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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背景資訊

本指引文件是 2022 年患者創新和解決方案聯盟與合作 (APPIS) 倡議的一部分，由諾華資助與籌辦，旨在讓

患者社群與醫療照護生態系統中的主要利害關係人（例如：政策制定者、支付者、醫師、學者和數位創新者）

整合觀點，以提升亞太地區、中東和非洲的健康成果。

APPIS 倡議將健康識能視為 2022 年的主題之一，與數位健康與通訊和健康政策之塑造，共同作為促進永續

發展以及在醫療保健資金支持、合作與開發中納入患者和患者組織的促進因素，以期在健康識能介入與解決

方案的建立中增加來自患者的聲音。

目的

建議患者組織使用本文件作為與利害關係人合作的出發點，並自訂計畫，以增加患者在健康識能介入發展與

改善中的參與。若患者組織希望開始此流程，近一步參與患者和照顧者健康識能資料的編制並提供意見回

饋，歡迎向作者尋求建議，瞭解如何執行本指引附註所述的任何行動項目。透過使用本指引文件，患者組織將

可以：

找出並瞭解關鍵利害 

關係人在施行健康識能介入

過程中的角色。

優先考慮要參與和施行 

介入的領域，以發揮最大的

影響力來改善患者體驗。

促進與組織、機構和利害 

關係人的夥伴關係與合作， 

以進一步參與健康識能相關

內容的設計、技能培養、 

培訓和意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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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概述

本報告的第一部分介紹 APPIS 對健康識能的倡議。

本節定義「健康識能」及其價值和應用，並指出不同

利害關係人在其發展中的重要性。本節解釋患者在設

計和開發患者與照顧者使用的溝通素材過程中所扮

演的角色，以及為何患者組織必須參與健康識能解決

方案的設計、開發和利用。

本報告的第二部分強調取得患者資訊的主要障礙。本

節探討挑戰的關鍵面向，例如：無法取得資訊、有限

的數位素養、網路上盛傳的錯誤資訊，以及健康從業

人員在與患者溝通時使用技術術語的缺點。

本報告的第三部分建議針對第二部分中發現的每項

對應挑戰採取的行動項目。第三部分提供指引，透過

改善資訊傳播系統與患者的多樣化溝通管道，來改善

資訊的取得。此章節亦指引患者更深入地瞭解資訊，

以及針對為患者及其照顧者建立的內容提供意見與

回饋。本節建議與各種利害關係人合作，包括平面、

數位與社交媒體合作夥伴、數位裝置與應用程式開

發者、醫療提供者、作家與記者，以開發和宣傳以患

者為中心且易於理解的內容。

本報告的第四部分建議在患者組織內討論全國性的

溝通和倡議策略，以完成所有建議的行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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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識能不止是向患者和照顧者提供資訊，還涉及到讓醫療生態系統中的每位利害關

係人，都能獲得每個人都可以取得的、理解，和採取行動的可信賴資訊。

Ranjit Kaur，馬來西亞乳癌福利協會會長  

APPIS 2022

擁有健康識能的技能使患者能夠在醫療環境中，透過做出明智的健康照護選擇、改善

與醫師的溝通，並讓他們獲得資訊，為自己發聲，掌控自身的健康。

Carrie Mesrobian，Collegis Education 自由撰稿人

第一部分 － 簡介

健康識能是利用現有資訊做出的有關個人健康決策的能力。患者與患者組織的健康識能，在理解書面及數位

的健康相關材料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投資健康識能可被視為改善公共衛生結果的重要步驟，可幫助人們做

出更好、更明智的選擇。

本文在研究中透過向患者和照顧者提供健康資訊的角度，討論了健康識能。

任何健康教育材料皆應能夠讓讀者理解，並且能夠幫助讀者做出明智的健康

決定，無論是為自己，還是其所照顧的人。健康資訊應透過最小化技術或語言

障礙，達到標準且可交叉翻譯，以便讓所有醫療系統中的利害關係人能相互

理解。制定這類定義的過程必須讓系統中的不同利害關係人參與，包括醫護

專業人員、照顧者、患者、患者組織、政策制定者、醫療提供者、製藥公司等

其他方。

改善患者健康識能的目的，不僅在於使醫療提供者能有效溝通，也是為了幫助

患者清楚表達自己問題和疑問。此外，在健康識能方面，較開發國家和中低收

入國家 (LMIC) 之間的資訊交換，可實現整合解決方案，並應用健康資訊來促

成更加正面的行為變化。

只有當患者能夠真正傳達他們的問題時，才可能達到所謂的健康識能。因此，

健康政策的設計與開發中必須納入患者的聲音。

「知識是恐懼的 
解毒劑，我們需要 

嘗試讓這些知識 
變得 [更容易理解， 

這樣] 我們才可以幫助
更多患者克服 
他們的疾病」

– Wai-Fai Lo，APPIS 
2022 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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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 讓患者參與健康識能介入的差距和
挑戰

