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兒專責醫師服務手冊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守護幼兒的健康：幼兒專責醫師
成年期的健康奠基於嬰幼兒時期的成長與發展，健康的兒童更是國家未來倚重的生產力。
當臺灣社會面臨高齡化與少子女化的嚴峻挑戰時，兒童健康相關指標與國際相較並不如理想，
兒童照護的專業人力供需也失調。如何善用臺灣既有的醫療與公共衛生資源，以專業的兒童照
護醫師為核心，利用團隊合作走入家庭，從生命的源起，增加兒童照護資源之挹注，才能促進
其健康發展，並降低新生兒及兒童可預防的死亡。
「109 年度幼兒專責醫師制度試辦計畫」目標
包含：



銜接孕產婦的健康照護，從生命早期介入，以增進兒童未來最大的潛能發展。
整合現有的預防保健、篩檢轉介等服務，連結衛政與社政，以個案管理方式提供幼兒全方



位的初級照護與健康促進。
提升偏遠地區或醫療資源匱乏區兒童的照護品質與就醫可及性。

幼兒專責醫師以個案管理的方式，強化未滿 3 歲幼兒的健康照護品質，及落實預防保健，
進而建立與公共衛生體系、社會福利體系的連結，強化相關轉介通報。為利幼兒專責醫師運用
現行健康照護資源，特編製本工作服務手冊供參考。
本服務手冊分為三大主題：




健康照護政策：提供公共衛生體系現行政策，詳見目錄第壹至肆點。
社會福利政策：提供社會福利體系現行政策，包含相關通報轉介流程，詳見目錄第伍至陸
點。
資源百寶箱：提供幼兒照護相關細部參考資料，包含通報、轉介、諮詢窗口，詳見目錄第
柒點。
期待您一同守護幼兒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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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兒童預防保健
一、兒童預防保健重要性
為強化兒童健康照護，政府自 84 年起提供 7 歲以下兒童預防保健服務，並製作兒
童健康手冊，記錄每個孩子的健康檢查及預防接種。透過專業的身體檢查與發展評估，
可以早期發現許多潛在的問題，儘早處理，以期得到最佳的預後。例如「嬰兒大便顏色
辨識卡」
，透過簡易的嬰兒大便顏色卡分辨嬰兒的排泄物，可幫助家長早期發現寶寶的
膽道閉鎖症，早期治療，此項成效更是享譽國際。生長曲線圖，紀錄孩子的身高、體重、
頭圍，並可了解孩子的體格百分位，掌握孩子的營養與成長狀況。發展連續圖讓家長或
兒童健康照護者，對兒童發展里程碑有更深入的了解。利用發展的警訊項目觀察，讓醫
師快速了解孩子是否有異常，以期能早期介入，讓孩子有更好的發展。衛教指導服務，
讓醫護人員對家長的衛教，隨著不同年齡有一致的主題與內容，包括哺餵與飲食、口腔
清潔、視力保健、預防事故傷害與猝死、親子共讀等，提供孩童全方位的預防保健。在
這少子化的國安危機中，我們更要能落實兒童預防保健，做好兒童健康的守門員，讓我
們的孩子能健健康康的長大！

二、兒童預防保健補助時程及服務項目
幼兒專責醫師需確實執行任一次預防保健，並依照國民健康署「兒童健康手冊」
詳實評估幼兒生長與發展(如身高、體重、生長曲線等，詳見第 2 頁)，並適當給予家
長衛教。每次檢查結果皆須登錄於「婦幼健康管理整合系統」，發展遲緩警訊及相關
通報轉介請參照本手冊「伍、發展遲緩(早期療育)」。

三、兒童發展連續圖
詳見第 3、4 頁。

1

補助時程
新
生
兒

第
1
次

出生 6 天內

出生
至 2 個月

建議年齡

出生
6 天內

1 個月

服務項目
身體診察：身長、體重、頭圍、營養狀態、一般外觀、
頭、眼睛、耳、鼻、口腔、頸部、心臟、腹部、外生殖器
及肛門、四肢(含髖關節篩檢)、皮膚及神經學檢查等。
篩檢服務：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篩檢(出生滿 48 小
時)、新生兒聽力篩檢。
身體診察：身長、體重、頭圍、營養狀態、一般檢查、瞳
孔、對聲音之反應、唇顎裂、心雜音、疝氣、隱睪、外生
殖器、髖關節篩檢。
餵食狀況：餵食方法
發展診察：驚嚇反應、注視物體。

第
2
次

2 至 4 個月

2 至 3 個月

身體診察：身長、體重、頭圍、營養狀態、一般檢查、瞳
孔及固視能力、肝脾腫大、髖關節篩檢、心雜音。
餵食狀況：餵食方法。
發展診察：抬頭、手掌張開、對人微笑。

第
3 4 至 10 個月
次

4 至 9 個月

身體診察：身長、體重、頭圍、營養狀態、一般檢查、眼
位、瞳孔及固視能力、髖關節篩檢、疝氣、隱睪、外生殖
器、對聲音之反應、心雜音、口腔檢查。
餵食方法：餵食方法、副食品添加。
發展診察：翻身、伸手拿東西、對聲音敏銳、用手拿開蓋
在臉上的手帕(4 至 8 個月)、會爬、扶站、表達「再見」、
發ㄅㄚ、ㄇㄚ音(8 至 9 個月)。

第
4
次

第
5
次

10 個月
至 1 歲半

10 個月
至 1 歲半

1 歲半

1 歲半

至2歲

至2歲

第
6
次

2至3歲

2至3歲

身體診察：身長、體重、頭圍、營養狀態、一般檢查、眼
位、瞳孔、疝氣、隱睪、外生殖器、對聲音反應、心雜
音、口腔檢查。
餵食狀況：固體食物。
發展診察：站穩、扶走、手指拿物、聽懂簡單句子。
身體診察：身長、體重、頭圍、營養狀態、一般檢查、眼
位【須做斜弱視檢查之遮蓋測試】、角膜、瞳孔、對聲音反
應、口腔檢查。
餵食狀況：固體食物。
發展診察：會走、手拿杯、模仿動作、說單字、了解口語
指示、肢體表達、分享有趣東西、物品取代玩具。
身體診察：身高、體重、營養狀態、一般檢查、眼睛檢
查、心雜音、口腔檢查。
發展診察：會跑、脫鞋、拿筆亂畫、說出身體部位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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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哭鬧時，會自己因
照顧者的撫聲而停哭

