

 

 

申請學校：馬偕醫學院 

 

 

 

計畫名稱：跨領域在地醫療諮詢 

 

 

 

計畫類別： 

█種子型計畫；□萌芽型計畫；□深耕型計畫 
 

 

 

       送審議題： 

█在地關懷；□產業鏈結；□永續環境； 

□食品安全與長期照護；□其他社會實踐 
 

 

 

 

 

本年期程：自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3  月 1 3  日 



 

 

107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計畫申請基本資料表 

學校名稱 馬偕醫學院 

計畫名稱 跨領域在地醫療諮詢 

計畫類別 █種子型計畫(A類)   □萌芽型計畫(B類)   □深耕型計畫(C類) 

送審議題 
(擇一項) 

█在地關懷；□產業鏈結；□永續環境；□食品安全與長期照護；□

其他社會實踐 

實踐場域 
(請填入計畫

實件場域；若

行列不足，請

自行增列) 

實件場域：新北市(下拉式選單)，三芝區(下拉式選單) 

本計畫是否為

106年延續計

畫 

□是 
計畫名稱： 

核定情形： 

█否 

計畫主持人 
(擔任主持人

或協同主持人

之計畫，合計

至多 2案) 

姓名：吳懿哲 
單位及職稱：醫學系/
副教授暨系主任 

是否擔任其他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否 

□是 

 

學校： 

計畫名稱： 

電話：
0975835130 

電子信箱：
jacobyjwu@mmc.edu.t
w 
jacobyjwu@gmail.com 

協同主持人 
(擔任主持人

或協同主持人

之計畫，合計

至多 2案) 

姓名：曾祥洸 
單位及職稱：醫學系/
助理教授 

是否擔任其他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否  

□是 

 

學校： 

計畫名稱： 

電話：
0975835792 

電子信箱：
eric120008@gmail.co
m 

姓名：王凱微 
單位及職稱：護理學
系/副教授暨代理系主
任 

是否擔任其他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否  

□是 

 

學校： 

計畫名稱： 

電話：(02)2636-
0303 
分機 1314 

電子信箱：
kwwang@mmc.edu.tw 

姓名：林鴻清 
單位及職稱：聽力暨
語言治療學系/教授暨
系主任 

是否擔任其他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否  

□是 

 
電話：(02)2636-
0303 電子信箱：



 

 

分機 1500 hclin59@mmc.edu.tw 學校： 

計畫名稱： 

計畫聯絡人 
姓名：曾斯偉 單位及職稱：醫學系教學助理 

電話：(02)2636-0303分機 1203 電子信箱：sswei@mmc.edu.tw 

計畫成員 

（請自行增

列） 

姓名：陳怡亨 單位及職稱：護理學系/副教授 

電話：(02-)2636-0303分機 1320 電子信箱：yiheng@mmc.edu.tw 

姓名：郭惠敏 
單位及職稱：護理學系/助理教

授 

電話：(02-)2636-0303分機 1320 
電子信箱： 

sophieguo@mmc.edu.tw 

姓名：李沛群 
單位及職稱：聽力暨語言治療學

系/助理教授 

電話：(02-)2636-0303分機 1516 電子信箱：ankh_li@mmc.edu.tw 

姓名：黃明源 單位及職稱：醫學系/助理教授 

電話：0975835699 
電子信箱：

jimmy.5684@mmc.edu.tw 

跨校合作成員 
(學校必須為

大專校院，合

作對象為擔任

大專校院之教

師；若行列不

足，請自行增

列) 

學校 1： 姓名： 單位與職稱： 

學校 2： 姓名： 單位與職稱： 

學校 3： 姓名： 單位與職稱： 

計畫期程 自 107年 1月 1日至 108年 12月 31日止 

分年計畫經費 

年度 經費項目 教育部補助 學校自籌款 小計 

107
年 

經常門 610,000 61,000 671,000 
資本門    
合計 610,000 61,000 671,000 

108
年 

經常門 1,220,017 122,002 1,342,019 
資本門    
合計 1,220,017 122,002 1,342,019 

經費額度 
(107-108年
度經費合計) 

申請教育部補助合計(1)： 1,830,017  元 

    經常門補助(2)  1,830,017   元 

    資本門補助(3)          元(限深耕型計畫) 

學校自籌款經費(4)  183,002元(補助計畫 10%以上) 



 

 

提案資格 
學校曾執行本部或其他部會有關服務區域產業聚落、工業園區輔導轉
型、人文社會實踐、在地創新等類型之計畫累積達       年。（由系
統統計累積期限） 

計畫摘要(含標點符號、空格，以 500字為限) 

    馬偕醫學院之在地醫療服務由本校教務處與醫學系共同執行，臨床教師拍攝如何

訪談居民之衛教短片，給學生學習，並給予量血壓及量體溫之裝備後，就出發訪視事

前約好的居民。三芝在地醫療諮詢服務計畫之宗旨為秉持馬偕博士「寧願燒盡、不願

銹壞」之精神，希望落實在地醫療諮詢服務與關懷鄉親，並培養學生社會關懷的情

操。且本校為醫學專業人才之培養高等學府，足以運用專業優勢對學校所在地區提供

健康相關之教育、輔導、及服務。 

    三芝區前三大死因為為惡性腫瘤、心血管疾病與腦血管疾病，與全台相似。三芝

衛生所屬第一階段之預防性公共衛生保健機構，第二階段之治療性服務，有三芝衛生

所及一般地區診所（家醫科診所、小兒科診所、牙醫診所、中醫診所等），共計 10

所；第三階段之復健性醫療服務機構，共計 2家。一般民眾通常選擇到衛生所處理，

若無法處理，則轉介至附近大型醫療院所。經實際走街詢問居民就醫情形，表示若需

至大型醫療機構就診時，可利用免費醫療專車，至三芝國中前搭乘，沿途停靠竹圍馬

偕醫院、關渡醫院、榮總醫院、振興醫院及新光醫院，共計 5間大型醫療院所。部分

居民表示健康檢查與癌症篩檢皆為重要，但常因工作時間或懶惰等為理由而不願前往

醫院或衛生所，訪談時有部分居民表示因身體無特別的健康問題，故不須健檢，以預

防保健的角度來看，需加強里民對於定期健檢及癌篩的觀念。自我健康維護能力的認

知可以透過護理人員的衛教進行改善，衛教內容可以包括：癌症篩檢的重要性、篩檢

內容或方式等，並結合里長張貼海報、宣傳單或廣播，加強里民重視篩檢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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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摘要 

