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 
 

 

 

 

 

 

 

 

 

 

婦女友善醫療環境 

 

 

 
 

 

 

 



 

 1 

附表：金馨獎特別事蹟獎申請表 

一、機關名稱：高雄市政府 

二、實施成果： 

評核 

指標 
具體措施或成效 

將性別

觀點 

融入業

務程度 

（50%） 

高雄市政府執政團隊向來重視婦女與弱勢朋友之權益，市長希望以”

人”的需要為主體思考，將性別觀點融入業務中，本局推動婦女友善醫療

環境，以性別觀點建構完整的婦女健康、醫療及照顧政策，期望營造友善

的就醫環境與醫療品質。推動對象包含醫學中心、地區醫院、基層診所與

衛生所。對衛生局結合相關局處及公私部門、凝聚資源網、探析需求面、

評估供給線，推動「政策整合」及「社會結盟」，秉持「將心比心」的思

維，以性別概念建構全人醫療服務環境，關懷婦女就醫意見、經驗及健康

需求，堅持維護婦女健康權益的醫療服務理念，規劃貼心實用的醫療服務

措施，讓港都婦女們可以有幸福的感覺，到醫院都能真正感受到被尊重、

具隱私性、安全貼心與舒適的友善就醫環境。 

高雄市啟全國之先趨，由衛生局成立「營造婦女友善醫療環境推動小

組」運作，邀請致力於婦女健康議題的婦權團體學者、性別專家學者及具

性別意識之醫療實務專家擔任委員，積極推動本市營造婦女友善醫療環

境，研定「營造婦女友善醫療環境指標」五大面向30小項，指標內容為硬

體空間、管理指標、教育訓練指標、社會關係指標及醫療人員態度（附件

2），引導醫院營造婦女友善醫療環境有可參考的架構及內容。 

本計畫以公私夥伴關係團隊合作模式，透過健康領域外的組織單位來

共同推行落實以性別意識、醫學倫理的婦女友善醫療環境政策，邀請專業

學者及關心婦女權益與生活的民間團體共同策劃及參與。 

一、公部門方面 

於市政會議宣達以性別觀點營造婦女友善醫療環境之政策，透過各局

處首長認可及支持，結合各局處資源，共同推動具性別理念的策略方案。 

(一)由社會局、衛生局與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聯合辦理婦女友善醫療調

查，經由民眾觀點直接反應推行成果，並提出具體建議，作為日後

改善參考。 

(二)交通局規劃在醫院周圍設置懷孕婦女優先使用之親善停車位並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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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民眾禮讓、尊重懷孕朋友。 

