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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榮民總醫院 111年第 2次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議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1年 9月 22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貳、會議地點：線上視訊會議 

參、主席：馬副院長旭                 紀錄：劉怡雯組員 

肆、出席人員：詳附件 

伍、報告事項：                

一、本院性別平等工作小組設置要點於 110年 7月 20日修訂，

依該要點成立本院性別平等工作小組及聘任委員 15 人，

推動本院性別平等業務。 

二、111年 5月至 8月推動性別平等業務報告： 

(一)神經醫學中心於 5至 8月辦理實體課程： 

1. 「11105 全人醫療教育暨性別平等」、「11108 全人醫療教

育暨性別平等」實體課程，邀請本院關尚勇醫師擔任講

座，計 24人參與。 

2. 「111神內-CEDAW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實體課程，邀請本

院吳俊毅住院醫師擔任講座，計 112人參與。 

(二)人事室辦理「111年性別主流化-性別意識與性別平等」數

位課程，統計至 111年 8月截止，計有 5,731人參與。 

(三)人事室於 1 至 8 月辦理線上性平電影院-女性日常，統計

至 111年 8月截止，計有 608人參與。 

(四)111年度請本院外包廠商觀看性平電影院-女性日常，計有

434人參與。 

(五)人事室於 8月 31日辦理「CEDAW的實務與案例研討—認識

歧視、認識平等、認識多元」課程，本院員工 196 人、外

包廠商 31人，總計 227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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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略(如會議資料)   

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本院今(111)年度推動性別平等實施計畫辦理情形，

提請審議。 

主席： 

有關辦理情形報告項次 6、辦理國際研討會期程?項次 9、

本院婦幼停車位管理機制?項次 12、請釐清員工關懷成果；項

次 15、請追縱精神科門診設置情形。 

郭委員素珍： 

有關辦理情形報告項次 5、請補充外包廠商參與性別平等

課程及宣導比率及目標值，自製影片部分建議推廣至輔導會所

屬機構參考；項次 9、請補充急診婦幼停車位數量，使用情況；

項次 10、職場母性計畫進行妊娠及分娩後員工健康風險評估

其結果?項次 15、請補充 LGBT門診提供之服務。 

邱委員瓊慧： 

有關辦理情形報告項次 2、自製海報於美食廣場及二門診

候診區播放成果應有具體計算依據；項次 10、職場母性計畫進

行妊娠及分娩後員工健康風險評估，評估項目為何及具體改善

事項?項次 14、有關 112 年高齡醫療周全性評估服務男性參與

率提升 2%之追蹤機制?另可參酌 PDCA 循環式品質管理，以確保

目標之達成。 

林委員秋芬： 

建議以 CEDAW為主軸展現成果，另請補充辦理情形報告之

總院員工及外包人數，計算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課程達成率。 

決  議： 

相關追縱及補充數據，應有具體及客觀之佐證，於會議資

料補正併會議紀錄陳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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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本院 112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提請審議。 

楊主任敏修： 

近 2年始將性平預算項目列出，本院去年係由年度預算中

檢視各單位業務，與性平有關的金額列出，112年度將 15項委

外業務新增列，未來可能會逐年新增及調整項目，擬新增對照

表說明。 

郭委員素珍： 

112年度性別預算新增委外業務，本院應持續關注外包廠

商對於女性員工之聘用、輔導及協助機制，做為未來成果展現。 

決  議： 

照案通過；並請主計室於會後提供 112 年度性別預算之

前、後年對照表(如附件 3)，以說明增加項目、金額及比率，

另依委員建議持續關注外包廠商對於女性員工之聘用、輔導及

協助機制，做為未來成果展現。 

捌、臨時動議： 

案  由：建請呈現本院鼓勵女性參與國際交流工作，111年度相

關執行成果。 

提案者：郭委員素珍 

決  議： 

請人事室綜整 111年度成果後於會議紀錄補充報告。 

人事室補充報告： 

一、本院 109年至 111年因公出國統計如下： 

年度 女性(人數/佔率) 男性(人數/佔率) 總計(人) 

109  23(38%) 38(62%) 61  

110  4(25%) 12(75%) 16  

111 (1-9月) 13(24%) 41(76%)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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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護理部永續發展專款： 

(一)因應疫情 110 年未派員出國，111 年疫情趨緩，預計

於 111 年 10 月 15 日至 22 日薦派護理師 2 員赴澳洲
布里斯本參加國際健康照護品質協會第 38 屆年會會

議，進行論文發表(口頭發表與討論型海報發表)。 

(二)護理部賡續鼓勵使用專款補助出席國際會議發表
者，能進一步完成期刊發表。 

(三)109年至 111年 10月統計表如下： 

年度 項目 
女性 

(人數/佔率) 

男性 

(人數/佔率) 
總計(人) 費用(元) 

109  
SCI 發表 3(100%) 0(0%) 3  50,866 

國際研討會(視訊) 13(100%) 0(0%) 13  76,318 

110  
SCI 發表 2(67%) 1(33%) 3  87,222 

國際研討會(視訊) 10(100%) 0(0%) 10  41,669 

111 
薦派出國 

(截至 10月 31日) 2 0 2  250,105 

玖、散會：上午 11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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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榮民總醫院 111年第 2次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議 

 會議資料(修)  

壹、主席致詞： 

貳、報告事項： 

一、本院性別平等工作小組設置要點於 110年 7月 20日修訂，

依該要點成立本院性別平等工作小組及聘任委員 15 人，

推動本院性別平等業務。 

二、111年 5月至 8月推動性別平等業務報告： 

(一)神經醫學中心於 5至 8月辦理實體課程： 

1. 「11105全人醫療教育暨性別平等」、「11108全人醫療

教育暨性別平等」實體課程，邀請本院關尚勇醫師擔

任講座，計 24人參與。 

2. 「111 神內-CEDAW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實體課程，邀

請本院吳俊毅住院醫師擔任講座，計 112人參與。 

(二)人事室辦理「111年性別主流化-性別意識與性別平等」

數位課程，統計至 111年 8月截止，計有 5,731人參與。 

(三)人事室於 1至 8月辦理線上性平電影院-女性日常，統計

至 111年 8月截止，計有 608人參與。 

(四)111年度請本院外包廠商觀看性平電影院-女性日常，計

有 434人參與。 

(五)人事室於 8月 31日辦理「CEDAW的實務與案例研討—認

識歧視、認識平等、認識多元」課程，本院員工 196 人、

外包廠商 31人，總計 227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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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   

