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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六個建議

運用兩個途俓，實現三個成果指標，來追求一個優先領域，

即照顧貧困人群。

 成果指標一 捍衛全民健康保險

 成果指標二實施符合成本效益的非傳染性疾病防控措施

 成果指標三探索健康促進如何在可持續發展中發揮作用

 途俓一推動跨部門合作

 途俓二社會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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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全球30‐70歲人群中，超過1400萬人死於非傳染性疾病

傳染性疾病，孕期和圍
產期，營養相關疾病

非傳染性疾病

傷害

來源: 世界衛生組織全球衛生預測2014（2012年資料），年齡別死亡數



世行收入分類國家 全年齡組死亡數 (萬) 60歲以下人群死亡數(萬) 30‐70歲人群死亡數(萬)
低收入國家 270 120 120
中低收入國家 1120 390 530
中高收入國家 1420 310 530
高收入國家 810 100 200
全球 3620 920 1380

世界衛生組織區域 全年齡死亡數 (萬) 60歲以下人群死亡數(萬) 30‐70歲人群死亡數(萬)
非洲區 290 140 130
美洲區 500 100 170
東地中海區 210 70 80
歐洲區 800 130 240
東南亞區 840 280 420
西太平洋區 980 190 340
全球 3620 920 1380

全球非傳染病現狀
世界衛生組織 新死亡資料估計（2011)



在2013年5月的世界衛生大會上，成員國共同制定了期望到2025年實現的
9個預防和控制非傳染性疾病的全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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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政策 具成效？
‐適用于所有成員國的成本效益高、可負擔的干預措施

影響因素 減少暴露於危險因素的干預措施

煙草使用 提高煙草消費稅以降低人們對煙草產品的可負擔性

推行立法保障無煙環境：包括室內工作場所、公共區域以及公共交通

通過有效的健康警示語和大眾媒體運動告誡人們煙草和吸煙的危害

禁止一切形式的煙草廣告、促銷和贊助

有害性飲酒 監管商業和公開管道獲取酒精的可得性

限制或禁止酒精廣告和促銷

使用價格政策減少有害使用酒精現象，例如，提高酒精類飲品的消費稅

不健康飲食 降低食鹽攝入，依情況調整碘鹽的碘含量

用不飽和脂肪替代反式脂肪

體力活動不足 實施提高公眾在膳食和體力活動方面意識的項目



哪些政策 具成效？
‐適用于所有成員國的成本效益高、可負擔的干預措施

疾病 國家衛生保健系統的干預措施

心血管疾病 藥物治療（包括糖尿病血糖控制和高血壓所有全風險控制）和個體諮詢
（心臟病和中風患者以及近10年有致命性和非致命性心血管事件的高危風
險的個體，風險值 ≥30%）

為急性心肌梗塞提供阿斯匹林

癌症 通過乙型肝炎免疫接種預防肝癌

通過預防篩查和癌前病變期的及時治療結合來預防宮頸癌



 估計在2011‐2025年間，發展中國家由於4種主要
非傳染性疾病累計的經濟損失將超過7萬億美元

 在2011‐2025年間,在所有發展中國家實施“ 符
合成本效益的干預措施即 ''the Best Buy Package”，
用以預防和控制非傳染性疾病，預計需要170億美
元

非傳染性疾病的經濟負擔



可考慮的一步工作

• 哪些全球目標必須優先考慮？

• 哪些干預措施正在施行並可用於實現這些目標 (考
慮自身的比較優勢和資源）

• 這些干預措施的效果如何提高？

• 成功經驗和教訓如何能夠得到 好的傳播？

• 我們如何能夠更好地協作，來擴大預防和控制慢
性非傳染性疾病的工作



第9屆全球健康促進大會

可持續發展中的健康促進

Health promotion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2016年11月21日‐24日 週一至週四

上海國際會議中心



組織者

 世界衛生組織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上海市人民政府

將共同舉辦本次會議。



歷屆全球健康促進大會

第1屆渥太華 1986 

第2屆阿德萊德 1988

第3屆松茲瓦爾 1991

第4屆雅加達 1997

第5屆墨西哥 2000
第6屆曼谷 2005

第7屆奈洛比 2009

第8屆赫爾辛基 2013 

第9屆上海 2016



參會人員

共邀請750名參會人員，包括:

 各成員國政府代表

 學術和研究機構代表

 國際機構代表

 民間團體代表



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
1 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貧窮
2 消除饑餓，實現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和促進可持續農業
3 確保所有年齡組的人健康生活並促進安康福祉
4 提供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讓全民終身享有學習機會

5 實現性別平等，增強所有婦女和女孩的權能
6 為所有人提供水和環境衛生並對其進行可持續管理
7 每個人都能獲得價廉、可靠和可持續的現代化能源
8 促進持久、包容性和可持續經濟增長，促進充分的生產性就業，促進人人有體面工