來自 APPIS 2022 高峰會的考量凸顯出阻礙患者取得、理解和使用資訊，以及做出關於他們自身健康的明智

決策的一些主要障礙。

瞭解文化、信仰、社會規範與醫療環境在健康識能方面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對於提升患

者和患者組織的健康識能至關重要。

Ruth Kuguru，諾華亞太地區、中東和非洲 (APMA) 溝通與參與執行總監， 

APPIS 2022

1.  缺乏取得資訊的管道

從治療前到治療後，患者可能都無法

取得有關其整個照護 期間的相關資

訊。APPIS 2022 高峰會的與會者強

調，患者 組 織缺乏健康推廣與推廣

策略，是 患者取 得資 訊 的主 要 挑 戰

之一。生活在農村和都會地區，且識

字 程 度 較 低 的 低 收 入 族 群，不僅 缺

乏有關醫療保健 服務的健 康意識與

資 訊，也 缺 乏 患者 組 織 所提 供 的其

他支援服務。全球多達 48% 的淋巴

瘤患者認為在 診斷時未獲 得足 夠的

資訊（2020 年淋巴瘤聯盟全球患者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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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解資訊的障礙

誤解還可能自於對乳癌等嚴重疾病的醫療意識缺乏。例如，患者對於乳癌是女性病症

的誤解仍然氾濫，導致無根據的期待認為男性不應出現乳癌諮詢，或男性不應接受乳

房異常的相關檢查。女性也害怕接受乳房攝影，包括接受檢查的各種其他猶豫。

Joy Khoury，Novartis Gulf 企業溝通與患者參與主管，APPIS 2022

在此期間的另一個問題是，臨床醫師在患者身上投注心力的時間不足。如果情況沒有惡化，這可能導致

患者在診斷後感到不知所措。醫護專業人員應盡可能提供患者所想知道的資訊，尤其是關於無法透過一

般醫療系統或臨床試驗取得的治療。因為缺乏與專門且合格的臨床醫師諮詢的時間，患者必須從網際網

路上尋求資訊，而這些資訊可能不準確或不可靠。

醫學術語可能會使醫護專業人員忽略從兒童或使用者的角度思考問題。我們必須牢

記，我們的最終目標不是知會；我們的最終目標是賦權。因此，我們必須確保我們傳遞

的任何資訊都是他們（患者與照顧者）可以吸收且應用的資訊。

Esther Wang，Joytingle 創始人，APPIS 2022 高峰會

患者不僅要面對資訊提供數量的問題，也要面對資訊可理解程度的問

題。2022 APPIS 高峰會的與會者強調患者面臨著在診斷和治療期間醫

護專業人員過度使用醫學術語的挑戰。

醫護專業人員偏好使用技術性語言，而非淺顯易懂的語言，這帶來了系

統性的挑戰。使用技術性語言也需要醫護專業人員所在的社群具備一定

的專業素養。對於兒童而言，家長通常沒有能力向他們解釋醫療程序，

這自然會使兒童更加害怕。向接受治療的兒童以對兒童友善的語言解釋

這個過程，是改善資訊理解的絕佳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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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識能低下的患者經常發現難以處理和瀏覽從可用來源收到的資訊。尤其是數位素養低下的患者，他