項次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一 有關本院今(111)年的推動性別平

等實施計畫之相關推動措施，訂於

12 月前完成之期限，應提前較為合

適，一次性活動訂於年底完成，若

不及完成，無時間補救。另請於下

次會議將各項推動措施期程以甘特

圖呈現，以利管考。 

本院一次性活動修正於 111 年 9

月底完成，並將各項推動措施以甘

特圖於本次會議呈現管考。 

二 會後請將輔導會接受行政院 112 年

性別平等業務考核指標，電子郵件

傳送各委員以了解考核基準及相關

配分；另本案比照醫院評鑑辦理，

請人事室擬定分辦表，請相關部科

配合提供考核資料，例如：本院辦

理與性別議題有關之研究，研究結

果融入業務運用情形及創新作為，

參選創新方案，爭取分數。 

業依輔導會接受行政院 112 年性

別平等業務考核指標，擬定分辦

表，併同第一次性別平等工作小組

會議紀錄於 111年 5月 16日北總

人字第 1110201311 號函發各委員

及本院各一級單位。 

 

三 依據輔導會接受行政院 112 年性別

平等業務考評指標，修訂本院今

(111)年的推動性別平等實施計

畫，各項推動措施以甘特圖呈現，

並於每次會議中追蹤。 

業依輔導會接受行政院 112 年性

別平等業務考評指標，修訂本院今

(111)年推動性別平等實施計畫，

各項推動措施以甘特圖呈現，並於

111 年 6 月 16 日北總人字第

1110201686號函頒。 

四 依輔導會副主委指示，本院應進行

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以了解近年

本院各部科之一、二級主管男女比

例趨勢變化。 

業依輔導會指示提供相關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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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自製性別平等宣導，不要僵化，盡

量活潑呈現，並輔以問卷調查，以

收宣導成效。 

考量本院肩負照顧榮民之任務，身

障重建中心自製「榮民輔具申請小

叮嚀-榮民篇」、「榮民輔具申請小

叮嚀-榮民家屬篇」2 部影片，並

輔以問卷調查，預計 10 月至 11

月於診間撥放。 

六 依輔導會性別平等專案會議委員指

示，有關特定族群不當性別歧視用

語之業務推展部分，可參考行政院

政策，配合辦理。 

有關特定族群不當性別歧視用語

之業務推展部分，配合行政院政策

辦理。 

參、討論事項： 

提案一：本院今(111)年度推動性別平等實施計畫辦理情形，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輔導會接受行政院 112年性別平等業務考評指標，

修正本院 111年度推動性別平等實施計畫辦理。 

二、案經請各業管單位填復辦理情形，由本(人事)室彙整如

附件 1，提請本次會議審議。 

 

提案二：本院 112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院 112 年可歸屬匡列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已由各相關

單位提供資料，彙整陳報輔導會轉報行政院性別平等

處。 

二、前開編列情形表，本院 112 年度性別預算數 4 億 6,413

萬元與 111 年度性別預算數 6,743 萬 6 千元，增加率

588.25%，編列情形如附件 2。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臺北榮民總醫院 111年度推動性別平等實施計畫辦理情形報告 

一、推動期程甘特圖 

期程 
推動措施 

權責 
單位 

111年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研擬計畫 人事室 
    

      
    

2、自製性別平等文宣及教材宣
導 

人事室    
    

   
    

3、定期更新性別平等專區網頁 人事室   
        

        

4、 本院每年召開 3 次性別平等
工作小組會議 人事室   

 
   

 
  

 

   

5、 結合「地方政府機關」及
「民間私部門」，辦理 5場性
別平等課程及宣導 

人事室    
    

   
    

6、 自辦或參加有關性別平等議
題之國際會議或研討會 

本院各

單位 
  

        

        

7、研究計畫納入性別觀點，深
化做成性別分析報告(含臨床
指引) 

醫研部 
          

          

8、推動本院所屬委員會提升委
員任一性別比例提升至 40% 人事室 

          

          

9、打造具性別觀點職場環境 

總務
室、 
各業管
單位 

  
        

        

10、推動職場母性健康管理計
畫、人因性肌肉骨骼危害預
防及員工健康促進活動 

職安室 
          

          

11、推動性別友善職場安全 總務室 
          

          

12、工作與家庭平衡措施 人事室 
          

          

13、辦理新進輻射從業人員職前
訓練 核醫部 

          

          

附件 1 



期程 
推動措施 

權責 
單位 

111年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4、高齡周全性評估服務男性參
與率提升 2% 

高齡醫
學中心 

          

          

15、募集性別平等繪本，培訓志
工協助宣導親子共讀，並結
合民間親子共讀推廣團體，
辦理講座 

兒醫部   
       

 

       

16、依輔導會 111年社區醫療服
務執行計畫」陳報服務成果
及分析 

高齡醫

學中心 

          

          

17、辦理中長程個案計畫，進行
性別影響評估 

本院各

單位 
   

       

       

18、參加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課
程需達 90% 人事室 

       
   

       

19、CEDAW 教育訓練及實體課
程，且受訓比率及人數應達
60% 

人事室       
 

   
 

20、自辦或薦送中高階主管 12
小時以上，領導或管理發展
訓練課程達 100% 

人事室    
      

 
      

21、彙整本院近 3年一級單位及
二級單位主管性別統計表 人事室    

 
  

 
   

  

 

 

 

 

 

 

 