 介紹計畫規劃及執行學校能量、含計畫主持人、計畫團隊曾執行相關計畫之執

行成果概述。 

一、醫學系在地服務之基礎 

  醫學系在地醫療服務的濫觴是教育部北二區的一個教學計畫，由本校教務處

與醫學系共同執行，臨床教師拍攝如何訪談居民之衛教短片，給學生學習，並給

予量血壓及量體溫之裝備後，就出發訪視事前約好的居民。三芝在地醫療諮詢服

務計畫之宗旨為秉持馬偕博士「寧願燒盡、不願銹壞」之精神，希望落實在地醫療

諮詢服務與關懷鄉親，並培養學生社會關懷的情操。馬偕醫學院創校受到在地鄉

親的熱情幫助與支持，感念於此，也希望能以實質上的醫療諮詢服務回饋鄉親，

並讓學子有實地學習機會和培養照顧關懷社區之人文素養。活動內容：民國100年

起計畫從三芝區埔坪里中正路一段，開始進行下鄉醫療諮詢，包含量血壓、量體

溫方面的諮詢服務。過去三年醫療諮詢日期：104年10/24，10/31，11/21，12/12，

計四次；105年4/23，5/7，10/22，11/19，12/3計5次；106年5/13，5/27，6/10，

計三次，皆為週六，醫療諮詢時間：上午8:30-12:30（計四小時）。服務對象：三

芝區居民，活動地點：三芝區埔坪里。具體作法：從三芝區住宅區居民開始，由馬

偕醫學院醫學系二年級學生著服務隊制服親自到居民家拜訪、進行醫療諮詢。諮

詢對象採自由意願參與。同行與會人員：馬偕醫院醫生2人，馬偕醫學院學生10人

共12位；每組6人共兩組，並於醫療諮詢結束請學生填寫學習單。主辦單位：馬偕

醫學院教務處的教師發展中心、馬偕醫學院醫學系。協辦單位：馬偕紀念醫院、三

芝區衛生所、三芝區公所、里辦公處、三芝教會。三芝在地醫療諮詢計畫參與醫師

工作要點，於出發當日8點10分前到達本校普1教室。參與學生：每梯兩隊，每隊3

人( +帶隊醫師1人)。訪問家數：3 戶/隊 (家中可能會有1人以上需要諮詢)。進

行方式：請帶隊醫師自備聽診器。出發前吃早餐時(學校會提供)，先向學生自我

介紹、再請學生自我介紹、並說明進行方式。進入民家時先簡單問候寒暄、說明來

意、並確認諮詢對象與人數。先由學生一對一詢問諮詢對象、量測血壓與心跳、並

填寫問卷上半部。其餘學生與帶領醫師則在旁觀察問診學生與諮詢對象之互動。

同時，帶隊醫師須記錄問診學生之優缺點。接下來，帶隊醫師再根據學生所填問

卷上半部之記錄進行相關問診及建議，並完成下半部之問卷。此時，學生則在旁

觀察醫師與諮詢對象之互動。若家中有另一諮詢對象，則由另一位同學進行上述

問診。原則上，每位參與學生至少須有1次(含)以上之問診。結束前一家之家訪在

進入下一家之前，請帶隊醫師就剛才家訪情形作簡單檢討 (約5-10分鐘，可多肯

定學生之優點，並給予鼓勵。但重大不妥與缺點也請務必提醒，使學生能有所學

習)。所有家訪結束後請回學校(提供午餐)並進行該梯次總檢討 (兩隊合併，可先

由每位學生作心得分享，再由兩位醫師分別總結)。該梯次結束後，請將記錄之諮

詢單交由學生，以便回去作完整心得報告，再請學生將諮詢單與學習回饋單一起

交回。 

二、護理學系在地服務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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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建校以來，護理學系四年級之社區護理教學均對三芝地區之社區進行社區

