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lobal HPH Strategy 2013-2015(中譯參考中譯參考中譯參考中譯參考) 

讓讓讓讓病人病人病人病人、、、、員工及社區員工及社區員工及社區員工及社區獲得獲得獲得獲得更佳之健康獲益更佳之健康獲益更佳之健康獲益更佳之健康獲益 

 

� 健康促進醫院之願景 

健康促進醫院之願景是透過醫院及健康服務體系，推動健康促進以提升健康的成效，並透過做為 WHO 合作夥伴的方式，持續支持健康促進醫院

與照護服務國際網絡的發展。  

 

� 健康促進醫院之使命 

健康促進醫院之使命是在醫院/健康服務的組織架構及文化中融入健康促進的概念、價值、策略和標準或指標。 

 

� 會員大會決定 2013-2015年的四個優先領域 

基於 HPH之願景及使命，健康促進醫院決定把現在的焦點集中於四個高優先順序之項目以實現目標。此外，為與WHO的目標同步，這些優先

項目已直接列入「WHO Health 2020」（包含 10個必要的公共衛生行動，EPHOs）和 UN/WHO「非傳染病預防與控制」宣言。 

 

優先項目為優先項目為優先項目為優先項目為：：：： 

1. 在醫院和健康服務中實施WHO-HPH標準和指標，包含健康保護、病人安全及復健(EPHO1-6)。 

2. 提供教育訓練，以確保醫院及健康服務具備健康促進之能力(EPHO7-8)。 

3. 在醫院和健康服務中溝通和倡議健康促進，包含健康促進醫院之成長(EPHO 9)。 

4. 促進臨床健康促進研究，並運用於政策制定及實務推行(EPHO 10)。 

 

本份全球策略提供國家/區域健康促進醫院網絡、委員會、監理委員會和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秘書處實踐優先目標之實用指南。此策略也概述成功

的準則及監測基準，讓我們可於本策略期限結束時，檢視自己的進度及探討未來可更加著力之處。

 



國家國家國家國家/區域網絡區域網絡區域網絡區域網絡 

執執執執

行行行行

重重重重

點點點點 

 成功的標準成功的標準成功的標準成功的標準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OK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OK 

WHO-HPH 

標準與指標 

會員醫院執行與追蹤 支持醫院執行和追蹤各標準及指標 
 所有醫院會員執行標準一和標準二-五(擇

適用項目)之內容 

 

制 定 非 醫 院 之

WHO-HPH標準 
非醫院會員參與第一、二次之先驅試驗 

 
各網絡有一名會員完成先驅試驗 

 

教育與訓練 增進員工能力 

� 參與國際WHO-HPH研習營  � 每年參與一次研習營  

� 參與國際臨床健康促進碩士學位  � 各網絡有一位碩士生  

� 連結至國際線上學習系統  � 各網絡曾使用一次線上學習系統  

� 建立在地化的教育及訓練（實際作業、線上

學習） 

 
� 各網絡辦理一場教育及訓練活動 

 

溝通與倡議 

 

增加能見度及影響力 

� 於當地倡議 HPH  � 每年各網絡辦理一次  

� 於當地政策納入 HPH  � 每年各網絡辦理一次  

� 將 HPH 全球策略、重要文件及工具翻譯成

當地語言 

 
� 將翻譯完之文件分送給各網絡會員 

 

� 通知國際 HPH 有關國家/區域之溝通與倡議

相關活動 

 
� 每年各網絡辦理一次 

 

達到 1000 個 HPH 會員

(包含附屬機構) 
招募至現存的網絡 

 
每年各網絡新增一個新會員 

 

增加臨床健

康促進研究 

於醫院及健康照護機構

增加以實證為基礎之健

康促進 

� 參與多研究中心之研究計畫  � 各網絡有兩個會員參與  

� 通知國家/區域網絡相關研究（政策層面）  � 每年各網絡辦理一次活動  

� 研究發表 
 � 在臨床健康促進期刊/其他期刊發表一

篇文章 

 