二、推動措施辦理情形說明 

項

次 
推 動 措 施 權責單位 辦理情形 

1 

研擬本院 111 年度推動性別

平等實施計畫 

人事室 業於 111年 6月 16日北總人字第

1110201686號函，依輔導會接受行政院

112年性別平等業務考評指標，修正本

院 111年度推動性別平等實施計畫。 

2 

自製性別平等宣導文宣及教

材，另搭配獲得授權之性平

宣導短片，於候診間撥放，列

冊紀錄提報。 

人事室 

一、 本院於 1樓生活美食廣場用餐區及

二門診候診區，以電視牆或公共螢

幕播放自製「尊重多元、接納差異

~只要性別『齊視』，不要性別

『歧』視，宣導 CEDAW」海報，宣

導期間為期 7個月，共計約有 30

萬人次【計算說明：美食廣場發票數

約 9,000人次/日、二門診約 60個診

次，平均每一診次約 100人次計 6,000

人次/日，15,000人次*210 天*10%(以每

10人中有 1人觀看推估)=315,000】參

與。 

二、 另針對長者及身心障礙之特殊族

群，並結合本院照顧榮民之責任，

身障重建中心自製「榮民輔具申請

小叮嚀-榮民篇」、「榮民輔具申請

小叮嚀-榮民家屬篇」2部影片，

另搭配獲得授權性平宣導短片

(【 110 年行政院點亮性別之眼微電影徵選活

動】銅獎》我要抱孫 )宣導生男生女一

樣寶，再依委員建議輔以問卷調

查，於 9月 30日至 11月 30日於

候診間撥放，列冊紀錄提報。 

3 定期更新性別平等專區網頁 人事室 定期更新性別平等專區網頁 

4 

 本院每年召開 3 次性別平等

工作小組會議 

人事室 本院於 111年 5月 6日及 9月 22日召開

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議。第 3 次會議預

計於 12月召開。 



項

次 
推 動 措 施 權責單位 辦理情形 

5 

每年應結合「地方政府機關」

及「民間私部門」，至少辦理

5 場性別平等課程及性別平

等宣導。 

人事室 /

婦女醫學

部 

一、 請本院外包廠商觀看性平電影院-

女性日常，共計 434 人 (男性 211

人、女性 223人) 參與，參與率 35%。 

二、 與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合辦，邀請台

灣性別人權協會王蘋秘書長，蒞院

講授「CEDAW 的實務與案例研討-認

識歧視、認識平等、認識多元」進階

課程，共計 227人參與(其中 196人

為本院員工、31 人為本院外包廠

商)。 

三、 運用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課程，提供

線上學習「111 年性別主流化-性別

意識與性別平等」計 5,731人參與。 

四、 結合北投健康服務中心運用臺北市

政府衛生局及衛生福利部相關教

材， 111年度辦理親職教室 1場次

共計 16 人參與；提供爸爸陪產共

357人、實施親子同室共 81人。 

五、 111年結合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

北市榮民服務處及里長等，於社區

醫療服務，進行家庭暴力防治宣導

及長期照顧宣導共計 498人。 

六、 本院『榮總人』月刊訂閱人數多達 8

千餘人，110至 111年刊登性別議題

相關報導，包含優秀女醫師 4 篇、

優秀男護理師 1篇、性別友善設施 2

篇、親子共讀 2 篇、性別平等宣導

活動 2篇，共計 11篇。 

七、 本院結合中華醫學會 111年度聯合

學術研討會，於 111年 7月 16日

辦理「性別重置手術論壇」，與各

醫學專科領域學者多面向交流分

享，一起探討未來智慧醫療的方

向，共計 169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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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辦或參加有關性別平等議

題之國際會議或研討會。 

高齡醫學

中心 /身

障重建中

心 

一、111 年 5 月 28 日高齡醫學中心辦理

「肌肉老化與肌少症國際研討會」，

其中李威儒醫師演講主題「高齡長

者身體組成與肌少症」，分析男女之

差異，做為臨床醫學實際運用之參

考。 

二、身障重建中心規劃於 111年 12月辦

理國際研討會時納入性平議題。 

7 

研究計畫納入性別觀點進行

差異分析，研究結論提供實

際運用，臨床研究、智慧醫療

融入性別議題，並就各類臨

床醫學研究計畫或現有成

果，蒐整具有性別顯著意義

之個案，深化做成性別分析

報告（含臨床指引）。 

醫學研究

部 /高齡

醫學中心 

一、身智衰退症與健康老化研究案 

(一)本研究以社區高齡長者為收案對象，

進行問卷訪談、功能評估、血液檢驗

等測驗，定期追蹤重大事件之發生情

形，進而探討促進健康老化之預測因

子，希望早期偵測或介入，協助長者

維持高齡且健康之生活形態。在老化

的過程中，女性平均餘命高於男性約

7年左右，性別影響平均壽命，疾病

發生以及失能死亡風險。因此，本研

究之研究方向皆會納入性別觀點進

行差異分析。 

(二)目前將收案資料建檔，進行初步分

析。收案個案之平均年齡約 70 歲，

女性比例約 6成，男性約 4成。 

(三)預計於 111年底完成資料分析。 

二、雲端生理量測平台應用於母嬰同室

新生兒生命徵象監測研究 

(一)本院推母嬰同室，讓產婦能在產後部

分時間參與嬰兒照顧，及早產兒互

動。運用雲端生理量測平台，遠端量

測新生兒生命徵象，並能自動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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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讓產婦休息並照護新生兒，同時

給予醫療支持。 

(二)預計於 111年底完成資料分析。 

8 

本院所屬委員會提升委員任

一性別比例提升至 40%。 

人事室 本院委員會共計 20個，任一性別比例提

升至 40%計 18 個，達成率 90%，已於院

務會議宣導，務於 113 年 12 月 31 止以

3屆任期內達成為原則。 

9 

打造具性別觀點職場環境: 