(三)工務局新建工程旗津新行政中心暨新旗津醫院之硬體空間融入性

別觀點，建置舒適明亮、清潔溫馨之門診空間、婦科門診獨立空間、

兒科門診親子空間等設施，以充分尊重女性的就醫權益及其自主

性，改善婦女就醫環境。 

(四)結合社會局為關心懷孕婦女的社會及心理層面，提供各項資源及福

利資訊特編撰及發放懷孕婦女親善資源手冊。本手冊於婦女懷孕確

定時，由本市醫療院所婦產科協助發送。 

(五)市府聯合服務中心，由 1999(高雄市政府 24小時服務專線)專線人

員主動向 call in的市民宣導婦女友善醫療環境概念，提供婦女朋

友安全就醫資訊。 

(六)辦理本市各項大型活動及國際參訪團活動，透過新聞局、秘書處性

別意識的宣導，宣達婦女友善醫療環境概念。 

(七)於「高雄衛生」刊登成果，並利用媒體宣導性別主流化理念。 

二、私部門方面 

邀請醫療相關產業(醫師公會與職能治療師公會)、社會團體(如婦女

新知協會、彩色頁女性願景協會等)及專家學者共同推動。 

(一)結合醫師公會及職能治療師公會等辦理性別議題等在職教育，提高

工作人員性別敏感度，並透過與各公會合作，將「營造婦女友善醫

療環境」概念落實推廣至本市各醫療院所，並蒐集院所意見。 

(二)邀請醫療院所、婦女團體及民眾代表與會，共同研議「營造婦女友

善醫療環境-就醫注意事項」內容，將內容編製成宣傳單張，分發

於各醫療院所，以推廣本市友善醫療環境的概念。 

三、積極輔導本市婦產科醫療院所參與母嬰親善醫院認證，將性別主流化

理念融入於母嬰親善醫院中，建構以女性為主體的醫療環境。 

四、衛生所設置生育保健通譯員對新住民提供服務，避免語言障礙及歧視

之問題產生。 

五、建置婦女友善癌症篩檢網絡 

(一)於本市都會型區域積極建置「癌症健康便利篩檢網」，結合基層醫療

院所設置「癌症健康篩檢便利站」，建立便捷的子宮頸抹片、乳房 X

光攝影篩檢及轉介流程，增進婦女就醫篩檢的就近性與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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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針對偏遠、交通不便及婦產科院所、乳攝院所缺乏地區擴大辦理社

區健康篩檢服務，由本市 39區衛生所結合醫療院所於社區設站，提

供子宮頸抹片及婦女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巡迴車到點服務等可近性的

醫療資源，讓婦女感受到友善的篩檢服務。 

(三)為關切因害羞與隱私考量而卻步篩檢的婦女，於醫療院所或社區健

康篩檢安排女醫師與女性放射師採檢，提升女性篩檢時的安定與舒

適感。 

(四)深入社區培育癌症防治種子志工，邀集社區中熱心女性民眾，建立

「防癌快遞員」服務，藉由篩檢經驗分享，讓婦女瞭解篩檢的程序

以及可能面臨的感受，以減少檢查的過程不安全感、未知徬徨感。 

具體 

績效 

（50%） 

在推動「以人為中心」的醫療理念以及「性別主流化」的國際潮流雙

重目標之下，本局啟全國之先驅，積極推動婦女友善醫療環境，在市府各

局處努力及全市各大醫院全力配合之下，得以擴大至所有公私立院所，使

醫療環境更貼近婦女民眾需求。大家都看到了從無到有的可能與希望，一

步一腳印，逐步建構本市營造「婦女友善醫療環境」，執行成果如下： 

一、 定期召開「營造婦女友善醫療環境推動小組」會議，並拉近供需間

距離，搭起婦女友善醫療環境與市民溝通平台，依民眾觀點訂定「婦

女友善醫療環境訪查指標」，指出現有醫療品質需改善之處，透過委

員輔導訪查方式，完成本市 20 家醫院、8 家婦產科院所參與婦女友

善醫療環境，作為其他醫療院所學習標竿，進而推廣至本市各醫療

院所（附件 1、2、3、附件 8之圖 8-2、圖 8-3）。 

二、 透過一系列指標規劃及與醫療院所溝通輔導，全面推展過程雖然艱

辛，但在首長鼎力支持下，已慢慢開花結果。計劃推動後婦女就醫

的硬體設施大幅進步，包括空間的安全性-隱密的設施、公共空間標

示、動線、女廁設施、親子廁所、更衣空間、診療裙、置物櫃、洗

手台、清潔用品等提供，從無到有，讓婦女感到窩心。軟體部份持

續進步中，如婦女友善醫療觀念的普及化、服務態度更加誠摯親善

且各醫院皆設置性騷擾防治委員會，若能加入創意性女性親善醫療

規劃、考量多元化的女性就醫問題與落實兩性醫療議題在職訓練，

將能提供女性更完善的醫療服務（附件 4）。 

三、 建立對受害女性友善之健康服務系統（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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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醫療院所每年定期舉辦2-3場性騷擾防治之教育訓練，並強化醫事

