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
名稱
名次/獎項
109 衛⽣福利部國⺠健康署109年度台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海報獎 高齡友善城市類-績優海報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9年度⻑照關懷志⼯計畫12區健康服務中心特色服務方案獎
卓越創新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服務達標獎
第⼀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服務績優獎
第⼀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子宮頸癌篩檢陽性個案追蹤績優獎 第⼀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乳癌篩檢目標達成績優獎
第三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乳癌篩檢名冊完成率績優獎
第⼀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大腸癌陽性個案追蹤績優獎
第三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疫苗催種成效績優獎
第二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疫苗相關管理及行政作業績效獎 第⼀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預防接種防治成效大海撈針獎
第⼀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流感疫苗卓越獎
第⼀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流感疫苗社區接種成效獎
第⼀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急性傳染病防治績優獎
第⼀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社區衛教卓越獎
第⼀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防疫志工招募成效獎
第⼀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防疫人力參訓卓越獎
第⼀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疾病管制獎
第二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照菁英獎
第⼀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照英雄獎
第⼀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精神照護八面玲瓏獎
皇冠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自殺防治業務績優獎
皇冠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心理衛生成效卓越獎
第二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食品藥物績優獎
第⼀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綜合績效績優獎
第六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所屬機關公文處理成效檢核
特優
108 「2019HBSC年會暨健康產業管理的變與不變國際研討會」
臺北市衛生保健志願服務志工暨團體楷模獎
臺北市衛生保健志願服務志工暨團體楷模獎
臺北市衛生保健志願服務志工暨團體楷模獎
第23屆志願服務金鑽獎
衛⽣福利部國⺠健康署108年高齡友善健康照護 創意提案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大腸癌篩檢目標達成績優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乳癌篩檢目標達成績優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服務達標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服務績優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品質獎

海報論文發表第三名
特殊關懷志工楷模獎
志工家庭楷模獎
志工暨團隊楷模獎
優良志工團隊獎
參獎
第三名
第三名

107 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獎勵
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獎勵
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
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
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
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

金牌獎
銀牌獎
金質獎
金質獎
金質獎
金質獎

第⼀名
第⼀名

年度
名稱
名次/獎項
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
金質獎
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
銀質獎
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
銅質獎
第22屆志願服務金鑽獎
優良志工家庭獎
第22屆志願服務金鑽獎
優良志工團隊獎
第十屆菁耆獎
最佳耆英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志願服務-貢獻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志願服務-貢獻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志願服務-松青獎
衛生福利部臺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獎
「健康城市創新成果類-健康生活獎」
衛生福利部國⺠健康署「第12屆金所獎-推動健康識能」
優等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衛生局品質獎
「有愛無礙~高齡友善大賣場」入選本府創意提案競賽「跨域合作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服務達標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大腸癌防治目標達成績優獎
第三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疾病管制獎
第三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流感疫苗卓越獎
第二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精神照護管理權威獎
第⼀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自殺防治業務績優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心理衛生成效卓越獎
106 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授證獎座
高齡友善創意提案貳獎獎牌
高齡友善健康照護徵文活動「不滅的燭光·守護獨居長者」
健康傳播素材徵選「悠遊文化大同·健康活力齊步走」
全國2017不老青春鬥陣行北區競賽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品質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食品藥物績優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運用健康場域概念辦理結核病防治衛教宣導活動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乳癌篩檢績優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流感疫苗卓越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疾病管制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服務達標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電話服務禮貌測試 (第2、3、4季)
105 樂齡寶貝熱情無限阿公阿嬤活力秀全國總決賽

第二名
手冊類銅牌獎
活力律動組銅牌獎
第⼀
第⼀名
第⼀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六名
第⼀名
最佳活力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服務績優獎

第⼀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品質獎主題計畫

第⼀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品質獎特色計畫
第五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防疫任務考評推動社區結核病胸
第⼀名
部X光主動篩檢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癌症防治獎勵計畫
診所輔導有功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防疫任務考評急性傳染病防治作
第⼀名
為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服務達標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醫護管理績優獎