� 將研究成果送至科學研究資料庫  � 各網絡至少發表一次  

� 將研究成果分享給各網絡會員  � 各網絡辦理一次活動/行動  

整體 執行 HPH策略 發展國家/區域之行動方案  進度報告  

 



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 

執執執執

行行行行

重重重重

點點點點 

 成功的標準成功的標準成功的標準成功的標準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OK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OK 

WHO-HPH 

標準與指標 

於醫院會員執行與追蹤 -  -  

制 定 非 醫 院 之

WHO-HPH標準 
參與第一、二次之先驅試驗 

 
完成參與試驗 

 

教育與訓練 增進員工能力 

支持及參與國際教育與訓練  實際支持及參與國際化的教育與訓練  

-  -  

連結至國際線上學習系統  使用線上學習系統  

支持及參與在地的教育與訓練  實際支持及參與  

溝通與倡議 

增加能見度及影響力 

在國際或國家/區域間倡議 HPH 
 各任務小組(委員會)至少每年辦理一次活

動 

 

向所有任務小組(委員會)成員傳遞HPH全球策略  已進行傳播  

於國際間或國家/區域網絡宣傳任務小組(委員會)

之工作 

 
各任務小組(委員會)至少每年辦理一次 

 

達到 1000 個 HPH 會員

(包含附屬機構) 
自各任務小組(委員會)成員招募 HPH會員 

 
每年至少招募一個新的 HPH會員 

 

增加臨床健

康促進研究 

醫院及健康服務增加應

用以實證為基礎之健康

促進 

促使任務小組(委員會)成員參與研究  將研究計畫之資訊提供給會員  

-  -  

投稿至國際網絡的臨床健康促進期刊  各任務小組(委員會)投稿一篇  

發表至科學研究資料庫  各任務小組(委員會)至少發表一次  

把研究成果分送各會員  各任務小組(委員會)一次活動/行動  

整體 執行 HPH策略 發展任務小組(委員會)之行動方案  進度報告  

 



監理委員會監理委員會監理委員會監理委員會 

執執執執

行行行行

重重重重

點點點點 

 成功的標準成功的標準成功的標準成功的標準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OK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OK 

WHO-HPH 

標準與指標 

於醫院會員執行與追蹤 
更新相關的工具箱  完成更新工具箱  

建立線上學習系統  完成線上學習系統  

制 定 非 醫 院 之

WHO-HPH標準 

成立有效的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報告  

試行現存之模式（第一次先驅試驗）  完成第一次先驅試驗  

草擬修正後模式及第二次先驅試驗  完成第二次先驅試驗  

教育與訓練 增進員工能力 

辦理國際WHO-HPH研習營  完成三場國際研習營  

國際臨床健康促進碩士學程定案  開放碩士學位  

建立虛擬之 HPH學習導覽  完成虛擬學習導覽  

建立線上與實務學習課程  完成線上學習系統  

溝通與倡議 

增加能見度及影響力 

在國際間倡議 HPH  每年三次活動  

HPH參與於國際政策層面  每年一次活動  

設計溝通與倡議之工具  新增工具至工具箱  

達到 1000 個 HPH 會員

(包含附屬機構) 
招募新的國家和區域網絡 

 
每年招募 2個新網絡和 20個新會員 

 

增加臨床健

康促進研究 

醫院及健康服務增加應

用以實證為基礎之健康

促進 

擬定一個多中心研究計畫  一個多中心研究計畫進行中  

通知國際政策層面相關研究  每年兩次活動  

投稿至國際網絡的臨床健康促進期刊  每年投稿一篇  

建立一個科學研究資料庫  完成運轉科學研究資料庫  

通知國際間會員相關研究  每年兩次活動  

整體 執行 HPH策略 發展一個國際的行動方案  進度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