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內湖區健康服務中心歷年大事紀

年度
97年

日期
11月30日
12月11日
12月11日

98年

11月18日
12月11日
12月23日

99年

6月14日
9月10日
11月10日
12月12日

12月24日
100年

2月18日
3月4日
9月1日
9月16日
11月17日

12月23日

101年

1月20日
6月21日

重要記事
天使志工團隊榮獲97年度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頒發「天使志工特色服務
方案獎」。
榮獲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公文成效檢核考評「優等」。
榮獲臺北市政府衛生局97年度健康服務中心業務考評：「大腸癌防治第
1名」、「子宮頸癌防治第4名」、「母乳哺育優等獎」、「防疫業務第4
名」。
上海普陀區長征鎮參訪臺北市內湖國際安全社區。
榮獲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公文成效檢核考評「優等」。
榮獲臺北市政府衛生局98年度健康服務中心業務考評：「抹片篩檢推廣
創意獎第1名」、「癌症防治獎第6名」、「菸害防制績優獎第2名」。
大陸濟南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卞允鬥主任等12位貴賓參訪本中
心，進行海峽兩岸在人口生育政策多元化方面經驗分享與交流。
災害防救演習(甲組-9縣市)緊急醫療項目滿分(100分)榮獲「第1名」。
內湖區通過「世界衛生組織社區安全推廣協進中心 WHO Collaborating
Centre on Community Safety Promotion 簡稱 WHO CCCSP」國際安全社
區再認證。
本中心「珍愛我心」心血管支持團體榮獲全國體重控制成效「優等第1
名」。
榮獲臺北市政府衛生局99年度健康服務中心業務考評：「服務獎第2
名」、「品質獎第2名」、「癌症防治獎第3名」、「衛生保健業務創新精進
獎第1名」、「防疫任務獎第5名」、「母乳哺育業務推動優等獎」、「菸害
防制績優獎第1名」。
江蘇省淮安市衛生局副局長鄔錦屏等25人參訪本中心，就預防保健業
務進行經驗交流。
榮獲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提升政府服務品質考評「優等」。
本中心哺集乳室榮獲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頒發優良哺集乳室認證。
浙江省紹興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參訪團等6人參訪本中心，針對低
生育率與人口發展進行交流。
榮獲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公文成效檢核考評「優等」。
榮獲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0年度健康服務中心業務考評：「服務獎第2
名」、「品質獎第1名」、「品質獎-自提計畫第5名」、「癌症防治服務獎第
2名」、「健康體能及肥胖防治服務獎第5名」、「防疫任務獎第2名」、「預
防接種完成率獎第2名」、「母乳哺育優等獎」、「成立腎臟病支持團體
獎」。
100年度病媒管制計畫經評定為全市第1名。
本區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民小學、臺北市立內湖國民中學、臺北市立
三民國民中學及臺北市立西湖國民中學等4所學校，通過2012年國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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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日期

