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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88
89

事項摘要
1.進行「臺北市大安區婦女骨質密度之探討」
，預防骨質疏鬆症發生骨折之危險性。
2.完成「大安區婦女乳癌篩檢及危險因子調查計畫」
。
1.榮獲臺北市政府「臺北市網路新都金像獎」衛生所類最佳網站。
2.進行「30 歲以上婦女 3 年以上未做子宮頸抹片檢查原因調查研究」針對分析之原因進
行服務方向調整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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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動「大安幼稚園、托兒所兒童保健服務自主管理計畫」
，針對轄區內幼稚園、托兒所
宣導幼兒保健服務的重要性，並藉以強化幼兒保健防疫教育。其中 13 家獲評績優學
校，自此奠定了健康學園基礎。
2.推動「觀光飯店、宴席餐廳、便當業推廣健康飲食計畫」
，由轄區觀光飯店、宴席餐廳、
便當業共 9 家共同參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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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區發生 1 名本土性登革熱陽性個案，在防疫團隊合作下，疫情得以控制沒有擴大情
形。
2.首創「健康享瘦度兒時、明眸皓齒伴童年」計畫，針對 6 大項評比內容輔導轄區內 54
家幼稚園及托兒所，其中 13 家獲評甲等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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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創「SOGO 商圈健康飲食推動計畫」
，擴大推展經濟實惠之健康套餐，特聘營養師為
SOGO 百貨公司商圈美食街推出「健康飲食」與販賣之產品營養（醣類、蛋白質、脂
肪克數及熱量）正確標示。
2.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園合作健康飲食計畫，首創以紅、橙、黃、綠燈號來表示脂肪
含量的高低，提醒消費者每餐以不超過 5 個燈號為原則。
3.為與國際禁菸接軌，92 年首創「觀光飯店、旅館業菸害防制自主管理計畫」，選訓業
者內部員工成為菸害防制自主管理人，落實執行營業場所無菸環境管理，共 36 家業
者通過自主管理輔導並由市長完成授證。
4.92 年 3 月 14 日本區全國首例境外移入非典型肺炎病例確立診斷後，衍生全國第一例
本土及群聚感染家庭，世界衛生組織將此疫病更名為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everAcuteRespiratorySyndrome 簡稱 SARS）
，同年 3 月 25 日即產生境外移入社區
之 SARS 群聚感染案例，本區配合全國進行抗 SARS 大作戰，完成各階段性任務，其
經驗與過程成為全國基層衛生所管理模式的典範。
1.完成「臺北市大安區糖尿病社區守護迎向陽光研究計畫」
，針對社區內血糖異常個案及
相關疾病者介入分析管理，訂出各種防範措施，建立健康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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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續執行社區健康服務站計畫，提供三合一（血壓、血糖、膽固醇）
、預約乳房攝影檢
查、大腸直腸癌篩檢、口腔癌篩檢等，健康講座、中老年疾病防治、癌症防治、優生
保健之健康諮詢、用藥諮詢及社區復健指導等，養成居民自我管理之觀念與態度。
2.同年，6 月 15 日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疾病管制院區 4 名防疫人員進駐，繼續執行本區防
疫工作。
3.推動天使志工特色服務計畫，針對有需求之長者提供陪伴服務、各項健康指導及健康
篩檢，在 53 里組成在地化志工即時提供關懷與陪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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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榮獲世界衛生組織亞太地區健康城市聯盟(AFHC)創意競賽獎，得獎主題為「公私部門
