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台北市迪化街
日期 星期 時間 主題 地點

2017/7/26 週三 11:00-12:00 認識衰弱症 柴寮仔社區發展協會

2017/8/2 週三 11:00-12:00 別讓身體甜滋滋~糖尿病介紹與預防(含長者衰弱篩檢) 柴寮仔社區發展協會

2017/8/9 週三 11:00-12:00 樂活銀髮~談老年生活心理調適 柴寮仔社區發展協會

2017/8/16 週三 11:00-12:00 創造腎利人生~談腎臟保健 柴寮仔社區發展協會

2017/8/23 週三 11:00-12:00 消失的記憶~談失智症 柴寮仔社區發展協會

2017/8/30 週三 11:00-12:00 AD-8篩檢(簡易失智症量表) 柴寮仔社區發展協會

201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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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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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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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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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11 週三 11:00-12:00 肺部感染症介紹(含肺結核、肺炎、流感) 柴寮仔社區發展協會

2017/10/18 週三 11:00-12:00 流感疫苗注射 柴寮仔社區發展協會

2017/10/25 週三 11:00-12:00 吃出富貴病~痛風飲食介紹 柴寮仔社區發展協會

2017/11/1 週三 11:00-12:00 認識肌少症 柴寮仔社區發展協會

2017/11/8 週三 11:00-12:00 大腸癌認識與預防 柴寮仔社區發展協會

2017/11/15 週三 11:00-12:00 心肌梗塞認識與預防 柴寮仔社區發展協會

2017/11/22 週三 11:00-12:00 認識二手菸的危害 柴寮仔社區發展協會

2017/11/29 週三 11:00-12:00 銀髮運動觀 柴寮仔社區發展協會

2017/12/6 週三 11:00-12:00 關節不適運動原則 柴寮仔社區發展協會

大橋教會老人活動據點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60號7樓
日期 星期 時間 主題 地點

2017/7/6 週四 10:30-11:30 讓愛延續~談器官捐贈 政慧基金會

2017/7/13 週四 10:30-11:30 健檢面面觀 政慧基金會

2017/7/20 週四 10:30-11:30 消失的記憶~談失智症 政慧基金會

2017/7/27 週四 10:30-11:30 AD-8篩檢(簡易失智症量表) 政慧基金會

2017/8/3 週四 10:30-11:30 讓我與妳共舞~談與疾病相處之道(含GDS-15篩檢) 政慧基金會

2017/8/10 週四 10:30-11:30 認識衰弱症(含篩檢評估) 政慧基金會

2017/8/17 週四 10:30-11:30 給我的人生一個讚~談生命整理回顧 政慧基金會

2017/8/24 週四 10:30-11:30 搶救黃金三小時~腦中風認識與預防(含成人健檢宣導) 政慧基金會

2017/8/31 週四 10:30-11:30 保密防跌~骨質疏鬆症認識與預防 政慧基金會

2017/9/7 週四 10:30-11:30 樂活銀髮~談老年生活心理調適 政慧基金會

2017/9/14 週四 10:30-11:30 高血脂飲食之道 政慧基金會

2017/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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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9/28 週四 10:30-11:30 創造腎利人生~談腎臟保健 政慧基金會

2017/10/5 週四 10:30-11:30 別讓身體甜滋滋~糖尿病介紹與預防 政慧基金會

2017/10/12 週四 10:30-11:30 肺部感染症介紹(含肺結核、肺炎、流感) 政慧基金會

2017/10/19 週四 10:30-11:30 流感疫苗注射 政慧基金會

2017/10/26 週四 10:30-11:30 健康檢查面面觀 政慧基金會

2017/11/2 週四 10:30-11:30 認識肌少症 政慧基金會

2017/11/9 週四 10:30-11:30 沉默的殺手~高血壓預防保健 政慧基金會

2017/11/16 週四 10:30-11:30 吃出富貴病~痛風飲食介紹 政慧基金會

2017/11/23 週四 10:30-11:30 拒絕老掉牙~談銀髮口腔保健 政慧基金會

2017/11/30 週四 10:30-11:30 心肌梗塞認識與預防 政慧基金會

2017/12/7 週四 10:30-11:30 銀髮常見泌尿疾病大腸癌認識與預防 政慧基金會

2017/12/14 週四 10:30-11:30 大腸癌認識與預防 政慧基金會

政慧基金會老人活動據點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77巷29號
日期 星期 時間 主題 地點