重要記事

全學校認證。
7月14、15日 日本豐島安全社區參訪團與臺北市內湖國際安全社區交流參訪。
11月16日 臺北市內湖國際安全社區與桃園縣中壢市安全社區交流參訪。
11月30日 榮獲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公文成效考評「優等」。
瀋陽市醫療團體考察團等8人參訪本中心，針對婦幼衛生保健相關政策
12月5日
進行交流。
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2年全國糖尿病支持團體競賽活動」之
12月7日
「運作良好團體獎」。
榮獲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1年度健康服務中心業務考評：「服務獎：服
12月21日 務達標獎」、「品質獎第6名」、「母乳哺育優等獎」、「防疫任務獎第2
名」。
102年
榮獲臺北市政府102年政府服務品質獎第1線服務機關(健康服務中心
9月5日
類)第1階段評核第3名。
榮獲臺北市政府102年度政府服務品質獎第1線服務機關第2階段實地評
11月28日
審核定為「優等」(健康服務中心類第1名) 。
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2年全國糖尿病支持團體競賽活動」之
12月12日
「運作良好團體獎」。
榮獲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2年度健康服務中心業務考評：「服務獎：服
12月20日 務達標獎」、「品質獎第4名」、「母乳哺育優等獎第2名」、「急性傳染病
防治作為第1名」。
103年
參加韓國釜山會展中心(Busan Exhibition & Convention Center, BEXCO)
5月12日
舉辦「第7 屆亞洲區國際安全社區研討會」-海報展示。
榮獲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2014第4屆全國活力銀髮健康操大賽-站姿組
6月14日
殿軍。
參加第1屆 APEC 健康促進醫院及健康照護研討會海報發表 (1st APEC
7月30日-31日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and Health Services) -海報徵
選。
榮獲103年度臺北市12區健康服務中心美麗臺北（Beautiful Taipei）綠
8月5日
美化分組評比-第2組第3名。
榮獲臺北市政府103年度政府服務品質獎「第1線服務機關」第1階段評
9月1日
審結果-衛生類（12區健康服務中心及7家醫院）第6名。
參加2014 臺北健康城市與安全社區研討會(2014 Taipei Conference on
9月2日-3日
Health Cities and Safe Communities)-海報展示。
榮獲臺北市政府103年度優良長青志工表揚(社會局)-松柏獎共1名、松
9月15日
青獎共13名。
榮獲衛生福利部「103年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成果海報展示-評選
9月17日
高齡友善城市組-優勝獎。
榮獲衛生福利部103年全國志願服務志工獎勵-金牌獎共1名、銀牌獎共
10月29日
1名、銅牌獎共3名。
11月7日
榮獲103年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志願服務獎-貢獻獎(共9名志工獲獎) 。
榮獲1 03年度臺北市衛生保健志願服務志工個人楷模獎(衛生局)-銀牌
11月7日
獎共1名、銅牌獎共2名。
103年度臺北市績優健康職場-輔導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榮
11月11日
獲健康卓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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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日期

11月18日

11月21日
11月26日
12月5日
12月13日

12月18日

104年

6月3日
6月17日
8月18日
10月13日
10月20日
10月23日

11月19日

12月4日
12月22日

重要記事
輔導103年度社區健康生活方案成果榮獲獎項。
1.績優健康減重社區團體獎(中華民國天使之家全人關懷協會、台北內
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 。
2.社區健康來按讚團體競賽獎 (台北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台北市內
湖紳士協會、臺北市內湖社區安全與健康協進會、臺北市內湖區紫
雲社區發展協會) 。
3.入選社區創意提案甄選(台北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中華民國天使
之家全人關懷協會、台北市內湖紳士協會) 。
4.績優社區健康營造團體獎(台北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 。
榮獲衛生局103年度所屬機關公文處理成效檢核(12區健康服務中心及
聯醫)–第2名(績優)。
榮獲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3年健康促進成果發表會」高齡友善城市海
報評選-優勝獎。
榮獲103年全國糖尿病支持團體各項選拔、競賽方案評選-運作良好團
體獎。
參加台灣健康促進暨衛生教育學會2014年健康促進國際學術研討會-海
報展示。
榮獲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3年度健康服務中心業務考評:「結核病防治
成效獎第1名」、「急性傳染病防治作為獎第5名」、「預防接種成效卓越
獎第5名」、「品質獎第2名」、「服務獎：服務達標獎」、「子宮頸癌(六年
一抹)篩檢達標獎第2名」、「幸福護腸績優獎第5名」、「醫護管理處績優
獎優等」。
協同社區參與國際性安全社區網絡活動申辦(2015)年國際安全社區第3
度認證。
榮獲臺北市政府研考會104年為民服務不定期現場考評第2名。
通過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1.0認證。
閃亮天使寶貝隊代表本區參加「 2015高齡友善幸福臺北‧銀髮活力
SHOW」榮獲最佳活力獎。
閃亮天使寶貝隊代表北區參加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舉辦「2015樂齡
起舞阿公阿嬤動起來」。
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4年「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典範選拔」
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優良獎。
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5年第七屆臺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
市獎-海報獎。
輔導104年度社區健康生活方案成果榮獲獎項：
⚫ 臺北市內湖區紫雲社區發展協會榮獲『績優社區健康營造團體
獎』。
⚫ 中華民國天使之家全人關懷協會榮獲『社區健康料理設計競賽第1
名』暨『社區營造創意提案獎』。
⚫ 臺北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榮獲『社區健康料理設計競賽第6名』
『績優健康減重社區團體獎第2名』暨『社區營造創意提案獎』。
⚫ 共7家團體榮獲『健康社區』獎。
內湖安全社區率先全國通過第3度國際安全社區認證。
榮獲104年全國糖尿病支持團體各項選拔、競賽方案評選-運作良好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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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日期