附錄

貳、 兒童預防接種
一、兒童預防接種重要性
疫苗接種時程是根據疾病好發年齡、各年齡有效性等因素所做的建議。表中所列均
為公費接種疫苗，在台灣防疫政策上均為重要的一環。如果沒有特殊禁忌，都應該按時
完成疫苗接種。各種疫苗的共同禁忌，是對於該疫苗或疫苗成分曾經發生過嚴重的過敏
反應。所謂嚴重過敏反應，一般是指第一型過敏反應(type 1 hypersensitivity)，因為其有
引起立即型過敏(anaphylaxis)之虞。有發燒等急性疾病時，需要等疾病恢復後再接種疫
苗；這屬於注意事項，而非絕對禁忌。延後接種的原因並非疫苗效力會受到影響，或可
能出現特殊不良反應，單純只是避免疫苗接種可能發生的反應，干擾到病情變化的判斷。
活性減毒疫苗因為具有活性，所以禁忌較多，包括先天或後天免疫缺損、孕婦、最近接
受免疫球蛋白等血液製劑者，可能影響活性減毒疫苗效力，也需要間隔一定時間才能接
種疫苗。各種疫苗的特殊禁忌與注意事項，請參考疾病管制署公布的「各項常規疫苗接
種禁忌與注意事項」。
最小接種年齡的建議，主要是考慮疫苗的有效性與疫苗所預防疾病好發的年齡。B
型肝炎大多在生產前後發生母子間的垂直傳染，所以 B 型肝炎疫苗必須從出生 24 小時
內儘速接種。其他不會受到母親抗體干擾的非活性疫苗，大多在出生兩個月以後，可以
陸續接種。肌肉注射的活性減毒疫苗，在一歲以內會受到來自母親的抗體干擾，所以一
般這類疫苗都需要在滿一歲以後接種，包括麻疹疫苗、德國麻疹疫苗、腮腺炎疫苗、水
痘疫苗、活性減毒日本腦炎疫苗。皮內注射的卡介苗與口服的輪狀病毒疫苗，不會受到
母親抗體干擾，所以沒有這種限制。疫苗接種間隔主要是考慮疫苗的有效性，時間間隔
太短可能影響重複接種疫苗應有的免疫增強作用，與安全性較無關係。
目前國內使用的不同種類非活性疫苗、活性減毒疫苗與非活性疫苗，均可同時接種
或間隔任何時間接種。同時接種的疫苗種類與劑次，並沒有上限。卡介苗、麻疹疫苗、
德國麻疹疫苗、腮腺炎疫苗、水痘疫苗與活性減毒帶狀疱疹疫苗、活性減毒日本腦炎疫
5

苗、黃熱病疫苗等注射活性減毒疫苗可以同時接種於不同部位，或至少間隔 28 天以上
接種，切不可間隔未滿 28 天在不同日期接種這類疫苗。有研究顯示，注射的活性減毒
疫苗如果間隔小於 28 天陸續接種，可能影響疫苗效力。活性減毒輪狀病毒疫苗由口服
方式給予，則不會與這些注射疫苗之間發生干擾，任何時間間隔均可。除了皮內注射的
卡介苗之外，肌肉注射疫苗也容易受到外來抗體干擾效力，如果接受血漿製劑、免疫球
蛋白治療，必須根據建議於適當時間間隔之後才接種疫苗。皮內注射的卡介苗與口服的
輪狀病毒疫苗，不會受到外來抗體干擾，所以沒有這種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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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現行兒童預防接種時程
(108.5 版)
接種年齡
疫苗
B 型肝炎疫苗
(Hepatitis B vaccine)

24hrs 內

1

2

4

5

6

12

15

18

21

24

27

滿 5 歲至

國小

儘速

months

months

months

months

months

months

months

months

months

months

months

入國小前

學童

第一劑

第二劑

第三劑

卡介苗

一劑

(BCG vaccine)1
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
b 型嗜血桿菌及不活化小兒麻
痺五合一疫苗

第一劑

第二劑

第一劑

第二劑

第三劑

第四劑

(DTaP-Hib-IPV)
13 價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
(PCV 13)

第三劑

水痘疫苗

一劑

(Varicella vaccine)
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

第一劑

(MMR vaccine)

第二劑

活性減毒嵌合型日本腦炎疫苗
第一劑

(Japanese encephalitis live
chimeric vaccine)

第二劑

一劑*

2

流感疫苗

初次接種二劑，之後每年一劑

(Influenza vaccine)3
A 型肝炎疫苗

第一劑

(Hepatitis A vaccine)4

第二劑

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及
不活化小兒麻痺混合疫苗

一劑

(DTaP-IPV)
7

1.

105 年起，卡介苗接種時程由出生滿 24 小時後，調整為出生滿 5 個月(建議接種時間為出生滿 5-8 個月)。

2.

106 年 5 月 22 日起，改採用細胞培養之日本腦炎活性減毒疫苗，接種時程為出生滿 15 個月接種第 1 劑，間隔 12 個月接
種第 2 劑。
*針對完成 3 劑不活化疫苗之幼童，於滿 5 歲至入國小前再接種 1 劑，與前一劑疫苗間隔至少 12 個月。

3.

8 歲(含)以下兒童，初次接種流感疫苗應接種 2 劑，2 劑間隔 4 週。9 歲含以上兒童初次接種只需要一劑。目前政策規定
國小學童於校園集中接種時，全面施打 1 劑公費疫苗，對於 8 歲(含)以下初次接種的兒童，若家長覺需要，可於學校接
種第一劑間隔 4 週後，自費接種第二劑。

4.

A 型肝炎疫苗 107 年 1 月起之實施對象為民國 106 年 1 月 1 日(含)以後出生，年滿 12 個月以上之幼兒。另包括設籍於
30 個山地鄉、9 個鄰近山地鄉之平地鄉鎮及金門連江兩縣等原公費 A 肝疫苗實施地區補接種之學齡前幼兒。另自 108 年
4 月 8 日起擴及國小六年級(含)以下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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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項常規疫苗建議最小接種年齡與最短接種間隔
(109.6 版)
接種年齡
疫苗
卡介苗(BCG)

建議接種時程
5-8 個月
出生 24 小時內儘速

B 型肝炎疫苗(HepB)

1 個月
6 個月

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b 型嗜血
桿菌及不活化小兒麻痺五合一疫苗
(DTaP-Hib-IPV)

最短接種間隔 1

第1劑
最小接種年齡 1

第1與2劑

第3與4劑

出生後
出生 24 小時內儘
速

8 週²
4週

(且第 1、3 劑應間隔
至少 16 週)

2 個月
4 個月
6 個月

6週

4週

6週

8週

4週

6 個月 3
(滿 1 歲後)

18 個月
2 個月

13 價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PCV 13)

第2與3劑

4

4 個月
12~15 個月

水痘疫苗(Varicella)5
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5
日本腦炎活性減毒疫苗(JE)5

12 個月
12 個月
滿5歲
15 個月
27 個月

8週
(滿 1 歲後)

12 個月
12 個月 6

4週

12 個月

12 個月

12 個月

4週

15 個月
日本腦炎不活化疫苗(JE)

16 個月
28 個月
滿5歲

破傷風白喉非細胞性百日咳及不活化
小兒麻痺疫苗(DTaP-IPV/Tdap-IPV)7
A 型肝炎疫苗(HepA)8

滿5歲
12-15 個月
18-21 個月

4歲
12 個月

6 個月
9

6 個月

6 個月
(滿 4 歲後)

1.

接種間隔：1 週=7 天、1 個月=30 天、1 年=365 天。(依據 ACIP 108 年第 2 次會議決議修訂)

2.

B 型肝炎疫苗第 2 劑與第 3 劑之最短接種間隔為 8 週，且第 3 劑與第 1 劑應間隔至少 16 週。

3.

五合一疫苗第 4 劑如於出生滿 12 個月時即接種，不適用再提前 4 天之寬限。

4.

PCV13 第 1 劑與第 2 劑間隔至少 8 週，第 3 劑應在滿 1 歲後接種，且與第 2 劑間隔至少 8 週；PCV13 第 1 劑如於出生
滿 7 個月後才開始接種，與第 2 劑之接種間隔可縮短至 4 週。

5.

水痘、MMR 疫苗可同時接種分開不同部位，若未同時接種應至少間隔 28 天，不能再縮短。如該兩項疫苗因故延遲，可
與日本腦炎活性減毒疫苗同時接種分開不同部位，否則應間隔至少 28 天。

6.

如為因應疫情或須前往麻疹流行地區，MMR 第 1 劑最早可提前於出生滿 6 個月後接種，但滿 12 個月後仍須按常規時程
完成 2 劑公費 MMR 疫苗。

7.