人員性別概念，避免醫病關係複製性別歧視或藉權勢為性騷擾。 

（二）降低原住民、新移民、身心障礙者及同性戀等弱勢族群就醫障礙，

並提升受暴女性生理醫療及心理輔導之就醫可近性及環境隱密

性，如醫院設置之溫馨室。 

(三)加強落實醫事人員對於受暴者標準服務流程、維護被害人隱私與性

別暴力案件之辨識能力及通報，提供具性別敏感度之醫療服務、相

關諮詢及轉介服務。 

四、 提供婦女友善的癌症篩檢服務（附件 6） 

(一)於本市20區都會型區域建置「癌症健康便利篩檢網」，截至101年8

月，共730家基層醫療機構增能為「癌症健康篩檢便利站」，提供社

區婦女近性、便利性、多元性、及時性的得到癌症篩檢預防保健服

務。 

(二)101年1-8月，於本市共辦理892場社區設站篩檢，提供子宮頸抹片、

乳房X光攝影、糞便潛血檢查服務（篩檢巡迴車共執行816車次），共

服務婦女癌症篩檢27,317人次。 

(三)藉由社區中防癌快遞員熱心宣導、轉介符合預防保健乳房攝影首篩

篩檢資格之婦女接受篩檢、或轉介符合預防保健三年未抹資格之婦

女接受篩檢，或轉介符合預防保健大腸癌首篩篩檢資格之民眾接受

篩檢，截至101年4月，共6,495人次接受社區防癌快遞員轉介辦理癌

症篩檢。 

(四)落實婦女友善癌症篩檢網絡建置，提供婦女友善的癌症篩檢服務，

101年1- 8月，高雄市30-69歲婦女接受子宮頸抹片篩檢人數為

204,223人，較100年同期篩檢人數為195,537人，提升篩檢率達4.4% ; 

101年1- 8月，高雄市45-69歲婦女接受乳房攝影篩檢人數為58,927

人，較100年同期篩檢人數為44,157人，提升篩檢率達33.4%。 

五、推動民眾對維護醫療權益的認知，印製「營造婦女友善醫療環境-就

醫注意事項」單張與海報，提供民眾自我權益檢視及醫療院所自我檢

視服務環境依據。單張將放置於各醫療院所、婦女團體、捷運站等處

公共場所，以方便民眾取得（附件 7之圖 7-1）。 

六、為提升民眾友善醫療意識，尊重多元族群、提供語文協助，改善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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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女性就醫環境使用需求，印製中越、中印、中英、中泰等 4種雙語

