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簡稱國衛院論壇）於2013年11月重啟，期能有效因應我國當
前重要且急迫之健康及福利課題，藉以前瞻趨勢，建構跨領域、跨科際、跨單位之多元運作機

制，邀集各方專家學者針對重大衛生議題共同研討各項方案，發揮「國家級衛生福利政策智

庫」之功能。國衛院論壇宗旨：

1. 強化學術研究之卓越發展；

2. 建構政策分析之證據基礎；

3. 凝聚衛生福利政策之共識與倡議建言；

4. 促進衛生與福利跨領域之意見溝通；

5. 活絡國際智庫之交流合作。

國衛院論壇任務包括：建立有效機制以改進健康照護體系之運作，有利於健康與福祉系統

順利運作並永續經營；發揮持續學習與自我改善之正面效能，進而發揮潛在益處；擔任政府與

學術機構間之溝通橋樑，落實研究成果，為民眾提供即時健康知識，增進國際合作。

研究架構

以既有研究基礎，提供溝通之平台，結合國內外現有專業人員及研究人力，輔以實證科

學及知識，針對國內衛生醫療及社會福利問題之探討，協助醫藥衛生研究及衛生福利學術的提

升，以增進國民健康福祉之目的。

	▲圖 1：國衛院論壇理念

	▲圖 2：國衛院論壇之運作與推動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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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衛院論壇之設立乃參考美國國家科學

院醫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cine, IoM；
今N A M）之功能架構，設置「諮議委員
會」，共分「新遺傳基因」、「環境與食品

安全」、「社會安全網」、「健康照顧與福

利服務」、「預防醫學與健康促進」、「健

保體制之檢討與調整」及「醫事人力之培育

政策」七大領域，每個領域有5∼6位諮議委
員，每年定期開會討論，以釐訂台灣健康與

福利之重大性、急迫性、前瞻性議題。各年

度的新研議議題，由受推舉的議題召集人組

成「專案委員會」，充分討論凝聚共識後，

再經章節負責人組成小組「專家會議」深度探

討，近期成果包含下列四領域並轉譯推廣。

一、社會安全網

1. 推動長庚兒少保護中心的建立：

兒童是國家最寶貴的資源，是充滿希

望的種子！《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

第 24條第 1項明文規定：「所有兒童有權
享有家庭、社會及國家為其未成年身分給

予之必需保護措施。」2017年 11月，長庚
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長庚兒

童保護小組」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分析

從 2001至 2015年經由社福單位通報的受

虐兒童，其中因傷勢嚴重入住長庚兒童加

護病房的「危重症病童」，有 60%是遭到
腦傷，並有 10%不幸死亡，僥倖存活的受
虐兒有 26%變成重殘。此迫切之兒虐議題
在國衛院論壇執行三年間，於台灣北中南

東舉辦共十多場研討會，有來自各領域專

家學者與會，以及衛福部同仁和立法委員

的參與，影響與觸及層面可謂空前。2018
年，國衛院論壇與長庚聯手推動「長庚兒

少保護中心」的建立，作為教育支援中心，

長庚兒保中心以兒少虐待零容忍的信念擔

起社會責任與使命。

政策建言

	▲圖 3：國衛院論壇議題研議流程

	▲圖 4：長庚兒少保護中心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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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網網相連的「台灣藥物濫用防治聯盟」，與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合辦戒毒醫
學論壇：

「防毒/拒毒」有關單位：

教育部、縣市政府教育局

、衛福部（心口司/社家署/

食藥署）
「拒毒/緝毒」

「緝毒/戒毒」有關單位：

教育部、法務部、衛福部（心口司/社家署/食藥署）、

縣市政府衛生局、NGO、其他民間相關組織

藥物濫用長期以來一直是世界各國所

面臨之健康與社會問題，台灣也不例外。

在時代急遽變遷下，新興毒品的種類日趨

多元，藥物濫用型態更是防不勝防，危及

國人的健康與生命，亦衍生出許多犯罪行

為，政府於 2017年提出新世代反毒策略與
行動綱領。相較於過往的藥物濫用策略多

半著重於非法藥物，國衛院論壇藥物濫用

研議議題除著重於止痛／鎮定／安眠等處

方藥物之濫用問題對健康的影響外，更包

含社會復歸等醫療問題外的社會議題。

2017年 5月 20日首度與杜聰明博士
獎學基金會合辦第 1屆的戒毒醫學論壇，
往後將由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持續辦理