依輔導會制訂之相關規範進

行本院性別友善空間盤點，

包含廁所、哺集乳室及婦幼

停車位。 

設計性別友善空間需求及滿

意度調查問卷(包含量化及

質化調查)，並依據問卷調查

結果，研提改善計畫或行政

措施。 

總務室 /

護理部/ 

一、 本院列管公廁計 107 間，其中設置

性別友善廁所 24間。 

二、 院區已有設置婦幼車位 43個，其中

於急診室後方另設有「身障、婦幼專

用區域停車位」7個，除尖峰時段外

尚無全部停滿；其餘停車場之婦幼

專用車位使用率近 100%，對於佔用

專用車位者，目前作業為放置勸導

單(或當場勸離)，並不定期拍照提

報警察機關及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

處續處。 

三、 依輔導會來文，已於 111 年 9 月 30

日將滿意度調查問卷分析及研提改

善計畫或行政措施報會。 

10 

推動職場母性健康管理計

畫，評估妊娠及分娩後員工

健康風險及工作適性建議。 

人因性肌肉骨骼危害預防教

育訓練及員工健康促進活

動。 

職業安全

衛生室 

一、職場母性健康管理： 

(一)111年 7月修訂完成「臺北榮民總醫

院職場母性健康保護管理計畫」，待

相關單位審閱後，公告全院員工周

知。 

(二)111 年 1-8 月進行妊娠及分娩後員

工健康風險評估共 50 人。因疫情關

係對於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危害評

估進行臨場服務共 3場，職業醫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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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提出健康指導及建議，亦配合改

善。(執行紀錄表如後附) 

二、人因性肌肉骨骼危害預防教育訓

練：111年因 COVID-19疫情關係，相

關實體課程暫停，提供線上預防肌肉

骨骼傷害影片，置放職安室網頁供全

院員工觀看，截至 111年 6月 30日，

累積觀看次數為 1,033次。 

三、員工健康促進活動： 

(一) 線上運動影片分享：於職安室網頁

提供 YOUTUBE 授權之運動影片，統

整不同運動部位即時間之影片。截

至 8月 15日觀看人數為 744人。 

(二) 8/9-9/15 舉辦 111 年預防職業病

「增肌減脂線上運動課程」。 

(三) 9/1、9/8、9/15 各舉辦醫療機構安

全衛生講座(實體課程)。 

11 

推動性別友善職場安全:加

強夜間同仁下班及停車場之

安全性，增加汰換照明設備，

並定期執行反偷拍偵測，確

保職場安全。 

總務室 一、 停車場採 24小時監控，及派員巡場，

遇有燈具照明損害，即刻通知工務

單位維修，保持停車場車輛及人員

安全。 

二、 有關定期執行及反偷拍偵測，辦理

情形如次︰ 

(一) 依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107 年 9 月 26 日 輔 醫 字 第

1070080118 號函及 109 年 2 月 4日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北市衛護醫字第

1093010225 號函「臺北市公共場所

防止針孔攝影暫行管理辦法」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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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每月定期由駐警隊攜帶反針孔儀

器，會同總務室、醫企部及科技大樓

管委會等相關單位實施偵測。 

(三) 偵測結果記錄表每月傳臺北市政府

衛生局核備，截至 7 月止已完成偵

測 7次。 

12 

工作與家庭平衡措施：推廣

員工協助方案資源。 
人事室 一、 本院設置「本院關懷服務小組」及

「關懷協助小組」提供員工相關協

助方案。111 年上半年服務對象

8,089人，包括職員 3,641人、約

聘僱/技工工友駕駛/駐衛警 3,189

人、其他(如借調人員、支援人員、

臨時人員等) 1,259人。 

二、 111 年 1-7 月本院各項員工關懷服

務案件辦理情形： 

(一) 心理諮商：6案(心理諮商輔導 4次、

住院心理治療 1 次、轉介張老師基

金會 1次)。 

(二) 法律諮詢：20件。 

(三) 人事訪談服務：7場次。 

(四) 員工免費心理諮詢門診服務：每月

提供 5 人次本院同仁免受健保需上

病歴報告之心理諮詢服務。111年 1

到 7月共 25人次預約，實際使用率

83%。 

(五) 健康諮詢服務：員工營養諮詢服務，

111年 1-7月提供諮商共計 14件。 

(六) 心理健康課程及活動： 

1. 111年 4月 13日舉辦全院性心理健

康專題演講，計 278人參與。 

2. 111年 4月 19日精神醫學部舉辦自

殺防治守門人初階課程，計 75人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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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養部辦理營養健康講座 3 場，計

52人參加。 

(七) 員工消費合作社提供同仁 3 家銀行

自費團保險服務，派專人駐點服務，

111 年度員工加保戶數約 2,763 人

(不含眷屬)。 

13 

辦理新進輻射從業人員職前

訓練 

核醫部 本院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於 8/27~8/28，

針對非放射相關職系之新進同仁舉辦課

程計 23名參訓。 

14 

112 年高齡醫療周全性評估

服務男性參與率提升 2%（現

為 33%）為目標。 

高齡醫學

中心 

一、 現況多為女性參加評估服務，為提

升男性參與率，擬請各合作社區據

點宣導鼓勵男性民眾參與，並針對

男性健康主題安排講座等活動增加

誘因，使服務對象達到性別平等。 

二、 本院 110年度收案總人數為 332人，

男女人數比例為 26%：74%，111年度

男性參與率提升 2%為目標。截至九

月底收案男女比例：61 人：212 人

(22%：78%)，目前除鼓勵社區女性民

眾和伴侶一同參加評估以外， 10月

至榮民聚集之社區場域收案預計再

收男性 30人達 28%。 

三、每週單位均會定期檢視收案量，同

時需將服務量進度定期回報退輔

會，預計 111 年 12 月 31 日前可達

成男性參與之比例相較於去年增加

2%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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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落實 CEDAW性別人權之成效：

就各項業務辦理現況、性別

友善及便民措施，就(1)重點

工作。(2)對婦幼、長者、身

心障礙者或多元性別者等之

效益，並針對保障性別平等

方面詳加描述。(3)創新度及

困難度，依據 CEDAW 內容提

具辦理成效。 

人事室 /

兒童醫學

部 /婦女

醫學部 /

精神醫學

部 (身心

障礙者及

LGBT 族

群 ) / 高

齡醫學中

心 

一、 本院為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高

齡病房對於長者友善彙整如下: 