五合一疫苗第 4 劑若於 4 歲以後才接種，滿 5 歲之 DTaP-IPV /Tdap-IPV 疫苗可不再接種。

8.

A 型肝炎疫苗 107 年 1 月起之實施對象為民國 106 年 1 月 1 日(含)以後出生，年滿 12 個月以上之幼兒。另包括設籍於
30 個山地鄉、9 個鄰近山地鄉之平地鄉鎮及金門連江兩縣等原公費 A 肝疫苗實施地區補接種之學齡前幼兒。另自 108 年
4 月 8 日起，擴及國小六年級(含)以下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兒童。

9.

表列同種類疫苗(水痘、MMR 及 JE 活性減毒疫苗除外)各劑次間，因特殊情況可容許最短接種間隔或最小接種年齡再提
前 4 天之寬限期，若提前 5 天(含)以上接種者，則該劑疫苗應視同無效，並依表列接種年齡、間隔規範重新安排接種。
至「A 型肝炎疫苗補種之劑次與第 1 劑接種時間應至少間隔 6 個月」。(依據 ACIP 108 年第 3 次會議決議修訂)

10

四、各項預防接種間隔時間一覽表
(107.11 版)
疫苗種類






不活化疫苗





















活性減毒疫苗






最短間隔時間

B 型肝炎疫苗(HepB)
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混合
疫苗(DTaP)
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及不
活化小兒麻痺混合疫苗(DTaP-IPV)
減量破傷風白喉非細胞性百日咳
混合疫苗(Tdap)
減量破傷風白喉非細胞性百日咳
及不活化小兒麻痺疫苗(Tdap-IPV)
白喉破傷風混合疫苗(DT)
破傷風減量白喉混合疫苗(Td)
注射式小兒麻痺疫苗(IPV)
日本腦炎疫苗(JE)
A 型肝炎疫苗(HepA)
b 型嗜血桿菌疫苗(Hib)
流感疫苗(Flu)
狂犬病疫苗(Rabies)
多醣體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疫苗
(MPSV4)
結合型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疫苗
(MCV4)
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PCV)
多醣體肺炎鏈球菌疫苗(PPV)
人類乳突病毒疫苗(HPV)
A 型肝炎 B 型肝炎混合疫苗
(HepA-HepB)1
五合一疫苗(DTaP-IPV-Hib)
六合一疫苗(DTaP-IPV-HepB-Hib)
卡介苗(BCG)
水痘疫苗(Varicella)
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
(MMR)
黃熱病疫苗(Yellow fever)
輪狀病毒疫苗(Rota virus)
口服小兒麻痺疫苗(OPV)1
活性減毒嵌合型日本腦炎疫苗
(JE_CV_LiveAtd)



與其他不活化疫苗可同時(分開不同部位接
種)或間隔任何時間接種



可同時接種，如不同時接種最少要間隔 28
天。如為卡介苗或口服活性減毒疫苗則可與
其他活性減毒注射式疫苗同時或間隔任何時
間接種 2。
接受一般肌肉注射免疫球蛋白治療或 HBIG
者，宜間隔 3 個月後再接種 MMR、水痘或
JE 等活性減毒疫苗。麻疹個案接觸者，如施
打預防性 肌肉注射免疫球蛋白則應間隔 6
個月以上再接種 MMR、水痘或 JE 等活性減
毒疫苗(palivizumab 無須間隔)。
輸過血或接受靜脈注射血液製品者，宜間隔
6 個月後再接種 MMR、水痘或 JE 疫苗
(Washed RBCs 無須間隔)。
曾靜脈注射高劑量(≧1g/kg)免疫球蛋白治療
時，宜間隔 11 個月後再接受 MMR、水痘或
JE 疫苗。
霍亂疫苗與黃熱病疫苗應間隔 3 週以上。
其他可同時分開不同部位接種或間隔任何時
間接種 。







不活化疫苗
與
活性減毒疫苗




(上列兩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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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國內已無進口。

2.

活性減毒疫苗間之接種間隔 建議詳見 「五、活性減毒與活性減毒疫苗接種間隔
時間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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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性減毒與活性減毒疫苗接種間隔時間一覽表
(107.11 版)

疫苗項目
卡介苗(BCG)

接種間隔建議

備註

可與任何活性減毒疫苗同時接種或間隔任何時
間接種。

可與其他活性減毒注射式疫苗同時或間隔任何
時間接種，同為口服的小兒麻痺疫苗與輪狀病
口服小兒麻痺疫苗(OPV)、輪狀
毒疫苗須至少間隔 2 週。
病毒疫苗(Rotavirus)




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 可同時分開不同部位接種，如不同時接種最少
(MMR)、水痘疫苗(Varicella)、活 要間隔 28 天。



性減毒嵌合型日本腦炎疫苗(JE

WHO 2016 Polio vaccine position paper :
Rotavirus 如與 OPV 同時口服，Rot avirus 的
免疫反應會受到 OPV 干擾，如已完成 OPV
基礎劑則 Rotavirus 不會受到 OPV 的影響。
接種間隔建議依我國 ACIP 先前會議結論。
如未同時接種，且 2 劑疫苗接種間隔少於 28
天，則第 2 劑疫苗須重打，且應與前 1 劑無
效第 2 劑接種疫苗最少間隔 28 天。

CV LiveAtd)
可與水痘、MMR、JE 等其他活性減毒注射式
疫苗同時分開不同部位接種，如不同時接種最
少要間隔 28 天。





依美國 Yellow Book 建議，黃熱病疫苗與
MMR 疫苗可同時接種，如不同時接種最少要
間隔 30 天以上。
依英國 PHE 及澳洲衛生部之建議，黃熱病疫
苗與 MMR 疫苗不宜同時接種，且最少應間
隔 28 天。同時接種黃熱病與 MMR 疫苗可能
降低腮腺炎、德國麻疹及黃熱病抗原之免疫
反應，如經評估，亟需獲得相關保護抗體，則
可間隔任何時間接種，但須再補接種一劑
MMR 疫苗。

黃熱病疫苗(Y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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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預防接種專區
「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預防接種專區尚有完整兒童預防接種相關資訊，包含：(最新資訊
請以疾管署公告為準)
1.

疫苗資訊

2.

公費疫苗項目與接種時程

3.

各類對象預防接種建議

4.

疫苗簡介

5.

預防接種單位及諮詢資訊

6.

衛生專業人員工作指引

7.

相關法規與委員會

8.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

七、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流感疫苗
關於流感疫苗接種，詳情請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中「傳染病與防疫專題專區>>傳染病介紹>>第四類法定傳染
病>>流感併發重症>>流感疫苗」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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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膽道閉鎖(大便卡)篩檢
一、膽道閉鎖(大便卡)篩檢的重要性
膽道閉鎖是兒童肝病死亡及換肝最常見的原因。我國嬰兒膽道閉鎖發生率高於多
數世界國家。出生後 60 天內為葛西手術最佳治療時機，年紀越小手術成果越好。所以
應早期篩檢，以早期診治。
新生兒黃疸若超過出生後兩週大，稱為新生兒延長性黃疸，應小心其中有部分是肝
膽病造成的，應早期篩檢，切莫延誤診治。新生兒延長性黃疸，可分為兩大類：非結合
型黃疸(非肝膽病，如母乳哺餵之黃疸、溶血、其他)與結合型黃疸，亦即膽汁滯留症(肝
膽病)。膽汁滯留症可分為肝內型(如新生兒肝炎、代謝性肝疾病、漸進性家族性肝內膽
汁滯留症、肝內膽道稀少症等)及肝外型(如膽道閉鎖、膽道囊腫等)。
由於膽道閉鎖等肝膽病之診治有黃金期，太晚診斷，葛西手術已無法挽救病人，只
能等待換肝，或造成死亡。醫護人員在新生兒出院前，應教育嬰兒家長及照護者：(1)篩
檢每位新生兒大便顏色，及(2)新生兒有延長性黃疸者，在 14 至 30 天大時，篩檢血中
直接膽紅素(D-bil)值，及直接/總膽紅素(T-bil)比值。