作
9 建造有抵禦災害能力的基礎設施、促進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續工業化，推動創新

10 減少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
11 建設包容、安全、有抵禦災害能力的可持續城市和人類住區
12 採用可持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
13 採取緊急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及其影響
14 養護和可持續利用海洋和海洋資源以促進可持續發展

15 保護、恢復和促進可持續利用陸地生態系統，可持續地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
止和扭轉土地退化，阻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16 創建和平和包容的社會以促進可持續發展，讓所有人都能訴諸司法，在各級建立有
效、負責和包容的機構

17 加強執行手段，恢復可持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的活力



可考慮的一步工作

 除了衛生目標，哪些可持續發展目標是協助實現
健康和健康公平所必須的？

 哪些干預措施正在施行並可用於實現這些指標？
(考慮自身的比較優勢和資源）

 這些干預措施的效果如何提高？

 成功經驗和教訓如何能夠得到 好的傳播？

 我們如何能夠更好地協作，來實現選定的可持續
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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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議程

 四項議題

 中國日

 海報展

 學術研討會



大會主要產出檔

 《上海宣言》

 《如何實施上海宣言行動框架》

 《健康城市市長倡議書》

 行動計畫/ 政策簡報

 技術性文件



“ …
we must remember health is 
an outcome of all policies…”
– Ban Ki Moon 

跨部門合作 / 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必經路徑

跨部門合作 / 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必經路徑

“…
我們必須牢記健康是所有政
策的共同作用的結果…”
–潘基文



跨部門合作 / 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必經路徑

“ HiAP makes perfect sense. The 
determinants of health are 
exceptionally broad. Policy made in 
other sectors can have a profound, 
and often adverse, effect on health”.

“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具有重
要意義。健康的決定因素非常廣
泛。其他部門（非健康）制定的
政策可能會對健康產生重大的影
響，且經常是負面的影響”。



Best & Good buys
?
?
?
?

跨部門合作 / 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機會

健康危害，例如: 
4種主要的非傳染

病及它們共有的
危險因素

來源：改編自《Making Partners：intersectoral action for health》



跨部門合作與“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跨部門合作是指由兩個及兩個以上政府部門或機
構共同開展的政策、工程和專案。

 “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是一項跨部門的公共政
策方法，這一方法系統性地考慮各種決定對健康
的影響，尋求協同增效，避免有害健康影響，以
改善人群健康和健康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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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門合作的類型

 由衛生部門所倡導的

 由政府首腦所宣導的

 由衛生部門內新成立的結構所宣導的，如愛滋病
部門

 由健康以外的部門所宣導的，如道路與交通

 由地方政府所宣導的，如健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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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與跨部門合作
的證據基礎

許多對健康結局有關鍵作用的因素不受衛生部門所掌控。

舉例

• 交通死亡數的降低是一系列措施的結果，如
安全的道路設計和機動車輛的安全性；

• 心血管疾病和中風患病率的降低是減少食鹽
攝入的結果；

• 瘧疾死亡率的降低是的改善對水和衛生的可
及性的結果;

• 間皮瘤患病率的降低是一系列禁止使用石棉
的法規作用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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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與跨部門合作
的證據基礎

為了實現更好的效果，我們需要使用多部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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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通過將不同部門納入到行動
中，共同實施《世界衛生組
織煙草框架公約》的各項措

施中來降低吸煙率。



“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與跨部門合作
的證據基礎

通過強調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來增進健康和健康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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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期望壽命的提高歸因於兒童
免費受教育年限的增加。



跨部門合作框架的目的

 為成員國在國家層面實施跨部門合作提供技術幫助
（包括實施“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來解決其優先
的公共衛生問題

– 解釋為什麼通過各級政府的跨部門合作可以有效地
開展行動

– 提供實用的工具以推進跨部門合作過程

– 提供來自不同國家的案例

– 闡明不同的政府和非政府行為體的角色和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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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門合作框架的結構

 簡介

 核心價值和原則

 健康的權利，健康公平，健
康防護，良好的治理，公共
衛生利益的維護。

 建議的跨部門行動的組成部
分

 部門角色和職責

 政府、世界衛生組織、其他
國際機構，非國家行為體

 該框架還包含了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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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跨部門合
作運用到實

踐中

確定跨部門
合作的需求
和優先領域

識別支援行
的組織結構
和實施過程

制定行動計
畫

促成評價與
參與

能力建設

建立監測和
評估機制



下一步工作

 開展能力建設：如教育與培訓

 強化行動框架的科學基礎：如文獻綜述和案例研
究

 鼓勵國家行動：如建立國家級示範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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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培訓

 識別推動跨部門合作或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所需的知識和技能

 開發一門課程 –課程內容、授課方式、課程物件、
授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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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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