戒毒醫學論壇。議題建言深受政府單位之

參採。

3.	研議精障人士社區照顧需求促衛福部修改長照 2.0 補助辦法，使精障人士也能受用
長照資源：

	▲圖 5：藥物濫用防治策略概念圖

精神患者社區照顧需求探討及評估研

議議題，邀請學者專家對於現行精神患者

社區照護體系、人力、資源進行盤點，並

分析其問題。參考澳洲與香港的社區精神

醫療制度以及針對社區精神患者需求的調

查結果報告，提供未來台灣社區照護學習與

精進的參考，促使衛福部修改長照 2.0補助
辦法，使得精障人士也能受用長照資源。

二、新遺傳基因
1.	上泌尿道尿路上皮癌，經衛福部科技發展組參採：

上泌尿道包括腎盂和輸尿管，由它

們表皮所產生的癌症稱為上泌尿道尿路

上 皮 癌（upper tract urothelial carcinoma, 
UTUC）。台灣上泌尿道尿路上皮癌的發生
率遠高於其他國家，可謂為除了肝癌之外

的另一個國病。國衛院論壇召集專家研討

之「上泌尿道尿路上皮癌盛行之對策之研

議」經衛福部科技發展組參採，且透過雲

端資料庫：建立永續上泌尿道尿路上皮癌

組織及問卷共享平台；鼓勵國內研究機構

生物資訊的分享，減少國家經費資助重複

的研究；協助深入的整合型上泌尿道尿路

上皮癌研究以達促進國民健康之目的；轉

譯醫學應用及潛在精準化治療標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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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UTUC 相關成果

2.	罕見疾病法布瑞氏症之研議，獲中央健保署提至罕見疾病及藥物審議會報告：

罕見疾病係指盛行率低、少見的疾病，

目前世界各國對於罕見疾病有不同的定

義。法布瑞氏症（Fabry Disease）是溶酶
體疾病的一種；患者因為基因缺陷、缺乏 α-
半乳糖苷酵素（α-galactosidase），導致身
體無法代謝特定神經脂質，堆積在細胞內，

造成全身器官病變。由於其療法之一的酵

素替代療法極為昂貴，每年在健保有可觀

的支出，有必要檢視更佳的防治策略。國

衛院論壇 2015年議題《新遺傳基因罕見疾
病研究：以法布瑞氏症為例》探討其典型

與變異型以及治療方式，並依據專家會議

結論提請衛福部參考，健保署已於 2015年
7月 8日提至罕見疾病及藥物審議會報告。

3.《兒童發展遲緩建言書》，提供衛生福利部政策參考：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預估發展遲緩兒

童發生率為 6∼ 8%。兒童的生長和發展是
連續的過程，雖然絕大多數的發展遲緩兒

童往往找不出原因，然而早期診斷發展遲

緩兒童，能找出可逆性的導因進行疾病治

療。發展遲緩評估需要多專業，除了小兒

科醫師外，還需小兒神經科醫師、小兒身

心科醫師、耳鼻喉科醫師、復健科醫師、

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語言治療師、

臨床心理師與社工師等，一同診斷與分析。

國衛院論壇《兒童發展遲緩建言書》提出

中央與地方整合協調、城鄉資源分布差異、

數據資料整合與經費穩定來源等強化面向

供政策參考。

三、環境與食品安全

1. 登革熱防治政策研議計畫，促使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成立：

登革熱是擴散迅速的傳染病，全球登

革熱疫情受暖化、跨國旅遊、都市化影響

而擴散，台灣對抗登革熱已有數十載的歷

史，後因政府及民眾共同努力防治，使台

灣不再是登革熱的大規模流行區，但近年

來由於境外移入等因素，再度爆發流行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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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強食品風險評估及預防》提出建立中央政府食品安全政策委員會：