二、膽道閉鎖(大便卡)篩檢處置流程

請檢查院所提醒家長觀察幼兒大便顏色，並協助將兩次大便卡篩檢結果上傳至「全
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NIIS)」。相關上傳事宜可洽詢所在地衛生局/所；若發現大
便顏色異常，請協助通報嬰兒大便卡諮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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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別

建議時程

結果

1

出生滿 1 週內

□正常

□異常

□拒篩/未篩

2

出生滿 1 個月接種 B 肝疫苗第二劑時

□正常

□異常

□拒篩/未篩

三、新生兒延長性黃疸處置建議

篩檢新生兒延長性黃疸是否為肝膽疾病的方法有下列兩種，應同時併行：
1.

觀察嬰兒大便顏色：
醫護人員應衛教家長觀察嬰兒大便顏色：將嬰兒大便置於自然光線或日光燈下，與

嬰兒大便顏色辨識卡比對。若無法確定是正常或不正常顏色時，應當作不正常而請兒科
專科醫師診治。
2.

測定直接及總膽紅素並求其比值：
為了分辨嬰兒的延長性黃疸是否因母乳哺育或膽汁滯留症所引起，最正確的診斷

辨別方式是檢測血液中的直接膽紅素(D-bil)及總膽紅素(T-bil)並求取比值。當新生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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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疸超過出生後 14 天時，建議於 30 天大之前，至少檢測一次直接及總膽紅素。若直
接/總膽紅素比值超過 0.2(亦即直接膽紅素佔總膽紅素 20%以上)，或直接膽紅素
>1.0mg/dl，可判定可能為肝膽疾病相關之膽汁滯留症(cholestasis)，應建議轉診兒童消化
專科醫師或新生兒專科醫師做進一步確診與治療。
嬰兒大便卡諮詢中心(詳見「柒、資源百寶箱」)已委託財團法人兒童肝膽疾病防治
基金會建立目前已可配合以微量檢測方式檢驗直接及總膽紅素的醫療院所或檢驗所名
單(詳見「柒、資源百寶箱」第 31、32 頁)，以『檢驗網』方式提供全國各地民眾查詢或
基層診所醫療人員可轉檢或轉診，讓所有的延長性黃疸的新生兒都能以極少的血量與
簡便的方法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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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兒童牙齒塗氟保健服務
一、口腔保健與乳牙照護重要性
牙齒健康與否，與潔牙、護牙習慣有關，在乳牙時期沒有養成良好的潔牙與護牙習
慣，長出恆牙後，也可能很快就產生齲齒。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2018 年宣導
「保護牙齒五部曲」
，幫助學童、小孩家長更了解如何維護口腔健康。
「保護牙齒五部曲」
包括第一，定期看牙醫，長牙就要立即看牙。第二，正確潔牙。第三，均衡飲食習慣。
第四，使用氟化物。第五，窩溝封填。
目前研究證據顯示氟化物有助於減少齲齒發生機率，氟化物在牙齒預防保健上的
應用包括：使用含氟牙膏、專業塗氟、使用含氟漱口水、使用氟鹽、氟錠等。像牙醫師
的專業塗氟，目前心口司就有針對幼兒塗氟服務提供補助，未滿 6 歲的幼兒，每半年一
次，可到牙科醫療機構，接受牙醫師提供免費牙齒塗氟、口腔檢查及衛教指導等服務。
政府也開放牙醫師至幼兒園、社區提供塗氟服務。對於未滿 12 歲的低收入戶、身心障
礙者及原住民族地區、偏遠及離島地區的兒童，則可每 3 個月進行一次免費塗氟。全國
國小學童每週一次可在學校使用含氟漱口水，幫助預防齲齒。

二、年齡及服務條件
年齡

服務間隔

未滿 6 歲兒童
當次就醫年月-前次就醫年月>=6 個月
(就醫年月-出生年月<=72 個月)
未滿 12 歲之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原住民
族地區、偏遠及離島地區兒童

當次就醫年月-前次就醫年月>=3 個月

(就醫年月-出生年月<=144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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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時程
兒童預防保健補助時程

建議年齡

第3次

4 至 10 個月

4 至 9 個月

第4次

10 個月至 1 歲半

10 個月至 1 歲半

內容

每半年 1 次，由牙醫師執行。
第5次

1 歲半至 2 歲

1 歲半至 2 歲

第6次

2至3歲

2至3歲

四、各縣市提供兒童牙齒預防保健服務之院所
各縣市提供兒童牙齒預防保健服務之院所可從中央健康保險署「健保特約醫事機
構查詢」網站(https://www1.nhi.gov.tw/QueryN/Query3.aspx)查詢：
「5.特約類別」選擇「診
所」
、
「型態別」選擇「牙醫診所」，「8.預防保健」選擇「兒童牙齒預防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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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發展遲緩(早期療育)
一、發展能力未達標準警訊
年齡
4 至 5 個月

發展能力未達標準警訊題

建議狀態

1. 俯臥時，會用兩隻前臂支撐將頭抬高至 90 度嗎？
2. 面對面時能持續注視人臉，表現出對人的興趣嗎？
1. 會翻身了嗎？

6 至 8 個月

2. 會伸出手抓取身邊的玩具嗎？
3. 會轉頭尋找左後方和右後方約 20 公分處的手搖鈴聲(必
須左右邊均能做到)
1. 能自己坐穩數分鐘、不會搖晃或跌倒嗎？(若仍需雙手
撐地面、背部呈圓弓形無法挺直、或容易跌倒均填否)
2. 會將玩具由一手換至另一手嗎？

9 至 10 個月

3. 會發出連續的「ㄇㄚㄇㄚㄇㄚ」或「ㄉㄚㄉㄚㄉㄚ」之
類無意義的聲音嗎？
4. 呼喚寶寶的名字(或小名)時，他會朝著聲音的方向轉頭
嗎？

10 個月
至 1 歲半

1 歲半
至2歲

1. 能扶著物體維持站立姿勢。
2. 12 個月大後的寶寶能由躺的姿勢(俯臥或仰躺均可)自己

左欄問題皆須回
答「是」
，若無法
1. 會說 5 個以上有意義的單字了嗎？
做到，建議轉介
2. 會聽從簡單的口頭指令嗎？例如：
「拿去給哥哥」
、
「去拿
做進一步評估。
鞋鞋」。
坐起來嗎？

3. 會模仿大人使用家裡的用具或做家事嗎？例如：聽電
話、拿梳子梳頭、拿布擦桌子。
4. 會用肢體動作表達嗎？例如：點頭謝謝、揮手再見。
5. 會用手去指有趣的東西，與別人分享嗎？
6. 玩遊戲時會用相似物品取代正確的玩具嗎？例如：拿積
木當汽車。
7. 在少許支撐下能蹲下或彎腰撿起地上的東西，然後恢復
站的姿勢嗎？
1. 能由大人牽著 1 隻手或自己扶著欄杆下樓梯嗎？

2至3歲

2. 會正確指認 1、2 樣圖片中的東西或動物嗎？例如球、
狗。
3. 至少有 10 個穩定使用的語詞嗎？
4. 能正確指出至少 6 個身體部位嗎？(例如：頭、手、腳、
眼、耳、鼻、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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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報轉介流程

本流程按發現通報、通報轉介及個案管理、聯合評估、療育與服務等順序進行，說
明如下：
1.