評估，累計五年來之資料，初步擬提出提供兒童照顧、早療、失智評估、衰老防

治、老人保健、居家護理等教育、訓練、及諮詢服務，107學年將與三芝地區區長、

衛生所主任、鄰里長、里幹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等社區重要人士進行焦點團

體和個別訪談，由下而上以確認在地健康教育與諮詢需求，進而規劃符合在地居

民之健康諮詢平台服務。方式，並確立在地民眾健康諮詢平台服務方式。 

  108 學年度完成在地民眾健康諮詢平台之建置，並在往後之每一學年增加兒

童照顧、早療、失智評估、衰老防治、老人保健、居家護理等教育、訓練教材各 1

案，並運用社區護理實習活動，在三芝社各區輪流進行團體衛教社區宣導，並針

對社區有需求之個案於護理居家訪視時提供進行個別指導。  

三、聽語系在地服務之基礎 

  由於聽力與語言兩門專業之間有密切的關聯性，於臨床實務上更是如此，且

聽力師/語言治療師國家證照考試資格也明文規定實習項目需涵蓋聽力、語言及言

語障礙。本學系於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聽語跨組障礙實習(一)、(二)」課

程，為兩組學生進行跨組基本專業知識訓練與實務操作體驗，而「聽力暨語言篩

檢活動」為課程的主要活動和一大特色。從該學期開始，本學系與新北市石門區

老梅國小及附幼合作舉辦聽力暨語言篩檢活動，由學系教師帶領大四、大三同學

為新生及教師轉介之學生進行學前及學齡兒童聽語篩檢。兒童聽力篩檢項目為耳

鏡檢查、中耳鼓室圖檢查及純音聽力篩檢; 兒童語言篩檢包含語言理解、語言表

達、構音清晰度等項目。篩檢活動前，會於校內舉行一系列的行前訓練活動以及

技能考試，以確保篩檢活動品質。此外，相關篩檢服務是在收到參與者之家長簽

署同意書之後，才開始進行。活動過程中，學系教師、具有聽力師/語言治療師證

照者共同督導學生進行聽語篩檢活動；教學助理協助活動相關行政事務，以利活

動進行。篩檢活動結束後，將分別提供個別篩檢結果報告予參與者之家長，及整

體參與者篩檢結果統計表給學校單位。除了執行聽語篩檢之外，也提供聽語衛教

與諮詢;對於篩檢結果未通過或待追蹤者，提供轉介服務或是邀請參與學系實習課

程，至系上的實習中心進行持續性追蹤評估與治療的服務。 

105 學年度開始，「聽語跨組障礙實習(一)、(二)」課程由學系教師帶領大三

學生，並搭配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推動大專校院職涯輔導工作實施計畫」進行一系

列的「聽力暨語言篩檢活動」。而篩檢對象類型除了學前及學齡兒童族群之外，也

新增成人長者族群。合作單位則以三芝附近地區為主，進行在地社區聽語篩檢服務。

兒童聽語篩檢的部分，除了與新北市石門區老梅國小進行第二年度的篩檢活動，也

與新北市立三芝幼兒園、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附設新北市私立馬偕示範幼兒園

合作，為學童進行聽語篩檢; 成人聽語篩檢的部分則分別與新北市三芝區公所和

新北市雙連安養中心，合作舉辦社區長者聽語篩檢服務。聽力篩檢項目包含聽力實

測(耳鏡檢查及純音聽力篩檢)、基本資料表和年長者聽覺障礙量表-篩檢版; 語言

篩檢項目則包含溝通行為、言語構造及動作檢查與吞嚥功能檢測。另外，針對長者

族群的特性，提供聽力保健衛教、吞嚥口腔健康操以及助聽輔具體驗。 

在學系師生的共同努力下，於 106學年度再度申請到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推動

大專校院職涯輔導工作實施計畫」。除了持續與原有合作單位進行聽語篩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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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目前也與華科事業群慈善基金會合作參與淡水馬偕醫院健康日活動，不僅

擴展服務範圍，也將聽語篩檢帶入醫療場所，另闢新的服務模式。未來依據篩檢

對象類型多元性(例如:學齡兒童、青少年族群)以及特殊服務場域(例如:育幼院)

持續開發合作單位，以服務更多有聽語需求的族群，落實本校校訓精神，善盡社

會責任。 

貳、 對焦解決區域重點議題與需求分析 

 整體計畫對於區域議題盤點、瞭解需求、分析並達成共識後，說明學校對接在地需

求的狀況及計畫所實踐之主要重點議題與涵蓋議題面向內容。 

馬偕醫學院位於台灣西北角之新北市三芝區，透過建校 9 年來對三芝社區進

行之社區評估之資料，累積以下對學校所在地三芝地區之了解:三芝區位於台灣本

島最北端偏西，面積為 65.9909 平方公里，東北邊與石門、金山區相連，西南邊

與淡水區相接，南邊以大屯山與北投區分界。大屯火山群之西北斜面，平原分布

在西北部，地勢向東南升高地形，由竹子山、小觀音山、菜公坑山、烘爐山、面天

山等向西北方噴發的火山碎屑岩所形成，離火山中心體較遠，全區丘陵起伏，海

拔大多在二百公尺以下，階狀台地有圓山頂、二坪頂（三層台地）、車埕等地，主

要為向海緩緩傾降的火山周緣斜坡地形，河川流路在中下游開展形成沖積層，接

近海岸則越平緩開闊，河谷兩岸墾闢為水田，呈現特殊的梯田景觀。  

三芝區無氣候觀測站，故無法取得長期氣候的資料，故選擇鄰近的淡水區氣

候資料來作為分析。據中央氣象局提供的資料，淡水區年溫差大，夏季最高氣溫

出現在七月份，可達攝氏 37.6度，冬季最低氣溫出現在一月份，攝氏 8.1度；降

雨量方面，淡水區在 2015 年可達約 1600 毫米，主要集中八、九月份，全年雨日

約 104天；相對濕度約為 72~82%，以三、五月份濕度為高。經問卷調查，約有 51.5%

的里民表示氣候潮濕會影響到生活品質。    

三芝區總人口數為 23497 人， 人口密度為 356.12 人/平方公里，西元 2015

年 11月底三芝區三段年齡層結構: 0~14歲 10.9%，15~64歲 74.7 %，65歲以上

14.4 %，有幼年人口比率降低、老年人口比率增加的趨勢，老化指數 134.8% [(65 

歲以上人口數/14歲以下人口數)*100]。  

三芝區自然環境優美，具多樣動植物，灌溉水源來自八連溪，居住環境幽靜，空氣

品質佳。但因地形位於山坡地上而影響道路蜿蜒曲折，另冬季寒冷多雨，日照少

又濕度大，由於對人體最舒適的溼度是 60~70%，所以若長期處於濕度過高的情形

下，是不利於身體健康的。部份里內因未建設自來水管線故里民多使自掘地下井

水使用，而三芝地區目前尚未建設汙水下水道，居民家庭汙水多直接排放於水溝，

汙水可能經土壤流入地下井水，經調查發現里內較少進行汙水監測與井水用水品

質監測，故里民可能會有用水品質影響健康之風險。  

(1)信仰方面，道教者為最大宗，佔 72.7％，其他依序為佛教佔 12.1%,基督教為

6.0%。  

(2)於休閒方面，問卷調查結果得知，里民平時主要的休閒活動大部分為靜態活動，

如與人聊天、看電視為主，動態活動大多為務農或外出散步。但鄉村農活、自然環

境吸引學校舉辦校外教學活動，發揮教育休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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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教育資源方面，三芝區有三芝國小、三芝國中、馬偕護理專科學校、馬偕醫