(一) 跨領域醫療及高齡醫學團隊:提供

住院高齡患者進行多面向的綜合診

療，整合醫療。 

(二) 病房環境：設置復健治療區、譫妄觀

察室、懷舊走廊、走道高低兩層扶手

設計及人因性照明環境。 

二、 辦理母乳支持團體，以討論式主題

方式，共同分享哺乳經驗計 2場次，

共計 8人參與。 

三、 精神醫學部自民國 89年起，為性別

不安個案設立支持性團體(自費)，

每年開立自費團體諮詢課程，內容

為協助成員情緒之抒發、手術前意

見之溝通與訊息交流、個人性向及

人格評估，並安排跨科別醫師演講

等，108-109年分別有 21位及 23位

學員參加(110至今因疫情暫停)。於

111 年 9 月始設置變性評估、多元

性別門診，門診時段及醫師標示於

本院掛號系統門診表，提供變性評

估及特殊族群身心問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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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婦女醫學部第二門診七樓新門診區

於 111年 3月 23日剪綵啟用，空間

寬敞，設有舒適沙發區，暖色調佈置

活潑温馨，特製門診桌拉進醫病距

離，各項檢查集中設置，超音波檢查

室也擴充至 5 間，可大幅縮短等待

排檢時間，並設有完善的親子、性別

友善廁所，提供婦女朋友高品質的

醫療服務，同仁舒適友善的工作環

境。 

五、 為慰勉本院基層契約員工辛勞，辦

理通案調整本院契約人員起(提)敘

薪級一案，並自 111 年 6 月 1 日生

效(其中契約醫技類 168人，契約護

理類 992 人，契約行政類 458 人，

合計 1,618人)。 

六、 111 年 3 月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

會與臺北榮總玉里分院共同拍攝

「家人－玉里傳芳」微電影，影片內

容以真實故事改編，呈現玉里分院

學員與治療團隊互動的過程及社區

支持的模式，讓社會大眾了解並重

視精神疾病患者社區照護及支持的

重要性，影片上傳於 111 年 3 月 9

日上傳至 you tube，觀看次數為

2,249次。 

16 

依輔導會「111年社區醫療服

務執行計畫」服務成果辦理，

在族群健康管理上，建立社

區長期世代追蹤研究資料，

持續進行各項統計增列性別

相關分類，強化性別統計分

高齡醫學

中心 

「111 年社區醫療服務執行計畫」，針對

社區居民進行巡迴醫療、預防保健、健康

諮詢等服務，各項服務之分類統計，將按

性別進行系統性數據蒐集。需補社區收

案部分，有關各項社區醫療服務，將加強

各服務之性別統計，以期透過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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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分析性別差異與疾病、健康及醫療相互

影響之風險因子。 

17 

本院辦理中長程個案計畫之

年度績效評估，納入性別效

益分析之辦理情形，另配合

輔導會辦理業務計畫或措

施、命令、或行政規則等案

件，進行性別影響評估。  

總 務 室

(新建宿

舍) 

本案新建醫護宿舍大樓工程計畫，預計

於 111年 9月陳報輔導會核轉。 

18 

本院一般公務人員(2小時)、

辦理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

(6 小時)及高階主管人員(2

小時)，參加性別主流化相關

訓練課程需達 90%。 

人事室 
一、本院參加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達

成率如下： 

二、本院辦理性別主流化相關教育訓

練課程，鼓勵全院同仁(含契約人

員約 2,216人)參與，並要求本院

員工每年須接受性別主流相關課程

教育訓練至少 2小時，截至 9月

30日本院契約人員性別課程達成

率 91%。 

三、本院外包人員計 1,252人，前依

委員建議於今(111)年始請渠等參

與本院性別平等相關教育訓練，總

計 499人參與，參與率 39%。 

四、外包人員非屬本院編制內人員，

惟考量渠等係第一線工作人員，亦

須具備性別意識，預計自 112年度

起請外包人員參加性別主主流化訓

練課程，目標值設定為 112年

區分 
應完成
人數 達成人數 達成率 

一般公務人員 3,836 3,563 93% 

辦理性平業務人員 1 1 100% 

高階主管人員 198 182 92% 

契約人員 2,216 2,025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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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13年 70%，114年 90%。 

19 

 辦理符合 CEDAW 教育訓練及

宣導計畫內容之實體課程，

且依該計畫 109-111 年本院

一般公務人員及主管人員

(薦任第 9職等以上正、副主

管之公務人員)，受訓比率應

達訓練目標之 60% 。 

人事室 一、 本 項 評 核 基 準 ： 機 關 總 人 數

1001~5000人，實體課程參訓目標值

為 15%，3年(109年至 111年)加總，

達訓練目標之 60%。 

二、 本院各年度辦理符合 CEDAW 教育訓

練及宣導計畫內容之實體課程，參

訓人數總計 1,129 人，受訓涵蓋率

為 27%。 

20 

辦理或薦送中高階主管(薦

任第 8 職等以上公務人員)2

日(12 小時)以上，領導或管

理發展訓練課程(實體及數

位學習時數合併計算 )達

100%。 

人事室 一、 截至 111年 9月 1日本院中高階(薦

任八職等以上)女性主管計有 14

人。 

二、 皆有參加領導或管理發展訓練課

程，惟時數達 12小時計 4人，本院

參加中高階培訓課程比率為：

28.5%。(截至 9月 30日參訓比率提

升至 57%)。 

三、 本(人事)室業於 111年 8、9月院務

會議宣導，請各單位賡續薦送人員

參加中高階主管課程，並於 111 年

10月 5日針對未完訓之中高階女性

主管，個別郵件通知提醒，預計於

111年 10月 30日達成率 100%。 

21 

彙整本院近 3 年一級單位及

二級單位主管性別統計表 

人事室 業已提供輔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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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性健康保護執行紀錄表      

