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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西太平洋總部(Western Paci�c Regional O�ce, 
WPRO)轄下的健康城市聯盟(Alliance for Healthy Cities, 
AFHC)，於2016年8月29日至9月1日，在大韓民國原州
市舉行第七屆大會暨研討會，我以理事長身分和台灣

團隊成員一起參與這個國際公共衛生及健康醫療的重

要平台。

AFHC每2年舉辦一次大會暨研討會，第一屆是
在馬來西亞古晉市 (2004年 )舉行，我國只能以個人身
分參加，第二屆在中國蘇州市 (2006年 )，台灣則無緣
參與。到了第三屆在日本市川市 (2008年 )舉行時，台
灣終於以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形式與會，而後在韓國首爾市 (2010年 )、澳大
利亞布里斯班市 (2012年 )及香港 (2014年 )，我國各健
康城市都踴躍參加。

健康城市是什麼

人類面臨快速的工業化與高度的城市發展，1950
年到1995年間發展中國家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從34
個增加到213個；預計到2010年，擁有2,000萬人口的
城市將達到25個；到2025年時，全世界將有61%的
人口住在城市裡。高度城市發展將導致許多問題：人

口密度過高、交通擁擠、生活緊張、汙染的生態環境、

暴力及傷害問題。同時，由於健康的因素十分複雜，

其中包含環境、社會、政治、生態學、行為學、生物

學、醫學等領域，非由衛生部門能單獨掌控，而必須

整合各部門協力合作。

1986年，WHO在加拿大渥太華 (Ottawa)召開第
一屆國際健康促進大會，簽署渥太華健康促進憲章

(Ottawa Charter for Health Promotion)，指出：健康城
市是持續地創造並增進城市之物理及社會環境，強化

其社區資源，並使民眾能夠相互合作支持，以便實行

其所有生活功能，並發揮最大潛能的城市 (Hancock 
& Duhl, 1986)。健康城市的推動策略有：承諾健康
(Commitment to Health)、政治決策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跨部門行動 (Intersectoral Action)、社區參
與 (Community Participation)、創新 (Innovation)和健
康的公共政策 (Healthy Public Policy)。

台灣健康城市發展脈絡

2000年，衛生署推動社區健康營造計畫。2003

年，衛生署派員參加WHO歐洲總部在英國Belfast舉
辦的健康城市國際研討會。2003-2005年，國民健康
署補助成功大學輔導台南市健康城市計畫。2006年，
衛生署侯勝茂署長與台南市許添財市長發起台灣健

康城市聯盟高峰會議，簽署「健康城市議定書」。

2006年，台灣健康城市陸續以NGO副會員身分加入
AFHC。2008年，台灣健康城市聯盟成立，台南市許
添財市長擔任創會理事長。2010年，台灣開始推動高
齡友善城市。而後，台灣健康城市聯盟歷任理事長分

別為苗栗縣劉政鴻縣長 (第二屆 ) 、新竹市許明財市長
(第三屆 )、桃園縣吳志揚縣長 (第四屆 )及台北市北投
文化基金會洪德仁創辦人 (第四屆，補選 )。

台灣健康城市聯盟積極提供各健康城市教育推

廣、指標訂定、研究分析、政策倡議等工作，也設置

「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獎項」，每年藉由選拔方

式，宣導相關健康城市、高齡友善城市議題與成果，

作為其他縣市政府推動學習之典範。並透過進一步的

觀摩和出版刊物等方式，以行銷台灣地區推動健康

城市與高齡友善城市之成果，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和

台北市洪耳鼻喉科診所文、圖∕洪德仁

想想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組織的角色

圖1 台灣團隊榮獲8項獎項。

圖2 Taiwan Salon做好國際外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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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HC舉辦的大會暨研討會。