發現通報：
(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兒童發展通報轉介中心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各類社會福
利、教育及醫療機構，發現有疑似發展遲緩兒童，應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接獲資料，建立檔案管理，並視其需要提供、轉介適
當之服務。」醫療機構若有疑似發展遲緩之個案，應通報至各縣市通報轉介中心。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兒童發展通報轉介中心聯絡資訊詳見「柒、資源百寶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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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遲緩兒童通報暨個案管理服務網
提供線上通報管道，並附有各縣市早期療育相關機構名單與連結：評估醫院、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通報轉介中心、個案管理中心、地方社政單位(地方社會
局/處)、民間社政單位等。網址：https://system.sfaa.gov.tw/cecm/

2.

通報轉介及個案管理：
通報轉介中心及個案管理中心由社政單位負責。通報轉介中心受理個案通報及為

適當之轉介，包含協助聯合評估之轉介工作、個案管理服務及資源連結之轉介工作；經
通報轉介中心評估後續有需要輔導者，將轉介至個案管理中心接續提供服務，如進行
個案評估、擬定服務計畫，規劃及執行家庭支持性活動等。詳細權責分工依各縣市實際
執行情行為準。
3.

聯合評估：
(1) 評估醫院：
由地方政府自行輔導設置之醫院，進行團隊評估（含小兒神經科、小兒復健科、
小兒心智科、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臨床心理師、聽力師、社工
師等）提供個案療育計畫建議方向。各縣市評估醫院聯絡資訊詳見「柒、資源百寶
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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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
由國民健康署補助設置，針對具有複雜性發展遲緩問題之兒童進行評估。可依
個案交通需求就近選擇評估醫院或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各縣市兒童發展聯合
評估中心聯絡資訊詳見「柒、資源百寶箱」
。
4.

療育與服務：包含醫療院所復健、教育適性安置、早期療育機構安置、安排療育
及家庭支持服務計畫等，定期檢視個案療育成果，並由通報轉介中心及個案管理
中心辦理結案或繼續安排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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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兒少保護
一、疑似兒少虐待及疏忽之簡易篩檢參考表
類型

身體虐待
簡易篩檢
參考表

性虐待
簡易篩檢
參考表

篩檢特徵
1.
2.
3.
4.
5.

6. 低處跌落(約 150 公分以下)後造成顱內損傷或骨折。
註：只要符合 1 至 4 的其中兩項，或單獨第 5 項或第 6 項，就應通報、或諮詢兒
少保護小組，進行更仔細地兒虐篩檢。
1.

口腔、陰部或肛門受傷，且原因不明或不合理。

2.
3.
4.
5.

口腔、陰部或肛門疼痛，且原因不明或不合理。
性傳染病。
兒少揭露受到性虐待。
可疑之精神心理狀態，且原因不明或不合理。
 出現不明原因之睡眠障礙、腹痛、尿床、失禁或畏光等症狀。
 對於相關敏感字眼或動作出現極度焦慮或害怕等症狀。

6.
7.

對性方面有與年齡不相符之不尋常的興趣、知識與言行。
懷孕。

1.

醫療方面
 受傷而延遲或未就醫。
 疾病或傷口缺乏適當的照顧及處理。
 孩子應就醫而未就醫。(如：預防接種、嚴重皮膚病、未矯正視力等)
兒少身體表徵
 體重過輕或營養不良。
 非疾病所致發育遲滯。
 個人衛生不佳。(如：外觀髒亂不整潔或有異味)

2.

疏忽
簡易篩檢
參考表

一年內超過 3 次以上急診外傷就醫紀錄。
病史不一致。
病史和身體檢查不符。
延遲就醫。
一歲以下任何的骨折以及頭部外傷。

3.

4.

兒少心理與行為
 吸毒、行乞、偷竊、縱火等。
 意圖自我傷害或自殺。
 不願回家、有離家出走的念頭或逃家。
教育方面
 剝奪孩子受國民義務教育的機會。
 上學經常遲到或缺席。
 企圖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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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篩檢特徵

精神虐待
簡易篩檢
參考表

5.

父母/照顧者方面
 照顧者有遺棄兒少之虞。
 不願或無法提供兒少適當的食物、衣著或庇護。
 有明顯精神疾病如重度憂鬱症、躁鬱症、思覺失調症等。

1.

兒少遭受不合常理之排斥、貶損、隔離、威脅、恐嚇、忽視、拒絕給予或有
誘導使偏差等不當對待行為。
兒少遭受或疑似遭受各種類型之虐待。
兒少所處之家庭於一年內發生兩次以上家庭暴力事件，或兒少目睹家庭暴力
事件。

2.
3.
4.

兒少有非因生理病因所致之顯著內向型或外顯型情緒行為困擾問題/疾患或
心理發展問題。(如：低自信、認同矛盾等困擾)

二、通報轉介流程

本流程按發現通報、個案受理、驗傷評估及診療等順序進行，說明如下：
1.

發現通報：
(1) 社會安全網－關懷 e 起來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醫事人員於執行業務時知悉兒
童及少年知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立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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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一)疑似受到身體不當對待、(二)疑似受到疏忽
或未受適當照顧養育、(三)疑似受到精神不當對待、(四)疑似受到性不當對待。請
至「社會安全網─關懷 e 起來」(網址：https://ecare.mohw.gov.tw/index.jsp)，進行
線上求助與通報。

(2)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就近受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通報事件。若發現身旁兒少疑似遭受疏忽、虐待等
不當對待情形，亦可直接洽當地的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給予協助；另如有任
何通報的疑義亦可事先諮詢。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聯
絡資訊詳見「柒、資源百寶箱」。
(3) 地方社會局(處)
當發現生活周遭的兒少遭受身心虐待、疏忽等不當對待，請將其通報到地方社
會局(處)後，社工人員將啟動相關保護兒少及其家庭之協助；另如有任何通報的疑
義亦可事先諮詢。各地方社會局(處)聯絡資訊詳見「柒、資源百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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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案受理：
若通報至「社會安全網─關懷 e 起來」，可輸入案件編號查詢社政單位受理狀況；

若通報至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或地方社會局(處)，可自行致電詢問受理狀況。
3.

驗傷評估及診療：
(1) 兒少保護小組
各縣市醫療機構設置兒少保護小組共 74 家，協助一般個案驗傷診療，亦受理
臨床表徵評估之釋疑。各縣市醫療機構設置兒少保護小組情形詳見「柒、資源百
寶箱」
。
(2) 兒少保護醫療區域整合中心
全台共 7 家兒少保護醫療區域整合中心，協助較嚴重個案驗傷診療，亦受理
臨床表徵評估之釋疑。各縣市兒少保護醫療區域整合中心聯絡資訊詳見「柒、資
源百寶箱」。

三、「社會安全網－關懷 e 起來」通報事件類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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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件類型
(1) 不當對待


有遭受身體、性及精神暴力等不當對待情事。



有兒童、少年、老人、身心障礙者監護或照顧不周情事。



有兒童、少年、老人、身心障礙遭受其他不當對待。

(2) 社福需求


家庭經濟陷困致有福利需求



家庭遭逢變故致家庭功能受損致有福利需求



家庭關係衝突或疏離致有福利需求



兒少發展不利處境致有特殊照顧或福利需求



家庭成員身心障礙或傷、病、失能致有特殊照顧或福利需求



個人生活適應困難致有福利需求

2.