12月25日

105年

4月12日

7月31日

8月24日

10月18日
11月10日
11月18日
11月24日
11月27日

12月22日

106年

3月14日
3月29日
4月18日
4月28日

重要記事
體獎、『ABCDEFG』模範糖友獎4位、優良團體輔導員獎。
衛生局104年度健康服務中心業務考評頒獎，本中心榮獲獎項臚列如
下:
(一)總績效績優獎：第3名。
(二)服務獎：服務達標獎。
(三)服務獎：服務績優獎第1名。
(四)品質獎第1名。
(五)癌症防治服務獎：推廣癌症貢獻獎。
(六)防疫任務考評指標：急性傳染病防治作為。
(七)防疫任務考評指標：結核病防治成效(x 光)。
(八)防疫任務考評指標：辛勞獎第1名。
中國青島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等9人參訪本中心，就疾病防治管理之經
驗分享進行交流。
輔導「中華民國天使之家全人關懷協會天使長青活力多隊」參加臺北
市政府衛生局第六屆「2016高齡友善‧幸福臺北」銀髮長青活力 SHOW
市級總決賽，榮獲最佳活力獎，並代表臺北市參加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辦理之北區競賽。
輔導「中華民國天使之家全人關懷協會天使長青活力多隊」參加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之「2016樂齡寶貝．熱情無限」阿公阿嬤活力秀北
區競賽，榮獲最佳體能獎。
衛生局與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獲獎：成功導入精實管理以推動正確執
行癌症篩檢通知標準作業、減省流程步驟及護理人員準備時間三大改
善方案，有效提升本市公衛服務效能及品質。
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6年第八屆「臺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
城市」健康城市--創新成果獎。
輔導「臺北市內湖紳士協會」參加社區健康餐設計比賽，榮獲第3名
榮獲104年度「天使志工暨長期照顧社區愛心總動員總計畫」健康服務
中心特色服務方案--標竿學習獎。
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5年高齡友善健康照護徵文活動--參獎。
衛生局105年度健康服務中心業務考評頒獎，本中心榮獲獎項臚列如
下：
(一)總績效績優獎：第2名。
(二)服務獎：服務績優獎第1名。
(三)癌症防治獎：大腸癌篩檢量達標 第3名。
(四)癌症防治獎：乳癌篩檢量達標 第2名。
(五)防疫任務考評指標：急性傳染病防治作為 第1名。
(六)防疫任務考評指標：推動社區結核病胸部 X 光主動篩檢 第1名。
(七)防疫任務考評指標：預防接種獎 第4名。
榮獲105年創意提案競賽--創新獎佳作。
通過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2.0認證。
投 稿 「 LOCALIZED PROGRAM MODEL FOR SENIOR HEALTH
PROMOTION:
A PRELIMINARY STUDY」至2017國際長照產業聯盟領袖論壇獲接
受。
投稿「健康促進對第2型糖尿病人及其高危險群健康行為、自我照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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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日期