                              執行日期： 111 年 1 月至 111 年 8 月 

執行項目 執行結果（人次） 備註（改善情形） 

危害辨識及評估 1. 物理性危害-暴露有害輻射散布

場所之工作 15 人次 

2. 化學性危害-製造細胞毒性藥物

之作業環境 9  人次 

3. 生物性危害-暴露致病之微生

物,如 B型肝炎或水痘等 18 人

次 

4. 人因性危害–工作姿勢經常為

重複性動作 17 人次 

5. 工作壓力-異常工作負荷導致神

經緊張或工作壓力 14 人次 

6. 其他-工作中需長時間站立 14        

人次  

7. 風險等級第一級風險管理 30人              

          第二級風險管理 20人 

1. 減少接觸有游離輻

射、核醫治療及使用化

療藥劑的病人。 

2. 使用防護裝備。 

3. 尋求單位同仁協助。 

4. 依據法規目前懷孕及

哺乳中的同仁不能從

事夜間 10時至隔日早

上 6時的工作。 

5. 工作中適度坐下休息。 

安排醫師面談及

健康指導 

1.需醫師面談者     4      人 

（1）已完成共     2      人 

（2）尚未完成共  2 人 

     (安胎假及拒訪各 1人) 

2.需觀察或進一步追蹤檢查者 

  共   13  人(因請安胎假或育

嬰假，待回歸職場再另行安排訪

視) 

3.需進行醫療者    0    人 

4.需健康指導者     3    人 

(1)已接受健康指導者   3   人 

(2)未接受健康指導者   0   人 

5.需轉介適性評估者   0   人 

6.需定期追蹤管理者   0   人 

1.工作需要長時間坐著低

頭，造成肩頸酸痛外，腹壓的

增加對懷孕婦女的腹內胎兒

也會造成不良的影響；因此，

建議每使用顯微鏡看玻片約

50分鐘後，應起身活動 5至

10分鐘。 

2.在懷孕過程當中，所穿戴的

乳膠手套因太薄而破掉，導致

化學物質直接沾到手指。建議

單位在採購防護手套時，必須

向廠商確認手套是經過測試

而能夠防護而且也必須通過

拉力測試，避免手套因輕微的

拉扯後而破掉。 

3.檔案室裡的通道狹窄，而且

每層的櫃子堆滿一袋袋的紙

本資料；位於高處櫃子的紙本

資料若滑落，則會有可能砸傷

通道上的人。建議可以重新整

理與排列紙本資料，避免滑

落，或找尋其他空間置放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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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若前述建議無法短時間內

達成，則建議孕婦減少進入檔

案室裡。 

4.部門內易接觸到核醫檢查

回來的病人，已採購可偵測核

醫物質的設備，減少接觸的頻

率。 

適性工作安排 1.需調整或縮短工作時間   0 人 

2.需變更工作者     0      人 

3.需給予休假共   0   人 

4.其他 –維持原來工作 50人 

 

 



 

    

（非營業特種基金適用） 

臺北榮民總醫院基金民國 112 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或業務 

項目名稱 

性別預算數 

(千元) 

性別平等 

年度預期成果 
性別平等業務類型（可複選） 

（臺北榮民總醫

院基金-本院） 

業務總支出及購

建固定資產計畫

年度預算合計數

296 億 7,411 萬 8

千元 

性別預算數占該

合 計 數 之 比 率

1.564% 

464,130 
1. 本院 112年度性別預算數 4

億 6,413 萬元與 111 年度

性別預算數 6,743 萬 6 千

元，增加率 588.25% 

2. 本院公共設施在建立時均

有詳細規畫兩性無障礙設

計及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

偏見。 

一、第 1類「計畫類」 

相關預算 6,529千元 

二、第 2類「綱領類」 

相關預算 464,130千元 

三、第 3類「工具類」 

相關預算 113千元 

四、第 4類「性平法令類」 

相關預算 394,540千元 

五、第 5類「其他類」 

相關預算 0千元 

計畫名稱： 

勞務委外 15 項計

畫 

 

394,510 
1. 臺灣現在人才短缺，社會

又面臨高齡化、少子化壓

力下需才迫切，乃善用重

回職場女性，既提升企業

競爭力又兼顧家庭發展。 

2. 計畫內聘用女性 772人，

比率為 58.352% 

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2-2提升女性經濟力   

四、促進性別平等相關法律 

（法律名稱：性別工作平等法） 

 

計畫名稱：醫療

及照顧服務人力 

541 以男性為主要勞動力的職務

類別(不含人事費),共 30名

團陪，其中 1位男性。每日

2,050元，每月 22天，1年

共 541,200元，男性病患可

以得到更有利的照顧。 

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2-3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 

  2-5促進健康及照顧工作性別平

等     

計畫名稱：高齡

醫學及長期照顧

等臨床教學研究

(公務補助經費) 

 

32,830 
1. 健康、醫療與照顧 

2. 進行高齡、特別疾病等 50

件相關研究，提升對高齡

者、女性醫療保健及照顧

之認識，以促進醫療照顧

品質之提升。 

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2-5促進健康及照顧工作性別平

等 

 2-7 非屬前開六大重要議題之其

他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涉及事項：健

康、醫療與照顧 3.消弭性別刻板印

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減少社會文化

成因造成的生理與心理健康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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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社區

醫療服務（公務

補助經費） 

 

10,115 
1. 健康、醫療與照顧 

2. 依照顧對象需求，提供在

地化之社區關懷、支持服

務及照顧系統等長期照顧

三層級服務，並建立社區

整合型服務模式及評估其

成效 

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2-5 促進健康及照顧工作之性別

平等 

 2-7 非屬前開六大重要議題之其

他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涉及事項：健

康、醫療與照顧 5.提升醫療過程中

的自主性，發展不同性別者生命週期

各階段的健康資訊與服務，特別關注

不利處境者的需求與服務可及性。 

計畫名稱：高齡

醫學發展與照護

(公務補助經費) 

 

18,442 
1. 健康、醫療與照顧 

2. 協助老生活自理，預防及

延緩失能，縮短年長期照

顧依賴之時間，延長健康

平均餘命，以提升老年生

活品質。 

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2-5促進健康及照顧工作之性別

平等 

 

計畫名稱：性別

平等專案小組 

 

23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採取透明

之方式運作公開接受相關團

體推薦民間委員共 3員，出

席費 2,500元，每年 3次會

議，共編列 22,500元 

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2-7非屬前開六大重要議題之其

他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涉及事項

（具體行動措施：權力、決策

與影響力篇 3.重視不同性別者

的經驗與觀點，使決策具備性

別敏感度，達成影響力的平

等。） 

三、性別主流化工具 

 