被害人是否已滿 18 歲(是/否)

3.

行為樣態(性侵害/兒少性剝削/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不法侵害行為)

4.

通報表單類型：
(1) 成保通報表/未同居轉介表
(2) 兒少保護案件通報表
(3) 性侵害案件通報表
(4) 社安網事件諮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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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資源百寶箱
一、團體衛教建議參考
主題

嬰幼兒照顧

嬰幼兒營養

參考資料
親職教育教養祕笈
http://babyedu.sfaa.gov.tw/info/10000047
用愛教出快樂的孩子：0-6 歲正向教養手冊
https://health99.hpa.gov.tw/educZone/edu_detail.aspx?Ca
tId=21983
嬰兒哺育建議(第二次修訂)
https://www.pediatr.org.tw/people/edu_info.asp?id=35
哺餵寶寶真趣味-認識哺乳和嬰兒副食品
https://youtu.be/m7IRUsDnnTQ

父母安全守則：不要讓嬰幼兒離開視線
http://babyedu.sfaa.gov.tw/info/10000064
嬰兒安全睡眠環境影片
https://youtu.be/N41Z1T-MD-o
嬰幼兒安全
兒童安全座椅宣導影片(82 秒)
https://youtu.be/EigVtDnBwoI
長庚兒少保護中心系列影片：十大照顧疏失行為
https://youtu.be/CFyFeK88CX4
神疫苗超人守護全球健康(2018 製)
https://youtu.be/wmEfsfu7m2k
流感疫苗快問快答(201809 製)
疫苗
https://youtu.be/MSr2Xb08v2Q
流感預防知多少(201810 製)
https://youtu.be/qS5JKs-peDg
兒童發燒生病處置建議
發燒
https://www.pediatr.org.tw/people/edu_info.asp?id=15
嬰兒猝死症候群的預防建議
https://www.pediatr.org.tw/people/edu_info.asp?id=14
嬰兒猝死
慎防嬰兒猝死症
http://babyedu.sfaa.gov.tw/info/10000041
「心愛寶貝 刻不容緩」發展延緩兒童早期療育
兒童早期療育
https://youtu.be/iHmaWwMDlt4
打敗惡視力篇
視力保健
https://youtu.be/mc-fsqTPei4
親子共讀
親子共讀
https://youtu.be/XbTyvYVBu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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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社會及家庭署
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臺灣兒科醫學會
國民健康署
社會及家庭署
國民健康署
國民健康署
長庚兒少保護中心
疾病管制署
疾病管制署
疾病管制署
臺灣兒科醫學會
臺灣兒科醫學會
社會及家庭署
社會及家庭署
國民健康署
國民健康署

二、嬰兒大便辨識卡通報登錄作業流程

※ 嬰兒大便卡諮詢中心聯絡資訊
諮詢電話：(02)2382-0886 轉分機 12
或傳真至：(02)2388-1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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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兒童發展通報轉介中心聯絡資訊
(109.7 版)

縣市

通報中心

服務區域

聯絡電話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兒童健康發展
全新北市
中心

02-29550885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早療通
全臺北市
報轉介中心

02-27568852

桃園市

桃園市兒童發展通報轉介
全桃園市
中心

03-3330210

臺中市第一區兒童發展社
西區、西屯區、中區
區資源中心

04-24715220

臺中市第二區兒童發展社
區資源中心

北屯區、潭子區

04-25335276

臺中市第三區兒童發展社
南屯區、大肚區、烏日區
區資源中心

04-24713535

臺中市第四區兒童發展社
南區、大里區、霧峰區
區資源中心

04-24070195

臺中市第五區兒童發展社 豐原區、東勢區、新社區、和平
臺中市 區資源中心
區、石岡區

04-25249769

臺中市第六區兒童發展社 龍井區、沙鹿區、梧棲區、清水
區資源中心
區、大安區

04-26365175

臺中市第七區兒童發展社 大甲區、后里區、外埔區、大雅
區資源中心
區、神岡區

1. 大甲區、后里區、
外埔區 04-2688128
2. 大雅區、神岡區
04-25249313
1. 北區、東區

臺中市第八區兒童發展社
區資源中心

北區、東區、太平區

04-22082115
2. 太平區
04-22760065

新營區、鹽水區、後壁區、白河
區、東山區、柳營區、佳里區、西
臺南市第 1 兒童早期發展
臺南市
港區、七股區、學甲區、將軍區、 06-7835670
服務管理中心
北門區、麻豆區、下營區、六甲
區、官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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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通報中心

服務區域

聯絡電話

臺南市第 2 兒童早期發展 東區、南區、北區、中西區、安南
06-2996648
服務管理中心
區、安平區
新化區、玉井區、南化區、左鎮
臺南市第 3 兒童早期發展 區、善化區、新市區、安定區、山
06-5746623
服務管理中心
上區、楠西區、永康區、仁德區、
歸仁區、關廟區、龍崎區、大內區
三民區、苓雅區、左營區、楠梓
高雄市三民兒童早期療育
區、新興區、前金區、鹽埕區、鼓 07-3985011
發展中心
山區、前鎮區、小港區、旗津區
高雄市鳳山區兒童早期療 鳳山區、林園區、大寮區、大樹
育發展中心
區、大社區、仁武區、鳥松區
高雄市

07-7630369

岡山區、橋頭區、燕巢區、路竹
高雄市岡山身心障礙福利
區、阿蓮區、茄萣區、田寮區、梓 07-6226730
服務中心
官區、彌陀區、永安區、湖內區
旗山區、美濃區、內門區、杉林
高雄市旗山區兒童早期療
區、六龜區、甲仙區、那瑪夏區、 07-6618106
育發展中心
桃源區、茂林區

宜蘭縣

宜蘭縣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全宜蘭縣

03-9334040

新竹縣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通
全新竹縣
報轉介暨個案管理中心

03-6573603

苗栗縣

苗栗縣兒童發展通報轉介
全苗栗縣
中心

037-363511

彰化縣

彰化縣兒童發展通報轉介
全彰化縣
中心

04-8837588

通報轉介中心

南投縣發展遲緩兒童早期
南投縣 療育通報轉介暨個案管理 全南投縣
中心

049-2205345

雲林縣

雲林縣兒童發展通報轉介
全雲林縣
暨個案管理中心

05-5878313

嘉義縣

嘉義縣兒童發展通報轉介
全嘉義縣
中心

05-2718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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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屏東縣

通報中心

服務區域

聯絡電話

東港鎮、新園鄉、新埤鄉、林邊
屏東縣發展遲緩兒童及身 鄉、佳冬鄉、枋寮鄉、枋山鄉、車
心障礙者通報轉介暨個案 城鎮、滿州鄉、恆春鎮、琉球鄉、 08-8327176
管理中心（屏南區）
南州鄉、來義鄉、春日鄉、獅子
鄉、牡丹鄉、崁頂鄉
屏東市、麟洛鄉、長治鄉、九如
屏東縣發展遲緩兒童及身 鄉、里港鄉、內埔鄉、鹽埔鄉、竹
心障礙者通報轉介暨個案 田鄉、萬丹鄉、泰武鄉、萬巒鄉、 08-7382592
管理中心（屏北區）
潮州鎮、高樹鄉、霧台鄉、瑪家
鄉、三地門鄉