6月15日
7月28日

7月31日

8月8日

8月24日
8月25日
9月7日

10月12日

11月28日

12月22日

12月22日

107年

1月16日
3月6日

重要記事
力及健康狀態之探討」及「在地化長青悠活據點對長者健康體適能之
探討」至2017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術研討會皆獲接受。
中國北京對外醫學交流協會參訪團參訪臺北市內湖國際安全社區。
輔導「中華民國天使之家全人關懷協會天使長青活力多隊」參加臺北
市政府衛生局「銀髮舞動 活力 SHOW 臺北」市級總決賽，榮獲最佳活
力獎（北市第1名），並代表臺北市參加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辦理之
北區競賽。
投稿「臺北市內湖區在地化高齡者健康促進模式的探討」至第23屆國
際安全社區研討會獲接受。
投稿「都會型校園健康早餐推動模式之探討」、「在地活躍老化從關心
自己社區開始」及「健康促進介入對糖尿病友(含高危險群)之體適能
及健康狀態成效探討」至2017體育政策與休閒觀光國際學術研討會皆
獲接受。
投稿「運用賦權於失智症樂齡團體介入成效」至106年第六屆提升全人
醫療暨整合服務研討會獲接受。
中國珠海新市鎮與新社區培訓交流考察團等30人參訪臺北市內湖國際
安全社區。
輔導「中華民國天使之家全人關懷協會天使長青活力多隊」參加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之「2017不老青春逗陣行」北區競賽，榮獲銅牌獎
（北區第3名）。
輔導「中華民國天使之家全人關懷協會天使長青活力多隊」參加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之「2017不老青春逗陣行」全國總決賽，榮獲不老
元氣獎（全國第5名）。
「沈重的5萬7000元～霸王寒流下獨居長者照護，一個也不能少」獲衛
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6年高齡友善健康照護徵文活動參獎。
「建構社區型長者慢性病照護新模式-以臺北市內湖區糖尿病支持團體
運作為例」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6年高齡友善健康照護創意提案
首獎。
湖心家族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6年優質糖尿病支持團體」。
衛生局106年度健康服務中心業務考評頒獎，本中心榮獲獎項臚列如
下：
（一） 綜合績效績優獎：第5名。
（二） 品質獎：第1名。
（三） 癌症防治獎 口腔癌篩檢陽性個案追蹤績優獎：第2名。
（四） 醫護管理達標獎：第1名。
（五） 食品藥物管理績優獎：第1名。
（六） 辛勞獎：第1名。
（七） 疾病管制獎：第4名。
（八） 流感疫苗卓越獎：第5名。
（九） 流感疫苗催種突飛猛進獎：第1名。
（十） 辦理結核病防治衛教宣導活動獎：第1名。
（十一） 辦理結核病防治衛教宣導活動獎：第1名。
中國北京市朝陽區社區醫療團參訪臺北市內湖國際安全社區。
韓國國立首爾大學醫院公共保健醫療事業團教授等2人參訪本中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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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日期