版本，以廣泛推廣本市友善醫療環境的概念（附件 7之圖 7-2）。 

七、全面提升醫療院所工作人員性別敏感度，提供符合婦女需求的醫療處

遇，結合醫療院所、醫師公會、物理治療師、護理師護士等專業公會

辦理「營造婦女友善醫療環境」在職教育共計 18場（附件 8之圖 8-1）。 

八、本市目前共有 19 家通過母嬰親善醫院認證，101 年輔導新增 5 家申

請認證，共計 24 家母嬰親善醫療院所，並依據「公共場所母乳哺育

條例」輔導相關單位設置哺(集)乳室 169處，提供民眾及職員友善的

哺乳環境，藉以廣建本市婦女友善就醫環境，提高婦女就醫品質。 

九、為營造關懷與尊重的孕育環境，設置懷孕婦女親善汽機車停車位於市

府行政中心、醫院、公園共 18 個格位，預計 101 年底規畫目標數達

50個格位，另設置機車停車位共 33個格位（附件 9之圖 9-1）。 

十、透過整合市府交通局、秘書處、經濟發展局、社會局、勞工局等局處

完成編撰，內容提供各項福利措施及資源讓懷孕的婦女安心孕育，由

本市婦產科醫療院所發送，共印刷 2萬冊，累計已發送 13,279本（附

件 9之圖 9-2）。 

十一、 預計 102年 2月完工「旗津新行政中心暨新旗津醫院新建工」預

期營造效益如下：設置婦女專用溫馨完善之獨立補(集)乳室。舒

適明亮、清潔溫馨之門診空間、婦科門診設置獨立之內診空間、

兒科門診內設置設置遊戲區、親子廁所及嬰兒處理空間、公共系

統播放系統加強婦女看診之相關友善宣導。 

基於性別主流化概念，主張尊重性、全人性及主體性之婦女健康觀

點，透過醫院經營者與專家對話與實地訪查方式，高雄市政府團隊積極

推動營造婦女友善醫療環境，發現整體營造結果讓各醫院硬軟體部分皆

大幅進步。另外也提供以婦女需求為導向的創新服務，例如建置婦女友

善癌症篩檢網絡、新建具性別意識的旗津行政中心暨旗津醫院、規劃懷

孕婦女親善停車位及編撰發送懷孕婦女親善資源手冊等，期許逐步落實

以人為主體思考的友善醫療環境，營造一個具人性化、貼心的婦女就醫

環境。本計畫目前持續推動中，期盼讓高雄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性別友

善幸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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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婦女友善醫療環境推動小組會議--決議事項    
時間：第一次會議  
決議： 

(一)本年度「營造婦女友善醫療環境」在職教育內容安排 30分鐘邀請婦女友善
醫療環境醫院經驗分享。 

(二)惠請委員由 14家婦女友善醫療環境醫院中選出 7家進行特色輔導，另輔導
6家醫院(行政院衛生署旗山醫院、國軍岡山空軍醫院、高雄市立岡山醫院、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義大醫療財團法
人義大醫院)參與營造婦女友善醫療環境。 

(三)為配合實地輔導作業，請業務科彙整行政院衛生署旗山醫院、國軍岡山空
軍醫院、高雄市立岡山醫院、高雄市立鳳山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
庚紀念醫院、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之人口組成、地理背景、社區特色
等資料，於會後一週 mail供委員參酌，另將 14家婦女友善醫療環境醫院資
料提供新任委員卓參。 

時間：第二次會議 
決議： 

(一)6家醫院實地訪查使用「營造婦女友善醫療環境」檢核指標提供院方自我
撿視，另於訪查前辦理醫院輔導說明會。 

(二)7家醫院輔導發展各自特色，輔導次數 2次(再依各委員輔導狀況而定)，
第二次輔導安排於本年度 11-12月期間，另請業務科彙整過去各家醫院輔
導相關資料供委員參考，訪查前醫院需提報之資料，視各輔導委員需求提
供。行文通知醫院時請預先告知明年初辦理婦女友善醫療環境特色研討
會，俾利院方有充裕的時間準備。 

(三)101年初辦理婦女友善醫療環境特色研討會，請業務科提報計畫，參與對
象為 7家特色醫院與 6家實地訪查醫院，另可恭請市長出席，藉此樹立標
竿，增進各家醫院努力的動機。 

時間：第三次會議 
決議： 
(一)委員依各院情況自行決定是否進行第二次「營造婦女友善醫療環境」特色醫

院輔導，若醫院有任何推動上問題，惠請各委員提供協助與輔導。 
(二)為使特色醫院具充裕時間提供更完善的資料及期許激盪出豐富婦女友善特

色研討會的內容，故建議增進委員間的交流共識及瞭解 7家特色醫院承辦人
員對「營造婦女友善醫療環境」指標的認知與想法，規劃於特色研討會前，
辦理 1場推動小組委員與 7家特色醫院承辦人員交流溝通會議，原訂 101
年初辦理婦女友善醫療環境特色研討會依上述溝通會議討論後辦理，屆時惠
請各委員踴躍出席上述溝通會議，俾利提升各委員與醫院間交流互動的成
效。 

時間：第四次會議 
決議： 
(一)因應行政院本部成立性別平等處專責推動性別平等事務，建議修改「婦女友

善醫療環境」為「性別友善醫療環境」。 
(二)分階段實施診所「性別友善醫療環境」認證：為瞭解診所想法意見，由使用

者（婦女團體及性別團體）、經營者（診所醫師）與本推動小組委員共同參與
討論，確認其可行後再公開徵選有意願診所來建構「性別友善醫療環境」認
證。 

(三)為避免推動「性別友善醫療環境」之形式與內容差異過大，擬錄製「性別友
善醫療環境」短片具體宣導，聘請有經驗具性別意識的拍攝者與本推動小組委
員共同討論內容（如腳本製作），錄製完竣後放置網頁宣導，另可提供醫療院
所性別教育之授課教材，以改善師資經費不足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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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婦女友善醫療環境訪查指標--五大面向  
 