AFHC大會記要
大會開幕式在29日舉行，WHO西太平洋總部主

任Dr. Shin Young-soo主持開幕，韓國方面主辦城市市
長、衛生福利部長一一致詞，而後進行主題演講和市

長論壇，重頭戲在傍晚的頒獎以及晚上戶外的歡迎宴。

30日，進行分組論文口頭報告，31日召開AFHC大會，
並有主題演講，閉幕前再頒發優良口頭論文報告獎及

優良海報獎。31日下午及9月1日安排參訪行程。
澳大利亞Evelyne de Leeuw教授進行主題演講，

她擔任過WHO的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Research 
on Healthy Cities主任，大學公共衛生學教授，也是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of Health Promotion的主編。30
日上午，分組論文口頭報告時，她和我是共同主持

人，對於她的主持會議風格和專業能力，已經有深刻

的印象，她的主題演講“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Health＂，她提到面對快速的氣候變遷，若溫室氣體
的排放力不變，甚至更高，未來全球氣候的變化會

更加嚴重，造成人類健康的嚴重影響，聯合國訂定

2016年為全球永續發展年，訂定17項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希望在2030年
能夠完成，包含：

1. 揮別貧窮 (No Poverty)：中止各地任何形式的貧窮。
2. 零飢餓 (Zero Hungry)：中止飢餓，保障食品安全，
改善營養及提倡永續農業。

3. 良好的健康及社會福利 (Good Health And Well-
Being)：保障各族群的健康生活及增進其福祉。

4. 優質教育 (Quality Education)：提供優質及平等的教
育，增進終身學習。

5. 性別平等 (Gender Equality)：建構性別平等環境，
增進婦女及女童權益。

6. 乾淨飲水及衛生 (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確保
各族群能夠有乾淨飲水及衛生。

7. 可負擔的乾淨能源(A�ordable And Clean Energy)：確
保所有族群能夠得到可負擔、可及性的乾淨能源。

8. 適當的工作及經濟發展(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促進全民有適當的工作及經濟發展。

9. 產業創新結構 ( I n d u s t r y , I n n o v a t i o n  A n d 
Infrastructure)：建構具有彈性的結構，增進永續及

創新的產業發展。

10. 減少不平等 (Reduced Inequalities)：減少各國國內
及國際間的各種不平等。

11. 永續城市及社區 ( S u s t a i n a b l e  C i t i e s  A n d 
Communities)：發展宜居，韌性，安全及永續的生
活環境。

12. 負責任的消費及生產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確保永續的消費及生產模式。

13. 氣候變遷行動 (Climate Action)：因應極端氣候變
遷的緊急行動策略。

14. 維護水域生物 (Life Below Water)：維護及確保海
洋，湖泊生物資源的永續發展。

15. 維護陸域生物 (Life On Land)：維護及確保陸地，
森林生物資源的永續發展。

16. 建構和平正義機構(Peace,  Just ice  And Strong 
Institutions)：建構有效，究責的機構，推動和平
正義的社會。

17. 建構夥伴關係 (Partnerships For �e Goals)：發展全
球夥伴關係，以利永續發展。

圖3 WPRO主任Dr. Shin與臺灣團隊合照。

圖4 受邀參加韓國健保署舉辦的健康促進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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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和健康是一體的兩面，二者合而為一，

