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年 3 月份臺北市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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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月辦理癌症篩檢服務
社區篩檢：於富民里(2/2)、銘德里(2/6)、西門里(2/24)、菜園里

(2/26)、雙園里(2/27)辦理，共 5 場次，共 527 人次參加，各項篩
檢人數：乳房攝影 195 人(首篩 45 人)、子宮頸抹片檢查 142 人、糞
便潛血檢查 114 人、口腔癌篩檢 7 人。
2. 2 月辦理心理衛生及精障個案管理業務
(1) 個案管理：列管精障個案共 1,490 人，應訪 253 人，已訪 154 人，
訪視未遇 51 人，未遇個案持續追蹤。
(2) 陳情案件、強制送醫：協同警察局、里辦公處等處理疑似精障個案
陳情案件，共 2 件。
3. 2 月新冠肺炎防治作為
(1) 個案管理：辦理居家隔離相關防疫措施累計共 150 案；列管中共 0
案、解除隔離累計共 150 案；SQMS 系統通報入境旅客追蹤個案共 26
人次。
(2) 實名制口罩販售：持續配合口罩實名制販售政策，2 月份共販售成
人口罩 4,510 片(POS 機)、1,170 片(人工)；兒童口罩 390 片(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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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機)、230 片(人工)，庫存成人口罩 2,530 片；兒童口罩 1,380 片。
4. 2 月辦理登革熱防治及例行查核業務
(1) 例行性密調：至菜園里(2/1)、仁德里(2/5)、忠貞里(2/17)、騰雲
里(2/18)進行登革熱病媒蚊密度調查，布氏指數為 0 級共 4 里及 1
所學校。
(2) 高危點聯合稽查：參加萬華區公所主辦之傳染病高危點聯合稽查，
會勘共 4 處，解除列管 0 處，持續列管共 4 處。
(3) 複式動員：配合環保局複式動員環境檢查活動共 4 里次，查核結果
為合格。
5. 2 月辦理傳染病防治宣導、訓練及疫苗管理業務
(1) 宣導、教育訓練：於西門里(2/25)辦理，共 1 場次，共 35 人次參
加。
(2) 流感疫苗設站服務：至龍山寺捷運站(2/23、2/25)辦理，共 2 場
次，共接種 98 人。

6. 2 月辦理菸害稽查，查核 5 家，陳情案 0 件。
7. 2 月辦理健康促進講座、宣導及訓練
(1) 於華江高中(2/26)辦理 CPR 暨 AED 緊急救護教育訓練，共 2 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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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人參加。
(2) 於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2/22)辦理菸害暨毒品防制講座，共 1 場，
共 46 人參加。
8. 2 月辦理長照及失智症防治業務
(1) 轉介服務：

a. 轉介長期照顧服務共 5 人，其中 2 人成功接受服務，1 人
評估中，2 人經評估後未達開案標準。
b. AD8 篩檢共 91 人，轉介篩檢結果≧2 分之失智症疑似個案

至本市失智共同照護中心且確實就醫共 0 人。
(2) 宣導：辦理失智症宣導及臺北市長期照顧服務宣導，共 2

場，共 216 人參加。
(3) 機構查核：參加本府社會局主辦之長照機構聯合查核共 2 場，查核
結果皆合格。
9. 2 月辦理獨居長者照護業務
(1) 個案管理：列管獨居長者共 1,173 人，應訪 134 人，已訪 60 人，訪
視未遇 74 人，未遇個案持續追蹤。
(2) GDS-15 篩檢：GDS-15 篩檢共 73 人，轉介篩檢結果≧7 分之個案接

受心理諮詢或精神醫療共 0 人。
10. 2 月社區資源連結作為
(1) 拜訪里辦公處及議員服務處(1/25-2/1)，洽談癌症防治、健康促進
等議題，共 36 里及 7 處。
(2) 拜訪醫療院所(2/5-2/26)，洽談癌症防治、成人預防保健等議題，
共 5 家。

1. 3 月辦理癌症篩檢服務
(1) 整合性篩檢：結合和平院區(3/5)及瑞生診所(3/21)辦理，共 2 場
次。
(2) 社區篩檢：於壽德里(3/2)、頂碩里(3/4)、和德里(3/6)、凌霄里
(3/6)、保德里(3/8)、綠堤里(3/9)、錦德里(3/11)、福星里
進行中事項

(3/12)、忠貞里(3/13)、興德里(3/15)、日善里(3/17)、新起里

(3 月)

