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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問卷調查方式評估某社區健康促進計畫
酒小蕙1

陳曾基2

目的：醫院辦理社區醫療服務，是落實預防保健，提供連續性照護的方

法之一，以問卷調查方式評估某社區健康促進計畫。
方法：2016年辦理5場社區醫療服務，透過服務項目的參與人數統計及
滿意度調查，以描述性統計方法分析。
結果： 統計1,223份問卷發現：民眾參與程度最高的項目為「眼壓檢
查」，「醫療諮詢（慢性腎臟病除外）」服務的參與度最低，檢查結果
以「牙齒檢查」異常發生率最高，滿意度調查結果以「您對醫療人員專
業的程度」得分最高，「您對提供的服務項目」得分最低。
結論：社區醫療服務提供簡易的健康檢查，具有醫療服務的可近性，未
來持續努力的目標為提高民眾參與，增加民眾對口腔衛生的保健知識，
改善服務場地的流程與標示。
（台灣家醫誌 2017; 27: 241-8） DOI: 10.3966/168232812017122704006
關鍵詞：社區醫療、滿意度、預防保健

前

言

醫學中心為配合衛生署政策，落實醫學
中心深耕社區理念，建立與社區居民良

北投區位處臺北市最北端，統計至

好互動關係，故於民國85年即結合地方

2017年1月底有25萬7,385人口[1]，男女比

資源，透過社區醫療服務，主動發現社

為0.93:1，以40-64歲中壯年人口居多佔

區異常個案，指導社區民眾正確的健康

42.9%，65歲以上老人人口佔14.7% [2]。

觀念及知識，提供健康諮詢，達到健康

係屬一融合住宅、工商、農牧綜合發展

生活化，生活健康化的目的，社區民眾

之地區。北投區醫療資源豐富，有榮民

參與醫療的需求項目及滿意度，可作為

總醫院、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未來規劃醫療服務的參考。

振興醫院、關渡醫院提供完善的醫療服
務，診所分布轄區，另有北投健康服務

社區醫療的意義

中心提供社區居民健康促進及管理服

醫院在社區醫療中扮演的角色，

務。世界衛生組織渥太華憲章中指出

可協助民眾培養健康行為，建立顧客關

[3]

「社區為健康促進的最佳介入點」 ，某
1

係，建構連續性醫療服務，是一種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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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渥太華憲章提出「健康城市的

顯著性效果，年齡愈大回診率較高

[9,10]

。

概念」，以「在地化、社區化」達到健
康促進的目的，健康促進活動可依據渥

目的

太華五大行動綱領作為推動的準則，包

一、瞭解社區民眾對社區醫療服務的參

括政府的健康政策、增強社區行動力、
建置支持性環境、增進個人技巧、重新
定位健康服務

[3,4]

。健保自85年實施免費

與程度。
二、瞭解社區民眾對社區醫療服務的滿
意程度。

[5]

成人健檢，使用率約為14.4-35.9% ，在

材料與方法

新北市社區民眾對醫院的醫療需求調查
發現：49.5%有做過健康檢查，僅23.5%
有每年定期做健康檢查，社區民眾70.4%
希望醫院提供諮詢服務，27.7%希望醫院
[6]

對象
某醫學中心位於北投區，服務轄區

辦理社區義診服務 。某醫學中心辦理免

以以北投、士林區的社區居民為服務對

費的社區醫療服務，集合不同領域的醫

象，2016年在北投區文化里、福興里、

療人員，提供了一個可近性、簡易、基

永欣里、清江里及立農里等5個里，辦理

礎的健康檢查內容，部分檢查項目像眼

社區醫療服務，提供健康篩檢與健康諮

壓、牙齒檢查等，當場就知道結果，抽

詢等服務，以參加醫療服務的居民為資

血檢查、腸癌篩檢後續寄發報告及專人

料分析的對象。

追蹤返診，各項醫療問題現場有醫療人
員可作諮詢服務，且安排在假日，辦理

方法

地點多為鄰里活動中心，降低民眾到醫

一、以臨床實務經驗擬訂以醫院為中心

院的焦慮心情，提高參與的可近性，達

的社區醫療服務架構：配合社區健

到促進民眾參與健康檢查的意願。

康需求及國家政策，由某醫學中心
社工室規劃服務項目，結合健康服
務中心、里長等社區資源，共同辦

社區醫療服務指標
社區健康的成效評估指標以服務人

理整合性的健康篩檢服務。院內參

數、回診率、滿意度為專家所認同，民

與的專科團隊包括社工室、家庭醫

眾滿意度調查不但為品質指標，也是民

學部、護理部、口腔醫學部、眼科

[7]

