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年 7 月份臺北市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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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衛生福利部心理口腔健康司「104-105 年度成年與老人口腔健康調查計
畫」的結果顯示，國內 65 歲以上長者平均自然牙數僅剩 16.7 顆，80 歲
以上全口無牙率為 12.7%，有牙周問題者高達 88％，高居全亞洲之冠。
研究證實，牙齒的減少有害於身體健康的維持，當口腔肌力(包括咀
嚼、吞嚥能力和牙口狀態)下降時，會使食物缺乏充分咀嚼而影響消化
能力，而無法獲得良好的營養。因此，長者擁有牙齒的健康保健觀念是
重要的課題。本中心結合里辦公處辦理 109 年度悠活體驗營擴點計畫
「健康齒聰明吃」課程，為建立建立長者正確的口腔保健健康識能，於
榮德里(7/6)、錦德里(7/13)、保德里(7/17)、華興教會(7/19)、一粒
麥子基金會台北服務中心(7/23)、糖廍里(7/29)、新忠里(7/31)，辦理
「動嘴皮 健口操」活動，共 13 小時，共 221 人次參加。
2. 於萬大國小(7/8)辦理菸害、反毒暨用藥安全宣導，共 118 人參加。
3. 於大理高中(7/3)、中正國宅銀髮服務中心(7/7)、恆安老人長期照顧中
心(7/8)、永康診所(7/13)、珍珠家園婦女中心(7/17)、立心基金會
(7/18)、光仁國小(7/30)辦理 CPR 暨 AED 緊急救護教育訓練，共 7 場
次，共 305 人參加。
4. 於 7/1-7/13 日辦理萬華商家菸害防治宣導大掃街活動，共宣導 35 家金
融機構(銀行、郵局及電信業者)、120 家一般商家及 18 家高中職以下
學校，並協助禁菸場所張貼禁菸標示計 1,553 家。衛生局於(7/24)執行
109 年度萬華地區菸害防制法執法成效實地考評。
5. 於富福里(7/6、7/13、7/20、7/27)、福音里(7/7、7/14、7/21、7/28)
辦理「社區體適能推廣課程Ⅱ」，共 8 場次，共 127 人次參加。
6. 本中心承接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補助辦理「109 年度國民健康署補助
縣市辦理整合性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子計畫 1:高齡友善城市及社區計
畫」，於本中心(7/1、7/15、7/29)辦理志工教育訓練課程，共 45 人次
參加。
7. 於臺北市萬華區公所辦理之「109 年健行活動」宣導我的餐盤以及菸害
防制正確觀念，共 500 人參加。亦運用「健康飲食行銷」Line@平台進
行飲食問卷上傳，共 98 份；以及宣傳本中心 FB 粉絲專頁，取得打卡及
按讚數共計 35 人。
8. 於壽德里(7/2)、福星里(7/3)、新和里(7/4)、新忠里(7/5)、富民里
(7/9)、騰雲里(7/10)、柳鄉里(7/10)、仁德里(7/11)、萬華醫院里
(7/11)、錦德里(7/16)、糖部里(7/16)、和平院區(7/17)、全德里
(7/18)、日善里(7/19)、菜園里(7/20)、福音里(7/22)、樺達藥局
(7/22)、綠堤里(7/23)、富福里(7/24)、日祥里(7/25)、瑞生診所
(7/26)、和德里(7/27)、華江里(7/29)辦理健康篩檢，子宮頸抹片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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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760 人、乳房攝影共 812 人及大腸癌篩檢共 405 人。
9. 本中心結合台北市艋舺服飾商圈促進會及台北捐血中心於艋舺服飾商圈
(7/24)共同辦理「篩檢、捐血 2 合一，熱血又健康」暨衛教宣導活動，
共計捐血 98 袋(24,500cc)、失智症「看、問、留、撥」衛教宣導 188
人次、三高及癌症篩檢計 128 人次。
10. 於本中心(7/31)辦理 109 年「整合性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資源整合
樞紐站(Hub)」第 2 次專家指導會議，由國立陽明大學陳俞琪副教授及
衛生局健康管理科吳智偉技士、曾如意專任秘書共同與會，針對計畫執
行狀況，給予回饋與建議，共 10 人參加。
11. 至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參加「109 年整合性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資
源整合樞紐站(Hub)第 2 次進度報告會議(7/24)，由衛生局健康管理科
林雪蘭技正、國立台北護理大學吳桂花副教授針對各區樞紐站工作進度
給予指導，共 16 人參加。
12. 於全德里辦公處（7/3）、保德社區發展協會（7/8）、銘德里辦公處
（7/14）、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聖心會(萬華小德蘭堂)（7/21）辦理
「動手動腳動動腦‧預防失智作伙來」課程，共 4 場次，共 103 人參
加。
13. 於社團法人中華洪門大蜀山社會關懷協會（7/7）辦理「活躍樂齡防
失智，延「能」益壽好厝邊」課程，共 40 人參加。