年度
名稱
名次/獎項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食品藥物管理績優獎
第⼀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公文處理成效檢核
特優
104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推廣癌症篩檢貢獻獎
第⼀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品質獎
第四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服務績優獎
第二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服務達標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防疫任務考評第⼀名
急性傳染病防治作為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防疫任務考評-推動社區結核
第⼀名
病胸部X光主動篩檢
「天使志⼯暨⻑期照顧社區愛⼼總動員－天使志⼯特色服務方案
卓越創新獎
政府服務品質獎
優等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
特優
「馬偕活力健康明星SHOW」競賽
創意無限非凡獎
「馬偕活力健康明星SHOW」競賽
輕Light體重飛躍獎第三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委託辦理社區健康生活化計畫
績優社區健康營造團體
103 臺北市高齡友善城市海報評選
臺北市第18屆金鑽獎優良志工家庭得獎名單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品質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服務達標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癌症防治服務獎-幸福護腸績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防疫任務考評
預防接種成效-績優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防疫任務考評急性傳染病防治作為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防疫任務考評結核病防治成
效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醫護管理績優獎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標竿癌
症防治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食品藥物管理績優獎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天使志工特色服務
臺北市政府服務品質獎
衛生局政府服務品質獎考評
臺北市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美麗臺北綠美化評比
臺北市衛生保健志願服務志工暨團隊楷模獎獲獎名單衛生福利部「台灣公共衛生雜誌閱後心得報告
」
全國志願服務獎勵全國志願服務獎勵
衛教主軸巡迴宣導活動-健康巡守隊健康與我為伍-創意卡拉OK比賽
第七屆台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
102 高齡友善城市創新成果獎
康健獎
健康城市創新成果獎
健康產業獎
台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獎項評選-成果海報展示健康城市組
優勝獎
健康102阿公阿嬤動起來全國總決賽
銅牌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醫護管理績優獎
特優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 品質獎
第⼀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防疫任務考評務預防接種成效 卓越獎
第五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癌症防治服務獎
第三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創意行銷提案~創意點子獎
蜜蜂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市府金頭腦獎「註生好孕
台北卡好」 佳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天使志工特色服務
卓越創新獎

年度
名稱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服務品質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台北卡」二代健康卡集點兌點服務－辦卡達標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台北卡」二代健康卡集點兌點服務－集點達標
101第6屆金所獎~致胖環境改善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 服務績優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 品質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防疫任務考核
全⺠⼝腔健康週海報評選
臺北市政府服務品質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天使志工特色服務
健康101阿公、阿嬤動起來全國賽
防癆志工培訓獎勵計畫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創意行銷提案~健口操
100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計畫防疫任務考評 卓越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獎－主題計畫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獎健康管理項目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獎醫護管理及食品藥物管理項目
99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品質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服務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天使志工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創意行銷提案
臺北市政府服務品質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公文處理成效檢核
健康九九2010優良衛生教育教材徵選活動~復健不求人
98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品質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服務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防疫任務考評
台灣健康城市獎項評選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天使志工
97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防疫任務卓越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創意獎
臺北市政府衛⽣局⺟乳哺育推動
96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品質獎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品質提升獎勵計畫服務獎
臺北市政府衛⽣局⺟乳哺育業務推動
提升臺北市12健康服務中心參與防疫任務獎勵計畫

名次/獎項
第⼀名
第⼀名
第二名
優等獎
第五名
第⼀名
卓越獎第三名
佳作
第⼀線服務標竿獎
卓越創新獎
最佳活力獎
第⼀名
佳作
第五名
第二名
第四名
第⼀名
第四名
第六名
特色服務獎
佳作
優等
優等
佳作
第⼀名
第四名
績優獎
城市安全創新成果獎
特色服務獎
第⼀名
第五名
優等
第五名
第二名
第⼀名
第四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