4月30日

5月11日
5月17日
5月18日

5月19日
7月27日
8月7日

10月9日
11月7日
11月13日

12月24日

108年

3月21日

重要記事
長期照顧及居家照護政策及執行進行交流。
投稿「有氧韻律操對銀髮族功能性體適能及身體活動量之探討」及
「臺北市某社區長者運用焦點訪談及踏勘在無縫環境之探究」至2018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術研討會獲接受。
投稿「利用互動式營養教育提升銀髮族幸福感與飲食多樣化」至長庚
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民生學院107年度高齡飲食質地分級學術研
討會獲接受。
投稿「臺北市某社區登革熱疫情防治策略及成效探討」至2018年海峽
兩岸預防醫學學術研討會獲接受。
投稿「運用視覺化統計圖像於乳癌防治策略之成效探討-以臺北市內湖
區為例」至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2018年醫護與健康科技研討會獲接
受。
投稿「運用平衡計分卡『有感服務，完善長照與個管』推動成效」及
「運用平衡計分卡提升臺北市內湖區民眾『急救訓練及 AED 安心場所
認證』推動成效」至2018 HBSC 年會暨 AI 浪潮中-醫院的機會與抉擇
國際研討會獲接受。
成立本中心官方 Line＠生活圈帳號。
投稿「運用行為改變理論及社群媒體建構校園健康行為方案－以提升
臺北市某高職學生健康飲食及身體活動量為例」至第8屆西太平洋健康
城市聯盟（AFHC）國際研討會獲接受。
投稿「運用 TOWS 分析法訂定推動設置 AED 暨安心場所認證策略之成
效探討-以臺北市內湖區爲例」至第9屆亞洲區國際安全社區研討會獲
接受。
榮獲「本府衛生局107年度所屬機關公文處理成效檢核」特優（第2
名）。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7年高齡友善健康照護徵文活動
「用愛鋪路 陪您走一段~」：首獎。
「社區據點有愛 長者健康無礙」：參獎。
衛生局107年度健康服務中心業務考評頒獎，本中心榮獲獎項臚列如
下:
（一） 綜合績效績優獎：第4名。
（二） 品質獎。
（三） 辛勞獎：第1名。
（四） 預防接種防治成效大海撈針獎：第1名。
（五） 預防接種催種突飛猛進獎：第2名。
（六） 預防接種催種成效暨管理績優獎：第3名。
（七） 服務績優獎：第1名。
（八） 癌症防治獎 乳癌篩檢名冊完成率績優獎：第1名。
（九） 癌症防治獎 乳癌篩檢首次篩檢目標達成績優獎：第2名。
（十） 12區健康服務中心考評-醫事管理業務-績效卓著。
（十一） 12區健康服務中心長期照護品質提升獎勵計畫-績優獎。
（十二） 心理衛生管理達標獎：第1名。
（十三） 心理衛生成效卓越獎：第1名。
107年12區健康服務中心為民服務工作不定期現場考核合格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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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日期
4月1日
5月8日
6月3日
9月27日
9月29日
10月5日
11月11日

11月16日

12月14日

12月19日
12月30日
109

1月2日

重要記事
投稿「運用結構式認知刺激介入社區失智長者成效探討」至第十七屆
長期照護學術研討會獲接受。
中國上海市金山區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健康管理骨幹赴臺團等16人
參訪本中心，就社區健康服務中心管理運作與政策推動進行交流。
參與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2019第六屆全人健康促進研討會」，以
「運用社區營養教育提升區民營養素養之成效探討-以臺北市內湖區為
例」為題參加海報投稿。
接受本府研考會有關研考一條鞭公文管考項目之檢核。
假大湖公園與乳癌病友學會共同辦理「2019點亮雙色粉紅絲帶~愛的禮
物-家庭日」活動，進行癌症防治宣導。
結合內湖區公所、內湖分局等區級單位假大湖公園辦理「閃亮內湖 健
康幸福」-內湖社會安全網為您留一盞燈大型宣導活動。
邀請臺北市政府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
委員及內政部營建署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委員王武烈建築師輔導
本中心無障礙設施。
至國民健康署預防及延緩失能整合計畫專案管理辦公室進行108年健康
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金點獎-「銀髮繽紛充能 吃出健康好食力 Yes！
We can！！」第二階段口頭報告。
結合臺北市內湖社區安全與健康協進會、臺北市內湖區公所假大湖公
園陽光草坪辦理2019內湖國際安全社區成果分享暨歲末感恩聯歡會，
當日由黃副市長珊珊與局長蒞臨致詞，中心設攤進行自殺防治及
CPR+AED 實作宣導。
配合國民健康署委託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進行高齡友
善健康照護機構機構訪談，做為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2.0(衛生所)進
階版認證基準參考。
參加衛生局108年度例行性記者會，以「居家安全很簡單 掌握123」為
題發布新聞稿。
衛生局108年度健康服務中心業務考評頒獎，本中心榮獲獎項臚列如
下:
（一） 12區綜合績效績優獎：第2名。
（二） 服務達標獎：第1名。
（三） 子宮頸癌篩檢陽性個案追蹤績優獎：第1名。
（四） 子宮頸癌篩檢名冊完成率績優獎：第1名。
（五） 乳癌篩檢名冊完成率績優獎：第1名。
（六） 大腸癌篩檢陽性個案追蹤績優獎：第2名。
（七） 口腔癌篩檢陽性個案追蹤績優獎：第3名。
（八） 品質獎：第1名。
（九） 疫苗相關管理及行政作業績效獎：第1名。
（十） 預防接種防治成效大海撈針獎：第1名。
（十一） 流感疫苗卓越獎：第1名。
（十二） 流感疫苗社區接種成效獎：第1名。
（十三） 急性傳染病防治績優獎：第1名。
（十四） 急性傳染病防治達標獎：第1名。
（十五） 幼兒常規疫苗催種成效績優獎：第2名。
（十六） 疾病管制獎：第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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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日期