臺東縣

臺東縣兒童發展通報轉介
全臺東縣
暨個案管理中心

花蓮縣

花蓮縣兒童發展通報轉介
全花蓮縣
暨個案管理中心

澎湖縣

澎湖縣早期療育通報轉介
全澎湖縣
暨個案管理中心

06-9260256

基隆市

基隆市兒童發展通報轉介
全基隆市
暨個案管理中心

02-24662355

新竹市

新竹市兒童發展早期療育

089-333905、333973
03-8227813、
8227823

全新竹市

03-5339762

嘉義市

嘉義市兒童發展通報轉介
全嘉義市
中心

05-2719509

金門縣

金門縣早期療育聯合服務
全金門縣
中心

082-337886

連江縣

連江縣兒童發展通報轉介
南竿鄉、北竿鄉、莒光鄉、東引鄉 0836-23923
暨個管中心

通報轉介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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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估醫院聯絡資訊
(109.9 版)

縣市

評估醫院名稱

聯絡電話
02-26486006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 59 巷
2號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 02-28094661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分機 2200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 45 號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

02-29829111
分機 3500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 1
段3號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02-2249008
分機 2959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91
號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新北市

臺北市

地址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
02-8512-8800
醫院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 69 號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和
02-23889595
平院址)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 2 段
33 號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馬偕紀
02-25433535
念醫院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 2
段 92 號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臺北長庚紀念醫院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99 號

02-3281200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基督
02-27718151
復臨安息日會臺安醫院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 2 段
424 號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02-27093600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 4 段
10 號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02-27082121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 4 段
280 號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02-27263141

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 309
號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02-28353456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街 105
號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
02-28332211
院

臺北市士林區文昌路 95 號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

02-28587140

臺北市北投區知行路 225
巷 12 號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02-28264400

臺北市北投區振興街 45 號

國防大學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

02-87923311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 2 段
325 號

36

縣市

評估醫院名稱

聯絡電話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臺北分院

02-27919696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 2 段
360 號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02-29307930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 3 段
111 號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02-25523234
分機 6355

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 145
號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03-4629292
分機 22210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 155
號

國軍桃園總醫院

03-4799595
分機 325225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 168

敏盛綜合醫院三民院區

03-3379340
分機 702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三段
106 號

聯新國際醫院

03-4941234
分機 8274

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 77 號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04-22294411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99 號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04-24739595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04-26581919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07-8036783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 482
號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07-6613811

高雄市旗山區中學路 60 號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07-2911101
轉 8043
(小兒科門診)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 68
號

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分院

07-6250919
分機 6193

高雄市岡山區大義二路 1
號

高雄市市立聯合醫院

07-5552565
分機 2219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
976 號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03-9222141

宜蘭縣員山鄉內城村榮光
路 386 號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04-7256166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
542 號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04-7813888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 6 號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02-24313131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
208 巷 200 號

桃園市

臺中市

高雄市

宜蘭縣

彰化縣

基隆市

地址

37

號

臺中市梧棲區臺灣大道八
段 699 號

六、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聯絡資訊
(109.9 版)

縣市

臺北市

醫院名稱

聯絡電話

地址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02-27372181
分機 3538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252 號

臺北榮民總醫院

02-28712121
分機 2932/2940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201 號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

02-23123456
分機 70405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7 號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 02-25433535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分機 3051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92 號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 02-26723456
人恩主公醫院
分機 3305

新北市三峽區中山路 198 號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 02-66289779
慈濟醫院
分機 7713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 289 號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
02-77282297
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 21 號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 02-22193391
莘醫院
分機 67401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362 號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02-22765566
分機 1106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 127 號

基隆市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02-24292525
分機 3518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03-3699721
分機 1203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1492 號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桃園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 03-3281200
紀念醫院
分機 8147
東元綜合醫院

新竹縣

新竹市

苗栗縣

03-5527000
分機 1617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 5 號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 69 號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0972-654808
院竹東分院

新竹縣竹東鎮至善路 52 號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03-5326151
院新竹分院
分機 3523

新竹市北區經國路一段 442 巷 25
號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 03-6119595
財團法人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分機 6040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 2 段 690 號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 037-676811
醫院
分機 53382

苗栗縣頭份市信義路 128 號

38

縣市

醫院名稱
大千綜合醫院

南投縣

臺中市

嘉義縣

南投縣埔里鎮愛蘭里鐵山路 1 號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二段 75 號

臺中榮民總醫院

04-23592525
分機 5936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650
號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 04-26625111
醫院
分機 2624

臺中市沙鹿區沙田路 117 號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 04-36060666
慈濟醫院
分機 4136

臺中市潭子區豐興路 1 段 88 號

04-22052121
分機 2329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 04-7238595
化基督教醫院
分機 1164
04-8298686
分機 2041/2043

臺中市北區學士路 95 號
彰化縣彰化市南校街 135 號
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 2 段 80 號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05-5323911
院雲林分院
分機 6125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579 號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 05-6337333
瑟醫院
分機 2237

雲林縣虎尾鎮新生路 74 號

05-2319090
分機 2542

嘉義市西區北港路 312 號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 05-2765041
督教醫院
分機 6707

嘉義市東區忠孝路 539 號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 05-2648000
慈濟醫院
分機 5773/1177

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 2 號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 05-362-1000
紀念醫院
分機 2692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 6 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臺南市

苗栗縣苗栗市恭敬路 36 號

049-2624266
分機 31029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嘉義市

地址

竹山秀傳醫院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雲林縣

037-357125
分機 75103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 049-2912151
教醫院
分機 2012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彰化縣

聯絡電話

06-2812811
分機 55005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901 號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06-2353535
院
分機 4619

臺南市北區勝利路 138 號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 06-3553111
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分機 1236

臺南市安南區長和路二段 66 號

39

縣市

醫院名稱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市

07-3422121
分機 5017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07-3121101
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分機 6468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 1 路 100 號

07-6150011
分機 5751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 08-7368686
教醫院
分機 2417
08-8329966
分機 2012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羅東 03-954-4106
聖母醫院
分機 6516
宜蘭線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臺東縣

澎湖縣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花蓮縣

地址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 07-7317123
紀念醫院
分機 8167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屏東縣

聯絡電話

03-9325192
分機 73281

高雄市燕巢區義大路 1 號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 60 號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 1 段 210 號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 160 號
宜蘭縣宜蘭市新民路 152 號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 03-9543131
東博愛醫院
分機 3303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 83 號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 03-8561825
慈濟醫院
分機 12311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
03-8241240
法人門諾醫院

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
089-351642
財團法人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臺東縣臺東市長沙街 303 巷 1 號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
基督教醫院

臺東縣臺東市開封街 350 號

089-960115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惠民 06-9272318
醫院
分機 120

澎湖縣馬公市樹德路 14 號

金門縣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082-331960

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 2 號

連江縣 連江縣立醫院

0836-23995
分機 1316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 21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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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聯絡資訊
(106.9 版)

編號

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

1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
02-85906666
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
02-23615295 分機 226
2
防治中心
3
4
5
6

網址
http://www.mohw.gov.tw/cht/DOPS/
http://www.dvsa.taipei.gov.tw/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 02-89653359 分機 2303、
http://www.dvp.ntpc.gov.tw/
侵害防治中心
2306、2309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