學院、6間補習班、9間托兒所，1間圖書館。民間組織安康社區發展協會 82由地

方政府輔導成立，會舉辦農業教育課程、手工藝課程，推動里民自我成長。  

(4)在健康相關議題方面。三芝區衛生所統計流感疫苗施打情形，由 2015 年三芝

區衛生所資料顯示，施打率較低的族群有 65 歲以上老人/機構對象/特殊族群

44.52%、3歲以上至入學前幼兒 47.7%、及 6個月以上 3歲以下幼兒 40.8%。  

三芝區前三大死因為為惡性腫瘤、心血管疾病與腦血管疾病，與全台相似。

三芝衛生所屬第一階段之預防性公共衛生保健機構，其服務項目包含務項目包含

預防注射、嬰幼兒健康檢查、中老年慢性病防治、結核病防治工作、兒童保健、癌

症篩檢、婦幼衛生優生保健、傳染病防治等等；第二階段之治療性服務，有三芝衛

生所及一般地區診所（家醫科診所、小兒科診所、牙醫診所、中醫診所等），共計

10所；第三階段之復健性醫療服務機構，有雙連安養院及長勤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共計 2 家。民眾通常選擇到衛生所處理，若無法處理，則轉介至附近大型醫療院

所。經實際走街詢問里民就醫情形，里民表示若需至大型醫療機構就診時，可利

用免費醫療專車，至三芝國中前搭乘，沿途停靠竹圍馬偕醫院、關渡醫院、榮總醫

院、振興醫院及新光醫院，共計 5間大型醫療院所。   

部分里民表示健康檢查與癌症篩檢皆為重要，但常因工作時間或懶惰等為理

由而不願前往醫院或衛生所，訪談時有部分里民表示因身體無特別的健康問題，

故不須健檢，以預防保健的角度來看，需加強里民對於定期健檢及癌篩的觀念。

自我健康維護能力的認知可以透過護理人員的衛教進行改善，衛教內容可以包括：

癌症篩檢的重要性、篩檢內容或方式等，並結合里長張貼海報、宣傳單或廣播，加

強里民重視篩檢的重要性，也可透過教育可增加對感染的敏感度。  

本校為醫學專業人才之培養高等學府，足以運用專業優勢對學校所在地區提供健

康相關之教育、輔導、及服務。 

參、 計畫推動之架構及組織運作 

 說明團隊執行計畫之深度及廣度，含計畫整體架構圖、具體說明執行團隊組織運

作、執行團隊之人數、跨領域之能量、組成成員任務分工及團隊執行計畫經驗說明，

及教師帶領學生參與本計畫之規劃。 

三芝在地醫療諮詢進行到現在，最大的困難是不易收集到足夠願意受訪居名

的名單。除了逐家探訪的方式外，也請在地的醫學院教職員工提供在地親朋好友

的名單，臨床醫師也有約自己在淡水馬偕醫院照顧的門診及住院的三芝病人。均

在他們同意之下前去他們家中訪視，並帶學生及教務處同仁一起前往做家庭訪問

及醫療諮詢服務。後來願意接受訪視居民人數有不夠情形，所以三芝教會提供基

督徒家庭願意接受家訪及醫療諮詢服務的名單，也嘗試將『馬偕醫學院在地醫療

諮詢傳單』放在三芝圖書館讓來往民眾填問卷即可主動報名參加，然主動報名人

數仍常常不足，有時也會改到鄰近的長勤長期安養中心，或到附近社區中心直接

接觸當地居民。因此，為了網羅到足夠居民家戶數可以讓學生訪視，我們成立Ｌ

ＩＮＥ群組請三芝教會基督徒多多幫忙，因此能即時補足受訪戶數。在帶領的老

師方面，幾年下來，已經有固定的臨床醫師願意週六上午出來帶學生做在地醫療

諮詢，他們大多自行進行訪視由台北馬偕醫院開一個多小時車程來參與，並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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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各個受訪居民家中。有腸胃科醫師，耳鼻喉醫師、急診醫師、神經內科醫

師、感染科醫師、婦產科醫師及小兒科醫師等，去年一年(105學年度)我們試圖以

學生主動衛教為主軸，並以問題導向學習課程(PBL)的理念，更新學生評量單。但

是，學生反應衛教內容不易事先準備，不易切中居民的需要。另外，學生普遍認為

台語能力不足，和居民關係不易建立。因為訪視居民多為年紀大的長者，所以，在

106學年度，我們由『主動衛教』的主題改為『與居民建立合適的人與人關係』的

主題。因為在地受訪居民以老年人居多，所以，我們在出發前的行前會，會讓學生

先認識在地老年人的現況及需要，並且在整個活動結束後的檢討會，也會在把持

續在地關懷的期望告訴學生。 

跨領域在地醫療諮詢小隊 

醫學系教師及醫

師 

護理系教師及護理

師 

聽語系教師及聽語

師 

醫學系二年級學

生 

護理學系四年級

學生 

聽語學系三年級

學生 

與居民建立合適

的人與人關係 

居家護理定期更

換管路的居民 

聽語衛教與聽力

篩檢 

在第一次訪視後能成功邀約回訪

至少一次 

能持續關心受訪居民到學期末 

再一次回訪 

分成 

帶領 

訪視 

進行資料收集 

進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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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團隊成員（含跨校成員）及專業能量： 

編號 姓名 學校／職稱 專精領域及主要經歷與成就 
參與本計畫及工作項目之主要

內容 

01 吳懿哲 

馬偕醫學院 /副

教授兼醫學系主

任 

專精領域：糖尿病及老化相關之

心血管病變、動脈粥狀硬化、血

管平滑肌細胞增生、肺動脈高

壓、循環學、老人心血管病變、

細胞週期訊息傳導、傳統醫藥學 

主要經歷：馬偕紀念醫院內科住

院醫師、心臟內科總醫師、主治

醫師、資深主治醫師  

馬偕醫護管理學院兼任講師、助

理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傳統醫藥學所兼

任助理教授 

學術領導經驗： 

科技部計畫：自 2007 年起每年

均擔任計畫主持人 

專科學會職務：台灣醫學教育學

會 OSCE工作小組委員 (2012-迄

今)、中華民國心律學會監事 

(2015-迄今) 、中華民國血脂暨

動脈硬化學會副秘書長 (2012-

迄今)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編輯

委員會委員(2012-迄今)、台灣

介入性心臟血管醫學會編輯暨

登陸委員會委員 (2014-2016)、

中華民國心律學會醫療政策與

媒體公關委員會委員 (2013-

2015) 