計畫名稱：其他

性別平等政策綱

領涉及事項宣導 

 

10 購買相關性別主流化公播版

光碟片，在院內播放供同仁

取得相關學習時數 

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2-3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 

三、性別主流化工具 

計畫名稱：辦理

性別主流化課程

或演講 

 

50 邀請外界專家學者來院，針

對本院同仁辦理性別主流化

課程、演講所需之講師鐘點

費及交通費 4萬元及相關宣

導海報製作等 1萬元。透過

訓練，讓醫療照護機構瞭解

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2-3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 

三、性別主流化工具 

 



 

    

國際公約及世界衛生組織之

性別主流化策略，以利性別

友善醫療與照護環境發展。 

計畫名稱：性騷

擾防治課程 

 

30 辦理宣導課程之講師費 2場

次，及相關文宣製作費用，

以落實性騷擾三法各項防治

措施。 

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2-7非屬前開六大重要議題之其

他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涉及事項

（具體行動措施：人身安全與

司法篇 1.提升社會大眾對性別

暴力認知，完善相關法規及機

制，消除基於性別的暴力行

為。） 

三、性別主流化工具 

四、促進性別平等相關法律 

（法律名稱：性騷擾防治法） 

計畫名稱：購置

1.二氧化碳雷射

系統、 

2.超高清 4K無線

式影像傳輸儲存

系統 

3.電子陰道鏡成

像系統 

計畫年度預算 652

萬 9千元，性別預

算占年度預算之

比率 0.553% 

6,529 1.第 1、2項設備係汰舊換新

已過使用年限，用於治療婦

女各項疾病及生產、產檢醫

療安全用於治療婦女各項疾

病及生產、產檢醫療安全，

如二氧化碳雷射系統為治療

子宮頸及會陰部病兆；超高

清 4K無線式影像傳輸儲存系

統主要是手術過程擷像錄影

教學用，因主機鏡頭控制鈕

故障無法修復。 

2.第 3項電子陰道鏡成像系

統是為切片、疾病診斷與治

療用。 

3.透過各項先進醫療設備可

提升婦女醫療品質 

一、計畫 

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2-5促進健康及照顧工作之性平

等 

 

計畫名稱：照明

燈設施汰舊換新 

 

1,000 維護公共空間之安全，提供

就醫民眾具便利、友善與安

全性的使用空間。包括更換

停車場照明設施，醫療大樓

緊急照明設施、汰換老舊燈

具等。發揮應有燈光、動線

與安全之配備。 

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2-7非屬前開六大重要議題之其

他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涉及事項

（具體行動措施：人身安全與

司法篇 3.建構性別友善與安全

的職場、公共等生活空間。） 

 



 

    

計畫名稱：印製

四癌篩檢海報宣

傳單及乳房攝影

衛教手冊 

 

50 癌症中心印製四項癌症篩檢

海報宣傳單（包含乳房攝影

檢查與子宮頸抹片檢查）及

乳房攝影等衛教單張供民眾

索取，藉以宣導女性可經由

篩檢早期偵測，進而降低死

亡率，宣導女性健康政策及

行動計畫 

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2-6打造具性別觀點的環境空間

及科技創新 

 

 



性 別 平 等

業 務 類 型

 計畫或業務

項目名稱

 工作計畫

-分支計畫
項  目

預算

編列數

擬匡列

性別預算數
具體之預期成果 人數 符合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之具體行動措施  備註

2-2提升女性競爭力 勞務外包 詳如外包明細 742,597   394,510     772

9,990              720  提升女性外包人員比例 1

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

合約：醫療影像儲傳系統電腦設備維護勞務委外採

購案

計算方式：本室醫療影像儲傳系統電腦設備維護勞

務委外採購案共6名外包人員，其中包含1名女性，

每名外包人員人事成本為60,000元/月，共編列

1*60,000*12(月)=720,000

維護費

11,520             897  提升女性外包人員比例 1

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

合約：伺服器、個人電腦、周邊設備暨網路纜線維

護勞務委外採購案

計算方式：本室伺服器、個人電腦、周邊設備暨網

路纜線維護勞務委外採購案共11名外包人員，其中

包含1名女性，每名外包人員人事成本為897,090元/

人，共編列897,090元

維護費

54,590          36,581  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 69

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

合約：V110330臺北榮民總醫院營養部餐飲勞務委外

契約

計算方式：本部餐飲勞務案共103名外包人員，女性

比例約佔67%，每名外包人員人事成本為44,174元/

月，共編列103*67%*44,174*12(月)=36,581,372

外包費

30,499          19,824

 1.提升女性外包人員比例。

2.防止發生性騷擾。

3.消除對女性的歧視，不依性

別分配工作。

35

1.111年3月24日舉辦兩性工作平等及工作場所性騷

擾之防治宣導課程。

2.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

合約：供應中心-醫療器材及手術器械清洗檢視包裝

及運送

預計女性比例至少65%，30,499*65%=19,824(千元)

外包費

6,500            5,668
 透過提供女性相對穩定的工

作機會，提升其經濟競爭力。 14

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

合約：醫務企管部(病歷管理組)人力委外勞務採購

案

計算方式：本部勞務委外採購案共16名外包人員，

其中包含14名女性，每名外包人員平均人事成本為

33,740元/月，女性共編列33,740*14人

*12(月)=5,668,320元

外包費

3,399              596 4

合約：孝威館管維護暨清潔勞務委外採購案

計算方式：本室勞務委外採購案共13名外包人員，

其中包含4名女性，外包人員人事成本為30,000元/

月、12,000元/月、6,720元/月、11,760元/月，共

編列

30,000*12+12,000*12+6,720*5+11,760*5=596,400

外包費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112年度可歸屬匡列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醫療基金)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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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別 平 等

業 務 類 型

 計畫或業務

項目名稱

 工作計畫

-分支計畫
項  目

預算

編列數

擬匡列

性別預算數
具體之預期成果 人數 符合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之具體行動措施  備註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112年度可歸屬匡列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醫療基金)
 單位：新臺幣千元

