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星期 時間 主題 地點 參加對象
106/9/8 週五 13:00-14:00 腦中風認識與預防 OIKOS 社區民眾
106/9/1 週五 9:00-10:00 身心障礙者廚藝教室-中式料理健康飲食原則 大同、中山區身心障礙資源中心 身障者
106/9/1 週五 12:30-13:30 消失的記憶~談失智症 大橋教會 銀髮長者
106/9/1 週五 14:00-16:00 多元健康促進課程~健康促進分組成果展 新興教會 社區民眾
106/9/4 週一 14:00-16:00 多元健康促進課程~健康促進分組成果展 OIKOS 社區民眾
106/9/5 週二 10:30-12:00 腎臟保健之道 朝陽服飾材料街區發展協會 銀髮長者
106/9/6 週三 10:00-11:00 認識衰弱症(含篩檢評估) 中山教會 銀髮長者
106/9/6 週三 10:00-12:00 多元健康促進課程~健康促進分組成果展 政慧基金會 社區民眾
106/9/6 週三 11:00-12:00 給我的人生一個讚~談生命整理回顧 柴寮仔社區發展協會 銀髮長者
106/9/7 週四 10:30-11:30 樂活銀髮~談老年生活心理調適 政慧基金會 銀髮長者
106/9/7 週四 11:00-12:00 認識失智症 中央教會 社區民眾
106/9/7 週四 12:30-13:30 認識衰弱症(含篩檢評估) 建成教會 銀髮長者
106/9/7 週四 13:30-14:30 搶救黃金三小時~腦中風認識與預防 建功里 銀髮長者
106/9/8 週五 12:30-13:30 AD-8篩檢(簡易失智症量表) 大橋教會 銀髮長者
106/9/9 週六 13:30-17:00 兒童健康整合一站式檢查 馬偕健兒門診 學齡前兒童

106/9/11 週一 9:00-11:00 流感/肺炎認識與預防 艋舺教會 社區民眾
106/9/12 週二 16:00-17:30 大腸癌認識與預防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腸篩異常民眾，糖尿病患
106/9/13 週三 10:00-11:00 眼歪嘴斜~是顏面神經麻痺還是中風？ 大同區公所 社區民眾
106/9/13 週三 10:00-11:00 拒絕老掉牙~談銀髮口腔保健(含成人健檢宣導) 中山教會 銀髮長者
106/9/13 週三 11:00-12:00 流感/茲卡認識與預防 三和教會 社區民眾
106/9/13 週三 11:00-12:00 讓我與妳共舞~談與疾病相處之道
(含GDS-15篩檢) 柴寮仔社區發展協會 銀髮長者
106/9/13 週三 13:30-14:10 流感認識與預防 士林、北投身障中心 身心障礙學員
106/9/14 週四 10:15-11:30 搶救黃金三小時~腦中風認識與預防 重新教會 社區民眾
106/9/14 週四 10:30-11:30 高血脂飲食之道 政慧基金會 銀髮長者
106/9/14 週四 13:30-14:30 保密防跌~骨質疏鬆症認識與預防 建功里 銀髮長者
106/9/14 週四 16:00-16:50 To eat or not to eat?學習與慾望相處控制對食物的誘惑 優力公司 公司員工
106/9/14 週四 16:50-17:40 燃脂啟動課程 優力公司 公司員工
106/9/15 週五 10:00-12:00 認識衰弱症(含篩檢評估)(含成人健檢宣導) 公理堂 銀髮長者
106/9/15 週五 10:40-11:30 讓我與妳共舞~談與疾病相處之道(含GDS-15篩檢) 中華社區厝邊頭尾營造協會 銀髮長者
106/9/15 週五 12:30-13:30 樂活銀髮~談老年生活心理調適 大橋教會 銀髮長者
106/9/15 週五 14:30-15:30 健康樂活動起來~簡易運動操指導 蘭州公園 失能長者及其外籍看護員
106/9/17 週日 13:00-14:00 松年團契課程~認識肌少症 泰山教會 社區民眾
106/9/18 週一 13:30-14:30 心血管保健及心率不整檢測 龍洲里 社區民眾
106/9/19 週二 9:30-11:30 長青講座~流感、肺炎認識與預防 味全文教基金會 銀髮長者
106/9/19 週二 14:30-15:30 外傷緊急處理 大倉久和飯店 職場員工
106/9/19 週二 15:30-16:30 認識菸酒危害 大倉久和飯店 職場員工
106/9/20 週三 10:00-11:00 消失的記憶~談失智症 中山教會 銀髮長者
106/9/20 週三 11:00-12:00 搶救黃金三小時~腦中風認識與預防 柴寮仔社區發展協會 銀髮長者
106/9/21 週四 10:30-11:30 心頭小鹿跳~心律不整介紹與檢測 政慧基金會 銀髮長者
106/9/21 週四 12:30-13:30 健康檢查面面觀(含成人健檢宣導) 建成教會 銀髮長者
106/9/21 週四 13:30-14:30 減重班~健康體位介紹 建功里 銀髮長者
106/9/21 週四 14:30-15:30 用藥看標示 大同、中山區身心障礙資源中心 身心障礙者及照顧者
106/9/21 週四 16:00-16:50 面對撞牆期的方法~提升減重效能 優力公司 辦公室人員
106/9/21 週四 16:50-17:40 成果發表~心得分享(限體控班學員) 優力公司 辦公室人員
106/9/22 週五 11:00-12:00 樂活銀髮~談老年生活心理調適 公理堂 銀髮長者
106/9/22 週五 12:30-13:30 讓我與妳共舞~談與疾病相處之道(含GDS-15篩檢) 大橋教會 銀髮長者
106/9/24 週日 13:30-14:30 急救訓練課程 蘆洲教會 社區民眾
106/9/25 週一 10:00-11:00 腸病毒/腸道傳染病/流感認識與預防 國順里辦公室 社區民眾
106/9/25 週一 14:00-15:00 流感認識與預防 集英里活動中心 社區民眾
106/9/26 週二 13:30-14:30 肺部感染症介紹(含肺結核、肺炎、流感) 建功里 銀髮長者
106/9/27 週三 10:00-11:00 AD-8篩檢(簡易失智症量表) 中山教會 銀髮長者
106/9/27 週三 11:00-12:00 健康檢查面面觀(含成人健檢宣導) 柴寮仔社區發展協會 銀髮長者
106/9/28 週四 10:30-11:30 創造腎利人生~談腎臟保健 政慧基金會 銀髮長者
106/9/28 週四 12:30-13:30 樂活銀髮~談老年生活心理調適 建成教會 銀髮長者
106/9/28 週四 13:30-14:30 減重班~飲食過量從心做起 建功里 銀髮長者
106/9/29 週五 10:40-11:30 認識衰弱症(含篩檢評估、成人健檢宣導) 中華社區厝邊頭尾營造協會 銀髮長者
106/9/29 週五 12:30-13:30 給我的人生一個讚~談生命整理回顧 大橋教會 銀髮長者
106/9/29 週五 14:00-16:00 燙傷預防與緊急處理 新興教會 社區民眾
106/9/27 週三 10:00-12:00 銀髮體能課程 萌愛關懷協會 社區民眾
106/9/27 週三 10:00-11:00 居家防跌一把罩~談預防跌倒 五常教會 社區民眾
106/9/30 週六 15:00-16:00 認識常見婦女疾病 生活美學營造協會 社區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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