2月24日

5月12日
6月17日
7月22日
7月24日
9月19日
10月5日
11月27日

12月5日

12月11日

12月24日

重要記事
（十七） 長期照護績優獎：第1名。
（十八） 精神照護八面玲瓏獎：第1名。
（十九） 自殺防治業務績優獎：第1名。
（二十） 精神照護管理權威獎：第1名。
（二十一） 心理衛生成效卓越獎：第4名。
（二十二） 食品藥物管理績優獎：第1名。
（二十三） 臺北市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及市立聯合醫院65-74歲肺炎鏈
球菌疫苗接種獎勵計畫：第9名。
參加衛生局109年度例行性記者會，以「有「志」一同~翻轉幸福贏得
精彩人生」為題發布新聞稿。
參加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2020醫護與健康科技研討會」投稿線上
發表，以「運用行動公共衛生資訊管理系統(mHealth)於慢性病個案管
理之成效探討」、「社區長者複合式防跌方案介入之成效探討～以內湖
區為例」為主題參加海報投稿。
參與內湖社區安全與健康協進會理監事會議與會員大會，進行社區事
故傷害監測報告。
接受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辦理所屬機關推動公文處理成效檢核。
參與內湖區公所辦理「2020動感內湖躍出幸福-社會安全網暨全民運動
休閒推廣」活動，進行長照服務及失智症防治宣導。
參加衛生局109年度例行性記者會，以「養肌防老1、2、3，1日 2杯奶
3餐優蛋白」為題發布新聞稿。
本中心接受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2.0專家實地輔導，由衛生局健
康管理科官碧蓮專員帶隊，連同輔導專家學者共6位蒞臨指導。
結合臺北市內湖社區安全與健康協進會、臺北市內湖區公所假臺北市
網球中心辦理2020國際安全社區成果分享暨感恩聯歡會，當日李碧慧
副局長蒞臨，中心設攤進行預防一氧化碳中毒、用藥安全、健康餐盤
宣導。
參與 AIT 辦理 Health and Wellness Fair 健康博覽會健康展，中心設站主
題為心理健康（自殺防治專線）與健康飲食｢我的健康餐盤」互動問答
遊戲。
衛生局109年度健康服務中心業務考評頒獎，本中心榮獲獎項臚列如
下:
（一） 12區綜合績效績優獎，本中心榮獲第1名。
（二） 服務達標獎第1名。
（三） 服務績優獎第1名。
（四） 子宮頸癌篩檢陽性個案追蹤績優獎第1名。
（五） 子宮頸癌篩檢名冊完成率績優獎第1名。
（六） 乳癌篩檢名冊完成率績優獎第3名。
（七） 大腸癌陽性個案追蹤績優獎第1名。
（八） 大腸癌篩檢名冊完成率績優獎第2名。
（九） 疫苗催種成效績優獎第3名。
（十） 疫苗相關管理及行政作業績效獎第1名。
（十一） 預防接種防治成效大海撈針獎第1名。
（十二） 流感疫苗卓越獎第1名。
（十三） 流感疫苗社區接種成效獎第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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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110