馬偕紀念醫院醫學研究部循環

生理研究室組長 (2016-迄今) 

馬偕紀念醫院重點型研究計劃

主持人 (2016-迄今) 

中國醫藥大學系、所、學程、暨

通識教育外部評鑑委員 (2015)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預評委員 

(2012)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審查醫

藥專家 (2014-2016) 

行政協調經驗： 

馬偕醫學院醫學系臨床學科主

任 (2014-迄今) 

馬偕紀念醫院醫學教育部副主

任 (2014-2016) 

1. 領導及代表醫學系的跨領域

在地醫療諮詢。 

2. 協調醫學院及醫院醫師之教

學意願。 

3. 協助受訪居民名單收集。 

4. 協助開立跨領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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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紀念醫院醫學教育部主任 

(2017-迄今) 

馬偕紀念醫院醫學教育部醫學

人文小組主席 (2015-迄今) 

馬偕醫學院醫學系招生執行長 

(2010-2015) 

馬偕紀念醫院心血管中心肺高

壓介入醫學主任 (2016-迄今) 

馬偕醫學院學生事務處生活輔

導組組長 (2009-2010) 

馬偕紀念醫院藥物委員會委員 

(2013-2015) 

外交部國合會斐濟國際醫療團

團長 (2012) 

外交部青年大使吉里巴斯隊領

隊 (2013) 

馬偕紀念醫院員工福利促進會

聖經真理研究社社長 (2007-迄

今) 

馬偕醫學院在地醫療引導老師

暨召集人(2011-迄今) 

02 王凱微 
馬偕醫學院 /教

授兼護理系主任 

專精領域：兒童護理學 (含實

習) 、基本護理學 (含實習)、實

證護理、研究概論 

主要經歷：  

國立陽明大學護理學系助理教

授(2006/02~2014/7) 

長庚大學護理系暨研究所研究

助理(2005/9/1~2005/12/30) 

瑪特醫院 Mater Misericordiae 

Hospital (Adult, Children, 

Public, and Private); Code 

Blue Nurses; GPH, Australia 

兒童加護病房/兒童普通病房護

理師(2002/8~2005/9)  

昆士蘭科技大學護理學院助教

(2002/8~2002/11) 

昆士蘭科技大學護理學院研究

助理(2001/7~2004/6) 

皇 家 兒 童 醫 院  Royal 

Children's Hospital, 

Brisbane, Australia腦內外科/

骨科/眼科/兒童加護病房護理

師(2001/1~2002/5) 

格斯樓私人醫院 Greenslopes 

Private Hospital, Brisbane, 

1. 領導及代表護理學系的跨領

域在地醫療諮詢。 

2. 協調醫學院及醫院護理師之

教學意願。 

3. 協助受訪居民名單收集。 

4. 協助開立跨領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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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胸腔內外加護病房護

理師( 2000/1~2001/1)  

亞歷山大公主醫院 Princess 

Alexandra Hospital, 

Brisbane, Australia腸胃科/胸

腔科/骨科/內科/內分泌/糖尿

病護理師(1998/11~1999/11) 

03 林鴻清 
馬偕醫學院 /教

授 

專精領域： 

耳聽覺解剖生理、電生理聽力

學、聽力障礙病理學、人工電子

耳(人工耳蝸)學、耳鼻喉科學、

新生兒聽力篩檢、人工電子耳

(人工耳蝸)手術、聽障、眩暈 

主要經歷： 

馬偕紀念醫院 耳鼻喉科 主任 

美國南加大House耳科中心研究 

台灣耳鼻喉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 兼任副教授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 兼任副教授 

國防大學醫學院 醫學系 臨床

副教授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臨床教授 

台灣耳鼻喉科醫學雜誌 副編輯 

台灣耳鼻喉科醫學會 理事 監

事 

1. 領導及代表聽語學系的跨領

域在地醫療諮詢。 

2. 協調醫學院及醫院醫師及聽

語師之教學意願。 

3. 協助受訪居民名單收集。 

4. 協助開立跨領域課程。 

 

04 曾祥洸 
馬偕醫學院 /助

理教授 

專精領域： 

隱球菌腦膜炎、病理生理學、

微生物學、愛滋病、感染症、

結核病、老年醫學、感染管制 

主要經歷： 

馬偕紀念醫院一般內科暨感染

科資深主治醫師 

馬偕紀念醫院老年醫學科主任  

馬偕醫學院醫學系助理教授  

馬偕醫學院長期照護研究所助

理教師 

美國杜克大學醫學中心感染科

兼任研究員 

1. 執行醫學系跨領域在地醫

療諮詢計畫。 

2. 執行受訪居民名單收集。 

3. 帶領跨領域在地醫療諮詢

計畫的學生。 

4. 擔任跨領域課程教師。 

05 陳怡亨 
馬偕醫學院 /副

教授 

專精領域：機構老人照護、失智

症照護、疼痛評估與處置、靈性

評估與照護 

主要經歷：馬偕醫學院 護理學

系  助理教授(專任) 101 年 8

月至 105年 1月 

中國醫藥大學 護理系 助理教

授(專任) 98年 9月至 101年 7

月 

1. 執行護理學系跨領域在地

醫療諮詢計畫。 

2. 執行受訪居民名單收集。 

3. 帶領跨領域在地醫療諮詢

計畫的學生。 

4. 擔任跨領域課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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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 護理系 兼任講師 95

年 8月至 97年 6月 

耕莘護專 護理科 兼任講師 95

年 8月至 96年 1月 

明新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

理系 兼任講師 95年 8月至 96

年 1月 

長庚技術學院 許麗玲副教授/

助教 94年 8月至 95 年 1月 

國立陽明大學 林麗嬋教授/研

究助理 92年 10月至 94年 7月

/96年 6月至 97年 6 月 

行政院建構長期照護體系先導

計畫 行政院研究員/照顧經理 

91年 4月至 92年 10 月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SICU 護理師 87年7月至91年3