夥伴關係為基石的健康促進：以大安健康城市行銷計畫為例」。動員民間企業及其相
關企業夥伴有效推廣母乳哺育的衛生教育概念，該計畫並提高大安區民對於推動健康
城市的認知，以民間企業公司拋磚引玉的作法，同時塑造社會公益形象及豎立成為同
業間的典範，達到雙贏的局面。
2.97 年提升服務品質考評獲市府評定「優等」
、文書考核成績評定「特優」
、失智樂齡音
樂健康照護活動「最佳服務獎」
、品質提升獎勵計畫「防疫任務辛勞獎」
、品質提升獎
勵計畫「品質第 6 名」
、業務品質獎勵「服務獎第 5 名」
、天使志工人力銀行「服務特
色獎」
、志工榮獲「臺北市社會局金鑽獎、臺北市社會局長青志願服務松柏獎、內政
部銅牌獎、全國衛生保健績優志工愛馨獎、臺北市衛生局保健績優志工」等獎項。

1.95 年大安區成為臺北市第一個成功加入世界衛生組織亞太地區健康城市聯盟(AFHC)
之行政區。大安區為落實健康城市所要求的「夥伴關係建立」和「民眾參與」二項重
要特質，由本中心及大安區公所號召組織區內產官學民等各界人士，共同籌劃成立「臺
北市大安健康促進協會」，成為區民和團體間的夥伴關係建立與運作之平臺，讓大安
區不同領域的個人或團體可以爲了健康城市目標，彼此分享資源、責任、能力與利益。
2.推動社區健康服務站計畫，於轄區內提供 23 處服務據點，提供各項健康服務與諮詢，
區民肯定此項貼心服務，亦符合其健康需求。強化區民積極健康自主管理，而達到全
民均健目標。
3.成立大安森林公園及敦化南路 1、2 段林蔭大道 2 條健走示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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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摘要
1.98 年參加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之全國糖尿病友成長團體「健康行為改善之創意策
略點子競賽」，獲得「佳作」及「糖尿病友成長團體 101（一領一）活動競賽」
，獲得
「優等獎」。
2.98 年為民服務方面榮獲市府多項肯定，計有提升政府服務品質考評獲「第 3 名」、12
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服務獎評定「第 1 名」
、12 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品質獎評定「第
6 名」
、提升「30-69 歲 3 年接受 1 次子宮頸抹片檢查篩檢率」評定「創意獎」
、提升「30-69
歲 3 年接受 1 次子宮頸抹片檢查篩檢率」評定「第 3 名」
、母乳哺育推動評「優等獎」、
社區心理諮商民眾「滿意獎」
、社區心理諮商服務「績優獎」
、社區心理諮商區域「發
展特色獎」
、愛心烘焙暖獨居志工傳愛耕福田計畫「佳作」
、臺北市健康服務中心學生
公共服務計畫「優等」
、人口政策宣導知能競賽「第 1 名」
、公廁評比「特優級」等獎
項。
3.優良志工服務榮獲行政院衛生署第八屆衛生保健績優志工「愛馨獎」
、內政部志願服務
績優「銀牌」
、
「銅牌」2 獎項；獲市府評定優良長青志願服務「松柏獎」
、優志工「金
鑽獎」
、衛生保健志願服務「績優資深志工楷模銅牌獎」
、衛生保健志願服務「績優運
動志工楷模獎」、優良天使志工「熱心服務獎」與「特殊貢獻獎」及獲得績優母乳哺
育志工等獎項。
1.99 年國際交流活動含括：日本九州地區暨福岡教育大學來訪，就大安健康城市推動經
驗進行交流；以及參與第四屆 AFHC 國際研討會海報甄選，本中心辦理「愛心烘焙暖
獨居志工傳愛耕福田計畫」海報入選，並獲邀於大會展示。
2.99 年為民服務方面榮獲市府多項肯定，計有 12 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服務獎評定「第 4
名」
、病友及高危險群健康促進介入成效～減重減腰圍組(臺北市唯一獨得)評定「特優
獎」
、
「正常血糖值宣導競賽活動」宣導組評定「佳作」
、
「提高糖尿病友加入團體人數
競賽-團體組」評定「優等獎」
、母乳哺育推動評定「優等獎」
、臺北市衛生保健志願服
務「績優志工暨團隊(獨得獎項)」
、志工團隊楷模獎、公文處理成效考核「特優」
、公
廁評比「特優級」等獎項。
3.志工優良事蹟獲行政院衛生署 99 年(第九屆)衛生保健績優志工「愛馨獎」
、內政部志
願服務績優「銀牌」、「銅牌」2 獎項、教育部「第 2 屆銀髮教育志工獎」及市府優良
志工「金鑽獎」
、衛生保健志願服務績優資深志工楷模「銅牌獎」
、優良天使志工「特
殊貢獻奨」、優良天使志工「熱心服務奨」
、中華民國第 15 屆「志願服務章」-三等志
願服務獎章、第 13 屆模範志願服務家庭表揚、績優母乳哺育志工及衛生保健願服務
團隊獎等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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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摘要