(3/19)、新和里(3/19)、忠德里(3/20)、福星里(3/24)、頂碩里
(3/25)、華江里(3/27)、西門里(3/28)保德里(3/31)辦理，共 19 場
次。
2. 3 月辦理心理衛生及精障個案管理業務
個案管理：列管精障個案共 1,497 人，應訪 386 人，持續追蹤。
3. 3 月辦理母乳哺育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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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集乳室查核：應查核及輔導哺集乳室共 59 家，預定查核 39 家。
4. 3 月辦理學齡前兒童整合性篩檢共 14 場。
5. 3 月新冠肺炎防治作為
(1) 個案管理：截至 3/2 辦理居家隔離相關防疫措施累計共 150 案；列
管中共 0 案、解除隔離累計共 150 案；SQMS 系統通報入境旅客追蹤
個案共 26 人次。
(2) 實名制口罩販售：持續配合口罩實名制販售政策，3 月份截至 3/2
共販售成人口罩 0 片(POS 機)、60 片(人工)；兒童口罩 0 片(POS
機)、10 片(人工)，庫存成人口罩 2,470 片；兒童口罩 1,370 片。
6. 3 月辦理登革熱防治及例行查核業務
(1) 例行性密調：至福音里(3/2)、頂碩里(3/3)、雙園里(3/4)、新安里
(3/5)、華江高中(3/10)進行登革熱病媒蚊密度調查，共 4 里及 1 所
學校。
(2) 複式動員：配合環保局複式動員環境檢查活動共 4 里次。
7. 3 月辦理傳染病防治宣導、訓練及疫苗管理業務
(1) 宣導、教育訓練：於大理國小附幼(3/4)、大理國小(3/27)辦理，共
2 場次。
(2) 洗手設備查核：至轄區國小、幼兒園、托嬰中心、短期補習班、兒
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查核，共 83 家。
(3) 登革熱、麻疹及德國麻疹就醫通報衛教：至轄區醫療院所衛教，應
衛教 69 家，預定衛教 20 家。
(4) 流感疫苗設站服務：至龍山寺捷運站(3/3、3/4)、保德里(3/8)、西
門捷運站(3/15、3/17、3/22、3/23)辦理，共 7 場次。
(5) 冷運冷藏查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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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北護分院、劉小兒科診
所、瑞生診所、天行健診所、青年診所、漢宗小兒科診所、臺北市
立聯合醫院昆明院區、仁濟醫院、永康診所、佳安診所、萬華醫院
進行疫苗冷運冷藏評核，共 15 家。
(6) 克流感查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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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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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月辦理健康促進講座、宣導及訓練
於南海實驗幼兒園(3/19)、萬華區戶政事務所(3/23)、龍山國小(3/24)
辦理 CPR 暨 AED 緊急救護教育訓練，共 7 場。
9. 3 月辦理長照及失智症防治業務
(1) 宣導：預定辦理失智症宣導及臺北市長期照顧服務宣導，共 5

場。
(2) 機構查核：參加本府社會局主辦之長照機構聯合查核共 3 場(聖若瑟
3/11、恆安 3/18、愛愛院 3/25)。
10. 3 月辦理獨居長者照護業務
個案管理：列管獨居長者共 1,173 人，應訪 134 人，持續追蹤，並進行
GDS-15 篩檢。
11. 3 月社區資源連結作為
(1) 拜訪醫療院所(3/4-3/18)，洽談癌症防治、成人預防保健等議題。
(2) 為本年度召開萬華健康促進協會第 5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預
訂(3/22)，洽談社區健康促進協力合作事項。
(3) 結合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萬華聯合診所於本中心一樓設置四癌篩
檢櫃台，由口罩販售人員詢問購買口罩民眾四癌篩檢資料，如符合
任一項癌篩資格，至四癌篩檢櫃台查詢篩檢資格；看診民眾則於看
診後持「四癌提醒單」至四癌篩檢櫃台查詢篩檢資格，並依符合資
格癌篩項目提供服務。

1. 4 月辦理癌症篩檢服務
(1) 整合性篩檢：結合永康診所(4/18)辦理，共 1 場次。
(2) 社區篩檢：於柳鄉里(4/9)、全德里(4/10)、騰雲里(4/10)、保德里
(4/12)、日善里(4/14)、壽德里(4/17)、福星里(4/17)、榮德里
(4/19)、保德里(4/21)、青山里(4/21)、新和里(4/21)、富民里
(4/23)、華江里(4/23)、糖部里(4/24)、富福里(4/30)辦理，共 15
未來將進行
(4 月)

場次。
2. 4 月辦理母乳哺育業務
哺集乳室查核：應查核及輔導哺集乳室共 59 家，預定查核 20 家。
3. 4 月辦理學齡前兒童整合性篩檢共 14 場。
4. 4 月辦理傳染病防治宣導、訓練及疫苗管理業務
登革熱、麻疹及德國麻疹就醫通報衛教：至轄區醫療院所衛教，應衛教
69 家，預定衛教 29 家。
5. 4 月辦理登革熱防治及例行查核業務
(1) 例行性密調：至萬壽里、富福里、柳鄉里、糖部里、華江里、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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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孝德里、和德里、保德里、榮德里、新忠里、新和里、大理高
中進行登革熱病媒蚊密度調查，共 12 里及 1 所學校。
(2) 複式動員：配合環保局複式動員環境檢查活動共 4 里次。
6. 4 月辦理長照及失智症防治業務
宣導：預定辦理失智症宣導及臺北市長期照顧服務宣導，共 5

場。
7. 4 月其他作為
學生實習：辦理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社區護理學實習(4/21-5/21)，預
定指導 7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