月 

06 郭惠敏 
馬偕醫學院 /助

理教授 

專精領域：護理資訊、質量性研

究、產兒科護理、慢性病服務設

計 

主要經歷：元培科技大學 護理

系 講師(兼) 1997/8~2013/6  

元培技術學院 護理系 助教

(專) 2003/8~2007/8  

竹北東元綜合醫院 婦產科病房 

專科護理師(專任) 

1998/9~2002/7  

署立竹東醫院 兒科、婦產科、

外骨科 護士(專任) 

1996/3~1998/9  

台北榮總 神內、胸外病房 護

士(專任) 1992/9~1996/3 

1. 執行護理學系跨領域在地

醫療諮詢計畫。 

2. 執行受訪居民名單收集。 

3. 帶領跨領域在地醫療諮詢

計畫的學生。 

4. 擔任跨領域課程教師。 

07 李沛群 
馬偕醫學院 /助

理教授 

專精領域：語音聲學、助聽器、

溝通輔具、聽力科學與信號處

理、聽損模型與語音信號處理演

算法、語音辨識力測驗、心理聲

學、聲電特性量測與效益評估、

雲端照護服務 

主要經歷：明展生醫科技產品研

發部資深經理 

百略醫學科技董事長特別助理 

一零四資訊科技新創中心研究

員 

中華醫網科技總經理 

1. 執行聽語學系跨領域在地

醫療諮詢計畫。 

2. 執行受訪居民名單收集。 

3. 帶領跨領域在地醫療諮詢

計畫的學生。 

4. 擔任跨領域課程教師。 



10 

 

 預計參與計畫執行學生類型（含跨校學生）： 

肆、 計畫執行期程 

 說明當年度執行工作事項及進度、作業時程、設定查核點，並敍述全程計畫預計

執行工作事項之規劃 

1.「電子化健康適能 (eHealth literacy)」提升之指導方案 

  建構在地民眾健康諮詢平台之際，考量建構完成推廣需要民眾具備足夠的使

用能力，故擬同時執行「提升電子化健康適能 (eHealth literacy)」方案。「電

子化健康適能 (eHealth literacy)」提升之指導方案，此方案使用電子書模組，

該電子書為科技部計畫案成果(MOST 105-2511-S-715-001 ，主持人郭惠敏)開發

行動載具互動性電子書。電子書內容: (一)電腦網路的操作學習，及(二)健康資

訊網站的使用與評估。該電子書部份內容參考，美國衛生研究院的分枝機構-國家

老化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NIA)提出的訓練工具(a toolkit 

for trainer)為樣版(NIA,2010; Xie,2011)，為符合本國文化與語言，原工具內

容列的 NIH網頁，改以健康久久和國民健康署網頁為例。NIA的課程工具有清楚詳

細的學習目標、學習內容、課堂練習、作業練習，課程計畫有初階和進階課程模

組，例如在初階中包含基本電腦用詞、網頁的操作。 

2.教師社群 

  為整合教師專長，共同為社區醫護服務開發專業人員、及社區民眾之教學計

畫，已於 106年暑期成立「APP設計」「在地民眾健康諮詢平台」教師社群，並進

行「老人聽覺評估與復健」(聽語學系與護理學系成人護理老人組)、「早期療育與

08 黃明源 
馬偕醫學院 /助

理教授 

專精領域：急診醫學、醫學資訊

學、醫學工程、基因晶片 

主要經歷：馬偕紀念醫院 急診

醫學科住院/總醫師  

元培科技大學 護理系兼任助理

教授  

馬偕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主治

醫師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助理教授 

1. 執行醫學系跨領域在地醫

療諮詢計畫。 

2. 執行受訪居民名單收集。 

3. 帶領跨領域在地醫療諮詢

計畫的學生。 

4. 擔任跨領域課程教師。 

編號 學校 系科 學習領域 

01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醫學 

02 護理學系 護理學 

03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 聽力治療、語言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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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支持」等課程(聽語學系與護理學系小兒科組)，將陸續於 106 學年下學期起

開課供學生選修。 

3.健康照顧 APP設計 

  「APP設計」社群將結合對資訊化教學有興趣、有基礎之教師，運用「APP設

計」技術，將社區民眾之保健復健教學數位化，程式化、網路化。初步提供給學生

「APP設計」教學計畫書 106學年 10月份已完成，預計 106學年下學期開課，擬

結合群組教師之教學及學生之學習，陸續開發失智評估、衰老防治、老人保健、居

家護理等教育、訓練、及諮詢服務等 APP。 

4. 將成立「老年醫學學科」、「在地民眾健康諮詢平台」與「老年醫學推廣教育學

程」 

  以本醫學院教師群為骨幹，除搭配在學之課程教學，並嘗試課餘社區服務，

運用自身醫護專業之專長優勢，將「APP設計」社群開發之社區教材建置於平台，

並進行後台更新、維護、提供諮詢之社區服務工作；並開辦「老年醫學推廣教育學

程」。 

5.「助聽輔具模擬軟體」 

目前年長者普遍對於助聽輔具的接受度不高，且此屬於高單價的科技產品，於三

芝地區不易取得。藉『助聽輔具模擬軟體』為年長者進行助聽輔具體驗。經由實際

體驗，讓年長者親自比較輔具配戴前/後的差異，提升長者對自身聽力狀況的關心

程度並促進配戴輔具之動機。針對聽語狀況待追蹤及篩檢結果未通過者，依據個

案需求轉介至臨床機構，或參與本學系之實習課程或活動，於聽語教學實習中心

進行更完整的評估、治療的服務。以期善用本校地利之便，提升個案進行後續評

估、治療的時效性和意願度，使治療成效之效益最大化。 

6.開設『老年醫學跨領域健康促進的理論與實作』課程 

開一門課讓三系學生可以選修『老年醫學跨領域健康促進的理論與實作』並給於

學分及學習評量，及成果展覽。 

7.爭取國家品質標章 SNQ認證 

將跨領域在地醫療所發現的社區現況與我們具體行動所提升的社區健康品質，預

備共同目標為爭取國家品質標章 SNQ認證，因此需要當我們有行動時，有專任助

理要錄影拍片紀錄並作適當剪輯，做成成果發表。 

伍、 推動目標 

 請具體說明由學校教師帶領學生整合跨科系院、跨校團隊之能量，結合地方政府或

產業資源，共同促進在地產業聚落、社區文化創新發展，透過課程或非課程形式，

藉由師生走入社區，參與並協助在地發展及問題解決，於計畫推動後對於促進在地

連結合作、培育區域發展所需人才、鏈結產學合作、活絡區域人文發展及實踐大學

社會責任等面向之具體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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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建立之基礎上，將規劃以下進行項目逐步繼續推動，本計畫之主要目標是要