1.積極參與公共衛生系列活動及國際交流，100 年度蒙古國烏蘭巴托市衛生局來訪，以
社區公共衛生服務經驗為交流議題，並與屏東縣、屏東市公所健康城市交流，從中獲
取相關經驗，彰顯為民服務績效。
2.100 年為民服務方面榮獲市府多項肯定，計有提升政府服務品質考評獲「優等」
、12 區
品質提升獎勵計畫品質獎評定「第 5 名」
、母乳哺育推動評定「優等獎」
、輔導成立腎
臟病病友團體獎勵計畫評定「輔導獎」
、100 年防疫任務獎評定「第 3 名」
、公廁評比
「特優級」等獎項。
3.「臺北市大安區師大龍泉社區-乖乖隊」
，獲得市府「最佳活力獎」
，並代表臺北市參加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辦理之「健康 100 臺灣動起來-北區老人健康促進競賽」
，以
優勝隊伍晉級參加全國競賽，榮獲「金牌」之殊榮。
4.優良志工獲行政院衛生署全國衛生保健績優志工「德馨獎」
、內政部志願服務績優「銀
牌」
、
「銅牌」2 獎項；市府優良長青志工「松青獎」
、績優母乳哺育志工、使志工特色
服務方案「服務精進獎」
、優良天使志工-「特殊貢獻奨」
、優良天使志工「熱心服務獎」
、
績優資深志工楷模「銅牌獎」
、績優志工徵文比賽「溫馨感人故事獎」
，以及財團法人
老五老基金會第 3 屆「菁耆獎」。
5.糖尿病支持團體「大安糖氏家族」獲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100 年全國糖尿病友成
長團體運作成效「減重競賽」個人組 2 名、100 年「全國糖尿病 ABCDEFG」模範糖
友特優 1 名、100 年「健康減重 101 幸福臺北一等一」團體人氣獎。
1.推動「大安健康促進便利站計畫」，由大安運動中心為便利站的「總站」
，其餘里辦公
處、學校及職場有意願者成立之便利站為「分站」，整合大安區相關資源及力量，推
動健康體能、健康飲食、健康環境、體重控制等服務，以大安區里辦公處、社區發展
協會及各級機關有健康促進需求之單位為服務對象，由社區意見領袖共同參與社區健
康營造工作，經由雙向討論訂定相關健康促進議題，贏得社區共識，已招募 11 站「大
安健康促進便利站」，其中 5 家為職場型便利站，另 6 家為社區型便利站，總參與人
數 795 人/11,783 人次，本次活動刊登於 8 月 7 日聯合報、自由時報，8 月 7 日教育廣
播電臺，8 月 7 日中廣新聞網、悠活健康網、健康醫療網等。
2.輔導 9 個社區發展協會(瑞安社區發展協會、大學社區發展協會、民炤社區發展協會、
錦安社區發展協會、大安運動中心、長立健康樂活協會、安東社區發展協會、臺北龍
雲社區發展協會、住安社區發展協會)參與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生活方案活動。
3.輔導 10 家事業單位通過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健康職場自主認證」
，其中 7 家通
過健康促進標章(4 家為大型職場、1 家為中型職場及 2 家小型職場)，3 家通過健康啟
動標章(3 家為大型職場)，另中華電信北區電信分公司臺北營運處榮獲全國績優健康
職場健康促進類別-健康領航獎及臺灣大哥大榮獲健康減重類別-年度貢獻獎。
4.「100 年大安健康促進便利站執行成果」獲邀參與第四屆臺灣健康城市海報展及參與
第五屆國際健康城市(AFHC)會員大會海報展。
5.大安健康促進協會榮獲 101 年度全國健康減重社區組卓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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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摘要
6.優良志工獲中華民國第 16 屆「志願服務獎章」三等服務獎章、行政院衛生署全國衛生
保健績優志工「德馨獎」、「愛馨獎」及「善馨獎」、內政部志願服務績優「金牌獎」
、
「銀牌獎」及「銀牌獎」、內政部志願服務貢獻獎、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優良志工家庭金鑽獎、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衛生保健志願服務志工楷模「金牌獎」
、
「銅牌獎」及「志
工家庭楷模獎」、績優母乳哺育志工、防癆志工培訓獎勵計畫-第 1 名、優良天使志工
「特殊貢獻獎」、「銀牌獎」、「銅牌獎」及「熱心服務獎」。
7.糖尿病支持團體「大安糖氏家族」獲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101 年全國糖尿病支持
團體運作成效「減重競賽」個人組 6 名、全國糖尿病 ABCDEFG 模範糖友 6 名、第四