眾選擇就醫服務的依據之一 。滿意度調

部、婦女醫學部、腎臟科、病理檢

查可分析不滿意處進行檢討改進，藉以

驗部、藥劑部、營養部等院內10多

提升服務品質，在某醫學中心門診護理

個部科50多人。活動地點由里長安

諮詢的滿意度調查中以Likert Scale五分

排，選擇交通便利如社區活動中

法評值，民眾對「整體滿意」及「服務

心、里長辦公室或當地廟宇為主，

態度」皆達到4.6分以上的肯定，但地點

里辦公室提供桌、椅、電源等設

[8]

標示及指引是最不滿意的項目 。有研究

備，由某醫學中心、健康服務中心

發現，參與成人健檢者，健康促進的構

及里長在活動前一天作場地佈置，

面較佳，在影響回診的研究中發現，轉

里長在活動前要公告活動內容，邀

診的回診率為28.3%，醫師囑咐對回診有

請里民參與，當天也會利用廣播系

台灣家醫誌
民國106年27卷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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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及標示」、「您對提供的服務

二、服務項目：依據生命統計流行病學

項目」、「您對醫療人員專業的

資料，以中老年疾病、慢性病防治為

程度」、「醫療人員對於問題的

主，提供整合式服務內容。與健康服

解釋及處理」、「參與本次服務

務中心採分工方式辦理，某醫學中心

增加自己對健康狀況及保健知

負責代謝性症候群篩檢、眼壓檢查、

識的了解」、「您對整體醫療

口腔篩檢、骨質密度檢查及婦科諮

服務的滿意度」等7個問題，以

詢、醫療諮詢（慢性腎臟病除外）、

Likert Scale五分量表評估，「很

藥物諮詢、護理諮詢、營養諮詢、尿

不滿意」、「不滿意」、「可接

糖尿蛋白檢查、慢性腎臟病篩檢及

受」、「滿意」、「很滿意」，

諮詢。健康服務中心負責測量身高、

另加1選項「不清楚」。

體重、腰圍、臀圍、乳房攝影登記、

（二）執行流程：凡參與民眾皆提供問

失智症篩檢，並由健康服務中心聯

卷1份，內容包含健康服務項目及

絡抹片車、X光車、乳房攝影車等。

滿意度問卷調查內容，民眾每完

服務項目會依據國家政策而調整，如

成1項健康服務項目蓋1個印章，

2010年起推動癌症篩檢，故增加口腔

民眾可依據需求完成健康服務項

癌篩檢及大腸癌篩檢，2015年配合推

目，為確保問卷繳回，問卷繳回

動器官捐贈宣導、菸害防制及減重

時可收到1份禮品。

諮詢等。每場大型的社區醫療服務

（三）資料分析：問卷調查結果以Excel

須使用的器材包括眼壓計、骨密機、

及SPSS統計軟體建立資料庫及

抽血器材、尿糖尿蛋白試劑、糞便

分析，採單變相統計分析次數分

棒、電腦及健保讀卡機、宣導品、指

配、百分比及序位，需求項目係

引牌、活動背心等。活動預算由社區

依據民眾參與項目的完成數統計

醫療費用下支應，每場花費約10萬元

數量、百分比及排序。代謝症候

左右，項目佔用的經費比例依序為檢

群診斷定義參考NCEP ATP III，腰

驗費佔55%、宣導品佔15%、加班費

圍男性≥90 公分，女性≥80 公分、

佔13%、海報文具費佔9%、餐點費

血壓收縮壓≥130 mmHg或舒張壓

佔5%、雜費佔4%。

≥85 mmHg、空腹血糖≥100 mg/

三、異常個案處理：檢查結果當場得知

dL、高密度膽固醇男性<40 mg/

為異常，除提供指導外，會開立轉介

dL，女性<50 mg/dL、三酸甘油酯

單，30天內持轉介單回院，可減免掛

≥150 mg/dL等五項危險因子來判

號費。腸篩及代謝症候群篩檢異常

定，符合三項就確定為異常個案

民眾，有專人寄發報告，電話提醒返

[11,12]