們面臨困境，無法瀏覽網際網路和其他公共領域上的資訊，例如：線上部落格和出版物。

數位素養低下的患者可能無法獲得數位服務，尤其是年長的患者族群。患者通常無法區分網路上正確與

錯誤的資訊。網際網路上大量未經驗證的文章和資料致使患者盲目相信錯誤的資訊，並對傳統醫療療

法造成不信任感。例如，當有一家人尋找關於他們孩子的癌症歷程的可靠來源時，他們往往在網際網路

上搜尋到國外及特定疾病以外的資訊，導致資訊疲勞和高度依賴外部支援去尋找正確的資訊。對患者

而言，有影響力的人／部落格主的個人趣聞或經驗是不可靠的資訊。對一人有效的方法可能不適用於其 

他人。

4.  缺乏教育、溝通及語言障礙

由於使用的語言和媒介，參與健康識能介入方案的患者與照顧者經常面臨溝通方面的挑戰。相較於僅以

英文和法文，以不同的當地語言提供資訊更加有挑戰性。此外，還在解決患者社會經濟地位及其文化層

面上存在一些障礙，

3.  評估和瀏覽資訊的障礙

參與健康識能介入方案，獲得更好的患者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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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醫師講述了她的憤怒，當時一位媽媽為了催促她的孩子配合接種疫苗，將疫苗接
種描述為一種懲罰，而不是將其解釋為一種預防性照護治療。一間位於坦尚尼亞的醫
院發現其照顧者對治療不熟悉，並意識到 Joytingle 精心設計的體驗能夠使患者家人
熟悉抽血與腫瘤學輸血，藉此克服他們的低素養程度，並使兒童能夠理解、預測和做
好心理準備。

Esther Wang，公司創辦人，APPIS 2022         

這對患者理解資訊至關重要。教育患者，以及與難以聯繫的鄉村地區醫療提供者分享資訊時，亦會遇到

挑戰。患者和醫師使用的詞彙之間存在差距，有時候，網際網路上的資訊甚至也未經驗證。應使用易於

理解的語言，並使用可取得資訊的管道向患者與照顧者提供資訊。資訊必須以最佳方式在平面與數位

媒體上傳達給患者。

醫療提供者與護理師在解決針對疾病及其治療的資訊包和所使用的語言障礙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教

育醫護專業人員與患者社群以縮短差距是至關重要的。他們必須知道應如何傳達資訊，以及以何種形

式傳達資訊更能促進理解。其他利害關係人，例如：健康教育材料和內容的作家、作者和出版商，也在

確保使用易於理解的語言，以及強調以最簡易的方式向患者和照顧者傳達資訊的重要性方面發揮重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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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 患者組織的指導原則與建議的行動
項目

包括患者組織在內的所有合作夥伴，如何在健康識能專案的多方參與中，使用更易於理解的溝通管道和相關

內容？

APPIS 合作夥伴之間的最大共識是，透過加強其健康識能介入的參與度，來改善患者體驗。達成健康識能的

路途上有多重障礙，且醫療提供者可能無法，或我們不建議他們完成解決這些問題的所有工作，因為他們僅

僅代表一部分的醫療生態系統。為了減輕可能沒有能力或時間介入的醫療提供者的負擔，患者組織可以透過

將生態系統中的利害關係人聚集在一起的介入機會，促進以下重點領域的改善。

社會生態框架 1 可由任何國家或患者組織採用，制定策略，以提高患者與照顧者的健康識能。社會生態模型

使用所有利害關係人的技能來促進健康識能倡議。其可能包括多個層級的因素：

當患者經歷某種疾病時，他們會感覺自己受到團體與組織的擺佈。然而，請務必記得，

患者確實擁有某些控制要素，且重要的是他們能使用這些展現控制的出口，因為他們

需要以某種方式感到被賦權。患者組織可以為教育、提供支援、聯繫同儕、賦權與創造

出口的機會資訊提供管道。

Emily Isham 醫師，澳洲罕見癌症顧問，APPIS 2022

個人 人與人之間 組織 環境 公共政策

1 社會生態模型是一種框架，旨在瞭解社會中多面向的層面，以及個人和環境如何在社會系統中互動。不同因素和決定因素存在於所有健康的層級，當從所有層級去處

理模型時，預防、控制和介入最為有效。許多模型的設計都是為了使不同層級可以重疊，說明模型的一個層級如何影響下一個。根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為了

預防某些風險因素，必須同時採取多個層級的模型行動 (CDC, 2018)。已證實在處理潛在問題時，為了盡可能保持預防的效果，應同時採取多個層級的模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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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患者組織可引導以下領域的介入，在合適的情況下，透過讓患者參與患者健康教育資訊的設