推動三芝地區老年人之健康促進：  

(1) 藉社區醫護相關課程之進行訂定期至社區各鄰里宣導健康相關資訊、簡易身體

檢查及健康諮詢服務，將教學活動與學習應用走入生活化與社區化。 

(2) 在學校網頁架設建構的在地民眾健康諮詢平台並對社區開放，提供失智評估、

衰老防治、老人保健、聽力篩檢、居家護理等教育、訓練及諮詢服務。  

(3) 定期與里長及民間社區發展團體進行焦點團體和個別訪談，以了解社區對醫學

院之期望，提供對社區善盡責任之適切服務；並開辦「老年醫學推廣教育學程」。  

(4) 計畫於三芝地區，以鄰里為基礎，呼召能做負責人的有力人士，與淡水馬偕紀

念醫院社區醫學中心簽約設置健康服務站。 

(5) 收集與我們友善在地居民的名單並做名單管理，已充足供應臨床老師帶領學生

回訪之用。名單來源可以請馬偕紀念醫院淡水分院業務課，提供願意接受我們

回訪之最近半年門急診或住院的三芝居民名單，或由遠距及居家護理所要願意

接受我們回訪的出院準備名單居住於三芝地區的，並安排臨床老師與分組學生

一起過去訪視。 

陸、 具體策略作法 

 於在地連結、具體行動、支援系統之面向下，提出推動本計畫各項核心任務之具體

執行策略及作法，包含未來爭取外部資源及永續經營規劃 

一、 在地連結  

二、 具體行動  

1.為充分展現「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的創新性作法，擬發展三芝地區「健

康老年人」與三芝「馬偕醫學院」醫學系、護理學系及聽語學系的年輕學生

教學相長之雙贏機制。 

2.為使健康老人與年輕學生有彼此互相問答，讓健康老年人可以感覺自己仍

有用處，並看著年輕學生可以成功，而年輕學生可以教導健康老人他們所關

心的議題(如人工智慧、智慧手機等等)。 

三、 支援系統 

1.在社區醫護相關課程生活化與社區化方面 

  社區護理學原本為護理學系四年級必修課程，是在完成內科、外科、產科、兒科、

精神科之護理學科與實習之後修讀之護理專業科目，除 3學分之課堂學習外，有 3學

分至少 128學時之社區實習，實習活動中包含: 社區評估、家庭評估、個案管理、社

區民眾健康教育、家庭訪視等等，與社區居民、村里幹事、衛生所互動多，也承接馬

偕醫院社區醫療部轉介，及糖尿病照護網在社區中之個案，如此之社區護理活動已進

行五年，而且將是永續進行。本高教深耕更計畫中擬將此社區護理實習活動加以深化，

並與醫學系一、二年級在地醫療、聽語學系之社區聽力篩檢結合，接觸之民眾將更廣，

而三個系學生專業學習有別、學生年級不同、跨系結合之社區健康服務將更有功能。 

基本上，社區護理學為護理學系四年級必修課程，可加入跨領域樹區健康促進團隊運

作之元素，在社區護理實習上，護理學系可提供社區評估與個案管理、家庭訪視之資

料，與醫學系、聽語系規劃合乎社區需求之社區型、家庭型、或個人型之健康促進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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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與服務，將學生對社區護理的實習更生活化與社區化。 

2.社區健康服務站設站標準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分院社區醫學中心健康服務站成立目的為鼓勵社區民眾建立

自我健康照護行為，提供民眾可近及便利的量測服務，與各組織負責人共同推動設立

「社區健康服務站」，由各組織負責人擔任各該「健康服務站負責人」，該健康服務站

需以「在地人服務在地人」的概念組織「社區健康促進推動義工」，以共同提升社區

居民的健康，並作為醫院與社區健康資訊溝通平台。成立條件：由各社區或團體負責

人自行招募具有服務熱忱且能持續性服務的志工成立健康服務站。志工每週必須至

少服務一次【每月 4次】每次為 3小時。每次服務時段志工服務人數 2~3人為限，每

次最多不超過 3人。社區健康服務站啟動與運作：由負責人與本中心聯絡，討論成立

社區健康服務站之相關事宜。負責人提供社區健康服務站服務地點及志工確認名單，

於加入時填寫「健康促進推動志工健康服務站社區團體組申請表」及「健康服務站社

區團體組志工申請資料」，並每年 6、12月配合志工加退出填寫「健康服務站服務義

工異動申請表」。志工服務狀況優良者，於每年 9月推舉出該站優良義工，年底接受

本院公開表揚。「健康服務站負責人事工檢討會議」訂於每年 4月及 10月召開。負責

人及聯絡人至本院淡水院區就診，享有免掛號費之優待。邀請負責人及聯絡人歲末年

終聚餐及郊遊。可參加本院各項講座、音樂會、電影欣賞、社團活動等活動。聯絡方

式：淡水馬偕社區醫學中心許智鴻管理師，聯絡電話：(02)2809-4661分機 2161，信

箱：matthew.c822@mmh.org.tw 

3.建構的在地民眾健康諮詢平台方面 

  網路使用人數驟增且已漸普及至健康照護領域，根據最新 2015年國際電信聯盟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統計，全球友 32億使用人數，其中開發

中的國家佔了 20億人數，手機使用戶 70億普及率高達 97%，其中使用手機上網普及

率也達 47%(ITU, 2015)。透過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輔助慢性病

健康照護包括有 e 化照護、遠距照護或行動照護(telecare)等應用例如遠距照護一

點通 App。如何在科技融入日常生活中普及化的同時，也讓科技增進糖尿病友的自我

照顧，這不只是單方著重改善科技人性化，而是需要在數位落差的這一世代交替中，

發掘更多符合現況滿足需求的策略。使用網路科技取得健康資訊之能力稱為電子健

康識能，可以經由訓練提升進而改變健康狀態和健康的認知 (C. Norman, 2011; C. 