屆全國優良糖尿病支持團體選拔-運作良好團體、健康減重績優單位；臺北市政府衛生
局 101 年全國糖尿病支持團體減重競賽-團體組優等獎。
8.為民服務榮獲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2 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考評服務達標獎、母乳哺
育業務推動績優獎、HPV 採檢服務獎、
「臺北市健康好站推動及獎勵計畫」第 3 名。
1.「高齡友善藥局」服務：提供長者就近於社區就可接受免費又親切的藥事諮詢服務，
包括：提供諮詢服務、免費量血壓服務、依長者需求錠劑剝半及藥盒分裝服務、提供
放大鏡使用、藥袋字體放大及清楚標示、送藥到宅、居家用藥安全(長者用藥總檢查)
等，共計 30 家藥局參加，服務共計 20,552 人，轉介 17 位長者接受居家用藥安全服務。
2.「銀髮快樂窩」活動：運用跨專業人力及結合社區志工共同規劃多元、有趣、安全與
互動性佳的社區健康促進活動；另設計 17 套銀髮族健康餐，透過「共餐活動」與「健
康促進課程」
，讓銀髮族在互相鼓勵及扶持下，學習多樣化的課程，辦理共計 28 場/1,484
人次參加，另結合開帄餐飲學校師生陪伴長者用餐，營造與年輕學子互動下共享學習
樂趣，重拾自信與健康活力，辦理共計 3 場，每場 40 位學生參加。
3.愛心烘焙暖獨居、志工傳愛耕福甪」活動：結合 4 所學校師生製作麵包，每週定期甫
「天使志工」至各校領取並分送到低收入戶暨獨居長者家中，共計 620 份；製做愛心
餐盒，經甫送餐盒至長者家中，關懷長者生活情形，並適時將飲食狀況反應學校老師，
以做為下一次菜色及份量調整參考，辦理共計 7 場/64 人次參加。另配合節慶辦理「送
年菜活動」，分送共計 45 份及「送健康月餅及物資活動」
，分送共計 50 份。
4.「獨居長者居家安全檢核」服務：辦理「長者居家安全教育訓練」課程，提升志工及
長者認知與技巧，共計 79 位志工參加。另對獨居長者進行居家安全訪視並分送止滑
氣墊襪給長者，共計 102 人；成功轉介長期照顧相關服務共計 14 人；評估長者居家
環境不安全點有:整體環境-無門把採 T 形把手、浴室環境-無「馬桶」設有可抓握的固
定扶手、臥房環境-床邊未放置手電筒與電話、廚房環境安全-照明不足；針對環境不
安全點進行居家環境整理建議，共計 35 人。
5.「餐墊乾坤，健康滿分」
：輔導轄區人口密集之永康商圈、通化夜市、真理堂及中華電
信員工餐廳等共 18 家餐飲業者完成 77 項餐飲熱量標示，以增加民眾正確選擇健康飲
食的機會。「大安區餐點熱量營養標示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九成的受訪民眾
表示餐飲業者有必要提供餐點之熱量及營養標示；有接近七成（66.9%）的民眾一週
至少有 5 天外食，外食時傾向選擇有營養標示的店家者，有超過七成的民眾（73.7％）
表示菜單上有標示營養成分可能會影響當下點餐的決定。

歷年服務推動大事紀
年
度
102

事項摘要
6.「健走公園來體驗，熱量消耗看得見」
：營造 5 座健走公園，並設置健康宣導標示，包
括步道噴漆宣導理想腰圍、運動時間及立牌宣導「每日一萬步健康有保固」等，藉甫
可近性、可及性的機會，讓社區民眾養成運動習慣。
「大安區健康生活型態問卷調查」
結果顯示，健走公園設置後，民眾知曉率達五成三以上，有超過五成八的民眾使用過
健走公園，八成三的民眾對健走公園感到滿意，支持成為健走公園的比例更高達九成
六；此外，健走公園周遭民眾每週運動三次以上的認知率達八成以上、正確蔬菜飲食
份量的認知率達八成六、正確水果飲食份量的認知率達九成六。
7.「登階甩肉非夢事」爬樓梯計畫：輔導轄區 6 家職場及 6 家學校，營造爬樓梯運動場
所，進行樓梯間張貼宣導標語等環境布置，並輔導中華電信臺北營運處參加國民健康
署「全國職場樓梯美化創意競賽活動方案」
，榮獲「樓梯美化創意競賽」優勝。
8.打造行動的友善環境，促進生活化運動」
：參與衛生局委託與陽明大學等校之跨領域專
家合作推動所設計的「高齡市民行動友善環境改善計劃」
，甫專家進行大安區 10 個里
地理環境、該社區民眾身體活動行為及健康指標之調查評估與分析，研究調查結果顯
示：低環境支持度里別較高環境支持度里別之居民，有 BMI 過重或肥胖的趨勢；民
眾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是「步行」
（75％）
，而最常去的目的地為生活周遭環境（75％）
。
本中心主任並邀請地方關鍵人士參與執行前共識會議、創意工作坊及專家會議，提出
以臥龍次分區(低環境支持度)之都會社區步道系統規劃調整建議方案，將納為本中心
明年度執行規劃。
9.全民健康減重活動：102 年度參加減重人數已達 8,519 人，總減重 9,281 公斤，而其中
揪團減重的職場 3 間、醫療院所 2 間和學校 2 間，分別榮獲臺北市健康減重各場域團
體人氣獎之前 5 名。
10.輔導 7 個社區發展協會(瑞安社區發展協會、民炤社區發展協會、長立健康樂活協會、