14. 於萬華清潔隊(7/28)、萬華西區少年中心(7/30)辦理口腔癌防治宣導
講座，共 51 人參加。
15. 至萬壽里(7/7)、富福里(7/8)、柳鄉里(7/9)、糖廍里(7/9)、華江里
(7/10)、日善里(7/13)、孝德里(7/13)、錦德里(7/14)、全德里
(7/15)、銘德里(7/16)、華中里(7/16)、新忠里(7/20)、福星國小
(7/21)、西門國小(7/21)、老松國小(7/22)、龍山國中(7/22)、大理國
小(7/23)、華江國小(7/23)、大理高中(7/27)、雙園國中(7/27)、光仁
小學(7/28)、新和國小(7/28)進行登革熱病媒蚊密度調查，布氏指數為
0 級共 11 里、10 所學校，1 級共 1 里。
16. 截至 8/3，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疫措施，辦理居家隔離相
關防疫措施累計共 120 案；列管中共 5 案、解除隔離累計共 115 案；通
報個案疫情調查共 69 案；SQMS 系統通報入境旅客追蹤個案共 236 人
次。
17. 於轄區辦理 109 年度銀髮養生弓、踩踏繽紛墊運動保骨本活動
(7/3、7/10、7/17、7/24、7/31)共 5 場，共 159 人次參加。
18. 於(7/16)由衛生局秘書室許芳源主任、文書股張雅淑股長、綜合企劃
科管制考核股黃梅娟管理師、政風室賴佳萱專員至本中心進行公文處理
成效檢核輔導，共 8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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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中事項 1. 於(8/6)出席萬華區公所辦理本區跨單位艋舺文化節活動會前會。
(8 月)

2. 於本中心辦理志工教育訓練，防疫訓練講座(8/4)、長照訓練講座
(8/7)、失智及菸害防治講座(8/10)、癌症防治及 CPR 訓練講座
(8/12)，共 4 場次。
3. 於瑞生診所(8/5)、洛陽立體停車場(8/11)、龍山國中(8/26)辦理 CPR
暨 AED 緊急救護教育訓練，共 3 場次。
4. 至天行健診所、快樂兒童診所、瑞生診所、西園醫院、幸福診所、新和
診所、益銓診所、仁濟醫院、聖約翰婦產科診所、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北護分院、君怡耳鼻喉科診所、昆明院區、漢宗小兒科診所、
萬華醫院、永康診所、青年診所、萬華蔡耳鼻喉科診所、萬華劉小兒科
診所、全合診所、光耳鼻喉科診所、佳安診所、盧漢隆耳鼻喉科診所、
許孟權小兒科診所、慧洋診所、維恩耳鼻喉科診所進行克流感查核，共
25 家。
5. 至快樂兒童診所、西園醫院、約翰婦產科診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
萬華聯合診所、青年診所、漢宗小兒科診所、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北護分院、劉小兒科診所進行疫苗冷運冷藏評核，共 8 家。
6. 於富福里(8/3、8/10、8/17、8/24)、福音里(8/4、8/11、8/18、8/25)
辦理「社區體適能推廣課程Ⅱ」，共 8 場次。
7. 為了讓民眾更了解該如何落實每日飲食指南，結合營養推廣中心於華興
教會(8/24、8/31)辦理 109 年度悠活體驗營擴點計畫「健康齒聰明吃」
課程，加強宣導「我的餐盤」均衡飲食概念。
8. 於本中心（8/5）、中華民國紅十字會（8/13）辦理「活躍樂齡防失
智，延「能」益壽好厝邊」課程，共 2 場次。
9. 於忠德里辦公室（8/18）辦理「動手動腳動動腦‧預防失智作伙來」課
程，共 1 場次。
10. 於頂碩里(8/1)、忠貞里(8/1)、華江里(8/8)、壽德里(8/8)、仁德里
(8/9)、榮德里(8/10)、和德里(8/11)、菜園里(8/14)、新安里
(8/15)、保德里(8/16)、雙園里(8/19)、富民里(8/21)、富福里
(8/22)、頂碩里(8/27)、新和里(8/28)、新忠里(8/29)辦理社區篩檢，
共 16 場次。
11. 至福星里(8/3)、西門里(8/3)、新起里(8/5)、青山里(8/6)、和平里
(8/7)、忠德里(8/7)、壽德里(8/10)、興德里(8/11)、新安里(8/11)、
忠貞里(8/12)、凌霄里(8/12)、騰雲里(8/14)、華江高中(8/14)、西園
國小(8/18)、萬華國中(8/18)、雙園國小(8/26)、龍山國小(8/26)、東
園國小(8/27)、萬大國小(8/27)進行登革熱病媒蚊密度調查，共 12 里
次、7 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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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福星里(9/5)、興德里(9/6)、騰雲里(9/12)、和平里(9/19)、糖部里
(9/20)、華中里(9/26)、仁德里(9/26)、青山里(9/27)辦理社區篩檢，
未來將進行
(9 月)

共 8 場次。
2. 至菜園里、富民里、福音里、仁德里、綠堤里、頂碩里、雙園里、和德
里、保德里、榮德里、新和里、日祥里、華江國小進行登革熱病媒蚊密
度調查，共 12 里次、1 所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