41,435          26,152  女性外包人員比例為74% 58

提升女性勞動参與率

合約:V110284勞務委外採購案

計算方式:補給室V110284勞務委外採購案

共78名外包人員,其中包含58位女性,

每名外包人事成本為37,575元/月,共編列

58*37,575*12(月)=26,152,200

外包費

109,140         69,239
 維護本院環境整潔，提

升民眾觀感。 137

1.建構性別友善職場，促進工作與生活平衡，提升

女性勞動力參 與率，促進不同性別者就業機會平

等。

2.消除職場性別歧視、性騷擾與性別隔離，保障合

理勞動條件， 特別是以女性為主的職業，落實尊嚴

與平等的勞動價值。

外包費

第一區

119,354         81,472
 維護本院環境整潔，提

升民眾觀感。 159

1.建構性別友善職場，促進工作與生活平衡，提升

女性勞動力參 與率，促進不同性別者就業機會平

等。

2.消除職場性別歧視、性騷擾與性別隔離，保障合

理勞動條件， 特別是以女性為主的職業，落實尊嚴

與平等的勞動價值。

外包費

第二區

105,133         84,960
 護送隊保障女性工作名額至

少50% 162

1.建構性別友善職場，促進工作與生活平衡，提升

女性勞動力參 與率，促進不同性別者就業機會平

等。

2.消除職場性別歧視、性騷擾與性別隔離，保障合

理勞動條件， 特別是以女性為主的職業，落實尊嚴

與平等的勞動價值。

外包費

98,039          63,912

 提升女性就業勞動力:結合就

業與福利政策思維:支持女性

由依賴轉為自立，藉由經濟力

量確保性別間權力的平衡。

122

1.促進工作與家庭平衡:政府促進家務勞動與照顧工

作的平衡，將正面影響男女在社會、經濟與政治的

平等參與。

2.落實尊嚴及平等勞動價值、建構友善的就業與創

業環境任何性別都應有獲得適宜工作的權利；任何

勞動形式及其價值，都應享有基本保障與尊嚴。

外包費

25,167             536  提升女性外包人員比例 1

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

合約：V110088及V110202「110-111年安全維護警

衛勤務工作勞務委外」採購案

計算方式：本室V110088及V110202「110-111年安

全維護警衛勤務工作勞務委外」採購案共47名外包

人員，其中包含1名女性，每名外包人員人事成本為

44,714元/月，共編列44,714*12(月)=536,568元

外包費

15,642           1,152  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 3

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

合約：中央控制監視系統操作維護保養

計算方式：本室V110088及V110202「110-共23名外

包人員，其中包含3名女性

1名女性外包人員人事成本為36,000元/月，另2名女

性外包人員人事成本為30,000元/月，共編列

1*36,000*12+2*30,000*12=1,152,000元

維護費

 第2類

「綱領類



性 別 平 等

業 務 類 型

 計畫或業務

項目名稱

 工作計畫

-分支計畫
項  目

預算

編列數

擬匡列

性別預算數
具體之預期成果 人數 符合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之具體行動措施  備註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112年度可歸屬匡列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醫療基金)
 單位：新臺幣千元

56,624             420  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 1

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

合約：臺北榮民總醫院水電、消防設備及系統維護

保養

1名女性，外包人員人事成本為35,000元/月，共編

列35,000*12(月)=420,000

維護費

55,565           2,381  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 5

合約：空調系統、鍋爐蒸汽系統操作為護保養專業

服務採購案

計算方式：本案共77名外包人員，其中包含5名女性

助理技術員，每名助理技術員人事成本為39,684元/

月，共編列5*39,684*12(月)=2,381,040

維護費



性別平等業務

計畫或業務項目名稱

臺北榮總手術室新建工程(部份) 工務室 2,638 0 -2,638 -100.00%

勞務外包人力(詳如附件) 人事室 0 394,510 394,510 100.00%

醫療及照顧服務人力 護理部 541 541 0 0.00%

高齡醫學及長期照顧等臨床教學研究 醫學研究部 22,486 32,830 10,344 46.00%

社區醫療服務 高齡醫學中心 11,968 10,115 -1,853 -15.48%

高齡醫學發展與照護 高齡醫學中心 21,470 18,442 -3,028 -14.10%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 人事室 23 23 0 0.00%

其他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涉及事項宣導 人事室 10 10 0 0.00%

性別主流化課程或演講 人事室 50 50 0 0.00%

性騷擾防治課程 人事室 30 30 0 0.00%

購置婦科醫療器材設備 補給室 6,620 6,529 -91 -1.37%

照明設施改善-經常門 工務室 1,000 1,000 0 0.00%

印製四癌篩檢海報宣傳單衛教手冊 癌篩中心 600 50 -550 -91.67%
0
0

合計 67,436 464,130 396,694 588.25%

111年預算

A

112年預算

B

相差金額

C=B-A
增減比率業務單位



臺北榮民總醫院 111 年第 2 次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議  

簽到表 

一、 時間：111年 9月 22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二、地點：本院中正樓四樓第一行政會議室 

三、主持人：馬副院長旭 

四、出席委員： 

委       員 性別 單 位 職 稱 簽 名 

馬旭 男 院本部 副院長 視訊方式出席 

林秋芬 女 臺北醫學大學 教授 視訊方式出席 

邱瓊慧 女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助理教授 視訊方式出席 

郭素珍 女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兼任教授 視訊方式出席 

高壽延 男 副院長室 副院長 請假 

張豫立 男 藥學部 主任 視訊方式出席 

周元華 男 品質管理中心 主任 請假 

楊敏修 男 主計室 主任 視訊方式出席 

胡謹隆 男 人事室 主任 視訊方式出席 

李淑瓊 女 護理部 護理督導長 視訊方式出席 

李榮芬 女 護理部 護理督導長 視訊方式出席 

鄒平儀 女 社會工作室 組長 請假 

王郁雯 女 營養部 科主任 視訊方式出席 

李婉詩 女 藥學部 科主任 視訊方式出席 

陳麗淑 女 醫務企管部 組長 視訊方式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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