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年 11 月份臺北市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大事紀
月份

行政區

已結案/正進行中/未來將辦理案件報告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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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富福里(10/6)、柳鄉里(10/7)、糖
廍里(10/12)、華江里(10/13)、日善里(10/14)、孝德里(10/19)、
和德里(10/20)、保德里(10/25)、榮德里(10/26)、新忠里
(10/27)、新和里(10/28)、萬大國小(10/29)進行 13 場次登革熱病
媒蚊密度調查，布氏指數皆 0 級。
(1) 高危點聯合稽查：配合萬華區公所主辦之傳染病高危點聯合稽查，
會勘共 5 處，解除列管 2 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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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 0 級。
2. 10 月辦理傳染病防治宣導、訓練及疫苗管理業務
(1) 辦理醫療院所登革熱、麻疹、德國麻疹衛教宣導共 6 家，將持續宣
導。
(2) 辦理流感疫苗社區設站共 36 場次，截至 10/25 共接種 4,955 人。
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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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3 人，應訪 325 人，已訪 186 人，
訪視未遇 139 人，未遇個案持續追蹤，精障關懷電話訪視，計 252
人次。

11 月

萬華區

已結案件
(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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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件；強制送醫 0 人
(3) 個案督導討論會：10 月 12 日辦理 1 場次，共 19 人參加。
4. 10 月辦理菸害稽查，包含艋舺公園專案聯合稽查 2 次，陳情案 2 件。
5. 10 月辦理健康促進宣導:
(1) 「悠活萬華 快樂動一動」居家運動課程影片，週一及週四上午 9 點
30 分至 10 點，於悠遊台北(CH04)頻道時段租賃時段及公益頻道進
行播放(10/18、10/21、10/25、10/28)，共播放 4 次。
(2) 「悠活萬華 得舒飲食」居家營養實作影片播放，10 月 25 日週一中
午 12 點-12 點 30 分及 10 月 27 日週三下午 6 點至 6 點 30 分，
(CH04)頻道時段租賃時段及公益頻道進行播放，共計播放 2 次。
6. 10 月辦理獨居長者照護業務
(1) 個案管理：列管獨居長者共 1,214 人，應訪 344 人，已訪 315 人，
訪視未遇 29 人，未遇個案持續追蹤；關懷電話訪視，計 234 人次。
(2) GDS-15 篩檢：GDS-15 篩檢共 285 人，轉介篩檢結果≧7 分之個案 1
位，待轉介心理諮詢或精神醫療。
7. 10 月辦理 CPR 暨 AED 課程：
10 月 18 日於本中心辦理 CPR 暨 AED 課程 2 場次，共計 35 人參加。
8. 學生實習：辦理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社區護理學實習(10/6-11/5)，

月份

行政區

已結案/正進行中/未來將辦理案件報告
共指導 9 人。
9. 其他:
(1) 10 月 1 日參加東園街 154 巷機關用地未來使用研商會議。
(2) 10 月 7 日參加強迫入學委員會第 3 次會議(視訊會議)。
(3) 10 月 8 日衛生局至本中心查核內控流程。
(4) 10 月 13 日防疫專書訪談。
(5) 10 月 16、20 日及 24 日協助辦理萬華區新冠肺炎免疫保護力抗體檢
測活動。
(6) 支援花博大型 COVID-19 疫苗接種站:10 月 14、19、21、26 及 27 日
共 5 人次。
(7) 10 月 29 日參加萬華區公所市容會報。
1. 11 月辦理心理衛生及精障個案管理業務：持續進行精障關懷訪視。
2. 11 月辦理登革熱防治及例行查核業務
(1)例行性密調：至轄區 4 個里及 1 所學校進行登革熱病媒蚊密度調
查。
(2)高危點聯合稽查：配合萬華區公所主辦之傳染病高危點聯合稽查進
行會勘。
(3)複式動員：配合環保局複式動員環境檢查活動共 4 里次。
3. 11 月辦理傳染病防治宣導、訓練及疫苗管理業務
(1) 持續辦理醫療院所登革熱、麻疹、德國麻疹衛教宣導。
(2) 辦理流感疫苗社區設站共 5 場次。
(3) 至轄區 24 家醫療院所查核流感抗病毒藥物管理情形。
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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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0 人，應訪 301 人，持續追蹤
進行中事項 5.
(11 月)

11 月配合本府艋舺公園辦理聯合菸害稽查。

6. 11 月辦理健康促進宣導:
(1) 「悠活萬華 快樂動一動」居家運動課程影片，週一及週四上午 9 點
30 分至 10 點，於悠遊台北(CH04)頻道時段租賃時段及公益頻道進
行播放，週一(11 月 1 日、8 日、15 日及 22 日)；週四(11 月 4 日、
11 日、18 日及 25 日) ，共計播放 8 次。
(2) 「悠活萬華 得舒飲食」居家營養實作影片播放，每週一中午 12 點12 點 30 分及每週三下午 6 點至 6 點 30 分，(CH04)頻道時段租賃時
段及公益頻道進行播放，週一(11 月 1 日、8 日、15 日、22 日及 29
日)；週三(11 月 3 日、10 日、17 日及 24 日)，共計播放 9 次。
7. 11 月辦理 CPR 暨 AED 課程：
(1) 11 月 3 日於西門國小辦理 CPR 暨 AED 課程 1 場次。
(2) 11 月 15 日於西門紅樓辦理 CPR 暨 AED 課程 1 場次。
(3) 11 月 24 日於葉爸爸養護機構辦理 CPR 暨 AED 課程 1 場次。
8. 學生實習：辦理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社區護理學實習(11/1-11/30、

月份

行政區

已結案/正進行中/未來將辦理案件報告
11/10-12/10)，共指導 16 人。
9. 其他：11 月 7 日、14 日、21 日及 28 日協助辦理萬華區新冠肺炎免疫
保護力抗體檢測活動。
1. 「悠活萬華 得舒飲食」居家營養實作影片播放，將於12月1日週三下午
6點至6點30分，(CH04)頻道時段租賃時段及公益頻道進行播放，共計播
放1次。
未來將進行
( 12 月)

2. 疫苗管理：查核22家常規疫苗及COVID-19疫苗合約醫療院所。
3. 學生實習：辦理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社區護理學實習(12/15111/1/14)，共指導7人。
4. 其他：12月4日協助辦理萬華區新冠肺炎免疫保護力抗體檢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