04-22289111 分機 38800 http://www.dvc.taichung.gov.tw/

臺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
06-2988995
侵害防治中心

http://social.tainan.gov.tw/dvsa/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 07-5355920 分機 403、
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404

http://safesex.kcg.gov.tw/

7

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
03-3322111
侵害防治中心

http://dvpc.tycg.gov.tw/

8

新竹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
03-5352386
防治中心

http://society.hccg.gov.tw/

9

新竹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 03-5518101 分機 3165、
防治中心

3167、3153、3147

http://social.hsinchu.gov.tw/

10

苗栗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
037-322150
防治中心

http://www.miaoli.gov.tw/social_affa
irs/

11

彰化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
04-7264150
防治中心

http://social.chcg.gov.tw/00home/ind
ex1.asp

12

雲林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
05-5522560
防治中心

http://www4.yunlin.gov.tw/social/

13

嘉義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 05-2254321 分機 121
防治中心
05-2253850

http://www.chiayi.gov.tw/web/social/

14

嘉義縣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05-3620900 分機 3303
防治中心

http://www.sabcc.gov.tw/

15

屏東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
08-7320415
防治中心

http://www.pthg.gov.tw/planjdp/Defa
ult.aspx

16

基隆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
02-24201122 分機 2205
防治中心

http://social.klcg.gov.tw/

17

宜蘭縣政府家庭暴力暨性
03-9328822 分機 278
侵害防治中心

http://sntroot.eland.gov.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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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

網址

18

花蓮縣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03-8246846
防治中心

http://sa.hl.gov.tw/bin/home.php

19

臺東縣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089-320172 分機 54
防治中心

http://taisoc.taitung.gov.tw/WebSite/
Page/

南投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
049-2222106 分機 9
20
防治中心

http://www.nantou.gov.tw/big5/down
load.asp?dptid=376480000AU13000
0&cid=1583

21

澎湖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 06-9274400 分機 531、
防治中心
532、355

金門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 082-324648、323019、
防治中心
373291
連江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
23
0836-22095
防治中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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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enghu.gov.tw/society/
http://www.kinmen.gov.tw/Layout/su
b_F/index.aspx?frame=25
http://www.matsuhb.gov.tw/

八、各縣市醫療機構設置兒少保護小組情形一覽表
(109.7 版)

縣市

臺北市

家數

11

設置兒少保護小組醫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忠孝院區、仁愛院區、陽明院區、婦幼院區)
臺大醫院兒童醫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新北市

桃園市

11

3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市

臺南市

4

5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台南市立醫院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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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家數

設置兒少保護小組醫院

高雄市

4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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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栗縣

2

大千綜合醫院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彰化縣

2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雲林縣

2

嘉義縣

2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屏東縣

3

基隆市

2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新竹市

2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新竹縣

1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

南投縣

3

竹山秀傳醫院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嘉義市

2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3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

3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5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關山慈濟醫院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臺東基督教醫院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

宜蘭縣

花蓮縣

臺東縣

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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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家數

設置兒少保護小組醫院

澎湖縣

2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金門縣

1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連江縣

1

連江縣立醫院

九、兒少保護醫療區域整合中心聯絡資訊
(109.9 版)

地域
臺北區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醫院名稱

聯絡電話

地址

02-23123456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分機 71670
兒童醫院
、71624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8 號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 02-89667000
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分機 1951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 21 號

03-3281200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
分機 2564
念醫院
、2567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 5 號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04-22052121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 2 號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6-2353535
分機 4030

台南市北區勝利路 138 號

07-3121101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
分機 5251
院
(社會服務室)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 號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 03- 8561825
濟醫院
分機 14871

花蓮縣花蓮市國慶里 11 鄰中央路
三段 707 號

十、1957 社會福利諮詢專線
可提供各種社會福利諮詢，若民眾有不清楚之處，可直接撥打專線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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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地方社會局(處)聯絡資訊
(108.12 版)

地方社會局(處)

聯絡電話

網址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02-29603456

http://www.sw.ntpc.gov.tw/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02-27208889

http://www.dosw.gov.taipei/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03-3322101

http://www.tycg.gov.tw/social/index.jsp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04-22289111

http://www.society.taichung.gov.tw/index.asp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06-2991111

http://social.tainan.gov.tw/social/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07-3344885

http://socbu.kcg.gov.tw/

宜蘭縣政府社會處

03-9328822

http://sntroot.e-land.gov.tw/

新竹縣政府社會處

03-5518101

http://social.hsinchu.gov.tw/

苗栗縣政府社會處

037-322150

http://www.miaoli.gov.tw/social_affairs/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04-7264150

http://social.chcg.gov.tw/00home/index1.asp

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

049-222106
分機 9

http://www.nantou.gov.tw/big5/indexasp?dptid=376
480000au130000

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05-5522560

http://www4.yunlin.gov.tw/social/

嘉義縣社會局

05-3620900

http://www.sabcc.gov.tw/

屏東縣政府社會處

08-7320415

http://www.pthg.gov.tw/planjdp/Default.aspx

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089-348419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

03-8227171

http://sa.hl.gov.tw/bin/home.php

澎湖縣政府社會處

06-9274400

http://www.penghu.gov.tw/society/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

02-24201122

http://social.klcg.gov.tw/

新竹市政府社會處

03-5352386

http://society.hccg.gov.tw/

嘉義市政府社會處

05-2254321

http://www.chiayi.gov.tw/web/social/index.asp

金門縣政府社會處

082-324648
、323019
、373291

http://web.kinmen.gov.tw/Layout/sub_F/index.aspx
?frame=25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0836-25131

http://www.matsu.gov.tw/

http://taisoc.taitung.gov.tw/WebSite/Page/index.asp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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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資料來源
章次 節次
壹

貳

資料來源/參考修訂

二

兒童預防保健補助時程及服務項目

三

兒童發展連續圖

二

我國現行兒童預防接種時程

三

各項常規疫苗建議最小接種年齡與最短接種
間隔

四

各項預防接種間隔時間一覽表

五

參

內容名稱

活性減毒與活性減毒疫苗接種間隔時間一覽

陸

柒

疾病管制署

表

六

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預防接種專區

七

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流感疫苗

二

膽道閉鎖(大便卡)篩檢處置流程

國民健康署兒童健康手冊
臺灣兒科醫學會網站

三

新生兒延長性黃疸處置建議

一

口腔保健與乳牙照護重要性

二

年齡及服務條件

(https://health99.hpa.gov.tw/artic
le/ArticleDetail.aspx?TopIcNo=
168&DS=1-Article)
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三

建議時程

國民健康署兒童健康手冊

四

各縣市提供兒童牙齒預防保健服務之院所

中央健康保險署

一

發展能力未達標準警訊

國民健康署兒童健康手冊

二

通報轉介流程

社會及家庭署

一

疑似兒少虐待及疏忽之簡易篩檢參考表

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二

通報轉介流程

保護服務司

三

「社會安全網－關懷 e 起來」通報事件類型
說明

社會安全網－關懷 e 起來

二

嬰兒大便辨識卡通報登錄作業流程

嬰兒大便卡諮詢中心

(https://www.pediatr.org.tw/me
mber/bedside_info.asp?id=24)
國民健康署「健康九九網站」
文章《護牙五部曲：牙齒防護
做得好，老來沒煩惱》

肆

伍

國民健康署兒童健康手冊

三

財團法人兒童肝膽疾病防治基
金會網站

直接及總膽紅素微量檢驗網

(https://www.childrenliver.org.tw/abou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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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節次

內容名稱

資料來源/參考修訂

四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兒童發展通報轉介中心
聯絡資訊

社會及家庭署

五

評估醫院聯絡資訊

發展遲緩兒童通報暨個案管理
服務網

六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聯絡資訊

國民健康署兒童衛教手冊、
發展遲緩兒童通報暨個案管理
服務網

七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中心聯絡資訊

保護服務司

八

各縣市醫療機構設置兒少保護小組情形一覽
表

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九

兒少保護醫療區域整合中心聯絡資訊

保護服務司

十

1957 社會福利諮詢專線

社會及社工救助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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