。

診，電話追蹤返診。
四、資料收集及執行方法：

結

果

（一）工 具 ： 由 自 擬 的 滿 意 度 調 查 問
卷，問卷內容包括「醫療人員的
服務態度」、「您對服務環境整

2016年共辦理5場社區醫療服務，有
效問卷1,223份，分析推動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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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社區醫療服務民眾完成率 (n=1,223)

基本資料
參與社區醫療服務人數以女性居多
佔68.1%，41-64歲最多佔61.4%，民眾有

項目
眼壓檢查

人數
962

參與完成率
96.4

93.2%，榮民有6.8%（表1）。

代謝症候群篩檢

844

69.0

牙齒檢查

595

59.6

骨質密度檢查

581

58.2

器官捐贈宣導

379

38.0

慢性腎臟病諮詢

300

30.1

大腸直腸癌篩檢

278

27.9

表1 社區醫療服務民眾基本資料 (n=1,223)
類別
性別
年齡

類別

項目
男

人數
390

百分比
31.9

女

833

68.1

口腔癌篩檢

267

26.8

81

6.6

營養諮詢

236

23.6

41-64歲

751

61.4

護理諮詢

177

17.7

65歲以上

391

32.0

藥物諮詢

126

12.6

94

9.4

40歲以下

榮民

83

6.8

民眾

1140

93.2

服務項目參與完成率
某醫學中心與健康服務中心共同辦
理的社區醫療提供項目可達20項，但若

醫療諮詢（慢性
腎臟病除外）

表3

社區醫療服務篩檢異常比率

項目
篩檢人數 異常人數 異常比率
595
595
100.0
牙齒檢查
844

200

眼壓檢查

962

128

13.3

骨質密度
檢查

581

75

12.9

大腸直腸
癌篩檢

542

33

6.1

口腔癌篩
檢

267

3

1.1

由健康服務中心所辦理的小型場次，服

代謝症候
群篩檢

務項目約為10項，且某醫學中心參與的
項目僅有口腔篩檢及大腸直腸癌篩檢服
務。分析社區民眾參與完成率達50%以
上的項目依序為「眼壓檢查」(96.4%)、
「代謝症候群篩檢」(69.0%)、「牙齒
檢查」(59.6%)、「骨質密度檢查」
(58.2%)。完成率較低的前3位為「醫療

23.7

諮詢（慢性腎臟病除外）」(9.4%)、
「藥物諮詢」(12.6%)、「護理諮詢」

人數200人，88人返診治療，回診率為

(17.7%)（表2）。5項篩檢結果：牙齒

44.0%，口腔癌篩檢返診率為33.3%。

檢查100%有異常發現，代謝症候群的
異常率為16.4%，眼壓異常則為13.3%，
骨質密度檢查異常12.9%，大腸直腸癌
篩檢陽性率為6.1%，口腔癌篩檢陽性
率為1.1%（表3）。其中代謝症候群及
腸癌篩檢異常個案由專人電話通知異常
報告，提醒返診，代謝症候群追蹤異常

服務滿意度調查
7個題目以Likert Scale五分法計分平
均得分4.40分，「您對醫療人員專業的
程度」得分最高4.44分，「您對提供的
服務項目」得分最低4.37分（表4）。

台灣家醫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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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調查 (n=1,223)

表4
項目

平均
得分

很不滿意

不滿意

可接受

滿意

很滿意

醫療人員的服務態度

4.39

2 (0.3)

8 (1.1)

7 (0.9)

699 (57.2)

507 (41.4)

您對服務環境整潔及
標示

4.39

3 (0.4)

15 (1.9)

23 (2.9)

642 (52.5)

540 (44.1)

您對提供的服務項目

4.37

2 (0.2)

18 (2.3)

17 (2.2)

670 (54.8)

516 (42.2)

您對醫療人員專業的
程度

4.44

1 (0.1)

12 (1.5)

15 (1.9)

625 (51.1)

571 (46.70)

4.40

2 (0.3)

19 (2.4)

9 (1.2)

650 (53.1)

544 (44.4)

4.40

1 (0.1)

24 (3.1)

12 (1.5)

638 (52.2)

548 (44.8)

4.43

1 (0.1)

16 (2.0)

5 (0.6)

640 (52.3)

562 (45.9)