臺北龍雲社區發展協會、住安社區發展協會、臺灣油杉社區發展協會、古風社區發展
協會)參與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生活方案活動。
11.輔導 20 家職場參加 102 年國民健康署健康職場自主認證活動，其中 7 家通過健康促
進標章(6 家為大型職場及 1 家為中型職場)，2 家通過健康啟動標章(2 家為中型職場)，
11 家通過菸害標章(3 家為大型職場、8 家為小型職場)，中華電信行動通信分公司並榮
獲全國績優健康職健康標竿獎。
12.「大安健康促進便利站執行成果」榮獲國民健康署「2013 年健康城市創新成果生活
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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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輔導 7 個社區發展協會(瑞安社區發展協會、古風社區發展協會、民炤社區發展協會、
台灣油杉社區發展協會、長立健康樂活協會、臺北龍雲社區發展協會、住安社區發展
協會)參與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生活方案活動。
2. 輔導職場參加 103 年國民健康署健康職場自主認證活動，其中 4 家通過健康促進標
章，3 家通過健康啟動標章，臺北遠東國際大飯店榮獲全國績優職場健康管理獎；另
國泰人壽總公司並榮獲臺北市績優健康職場。中華電信臺北營運處林茂城博士榮獲個
人持續推動類獎。
3. 完成 CCC+AED 急救訓練課程 68 場次，4,080 人參與；完成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
(AED)安心場所認證 9 處。
4. 結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龍泉里里辦公處進行「推動無菸社區-環境認知、態度及執
行意向」的問卷調查。
5. 本轄區 62 處無菸公園綠地、52 個無菸公車專用道站臺區域、2 處無菸人行道、運動
中心、藝文特區、建國花市及玉市等商圈持續推動無菸支持性環境。
1. 輔導 6 個社區發展協會(台灣油杉社區發展協會、大學社區發展協會、長立健康樂活
協會、古風社區發展協會、臺北龍雲社區發展協會、住安社區發展協會)參與臺北市
政府衛生局健康生活方案活動。
2. 大安區通過國民健康署健康職場自主認證健康促進標章 39 家；通過健康啟動標章 3
家。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榮獲全國績優職場活力躍動獎及榮獲臺北市績優
健康職場；另中華電信臺灣北區電信分公司台北營運處並榮獲臺北市績優健康職場。
3. 榮獲第 9 屆金所獎~二代戒菸服務及無菸社區營造卓越獎。
4. 完成 CCC+AED 急救訓練課程 119 場次，5,247 人參與。輔導參與自動體外心臟電擊
去顫器(AED)安心場所認證共完成認證 22 處。
5. 為有效打造無菸環境並激起大眾對無菸家庭的關注，配合國民健康署辦理「為愛熄
菸，百萬幸福」無菸家庭推廣系列活動，連署共計 1,199 份。
6. 本轄區 62 處無菸公園綠地、52 個無菸公車專用道站臺區域、5 處無菸人行道、運動
中心、藝文特區、建國花市及玉市等商圈持續推動無菸支持性環境。
7. 參加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聯盟主辦「第七屆台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獎評
選」
，以「食在好健康，員餐再進化」獲健康城市創新成果獎/健康生活獎及「社區沒
有菸，健康好生活」獲成果海報展示健康城市組優勝。
1. 輔導 5 個社區發展協會(瑞安社區發展協會、師大龍泉社區發展協會、古風社區發展
協會、台灣油杉社區發展協會、住安社區發展協會)參與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生活
方案活動。
2. 大安區通過國民健康署健康職場自主認證健康促進標章 11 家，健康啟動標章 6 家，
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入圍全國績優職場獎項及榮獲臺北市績優健康職場佳作。
3. 本轄區 62 處無菸公園綠地、52 個無菸公車專用道站臺區域、23 處無菸人行道、運動
中心、藝文特區、建國花市及玉市等商圈持續推動無菸支持性環境。
4. 辦理「姐姐妹妹站出來，哥哥弟弟一起來—戒菸就贏活動」吸菸者與不吸菸者 2 人 1
組活動，共同打造乾淨、健康的無菸生活，簽署共計 225 組。

歷年服務推動大事紀
年
度

106

107

事項摘要
5. 全面推廣，以叫叫 C(壓)D(電)活動，共辦理 123 場次，訓練 7,309 人次。輔導參與自
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安心場所認證共完成認證 53 處。