估計全球有數千萬種有機或無機物

質，近十萬種化合物用於商業製品，許多

造成環境負荷並進入生態鏈，也透過各種

途徑進入人體；由於分子毒理學之進步及

超微量分析之儀器與技術發展，發現食品

隱藏很多安全問題。國衛院論壇《加強食

品風險評估及預防政策》以風險分析的結

構性概念，分別探討食安政策中潛在未知

物、添加物、國際規範差異、風險溝通平

台與食品詐欺等政策及各種措施方案，以

期能降低食品安全爭議事件之發生，以及

加強政府緊急應變之處置能力，保障消費

者健康。

3.《氣候變遷與健康》提供國民健康署業務單位參考：

全球氣候變遷所涉及的層面甚廣，不

只是能源、國際合作議題，更是影響每個

人日常生活的健康課題！國衛院論壇建言

書《氣候變遷與健康》內容以健康政策為

核心，聚焦在本土的研究，論及氣候變遷

對台灣的衝擊為何，如何直間接影響國人

健康以及未來如何防範，提供各相關單位

作為風險評估的參考與知能素養的提升。

四、預防醫學與健康促進

1.《新版運動指引》獲國民健康署及媒體推廣：

雖然二十年來，推廣休閒運動有助健

康的益處已無庸置疑，但台灣仍有 75%的
成人達不到每天 30分鐘的休閒運動。國衛
院論壇《新版運動指引》以實證資料分析

問題之癥結，藉由生動的圖片、平易近人

的文字，闡述每日健走 15分鐘的益處，以

及不運動為何比三高或吸菸更可怕。書中

蘊含豐富的文獻資料與實證數據，報告中

蒐集各國倡導之運動策略、評析國內運動

建議版本和比較國際運動建議版本，不論

是隨身翻閱或研究參考皆值得一讀。

2.《全面建構健康體位生活與文化指導原則》獲國民健康署及教育單位重視：

肥胖及其相關慢性病是現今世界各國

首要的健康課題，也是民眾相當關注之保

健話題。過去在因應的對策上，始終著眼

在「教育個人」及「體重數字」的方向，

過度著重「減低體重、減少熱量」這樣的

負面概念，不僅效果有限，也忽略了體重

正常、肌肉不足的「隱型肥胖者」。《全

面建構健康體位生活與文化指導原則》將

目標清楚定位在「健康體位」與「良好身

體組成」的意涵上；並認識肥胖防治行動

不應局限為少數部門的責任，而以「全面

建構健康體位生活與文化」作為藍圖願景，

強調喚醒社會各人群組織之責任意識並全

面動員之意涵。

題。國衛院論壇「登革熱防治研議計畫」，

以「登革熱先導計畫」為起始，擴大與院

內各所共同探討防治對策。2015年受邀參
加「台南登革熱會議」，研討登革熱防治

工作，籲請中央設防治單位。「登革熱防

治政策研議計畫」提出之報告獲衛生福利

部及疾病管制署參考，是為國家蚊媒傳染

病防治研究中心成立之幕後推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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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轉譯與推廣

國衛院論壇成立的目的，是針對當

前重要且急迫之健康及福利課題，透過跨

科際、跨單位之運作機制，整合多元之意

見，形成共識及建言，提供衛福部以實證

研究作為業務執行的依據。並推廣「學習

型醫療照護系統（Learning Health System, 

LHS）」循環滾動的觀念，因應社會科技
的快速發展，藉由定期評估檢討政策執行

情況，以解決政策執行遭遇到的困難與瓶

頸，達到政策轉譯實踐與精進醫療品質二

大目的。

1.	定期舉辦工作坊探討LHS相關議題，並與ToMMo等國際研究單位交流「精準醫療」，
以期提高醫療品質且降低醫藥成本

	▲圖 8：國衛院論壇 2018 精準醫療科技與研發國際研討會

	▲圖 7：LHS 自我學習和系統改造的循環

2.	國衛院論壇成果研討會邀集各方專家學者，定期針對重大衛生議題共同研討各項方
案，作為擔任政府與學術機構間之溝通橋樑，為民眾提供即時健康知識，達到提升
國人健康品質的目的

3.	國衛院論壇邀集學界及政府單位的專家，組成論壇專案委員會，綜合產、官、學、
研專家及研議團隊所提出具體策略與建議，彙編成建言書，並由衛生福利部轉知相
關單位檢視加入意見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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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國衛院論壇出版品（網址：http://forum.nhri.org.tw/forum/book/）

4.	透過論壇網站與論壇臉書將活動、會議和出版品提供給大眾，讓民眾有更多管道瞭
解政府的衛生福利相關施政方向與措施

論壇網站，設有「論壇簡介」、「活

動彙集」、「最新消息」、「學術活動」

和「出版品」專欄，目的為將研討會內容、

活動照片、影片以及出版成果彙整於上，

讓民眾可透過論壇網站瞭解論壇歷年的議題

和動態，促進民眾對各項政策建言的認識。

論壇臉書（Facebook, FB）以民眾關切
的議題為主軸，介紹論壇出版品內容為粉

絲團貼文之方向，同步結合「時事新聞」

與「季節性議題」等民眾感興趣且生活相

關之資訊，一方面讓民眾對於國衛院論壇

之各年度研議議題有更多的認識，另一方

面也藉由 FB粉絲團的影響力，讓更多重
要的議題、衛生政策、活動資訊等消息更

廣泛且快速地傳遞給民眾。

	▲圖 10：論壇網頁 http://forum.nhri.org.tw/

論壇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forum.nh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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