計、流程和宣傳，可以帶來改變。這些行動項目源自 2022 年 APPIS 高峰會與會者的討論與共識。

利用多管道 
和媒體

開發素材

發展技能

評估、參與、合作
與貢獻

舉辦健康識能 
研討會

使用「KISS」原則開發 
溝通素材

使用平面和數位媒體 
進行意識和資訊傳播

建立夥伴關係與合作 
以共同建立內容

發展策略夥伴關係
與合作

增加取得資訊
的管道

改善對資訊的理解

教育與溝通

12

34

評估與瀏覽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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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利用多管道和媒體

 利用多重溝通管道聯絡患者與民眾。

a.  報紙、廣播、播客、遠距教學模式，與行動應用程式都是可以開始 使用的管道。這些管道需要

定期使用，以便在社區層級提高對特定疾病的意識。例如，專注於提升乳癌意識的 Pinktober 

（粉紅絲帶），與專注於提升攝護腺癌意識的 Movember（十一鬍子月），都是眾所周知的全球

性活動。另一個例子是 Queen Sirikit Centre for Breast Cancer [QSCBC]（詩麗吉皇后乳

癌中心）提升意識宣傳活動邀請來自各行各業的公眾人物參與，從名人到住在貧民窟的女性，再

到商業女性，擔任 QSCBC 大使建立意識。該活動也包括男性和兒童，藉此提醒他們罹患乳癌的

風險。宣傳活動照片由受全國人民擁戴的攝影師所拍攝，教育性訊息則印在每張照片上，並免費

在泰國和國際社會間流傳，且在實體場所與社交媒體中展示。

b.  提升意識活動可能發展出許多社交媒體的潮流，但這可能不代表是正確的患者族群看到了訊息。

將與特定患者族群溝通內容的管道多元化。針對較年輕的族群使用播客和社交媒體，針對年長

族群使用廣播和報紙報導，針對工作族群提供遠距教學模式和行動應用程式。

印度癌症協會 (ICS) 構思了具影響力的多媒體策略，將癌症照護與治療的資訊傳播給該國最偏遠

的地區。ICS 使用收音機作為其在偏遠地區覆蓋範圍的戰備力倍增器，加上提供癌症基礎知識的

免費遠距教學模式，供一般大眾在空閒時以自己喜歡的速度學習癌症的基礎。這種多媒體策略有助

於 ICS 接近未接受教育、居住於鄉村或較年長的族群，以及受過教育、居住於城市或較年輕的族

群。2019 年推出名為 Raho Cancer se do kadam aagey（領先癌症一步）的多媒體活動，旨在讓

人們意識到預防是治癒癌症的最佳方式。這部一分鐘影片以 8 種語言配音，並將在印度超過 4000 

家電影院試映。

1.  增加取得資訊的管道

有抱負的患者組織可透過不同的溝通媒介，使用雙面向來傳遞資訊：

參與健康識能介入方案，獲得更好的患者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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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發展策略夥伴關係與合作

a.  與當地的單位合作，例如：醫院或市立大廳，以制定教育、推廣與拓展活動策略，提升患者意識，

同時開發易於取得的工具，例如：網站、聊天機器人和上述討論的其他管道。

b.  與較大、如「母親」般的非政府組織 (NGO) 與在目標地區工作（農村和偏遠地區或與世隔絕的都

會區）的機構合作，這些機構可以幫助患者瞭解他們可以向患者組織尋求協助的現有治療、向醫

師與同儕尋求的現有支援資訊。例如，在 93 個國家發生的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CML) 倡議團體不

斷尋求全球 CML 倡議者網路的支援，宣傳可在取得藥物及最新研發所需的協助方面尋求支援。

台灣年輕病友協會已部署多層級的合作策略，與醫師、醫院、醫學會、政府或區域性支持團體等各種

利害關係人合作，以開發網站、應用程式或 LINE 聊天機器人等數位工具，為偏遠地區的族群提供方

便的選擇。他們也共同建立教育性內容與疾病意識提升計畫，透過與台灣的醫師、醫學學會和溝通專

家合作，協助患者更瞭解他們所罹患的疾病。

按一下這裡或圖片，下載「一則希望的訊息」手冊

2.  改善對資訊的理解

有兩種介入途徑：材料開發與技能發展。

(i) 開發素材

 支持並共同建立易於瞭解與理解的患者材料。

a.  與醫護專業人員合作，共同建立疾病領域特定的內容。共同創造需要來自溝通專家與作家的充足

知識，他們可將技術性語言轉化為白話文，以利患者組織驗證這些材料供患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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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則希望的訊息」是給患者、照顧者與醫護專業人員的指引。透過使用可理解、正向