6. 參加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聯盟主辦「第八屆台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獎評
選」
，以「銀光閃爍悠活長青-跨越生命歷程的公共衛生健康服務」獲創新成果獎-高
齡友善城市高齡特色獎。
1. 輔導 7 個社區發展協會(瑞安社區發展協會、愛在大學社區發展協會、古風社區發展
協會、錦町社區發展協會、大學社區發展協會、住安社區發展協會、光信延吉社區發
展協會)參與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生活方案活動。
2. 大安區通過國民健康署健康職場自主認證健康促進標章 7 家，健康啟動標章 5 家，國
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榮獲全國績優職場健康管理獎；台灣電力公司台北市區營業
處榮獲全國績優職場活力躍動獎；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榮獲全國績優職場營
養健康獎；中華電信行動通信分公司臺北營運處榮獲全國績優職場健康典範獎及榮獲
臺北市績優健康職場；另台灣電力公司台北市區營業處並榮獲臺北市績優健康職場第
3 名；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及台灣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榮獲臺北市績優健康職
場嘉獎。
3. 本區「無菸環境好健康檢舉稽查零時差」獲得財團法人台灣健康產業平衡計分卡管理
協會辦理 2017HBSC 年會錄取海報展示。
4. 「大安無菸環境防護網」獲得第 9 屆兩岸四地菸害防制交流研討會暨十周年大會海報
論文展示
5. 本轄區 62 處無菸公園綠地、57 個無菸公車專用道站臺區域、33 處無菸人行道、136
處無菸候車亭、運動中心、藝文特區、建國花市及玉市等商圈持續推動無菸支持性環
境。
6. 結合轄區內各機關單位（里辦公處、學校、職場、養護機構、幼托園所、運動中心、
警察局及社區單位等）共同推動急救訓練相關課程，共計完成 CCC+AED 課程 125
場次，5,743 人參與。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安心場所認證 97 處。
7. 本區榮獲 106 年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典範獎，徵文比賽獲二獎 1 篇，佳作 3 篇。
8. 本區於 106 年心理健康促進學術研討會以「銀光閃耀、悠活長青～臺北市長青悠活站
計畫以大安區為例」投稿獲傑出海報獎，以「臺北市樂齡照護活動對失智症主要照顧
者心理健康促進之成效-以大安區為例」投稿獲優良海報獎。
1. 輔導 6 個社區發展協會(瑞安社區發展協會、愛在大學社區發展協會、古風社區發展
協會、錦町社區發展協會、大學社區發展協會、住安社區發展協會)參與臺北市政府
衛生局健康生活方案活動。
2. 大安區通過國民健康署健康職場自主認證健康促進標章 7 家，健康啟動標章 2 家，裕
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榮獲全國績優職場活力躍動獎及榮獲臺北市績優健康職場佳
作；另榮獲臺北市績優健康職場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 3 名)及明台產物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佳作)。
3. 本區「無菸防護網-大安區菸害防制推動」獲得 2018HBSC 年會海報展示。
4. 急救教育訓練本區八大類公共場所工作人員、職場、學校及社區民眾，完成 78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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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3,597 人。依據衛生福利部 AED 急救資訊網統計臺北市 106 年 12 月底 AED 設置
數：應設置場所 62 處、非應設場所 51 處，共 113 處；完成大安區 AED 場所通過安
心場所認證，應設置場所 62 處、非應設場所 49 處，共 111 處。
5. 本轄區 62 處無菸公園綠地、57 個無菸公車專用道站臺區域、34 處無菸人行道、136
處無菸候車亭、運動中心、藝文特區、建國花市及玉市等商圈持續推動無菸支持性環
境。
6. 參加財團法人台灣健康產業平衡計分卡管理協會辦理 2018HBSC 年會暨 AI 浪潮中－
醫院的機會與抉擇國際研討會，以海報論文發表「翻轉熟齡生活～以平衡計分卡運用