才能夠建構真正的健康城市。在台灣有些城市已經把

兩個議題整合為一個大的主軸，像高雄市政府成立

「永續發展委員會」，就包含永續發展、健康福祉等

分組，可說是因應全球的永續發展，具有前瞻視野和

規劃。

台灣值得有尊嚴的對待

台灣團隊在這次大會中，展現推動健康城市的成

果，開創了新的契機，包括：

1. 參加人數最多：大會參與者有500人，台灣團隊共
有82人，是主辦國家韓國以外，最多的外國團隊。

2. 踴躍口頭發表論文：56篇口頭論文發表，我國占12
篇 (21.4%)，也是除了韓國以外，最多口頭論文發表
的外國團隊。

3. 政府的重視：國民健康署王英偉署長、台東縣黃健
庭縣長、嘉義市涂醒哲市長及多位衛生局長及官員

親自出席，台東縣黃健庭縣長在分組發表，這是首

次現任縣市首長的創舉。

4. 民間先行：由於國際形勢，我國在WHO受到很大
的限制，因此我們以「台灣健康城市聯盟」的名義

和主辦單位聯繫，爭取合理的國籍名稱，鼓勵台

灣各健康城市的踴躍參與。我受邀為大會的貴賓 ( 
honored guest)，並在開幕儀式時，和WPRO官員、
AFHC的指導委員們一起上臺，就座合影。另外，
擔任分組主持人，聯盟秘書長郭憲文教授擔任評論

人，這些都是我們參加AFHC以來的最高禮遇。
5. 台灣第一：大會總共頒發14項創新成果獎，我們勇
奪8項之多，包括：台南市、高雄市、桃園市、各2
項，新北市、台北市萬華區各1項，大會頒發唯一
的優良口頭論文報告獎，是由台南市衛生局蔡菁芬

股長得獎，內容為自殺防治新作為：燒炭自殺防治。

另外大會也頒發各三項優良口頭海報獎、海報獎，

台南市榮獲一項優良口頭海報獎，台北市榮獲一項

海報獎，台灣團隊與有榮焉。

6. Taiwan Salon：為了要增進台灣和各國交流學習的
機會，由台灣健康城市聯盟邀請台灣各城市的協力

合作，在會場舉辦Taiwan Salon，超過80餘人的各
國嘉賓和國內官員交流互動，國健署王英偉署長專

程趕來會合。現場有來自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尼、

馬來西亞、柬埔寨、蒙古、斯里蘭卡、日本、新加

坡、英國及韓國健康城市嘉賓，將會場擠滿。台灣

健康城市成果及熱情，開放、非正式、輕鬆交流，

讓現場氣氛熱烈，達到國際衛生醫療交流，做出一

份國際外交工作。要特別謝謝吳思瑤立法委員及醫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邱泰源理事長∕立法委員在會前

的協助，才能完成此一艱鉅任務。台南市政府贊助

的50份鳳梨酥禮盒、北投文化基金會手作藍染方
巾、好友吳明坤先生贊助的磁性蘭嶼拼板舟組合，

都受到外賓熱烈的歡迎。

7. 積極城市交流：台灣出席的縣市首長及代表，積
極和各國健康城市市長交流、拜會原州市市政

府。會後我也受邀參加韓國健保署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ervice)舉辦的健康促進國際研討會，報
告台灣健康促進及戒菸政策，得到滿場肯定。主辦

單位在開幕時，邀請大家和韓國健保署官員一起上

臺，我也是就座合影，這是難得的兩國交流機會。

8. 台灣值得有尊嚴的對待：WPRO主任Dr. Shin 
Young-soo主持開幕，邀請我上臺合照，典禮結
束後，我把台灣團隊的幹部們請上臺，一起和Dr. 
Shin合照，他來者不拒。AFHC秘書長中村桂子教
授也在大會期間，伸出友善的手，和我們握手寒

暄。這些情境，看在對台灣友善的澳大利亞Cordia 
Chu教授眼裡，她說真的改變，也改善太多了，台
灣值得這樣有尊嚴的對待。這證明古人所說的「精

誠所至，金石為開」，只要我們努力，一定能找到

友誼。

民間先行政府支持

從籌備參加本次AFHC大會暨研討會之初，台灣
健康城市聯盟理監事們就有很強的共識，低調，低

調，再低調，也得到政府的認同。我們就在和主辦

單位韓國所建立的長期情誼基礎上，爭取最大的可

能性，也因為台灣各健康城市具備卓越的成果，所以

在AFHC這個國際舞台上，能夠開創出超出期待的成
果。

在現實的國際環境中，或許NGO可以扮演「民
間先行，政府支持」的角色，公私合作。只要我們的

實力和熱忱得到肯定，就有機會為台灣找到創新的出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