4.40

0.2

2.0

1.6

44.2

53.3

醫療人員對於問題的
解釋及處理
參與本次服務增加自
己對健康狀況及保健
知識的了解
您對整體醫療服務的
滿意度
平均值

資料以人數（百分比）呈現

討

論

詢問就醫科別佔68.5%最多，分析諮詢服
務的使用率低之原因：民眾希望的服務

參與社區醫療服務以女性居多佔

項目與實際需要項目，因時機的不同會

68.1%，與林等參與健康檢查女性居多

有差距，社區醫療服務民眾身體狀況良

[3]

（佔53.0%）結果類似 。41-64歲居多佔

好，故當日活動時間內並無諮詢服務的

61.4%，年齡最小18歲，最高90歲，與某

需求。社區醫療服務提供了多專業領域

醫學中心健康檢查門診比較，41-64成人

的一對一服務，且諮詢服務是提供民眾

健檢人數佔健檢業務之21.5%，顯示參與

健康知識的方法之一，未來可透過有趣

社區醫療服務民眾的年齡層集中在中壯

的活動方式，加強諮詢服務的吸引力，

年，且年齡層較廣泛。榮民參與社區醫

主動提供民眾健康資訊，提升自我照顧

療佔7.1%，一般民眾佔93.2%，某醫學中

的能力及預防保健的觀念。

心健康檢查榮民亦僅佔17.7%，由於社會
的變遷，榮民身分族群比例較低。

牙齒檢查的異常率100%，異常原
因以齲齒居多、牙結石、口腔黏膜炎

民眾參與較多的項目前3項為眼壓

等，代表口腔問題在日常生活中被忽略

檢查、代謝症候群篩檢、牙齒檢查，皆

的隱憂，定期牙齒檢查，早期發現早期

為生理檢查項目，而諮詢服務的參與度

治療，可預防疾病的惡化，提供社區民

最低，醫療諮詢（慢性腎臟病除外）佔

眾口腔的保健知識，應是未來社區服務

9.4%，但新北市的研究社區民眾70.4%

的重點項目。代謝症候群的異常比率為

「希望醫療院所提供諮詢服務」，且依

23.7%，與某醫學中心成人健檢的資料代

據某醫學中心尋求諮詢服務項目中，以

謝症候群的異常比率28.3%相差不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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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症候群異常回診率為44.0%，口腔癌篩

境整潔及標示」分數為4.39分為第二不

檢陽性個案返診率為33.3%。在林、劉探

滿意項目，分析原因社區醫療服務地點

[9]

討基層轉診回診率的調查發現 ，基層醫

多為里民活動中心或廟宇，常受限場地

院轉診回診率28.3%，轉診目的為檢查或

的實際狀況，必須機動性調整，故流程

診斷之轉診回診率為34.0%，治療及手術

及標示運作上較多困難，未來應持續改

者其轉診回診率分別為24.4%、16.4%，

善，場地的指引不滿意與筆者對門診諮

顯示某醫學中心社區醫療的異常個案回

詢服務的滿意度結果相符 。社區醫療服

診率不算低。某醫學中心腸篩及代謝症

務品質指標除民眾滿意度調查，回診率

候群篩檢異常民眾，有專人寄發報告，

及回診滿意度調查，未來可納入評值指

電話提醒返診，並提供轉診回診單，可

標。

獲得回診後掛號費優免的誘因，可能是

研究優勢

[8]

民眾願意回診的原因。電話訪問30位代

某醫學中心社區醫療服務為跨專科

謝症候群未回診的民眾，發現未回診原

團隊服務，提供專業的服務內容，民眾

因依序為：忘記(30%)、太忙(27%)、出

的信任性感及參與率高，收集資料的便

國(17%)、沒病痛不需要(10%)、已有習

利性高。

慣的就醫場所(10%)等。與林等分析未回
診原因有看他科、太忙或忘記等結果相
[10]

研究限制

。透過社區醫療服務篩檢，發現異

本研究僅透過參與項目及滿意度調

常個案，追蹤民眾回院診療，是實施社

查結果分析，相關的影響因素並未作深

區醫療服務的價值，未來若人力許可，

入探討。

似

將社區檢查資料與醫院作連結，整合訊
息，作異常個案的轉介及追蹤，串連社
區到醫院整體性的個案管理，可作為某
醫學中心未來努力的方向。
滿意度調查以「您對醫療人員專