於老人健康促進業務」獲第二名。
7. 參加「第 8 屆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聯盟（AFHC）國際研討會」海報展示「社區安全珍
愛大安~營造老幼咸宜的幸福社區」及「肥胖防治聯盟在大安」2 幅。
108 1. 輔導 7 個社區發展協會(瑞安社區發展協會、愛在大學社區發展協會、古風社區發展
協會、錦町社區發展協會、大學社區發展協會、住安社區發展協會、長立健康樂活協
會)參與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生活方案活動。
2. 108 年與輔仁大學合作辦理「青銀共伴 社區作伙」
，將「青銀共伴」理念納入教學設
計，讓大學生陪伴獨居長輩完成心願，並製成影像留念，於 8 月 15 日假臺北市政府 1
樓中庭，辦理成果發表會暨記者會，共 136 人參加。
3. 以「青銀共伴 社區作伙」成果參加 108 年度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高齡友善健康照
護機構認證 2.0 發表會，獲創意提案貳獎，以「拉近青與銀的距離-從共伴開始」參加
徵文比賽獲貳獎。
4. 參加「第 11 屆台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獎項」
，提報「大安有法寶~兒童健康 強
又好」及「活躍老化另一章-青銀共伴 社區作伙，陪阿公阿嬤快樂拍片」2 篇參與評
選，皆獲入選第二階段評選，其中「活躍老化另一章-青銀共伴 社區作伙，陪阿公阿
嬤快樂拍片」榮獲「高齡友善金點獎」
。
5. 108 年 9 月 25 日辦理大安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與安全社區營造參訪～宜蘭縣員山鄉內
城社區，並於 108 年 11 月 20 日辦理活躍城市工作坊。
6. 為落實菸害防制法於轄區加強主動稽查達 1,412 家；完成檢舉案件現場稽查及衛教共
64 件，並取締 26 件，裁罰 27 件。
7. 針對本區八大類公共場所工作人員、職場、學校及社區民眾辦理 59 場次急救教育訓
練，計 4,616 人。臺北市大安區 108 年 AED 設置數：應設 69 處、非應設 73 處，共
142 處；大安區 AED 場所通過安心場所認證，應設 69 處、非應設 53 處，共 122 處。
8. 結合社區資源維持轄區 62 處無菸公園綠地、57 個無菸公車專用道站臺區域、34 處無
菸人行道、136 處無菸候車亭、運動中心、藝文特區、建國花市及玉市等無菸商圈之
支持性環境。
9. 參加 2019 HBSC 年會暨健康產業管理的變與不變國際研討會，以海報論文發表「癌
症 Log-out，健康 Log-in~運用平衡計分卡為管理平台之防癌健康促進歷程」獲佳作獎。
10. 參加「第 6 屆全人健康促進研討會」海報展示「運用平衡計分卡管理登革熱防治績效」
、
「精實 AED 安心場所認證流程~聯手即刻救援-守護生命之源」
、
「編織社區精神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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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運用平衡計分卡於精進社區精神疾病個案管理服務流程」及「營造失智友善
社區-以臺北市大安區為例」4 幅。
11. 108 年 12 月 19 日假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會議廳辦理「打造失智友善社區網絡 有您真
好」講座，邀集大安區公私立機關共計 55 個單位 100 人參加。
12.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08 年 12 月 27 日發布「臺北市政府預防接種證明書申請及收費辦
法」
，自 108 年 12 月 30 日起正式實施，民眾可至市民服務大平台線上申請或至健康
服務中心現場臨櫃辦理。
13. 108 年 8 月 18 日大安區建安里出現 1 例本土性登革熱確診病例，大安區林明寬區長召
開區級緊急應變會議，由鄧家基副市長坐鎮、衛生局黃世傑局長與環境保護局劉銘龍
局長均出席會議，本中心密切掌握個案接觸者健康狀況，並進行個案居住地周邊半徑
100 公尺病媒蚊密度調查、孳生源清除與化學防治，共計動員人力 801 人、密調戶數
5,049 戶、開立環境改善單 35 張、清除積水容器 2,797 個、宣導人數 3 萬 4,823 人、
基層會議宣導 41 場，於 108 年 9 月 15 日解列，計歷時 29 天。
109 1.輔導 5 個社區發展協會(瑞安社區發展協會、愛在大學社區發展協會、大學社區發展協
會、住安社區發展協會、長立健康樂活協會)參與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生活方案活