      參考國內外性別與醫療相關文獻，擬定訪查重點項目；並邀集學者、專家以

台灣醫院的實際情況給予意見，研擬出一套實質訪查時所需觀察的項目與指

標，並隨計畫執行情形與訪查結果，不定期召開多次專家會議，共同修正或

增減訪查項目。 

一、 硬體空間 

細項 1. 婦產科門診（含哺集乳室） 2.產房 3.婦產科病房  

4.母嬰同室  5.開刀房  6.乳房外科門診  

7.尿路動力學檢查室  8.X光或超音波室 

9.急診  10.公廁 11.其他科別及全院   

二、管理指標 

細項 1.目標與推動 2.特色與需求  

3.認知與態度 4.經營與管理 

三、教育訓練 

細項 

 

 

 

 

 

 

1. 婦女健康與權益相關議題之課程  

2. 更年期教育訓練 

3. 處理人工流產婦女 

4. 家庭暴力受害人處置 

5. 美容整形美白瘦身減重等   

6. 母乳哺育的教育訓練. 

7. 乳癌處置教育訓練   

8.過去一年剖腹產率 

四、社會關係 

細項 

 

1. 婦女健康之衛教活動  

2.婦女醫療服務之整體特色 

五、醫療人員態度 

細項 

 

1.候診   2.醫師問診  

3.產檢   4.人工流產  

5.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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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友善醫療環境專家委員實地訪查輔導與建議事項 