未來研究方向
未來可探討影響社區民眾參與醫療
服務項目的相關因素作瞭解，可供未來
活動的設計上的參考。

業的程度」得分最高4.44分，分析某醫
學中心參與活動人員，為醫學中心專業

結論

醫療團隊，且固定參與社區業務，具有

以問卷調查方式評估社區健康促

熱誠且熟悉作業流程，顯示社區民眾對

進計畫，由資料分析中發現社區民眾對

某醫學中心提供的社區醫療服務為正向

社區醫療服務的參與程度較高的前三位

肯定。「您對提供的服務項目」得分最

依序為「眼壓檢查」、「代謝症候群篩

低4.37分，在民眾開放性意見中發現：

檢」、「牙齒檢查」。社區民眾對社區

希望抽血項目多一點、男性希望能作骨

醫療服務的滿意程度以「您對醫療人員

質密度測量、希望每場都有胸部X光攝

專業的程度」得分最高。社區醫療服務

影等，民眾的意見在年終的跨團隊檢討

提供簡易的健康檢查，具有醫療服務的

會中皆提出討論，會議決議：「考量民

可近性，未來持續努力的目標為提高民

眾需求，檢查項目的增減會依據經費與

眾參與，增加民眾對口腔衛生的保健知

政策的趨勢作調整」。另「您對服務環

識，改善服務場地的流程與標示。

台灣家醫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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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小蕙

參考文獻

247

陳曾基

市民眾醫療需求之探討。新臺北護理期刊
2013；15：49-55。

1.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 1 0 6 年 度

7. 張維容、鍾信成：以德菲法建立醫院內部

各月份人口數、戶數統計表。2017年

評估社區健康服務成效之指標。澄清醫護

2月6日，取自http://ca.gov.taipei/public/

管理雜誌 2009；5：45-54。

Attachment/72610484033.html
2. 臺北市北投區戶政事務所：臺北市每月各

8. 酒小蕙：門診病人就醫資訊需求及滿意度
探討。健康與建築雜誌 2016；3：61-6。

行政區按年齡分人口數。2017年2月6日，

9. 林佩君、劉英琪：社區民眾回診行為及

取自http://ca.gov.taipei/ct.asp?xItem=10708

影響因素探討。台灣衛誌 2010；3：228-

0960&ctNode=41896&mp=102001

37。

3. 陳翠芳：健康促進-以老人族群為例。護
理導航 2015；3：2-12。
4. 林佩芬：全民均健-從教育看社區護理與
公共衛生的發展。護理雜誌 2014；61：
14-20。
5. 林川雄、馮兆康、黃建財、黃麗玲、葉德
豐、詹清旭：醫院健康促進行為與挖掘自
費健康檢查顧客之分析。管理實務與理論
研究 2013；2：139-56。
6. 陳瑞文、黃秀英、王育群、林秋芬：新北

10. 林幸智、王梅芳、龐家麗：成人預防保健
依時完成第二階段健檢改善專案。澄清醫
護管理雜誌 2007；2：65-76。
11. 游淑靜、劉建廷、陳靖宜、陳楚杰：宜蘭
縣年輕女性代謝徵候群盛行率及風險因
子之研究。醫務管理期刊 2015；4：294314。
12. Huang PL: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for
metabolic syndrome. Dis Model Mech 2009;
2: 231-7.

[Brief Communication]

248

Evaluation of a Community-Based Health Promotion
Program: A Questionnaire Survey
Hsiao-Hui Chiu1 and Tzeng-Ji Chen2
Purpose: Hospital-led community-based health promotion is one of the most practical approaches

to provide consistent health care.
Methods: A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measure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with ﬁve community-based

health promotion programs implemented in 2016.
Results: Based on the 1,223 responses received, ocular inspection was the program marked

with the highest participation rate (96.4%), while only 9.4% of the participants utilized medical
consultation services. Oral inspection, on the other hand, reported the highest rate of abnormal
ﬁndings. Satisfaction with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he health care providers ranked the highest and
that with the items of the provided services the lowest.
Conclusion: Community-based health care service provides simple and accessible health

examinations and medical services. Future efforts for enhancing its effectiveness should be
directed to raising the participation rate for consultation services, increasing public awareness of
oral hygiene, and improving the operational procedures and directional signage at the venue.
(Taiwan J Fam Med 2017; 27: 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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