動。
2.參加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辦理「台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海報獎評選」，提報
「打造大安長者平安『福』」、「青銀共辦 社區作伙」海報 2 篇，並參加 109 年 11 月
19 日「臺北市健康城市研討會」海報展示。
3.辦理 109 年 12 月 2 日大安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與安全社區營造工作坊，主題為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之個人與社區防疫及從社區組織出發的失智友善環境-預防及延緩失
智與失能。
4.於本區八大類公共場所、職場、學校及社區，完成 112 場次急救教育訓練，共 3,413
人。AED 設置數共 155 處；AED 場所通過安心場所認證共 137 處。
5.結合社區資源維持轄區 63 處無菸公園綠地、57 個無菸公車專用道站臺區域、38 處無
菸校園人行道、136 處無菸候車亭、運動中心、藝文特區、建國花市及玉市等無菸商
圈之支持性環境。
6.為落實菸害防制法於轄區加強主動稽查達 1,596 次；完成檢舉案件現場稽查及衛教共
30 件，5 件受裁處。
7.「青銀共伴 社區作伙～陪阿公阿嬤快樂拍片」方案榮獲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競賽-跨
域合作獎佳作。
8.「Additional Chapter on ActiveAgeing Youth and Seniors’Companionship
CommunityAccompaniment Grandpa's andGrandma's Happy Video Shoot.」榮獲 2020
APEC 都市化、人口高齡化及創新科技國際研討會海報入選。
9.邀約社區機關團體及商家加入失智友善組織計 188 家，培訓失智友善天使計 349 人。
10.以「使用者參與設計」之概念，設計「健康我最『牛』
」衛教月曆，發送長者計 600
份。
11.結合 6 所大專院校辦理「青銀共伴 社區作伙」計畫，服務 42 位獨居長者，其中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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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名診斷失智。
12.為辦理本區失智症防治與宣導，結合學校辦理繪書故事活動，並舉辦露天電影院及影
展播放失智症宣導影片，共 12 場計 479 人參與。
13.本區列管 COVID-19 確診接觸者居家隔離個案計 344 案。本中心防疫同仁接受「遠見
天下文化出版社」採訪及出席衛福部感恩茶會。本中心因應 COVID-19 疫情，配合市
府政策執行場館實聯制及體溫量測。
14.因應 COVID-19 疫情，配合衛福部及市府政策自 2 月 21 日起加入實名制口罩販售，
109 年共販賣成人口罩 11 萬 1,151 片以及兒童口罩 1 萬 6,845 片。
15.因應 COVID-19 疫情，於 3 月 10 日啟動本中心辦公室分區辦公，至 5 月 29 日疫情減
緩始解除分區辦公。
16.為防治登革熱與提升全民防疫知能，109 年辦理密調共 205 場，並結合地方及民政單
位辦理登革熱宣導計 2 萬 8,276 人次。
17.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9 年健康職場認證推動方案」
，本區共有 51 家通過，包括
健康啟動標章計 45 家及健康促進標章計 6 家。
18.經本中心輔導及提供協助，共計 3 家職場獲臺北市衛生局「109 年臺北市績優健康職
場獎勵計畫」佳獎，另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榮獲 109 年全國健康職場優良推動人員
獎以及特優獎。
19.本中心為維持本區高齡者的健康與活力，於 4 里段辦理全方位四輪傳動課程共 16 場，
計 361 人次參與。
20.配合市府敬老卡加值活動，本中心辦理申請件數共 438 件。
21.本中心志工獲衛福部、衛生局及社會局等機關肯定，109 年共 28 位志工榮獲金鑽獎
及銀質獎等獎項。
22.109 年 11 月 12 日於 1 樓多功能室設置子抹台及拉簾，提升癌症篩檢品質與篩檢率。
23.辦理社區篩檢共 575 場次，服務計 1 萬 6,720 人次；辦理學齡前兒童整合性樹區篩檢
共 126 場次，服務計 8,063 人次。
24.完成國小及托育機構腸病毒查核共 432 家。
25.完成流感及肺炎鏈球菌疫苗設站接種，共 167 場次，服務計 2 萬 7,030 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