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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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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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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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

 團體系列活動  收托老人團體活動  大同日照  收托老人及家屬、義工義務天使  健康保健   105     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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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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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9,652

  228    2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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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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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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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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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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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41

 團體系列活動  門診團體護理指導  台北門診  就診民眾及其家屬  健康保健    75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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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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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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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保健     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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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諮詢/電訪追蹤     4       400

 專案活動  家醫科疫苗接種  家醫科  社區團體、機構及學校等  健康保健     2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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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減重     8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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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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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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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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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653

 衛教講座  社區健康講座  社區醫學中心  社區民眾  健康飲食     1       300

 衛教講座  社區健康講座  社區醫學中心  社區民眾  健康保健    17       755

 專案活動
 健康馬偕護心運動及督導社區婦幼診所預防注射

業務
 社區醫學中心  社區民眾  健康保健     8       621

 團體系列活動  大同區老人據點及銀髮族樂活站健康促進活動  社區醫學中心  社區民眾  健康保健     7       376

 衛教講座  社區健康講座  社區醫學中心  社區民眾  健康減重     6       152

 衛教講座  社區健康講座  社區醫學中心  社區民眾  癌症防治     3       356

 疾病篩檢  馬偕義工暨大同老人日照中心免費骨密檢測  社區醫學中心  社區民眾  健康篩檢     9       880

 電話諮詢  130週年~活力九九重陽敬老活動  社區醫學中心  社區民眾  健康諮詢/電訪追蹤     2     2,014

 健康園遊會/主題活動  130週年海報展  社區醫學中心  社區民眾  其它  --       600

 疾病篩檢  社區健康服務  癌症中心  社區民眾  癌症防治     6       401

 衛教講座  社區健康促進活動  癌症中心  社區民眾  健康保健     3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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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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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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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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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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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20

  448    65,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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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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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2,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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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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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495

   35     7,676

總計：711場 98,052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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