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  活動型態  服務名稱  負責單位  服務對象  類別  場次  服務人次

 團體系列活動  調理包回饋社區獨居老人  社服室  台北縣市社區中低收入獨居老人  送餐服務  --     10,549

 團體系列活動  家屬關懷俱樂部  遠距居家照護  居家照護個案之家屬  健康諮詢/電訪追蹤  --      2,148

 團體系列活動  早產兒訪視關懷  遠距居家照護  早產兒  健康諮詢/電訪追蹤  --         92

 團體系列活動  支持團體活動  社會服務室  病患及家屬、一般民眾  健康保健     83     13,929

 團體系列活動  健康生活照顧服務  大同日照  大同區社區民眾  健康保健     94      1,621

 疾病篩檢  愛在尖石，e起守護健康  院長室  新竹縣尖石鄉民眾  健康篩檢      2        229

   179     28,568

 衛教講座  均衡營養與健康減重  營養課  社區一般民眾、院內職員等  健康飲食     65      2,415

 衛教講座  安產系列講座  遠距居家照護  準媽媽及準爸爸或家屬  健康保健     34      3,284

 電話諮詢  馬偕健康諮詢專線  遠距居家照護  社區民眾  健康諮詢/電訪追蹤  --     11,145

 電話諮詢  遠距社區健康服務  遠距居家照護  遠雄住戶  健康諮詢/電訪追蹤     87      1,510

 電話諮詢  出院計畫服務  遠距居家照護  中山區及大同區個案及家屬  健康諮詢/電訪追蹤  --      1,026

 電話諮詢  門診團體護理指導  台北門診  就診民眾及其家屬  健康保健     92      2,677

 衛教講座  院外演講及宣導  精神科  專業人員、教師、鄰里長、義工  心理衛生     32      1,600

 團體系列活動  自殺防治中心團體治療  精神科  有需求之個案及自殺者遺族  心理衛生    106        639

 衛教講座  家醫科支援社區演講  家醫科  社區團體、機構及學校等  健康減重     45      5,097

 疾病篩檢  家醫科體檢、篩檢  家醫科  社區團體、機構及學校等  健康保健      4        466

 電話諮詢  家醫科醫療站諮詢  家醫科  社區團體、機構及學校等  健康篩檢      5        355

 健康園遊會/主題活動  家醫科主題系列活動-夏日減重班  家醫科  社區團體、機構及學校等  健康諮詢/電訪追蹤      8        199

 電話諮詢  藥物諮詢專線  藥劑部  就診民眾及社區民眾  健康諮詢/電訪追蹤  --      3,692

 電話諮詢  中山及大同區子抹諮詢  婦產科  中山區及大同區婦女  健康諮詢/電訪追蹤  --      4,433

 電話諮詢  中山及大同區乳攝諮詢  檢查科  中山區及大同區婦女  健康諮詢/電訪追蹤  --      4,205

 衛教講座  社區健康講座  社區醫學中心  社區民眾  健康飲食      4        180

 衛教講座  社區健康講座  社區醫學中心  社區民眾  健康保健     27        730

 衛教講座  社區健康講座  社區醫學中心  社區民眾  社區防疫     19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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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社區健康促進服務成果

 衛教講座  社區健康講座  社區醫學中心  社區民眾  菸害防制     10      3,124

 專班  戒菸班計劃  社區醫學中心  社區民眾  菸害防制      8        103

 疾病篩檢  社區健康活動  社區醫學中心  社區民眾  健康篩檢      7      1,149

 健康園遊會/主題活動  婦幼關懷月諮詢  社區醫學中心  社區民眾  健康諮詢/電訪追蹤      1      2,363

 電話諮詢  新興教會健康服務站  社區醫學中心  社區民眾  健康諮詢/電訪追蹤      9        258

 專案活動  社區志工教育訓練  社區醫學中心  社區民眾  志工訓練      5        313

 衛教講座  社區健康服務  癌症中心  社區民眾  癌症防治     14      1,159

 衛教講座  社區健康促進活動  感染管制中心  社區民眾  社區防疫      5        200

 衛教講座  健康促進講座  糖尿病中心  就診民眾及家屬、社區民眾  健康保健     23      1,021

 團體系列活動  社區心理成長活動  協談中心  社區民眾  心理衛生     34        183

 電話諮詢  平安線及心理諮商服務  協談中心  社區民眾及有需求個案  健康諮詢/電訪追蹤  --     14,355

 電話諮詢  健康諮詢服務  健檢中心  中山區及大同區民眾  健康諮詢/電訪追蹤     15      2,305

   659     71,366

 團體系列活動  社區獨居老人送餐服務  社服室  中山區獨居老人  送餐服務  --      4,446

 衛教講座  用藥安全宣導  藥劑部  就診民眾及社區民眾  健康保健     40      3,198

 電話諮詢  社區心理全方位服務  精神科  台北市西區之社區民眾  心理衛生  --      1,634

 專案活動
 台東八八風災中長期服務計劃與網

站建構事務
 精神科  災區居民  心理衛生  --        155

 專案活動
 自殺防治危險性分級化服務計劃暨

酒癮戒治服務計劃
 自殺防治中心  社區民眾  心理衛生  --        349

 團體系列活動  失智症社區網路  遠距居家照護  社區失智症患者及家屬  社區防疫     11        642

 專班  社區職場戒菸班
 社服室/台北社

區醫學中心
 社區民眾及職場員工  菸害防制      8        103

 健康園遊會/主題活動
 職場減重暨體適能、101減重系列

活動

 台北社區醫學

中心
 社區民眾及職場員工  健康減重    137      6,142

   196     16,669

總計：1,034場 116,603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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