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需求篩選工具
(患者完整版)
評分說明：
關於住宅、食物、交通、公共事業、托兒、就業、教育和財務
問題：加下劃線的答案表示該類別的社會需求的正面回答。
關於個人安全問題：當這些問題的答案的數值加總時，值大
於 10 表示個人安全的社會需求的正面回答。

住宅
1. 您目前的居住情況是什麼？1
 沒有住宅 (我跟別人一起住，住在飯店、住在庇護
我
所、住在外面的街道上、住在海灘上、住在車內、廢棄
的建築物、公車站或火車站、或公園里)
	現在我有住房，但我擔心將來會失去住房
	我有住房”
2.	
想想您居住的環境。您是否有以下任一個問題？(可複選)2
害蟲侵染
黴菌
油漆或水管含鉛
暖氣不足
爐子無法運作
沒有煙霧探測器或不作用
漏水
以上皆非

食物
3. 在
 過去 12 個月裏，您是否擔心食物在您有錢購買更多之
前消耗完畢？3
經常擔心
有時擔心
從不擔心
4. 在過去

12 個月裏，您購買的食物不夠用，而且您沒有錢
買更多。3
經常擔心
有時擔心
從不擔心

交通 | 資源和/或行動
5. 	在過去 12 個月裏，沒有交通工具使您無法就診、開會、
工作或取得日常生活所需？(可複選)1
是的，這使我無法獲得醫療預約或服用藥物
是的，這使我無法參加非醫療會議、預約、工作或無
法獲得我需要的東西
否

公用事業
6. 在
 過去 12 個月裏，電、瓦斯、油或水公司是否威脅將您
家中的電、瓦斯、油或水關掉？4
是
否
已經關閉

托兒
7.	托兒的問題是否讓您難以工作或求學？5
是
否

就業
8. 您是否有工作？6
是
否

教育
9. 您是否有高中學歷？6
Yes
No

財務
10.	您有多常發生這種情況？我沒有足夠的錢支付我的帳單：7
從未發生
很少發生
有時發生
經常發生
經常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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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安全
11. 	任何人，包括家人，多常傷害您的身體？8
___ 從未 (1)
___ 很少 (2)
___ 有時 (3)
___ 通常 (4)
___ 經常 (5)
12. 	任何人，包括家人，多常侮辱或責罵您？
___ Never (1)
___ Rarely (2)
___ Sometimes (3)
___ Fairly often (4)
___ Frequently (5)

8

13.	任何人，包括家人，多常威脅要傷害您？8
___ Never (1)
___ Rarely (2)
___ Sometimes (3)
___ Fairly often (4)
___ Frequently (5)
14. 任何人，包括家人，多常尖叫或咒罵 您？8
___ Never (1)
___ Rarely (2)
___ Sometimes (3)
___ Fairly often (4)
___ Frequently (5)

0

問題 11–14 的總分： _________
關於個人安全，大於 10 的正分畫面。

問題 1-6 和 11-14 源自參考部分中所列的來源。10 個問題經過美國國
家醫藥學會的改編，並經同意在此文件中重新印製。您可以在以下
找到 NAM 問題：
	Billioux A., Verlander K, Anthony S, Alley D. 臨床環境中與健康相關
的社會需求的標準化篩查。負責任的健康社區篩選工具。討論文
件。美國國家醫藥學會。Washington, DC. www.nam.edu/wp-content/
uploads/2017/05/Standardized-Screening-for-Health-Related-SocialNeeds-in-Clinical-Settings.pdf.存取日期：2018 年 10 月 3 日。
問題 7-10 源自參考部分中所列的來源。四個問題經過衛生福利部改編
並在此文件中重新印製。您可以在以下找到衛生福利問題：
 生福利。社會需求篩選工具：www.healthleadsusa.org/wp-content/
衛
uploads/2016/07/Health-Leads-Screening-Toolkit-July-2016.pdf。存取日
期：2018 年 10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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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
15. 您是否要協助以滿足任何這些需求？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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