與個人的語言，使用溫暖及友善的色彩和影像，驗證照護者提供的資訊，最終開發出能

與讀者交談且易於閱讀的內容，提供訣竅與解決方案，展現患者的聲音，並解釋醫學術

語，來推廣如何保持訊息簡單且直觀。

Wai-Fai Lo，乳癌福利協會自由編輯 

與 Ranjit Kaur 女士，馬來西亞乳癌福利協會會長， 

APPIS 2022

b.  探索並確定適合患者的健康教育產品和患者參與

裝置，這些裝置可用於醫院或照護環境，以簡單易

懂的方式教育患者有關他們的健康與醫療相關程

序的資訊。在 APPIS 2022 期間分享的一個例子是 

Joytingle 的 Rabbit Ray，這是一種透過通用播

放語言解釋醫療程序的醫療裝置，適用於在資源豐

富的醫院與鄉村臨床環境的兒童。Rabbit Ray 透

過扮演在醫療程序中的角色，而非透過文字上的解釋方式，幫助醫護專業人員向兒童解釋程

序。Rabbit Ray 也是性別和種族中立物體的裝置 – 友善的代表。

(ii) 發展技能

提升患者組織的患者知識與技能，引導患者瞭解與其疾病相關，且與醫療系統相關的支援資訊。

Novartis 已制定同儕導航計畫，透過提升轉移

性乳癌患者的健康識能，以解決其尚未滿足的

支持性照護需求。作為計畫的一部分，Novartis 

透過開發培訓材料與實施培訓計畫，為患者社

群和組織提供幫助。Novartis 旨在讓患者社群

和組織能夠推出當地計畫，以訓練同儕倡議者，

透過該計畫為患者提供情緒上的、資訊或後勤

支援。作為本計畫的一部分，Novartis 與「晚期

乳癌全球聯盟」舉辦了這項活動。Novartis 統籌了三場有關此計畫的研討會，訓練了亞太、中東和非

洲地區的 75 位患者權益提倡者，並協助他們在各自的國家應用此計畫。Ranjit Kaur 女士是本計畫

的同儕領航領袖之一。

1

Breast Cancer Peer Navigation Program “PNP” 
Effective collaboration with PAGs and HCPs Expert Steering Committees lead to an impactful patient-to-patient train-the –
trainer program that covered the huge gap for emotional/informational/logistical support craved by Breast Cancer Patients

75 patient advocates from across 
APMEA were trained on PNP 
helping them apply it in their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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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評估、參與、合作和貢獻

檢視特定疾病領域患者最常使用的數位健康工具，以及最常引述和閱讀的內容材料。確定數位健康

裝置公司或應用程式開發者，對應用程式和工具中使用的內容提供意見，從而提高使用者參與度。確

定書籍、手冊與溝通素材的作者、作家和出版商，確保提供有關患者健康識能內容的相關性和可用性

回饋與意見。

a.  例如，取自 APPIS 2022 的引述，是由印度癌症協會所開發的行動應用程式 mShakti App，內

容為關於該國乳癌和子宮頸癌的基本原理、徵象與症狀。目的是為該國的女性帶來對疾病的意

識。患者組織為此類數位教育材料的開發提供意見，對現有的應用程式及其可用性提供意見回

饋。另一個例子是 Know My CML 應用程式，由 CML Advocates Network 開發，是專為正在

經歷白血病旅程的患者開發的電子日誌與百科全書。

b.  為應用程式與數位健康裝置開發者創造拓展人脈的機會，分享患者和照顧者的個人健康歷程，以

整合對患者有用的基本面向，並在瀏覽數位健康裝置／工具時擷取使用者體驗。

c.  例如，MyT1DHero 採用患有青少年第 1 型糖尿的患者及他們的父母的意見，在處理主要發展疑

慮時將他們的意見回饋納入考量。MyT1DHero 旨在幫助 10–15 歲患者控制他們的糖尿病。將患

者的意見回饋整合到慢性照護 mHealth 應用程式的開發過程中，可以改善數位健康工具的可用

性和滿意度。

3.  評估與瀏覽資訊

為了評估與瀏覽健康資訊，我們建議以下選項。

歐洲患者論壇的另一個例子是患者賦權活動，旨在為患者發展自我勝任感、自我覺察、自信、應對技

巧與健康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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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舉辦健康識能研討會