一、 硬體空間 

1. 志工服務均屬定點服務，為被動式的詢問功能，建議增加主動和機動性。 

2. 更換檢查衣後的的置物空間不足，未考慮個案的使用方便性。 

3. 溫馨室較窄小且為多功能,為免遭精神科病人破壞,故僅簡陋擺設櫃子.桌椅,建議尋覓

新空間以豐富化溫馨室。 

4. 親子廁所的設置與標示很重要,背後的意義是外出時不限婦女要擔負照顧孩子如廁的

任務,廁所之標示圖案也不限是婦女與孩子。 

5. 哺集乳室的設置，於規劃及實作過程中，使用者的意見與經驗並未能突顯。例如哺集

乳室裝設寬敞、美觀，卻使用過重的椅子及過高的桌面。 

6. 婦產科診間宜有更隱密之更衣及置物之設計。乳房攝影室應提供檢查衣，否則雖然是

隱密單一房間，病人還是會很尷尬的。 

7. 於醫院有限空間內試圖進行各項醫療業務，是故，每個空間皆有過度使用的壅塞感，

缺乏了使用者對整體的舒適性!  如:血液透析室的雜亂和擁擠感。 

8. 假若醫院針對現有條件有效能的發展,窒礙難行的部份透過創意的變通或調整,都能達

成建構友善醫療環境的目標。 

9. 全院之標示及路線指引，包含衛教看版設置宜做更全盤之規劃，方位指標的引導性訊

息提供不足也不夠明確，如哺乳室..等未做標示。 

二、 管理指標 

1. 醫療人員對女性親善醫療的觀念偏重於性騷擾防治和隱私性維護，缺乏女性親善醫療

的整體概念。 

2. 推動友善醫療環境，應以「我們要」的態度與做模式，而非「我們有」的被動符合。 

3. 建議應能針對利用本院醫療資源的服務對象進行人口學的分析，以便能針對服務的目

標對象，擬訂所需的服務策略。例如不同性別、年齡層、族群等就醫人口的分析。 

4. 性騷擾防制工作缺乏相關防治訊息公告，委員會組成以跨院方式，除不合法令外，對

於個別院區之性擾防治工作不易落實。 

三、 教育訓練指標 

1. 醫療職場上則需加強性別在臨床溝通上的問題探討,目前院方以隱私.性騷擾防治為

主,而醫療人員態度則進行「服務禮儀」教育訓練,請擴充其他性別議題。並請院方激

發更多醫院同仁,包括醫謢人員之外的行政人員.技士.工友.志工等參與研習活動。 

2. 持續鼓勵院內男性同仁特別是男性醫師可以多參與性別與醫療的教育活動，可激勵其

參與及改變概念與價值，也可改善院內的性別互動氛圍。 

3. 應增加婦女友善醫療相關課程，建議可培養種子教師推廣觀念。 

四、 社會關係指標 

1. 貴院之地理位置特殊，應更積極服務社區民眾，主動瞭解醫療需求。其中應包括新移

民女性之生育照顧之服務，積極培訓在地與新移民女性義工，協助新移民於就醫時能

有語言與資訊的服務。 

2. 針對新移民女性的衛教資訊之提供，建議可以向國健局索取各種泰文.印尼文或越南

文等衛教資訊以利其就醫之便利。 

3. 對於衛教資訊之製作，應多考慮閱讀者的立場，參考閱讀者的經驗製作。 

五、 醫療人員態度 

請加強醫病關係的互動品質,例如:醫護人員與病人間親切的溝通、主動提醒婦女做子

抹、確保進行檢查的隱密性與安全性. 並重視病患回饋之意見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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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訪查後-硬體空間改善後情形(附件 4) 

1.親子廁所及育嬰台及兒童座椅設置 2.重新檢視空間標示 
 
                                                                                          

 
 
 
 
 
 

 
育嬰台及兒童座椅          兒童馬桶 
方便帶嬰幼兒民眾使用 讓民眾攜帶小孩外出時使用方便 

 
 
 
 
 
 
 
 

 
不論從任何角度都清楚看到標示，方便民眾
辨視 

3.檢查室增加更衣室及隔簾設置，讓 

使用民眾備感溫馨 

4.婦產科門診內診室設備溫馨舒適感 

覺，減少民眾排斥感 

 
 
 

 
 
 

 

婦產科檢查增加更衣室 隔簾設置－增加受檢者隱私性 

，增加便利性 

 

 
 
 
 
 
 

 
舒適的內診椅     方便的內診裙，使受檢者感到溫馨 
，上、下、傾、仰 

5.全面檢視院內無障礙空間 建置受害女性貼心具隱私的流程服務與勵馨室 

 

 

 

 

設置無障礙斜坡方便輪椅進出 設置扶手，注意民眾安全性 

 

 

 

提供家暴處置流程供就醫   用心佈置的空間，具隱密性 
者瞭解                        與安全性 
 

在職教育-性騷擾案例模擬演練 提供對女性友善的癌症醫療照護 

辦理性侵害個案處理說明  案例模擬演練討

論 

子抹、乳房超音波巡迴車，提供受檢婦女舒適

隱私空間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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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對女性友善的癌症醫療照護 發展與印製民眾就醫注意事項 

 
辦理社區篩檢，提供子宮頸抺片、乳房 X光攝
影、糞便潛血檢查服務 

     圖 7-1                 圖 7-2 

中越、中印、中英、中泰版，新住民放心 

 
 

醫療人員在職教育（圖 8-1） 婦女友善醫療推動小組會議（圖 8-2） 

醫療人員認真參與課程反應熱烈 
以提升醫療人員性別敏感度 

認真的委員最美!! 
每位委員相當忙錄僅能把握中午時段不斷開會
討論與修正，為求民眾安心放心就醫環境 

推動小組委員實地訪查（圖 8-3） 
 

醫院的用心我們看到了! 
從管理者(院長)上到下全動起來!  

 

懷孕婦女汽車停車位（圖 9-1） 懷孕婦女親善資源手冊（圖 9-2）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旁設置婦女專用停車 

 

 

 

 

 

讓懷孕婦女安心等待新生命降臨!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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