D. Norman & Skinner, 2006)。而患者在健康知識資訊及醫療服務的取得、理解和

應用這部分的能力是所謂的「健康識能(或者稱素養)」，健康識能越好表示更具備理

解健康知識資訊的能力 (Neter & Brainin, 2012; Xie, 2011)。  

健康資訊科技導入慢性病照護產生更多元化的醫療照護服務，研究顯示能改善慢性

病患者自我照顧的不足、醫療可近性的缺口、龐大的醫療支出等等(Greenhalgh et 

al.; Or & Karsh, 2009; Wang & Huang, 2012)。科技導入的形式由醫療相關單位

或官方機構主導的遠距醫療(tele-health)與電子化健康(e-health)，以及仍蓬勃發

展中的行動化健康(m-health)，健康照護組織的結構與運作已逐漸改變(Bashshur, 

Shannon, Krupinski, & Grigsby, 2011a, 2011b; Gupta, Chotard, Ingþórsson, 

Bastos, & Borges, 2009; Pagliari, 2007)。國內行政院衛生署自 2007年也開始

推動「遠距照護試辦計畫」及 2010年擴大推廣，利用既有的服務模式於全台的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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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東四區委託醫療機構進行辦理，服務對象以慢性病個案為主，包括糖尿病對象，提

供居家/社區式及機構式二類照護服務模式，在公共場所設立遠距生理量測據點，鼓

勵民眾下載其開發的「遠距照護一點通 App」，供民眾上傳血壓與血糖數值以利健康

管理。不論是以醫療機構發起的遠距照護，例如台大醫院、振興醫院或萬芳醫院等；

抑或是由保全企業公司經營創立的遠距照護、遠雄二代宅等。使用行動裝置(mobile 

device)/網站提供健康資訊進行病患教育，研究報告顯示能有效提高病人的知識、健

康行為(S. H.-M. Guo, Chang, & Lin, 2015)和健康識能(Mackert, Love, & Whitten, 

2009)。然而根據一份文獻回顧報告指出，健康消費者或者慢性病患者對這些科技是

否接受也是受到相當的關注，慢性病患者要能全面接受這些科技導入的服務需要更

多的研究才能更成功發展 eHealth應用在健康服務(Or & Karsh, 2009)。 

3.在地舉辦的「聽力暨語言篩檢活動」，不僅可以了解當地居民或孩童的聽語能力狀

況，亦可發現可能具有溝通障礙問題的個案，及早進行完整評估和治療。對於學校所

在地附近的居民方面，需要透過衛教宣傳以提升大眾對於聽語保健的重視程度，而活

動中所提供的聽語諮詢，可讓參與者對於自身或孩童的聽語狀況有更清楚和具體的

了解。經由聽力衛教和教授吞嚥口腔健康操，使參與者具備基本聽語保健相關知識，

並學會在平時即可執行的自我保健方式。 

柒、 計畫執行效益 

 計畫執行情形及預期成果，各校應依計畫之特色與需求，提出自訂質量化績效指標

及達成值，例如：預期對區域發展產生實際貢獻或價值、帶動學生參與及在地認

同…等 

  藉定期與里長及民間社區發展團體進行焦點團體和個別訪談，可以了解社區

對醫學院之期望，並將社區健康宣導與教育訓練需求建檔，以提供對社區善盡責

任之適切服務，居民對馬偕醫學院更友善、對馬偕醫學院在三芝區存在之意義更

加正向。 

  藉社區醫護相關課程之進行訂定期至社區各鄰里宣導健康相關資訊、簡易身

體檢查及健康諮詢服務，將教學活動與學習應用走入生活化與社區化。使學生對

醫護專業之社會服務與實踐社會責任更具概念。 

  藉「電子健康素養」宣導教學與推廣，社區民眾使用 e 科技獲取資訊之習慣

與能力可以提升；在學校網頁架設建構的在地民眾健康諮詢平台並對社區開放，

提供兒童照顧、早療、失智評估、衰老防治、老人保健、居家護理等教育、訓練及

諮詢服務，達到社區健康營造之目的。  

  對於學生的教學和學習成效方面，聽語篩檢活動前的訓練及相關專題講座，

不但能讓選修聽力或語言治療的學生們逐漸提升專業知能並了解彼此的專業，也

能夠對於不同場域的服務型態及所需具備的知識技能、環境資源等相關條件有更

具體的了解。而聽語篩檢活動提供學生實際服務個案的機會，藉此可讓學生更加

熟練聽語專業實務操作技能、不同類型個案的互動技巧，及提升臨場應變能力。

且透過親身體驗，學生一方面能具體了解聽語社區服務的型態和所需具備的要素，

逐步分析自我特質，思考未來是否適合投入此類型服務場域; 另一方面，則針對

目前聽語社區服務的模式和流程提出改善方案，以利提升未來能提供更完善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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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預期的量化級質化績效：一、預期量化績效為醫學系二年級學生、聽語系三

年級學生及護理系四年級學生都能至少參加一次活動並且每位學生可以分配到

一位健康老人可以持續關心。二、監測在逐年遞增的老年人口中逐步提高健康老

年人的比例，使三芝地區的老年人，不僅可以活得越來越老，而且可以活得越來

健康，並讓健康的老年是有功用的。和「年輕學生」教學互動的雙贏機制，預期

可促成「活躍老年」具體的質性績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