確定相關的利害關係人，例如：醫療提供者和工作人員、內容撰寫者、數位應用程式開發者、負責健

康推廣的政府部門、媒體、通訊專家、記者，與其他主辦健康識能研討會的人員，以提升意識，確定能

引導出患者相關資訊的最佳管道，並提供意見回饋，針對健康識能解決方案做出貢獻。研討會不僅能

確定並吸引適當且相關的利害關係人，還能倡議患者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患者組織如何透過支援與

標準化現有流程，在改善患者體驗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4.  教育與溝通

為了解決語言學與溝通管道的障礙，患者組織可讓熟悉治療或疾病的同儕指導者或翻譯者角色介入。 

整體而言，仍需要有利害關係人的整合，才能協調並協同打破這些障礙，以達到改善健康識能的目的。

(i) 使用「KISS」原則開發溝通素材

其中一項原則是應用 KISS（使簡單明瞭）原則，開發出使患者可輕易瞭解與理解的溝通素材。

a.  設計一個帶有溫暖和熱情色彩和圖像的概念。

b.  考慮目標受眾和讀者，並使用具有同理心的語氣。

c.  使用每個人都能理解、語氣正向、溫暖且親切的語言（避免冷淡的、臨床用語言）。

d.  使用站在讀者立場、易於閱讀、提供有關問題與疑慮的提示、包括患者引言，以及解釋醫學術語

的內容。

e.  使用統計圖表時，請避免帶有國家特定性。例如，健康文件曾經使用滑雪者下山的圖片，來表示患

者想要降低疾病的程度。並非所有國家都有白雪覆蓋的山脈，因此並非所有患者都能直接體會該

想法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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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介入方案可同時針對多種障礙。例如，可將內容發展連結至資訊傳播，以鎖定資訊

的可存取性與理解性。乳癌福利協會制定的乳癌指引可在線上取得，此指引以患者可

接觸與可理解的方式為中心思想開發。透過文字傳遞同理訊息與情緒驗證，提供詞彙

表解釋已盡量不要使用的術語，與用於吸引視覺的暖色調，例如，與疾病（乳癌）以及

健康和福祉相關的粉紅色。

Wai-Fai Lo， 

APPIS 2022 乳癌福利協會自由編輯

(ii) 使用平面和數位媒體宣傳意識與資訊

與媒體（記者／編輯）和內容創作者（作者／出版商／數位健康工具開發者）互動。

a.  為特定疾病領域的教育和意識撰寫報紙文章。

b.  在患者組織的網站和電子報上，宣傳以使用淺顯易懂的語言，分享資訊給予患者和照顧者的重要

性，這樣的資訊可以定期與照顧者和醫護專業人員分享。

c.  與媒體人員、數位健康工具開發者，和內容創作者建立關係，以教育和提高對患者組織提供的特

定疾病領域與支援系統的意識。

參與健康識能介入方案，獲得更好的患者體驗
患者組織指引文件18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K3w-_5dh339raJRh8widROjNUda9DQQ/view?fbclid=IwAR1UbM2IulbI-DNGu2ewqynIgOaFbXYrOectgpdIxTMkGzoxLVYlWDvvwn8


2 https://www.cognitant.com/app/uploads/2021/10/Cognitant-whitepaper_Cocreating-content-with-patients-min.pdf

最後備註：發起倡議活動需要確保所需資金的安全，因此請務必瞭解贊助者的年度預算週期，以便更有

機會在正確的時間點獲得其法遵和管理團隊的核准。

(iii) 建立夥伴關係與合作，以共同創作內容

與特定疾病領域的醫療提供者、專業健康照護組織，與負責健康推廣的政府部門合作，共同建立疾

病意識提升計畫的教育內容，同時發展疾病教育倡議。2

例如，喬治亞癌症意識與教育活動於 2002 年 9 月推出，目標是支援癌症預防與早期偵測工作，提升

喬治亞居民對五種主要癌症的意識與瞭解，以及提升對於適當營養、運動和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