日期

重要記事

（十四） 急性傳染病防治績優獎第1名。
（十五） 社區衛教卓越獎第1名。
（十六） 防疫志工招募成效獎第1名。
（十七） 防疫人力參訓卓越獎第1名。
（十八） 疾病管制獎第3名。
（十九） 長照菁英獎第1名。
（二十） 長照英雄獎第1名。
（二十一） 精神照護八面玲瓏獎皇冠。
（二十二） 精神照護管理權威獎翡翠。
（二十三） 自殺防治業務績優獎皇冠。
（二十四） 心理衛生成效卓越獎第2名。
（二十五） 食品藥物績優獎第1名。
參加衛生局110年度例行性記者會，以「健腿防跌三妙招 增肌防跌沒
5月10日
煩腦」為題發布新聞稿。
參加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2021醫護與健康科技研討會」，以「社區
糖尿病健康識能課程介入之成效初探～以內湖區為例」、「社區長者營
5月11日
養教育方案介入之成效探討～以內湖區為例」、「社區健走運動成效探
討～以內湖區為例」、「後疫情時代，改變大腸癌篩檢方式介入成效探
討」為題參加線上投稿。
參加110年台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獎-共老獎口頭報告，以「摩
8月18日
登銀髮 高齡不老 在地樂活安全一把罩」為題參加投稿。
結合內湖區公所於大湖公園「2021舉手投足活力內湖－社會安全網暨
10月16日
全民休閒運動推廣」活動設攤進行心理衛生及自殺防治宣導。
10月28、29日 參與內湖區第4度國際安全社區線上認證。
參加 HBSC 年會暨後疫時代健康產業平衡計分卡策略管理線上研討
11月6日
會。
內湖安全社區率先全國通過第4度國際安全社區認證。由瑞典
11月23日
Guldbrand Skjonberg 博士及社區代表共同簽署國際安全社區認證書。
11月13日
內湖區 COVID-19疫苗中型接種站，由臺北市醫師公會媒合醫護人
至
力，假內湖區慈濟基金會內湖聯絡處辦理疫苗接種；共辦理接種第14
12月4日
期至16期（11月13日至12月4日共9場次），總計接種3,000人。
期間共9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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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日期

重要記事

12月24日

衛生局110年度健康服務中心業務考評頒獎，本中心榮獲獎項臚列如
下:
（一） 食品藥物管理績優獎第1名。
（二） 長期照護品質提升菁英獎第3名。
（三） 精神照護衝鋒陷陣獎綠箭俠獎。
（四） 精神照護八面玲瓏獎皇冠獎。
（五） 精神照護管理權威獎皇冠獎。
（六） 自殺防治業務績優獎皇冠獎。
（七） 心理衛生成效卓越獎第1名。
（八） 疫苗催種成效績優獎第5名。
（九） 疫苗相關管理及行政作業績效獎第1名。
（十） 預防接種防治成效大海撈針獎第1名。
（十一） COVID-19疫調辛勞獎。
（十二） 社區衛教卓越獎第1名。
（十三） 急性傳染病防治績優獎第1名。
（十四） 防疫人力參訓卓越獎第1名。
（十五） 疾病管制獎第5名。
（十六） 服務達標獎第1名。
（十七） 服務績優獎第1名。
（十八） 四癌篩檢服務績優獎第1名。
（十九） 四癌篩檢陽追績優獎第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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