意識和教育。使用諸如付費廣告、公共服務公告、當地社區關係、媒體發布、紀錄片與特殊運動等有

策略的整合性通訊活動。

Cognitant 是全球提供者，透過個人化、以患者為中心的健康資訊和經驗改善患者結果。他們與患者

共同建立內容：生命科學最佳實務指引白皮書中提及所有需要考慮的步驟。

美國非營利組織 Pints for Prostates (PFP)，旨在透過社交網路與公益廣告，在啤酒節中亮相，以

提高公眾對攝護腺的意識並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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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eorgiacancerinfo.org/
https://www.cognitant.com/
https://www.cognitant.com/app/uploads/2021/10/Cognitant-whitepaper_Cocreating-content-with-patients-min.pdf
https://www.pintsforprostates.org/


第四部分 － 啟動疾病專用溝通與倡議活動指引

為提供組織與國家層級的患者指引，建議解決所有介入領域的其中一個策略是，針對特定疾病領域發起溝通

和倡議活動。召集疾病專用的國內患者組織諮詢，規劃和執行溝通和倡議活動，且根據需求和優先順序規劃

以下屬性：

為了解決第三部分中任何或所有建議的行動項目，我們建議遵循預備的步驟來設計溝通與倡議活動。

成功的健康倡議活動特徵：

 活動是有目的的 – 您打算從溝通的過程中獲得具體結果。

 活動支持政策、或現有政策或法律的修訂、或建立對問題的認可。

 活動的目標對象廣大 – 以說服足夠的人們做出改變。

 活動通常有明確定義的時間限制，負責任何進一步行動的窗口有活動截止日期。

 活動涉及有組織的溝通運動 – 能清楚傳達活動訊息，並致力於教育和／或動員不同的成員。

倡議活動的溝 通計畫與任 何其他

資訊活動不同，因為它不僅僅是為

了提升意識並提供資訊，鼓勵人們

採取行動，並在有時改變他們的心

態。該活動將必須提高對重要問題

的意識，並促使團體或個人尋求資

訊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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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成功的溝通和倡議活動範例包括：Estee Lauder 關於乳癌意識的「Hear Our Stories（聽見我們的故事）」 

與 Know Your Lemons（認識您的檸檬）倡議活動。

可在此處查看有關如何制定溝通與倡議活動的詳細指引講義。

研究與計畫：除了上述內容之外，在時間和金錢方面，研究和規畫都是至關重要的。患者組織

必須從有關對象、內容及方式的基本問題開始。研究是溝通的基礎，且獲得正確的支持者是

關鍵。

定義目標：目標必須明確、可衡量、可執行且明確。作為活動的一部分，確定需要優先考慮哪

些行動項目，以及按何順序行動。長期溝通的目標是建立在政治議程上，為患者與照顧者提

出健康識能的問題。

確定並吸引目標受眾：為了使倡議活動有效，您的訊息必須傳達給正確的人。提出正確的問

題，以協助患者組織定位目標受眾。

定位和使利害關係人參與：建立最適合參與活動的利害關係人名單。為利害關係人設計角

色，以清楚說明將與每位利害關係人進行的互動和討論。選擇真實、可信且知識淵博的適當

人選來傳遞訊息。找出可影響所需變革的利害關係人與人員。其中包括贊助者、政策制定者、

行動主義者、人權捍衛者、媒體、部落客、名人、網紅、公民、選民與社區團體等。

明確清楚的訊息：該訊息必須簡潔，旨在實現特定目標。成功的倡議活動肯定會涉及令利害

關係人產生共鳴的簡潔訊息，並爭取對活動的支援。這不代表重申目標 – 這只是代表與您的

目標受眾建立強而有力的實例。向目標受眾展示如何改變行為。

確定目標活動和機會的溝通管道：特殊利益團體、正式會議、非正式迴廊談話、活動期間的

人脈拓展、公開活動、線上活動、街頭行動、媒體訪談與記者會。溝通管道應提供可信賴的訊

息、具同理心，且能夠影響他人。與記者、名人、科學家與其他有影響力的利害關係人互動。

監控並評估成功：哪些有效？效果如何？哪些無效，為何？有哪些可以改善的地方，以及可以

如何改善？您的夥伴／利害關係人以何種方式及在何處提供協助？哪些訊息引起了共鳴，並

有助於實現活動目標？成功的阻礙為何（內部和外部）？哪些因素促成了成功的倡議，包括預

期之外的情境？

設計溝通與倡議活動的初步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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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arpersbazaar.com/beauty/health/news/a3861/estee-lauder-breast-cancer-awareness-campaign-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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