2017/9/7 週四 12:30-13:30 認識衰弱症(含篩檢評估) 建成教會

2017/9/21 週四 12:00-13:00 健康檢查面面觀(含成人健檢宣導) 建成教會

2017/9/28 週四 12:30-13:30 樂活銀髮~談老年生活心理調適 建成教會

2017/10/5 週四 12:30-13:30 消失的記憶~談失智症 建成教會

2017/10/12 週四 12:30-13:30 肺部感染症介紹(含肺結核、肺炎、流感) 建成教會

2017/10/16 週一 12:30-13:30 流感疫苗注射 建成教會

2017/10/26 週四 12:30-13:30 給我的人生一個讚~談生命整理回顧 建成教會

2017/11/6 週一 13:00-14:00 (健康諮詢/檢測)AD-8篩檢~簡易失智症量表 建成教會

2017/11/13 週一 13:00-14:00 (健康諮詢/檢測)讓我與妳共舞~談與疾病相處之道GDS-15篩檢 建成教會

2017/11/20 週一 13:00-14:00 (健康諮詢/檢測)沉默的殺手~高血壓預防保健 建成教會

2017/11/27 週一 13:00-14:00 (健康諮詢)保密防跌~骨質疏鬆症認識與預防 建成教會

2017/12/4 週一 13:00-14:00 (健康諮詢/檢測)創造腎利人生~談腎臟保健 建成教會

2017/12/11 週一 13:00-14:00 (健康諮詢/檢測)心頭小鹿跳~心律不整介紹與檢測 建成教會

建成教會老人活動據點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1段83巷37號
日期 星期 時間 主題 地點

2017/7/6 週四 13:30-14:30 心頭小鹿跳~心律不整介紹與檢測(含成人健檢宣導) 建功里

2017/7/13 週四 13:30-14:30 認識衰弱症(含篩檢評估) 建功里

2017/7/20 週四 13:30-14:30 高血脂飲食之道 建功里

2017/7/27 週四 13:30-14:30 別讓身體甜滋滋~糖尿病介紹與預防 建功里

2017/8/1 週二 13:30-14:30 消失的記憶~談失智症 建功里

2017/8/8 週二 13:30-14:30 AD-8篩檢(簡易失智症量表) 建功里

2017/8/15 週二 13:30-14:30 讓我與妳共舞~談與疾病相處之道(含GDS-15篩檢) 建功里

2017/8/24 週四 13:30-14:30 樂活銀髮~談老年生活心理調適 建功里

2017/8/31 週四 13:30-14:30 給我的人生一個讚~談生命整理回顧 建功里

2017/9/7 週四 13:30-14:30 搶救黃金三小時~腦中風認識與預防 建功里

2017/9/14 週四 13:30-14:30 保密防跌~骨質疏鬆症認識與預防 建功里

2017/9/21 週四 13:30-14:30 減重班~健康體位介紹 建功里

2017/9/26 週二 13:30-14:30 肺部感染症介紹(含肺結核、肺炎、流感) 建功里

2017/9/28 週四 13:30-14:30 減重班~飲食過量從心做起 建功里

2017/10/3 週二 13:30-14:30 流感疫苗注射 建功里

2017/10/5 週四 13:30-14:30 減重班~健康飲食，如何聰明吃得飽 建功里

2017/10/19 週四 13:30-14:30 減重班~要動不要痛，正確運動觀 建功里

2017/10/26 週四 13:30-14:30 減重班~聰明當老外，外食選擇技巧及熱量標示 建功里

2017/11/2 週四 13:30-14:30 減重班~膝關節不適，運動要點介紹 建功里

2017/11/16 週四 13:30-14:30 減重班~享受‧享瘦，健康人生分享 建功里

2017/11/23 週四 13:30-14:30 減重班~瘦身迷思大解析‧成果發表 建功里

2017/11/30 週四 13:30-14:30 健康檢查面面觀 建功里

圓環社區發展協會(建功里)老人活動據點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77號2樓
日期 星期 時間 主題 地點

201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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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9/22 週五 11:00-12:00 樂活銀髮~談老年生活心理調適 公理堂

2017/10/13 週五 10:00-11:00 肺部感染症介紹(含肺結核、肺炎、流感) 公理堂

2017/10/13 週五 11:00-12:00 流感疫苗注射 公理堂

2017/10/20 週五 11:00-12:00 讓我與妳共舞~談與疾病相處之道(含GDS-15篩檢) 公理堂

2017/11/10 週五 11:00-12:00 給我的人生一個讚~談生命整理回顧 公理堂

2017/11/17 週五 11:00-12:00 失智症家庭因應之道 公理堂

2017/12/8 週五 10:00-12:00 心頭小鹿跳~心律不整介紹與檢測 公理堂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老人活動據點



地址：中山區南京東路3段130號3樓
日期 星期 時間 主題 地點

201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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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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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13 週五 10:40-11:30 肺部感染症介紹(含肺結核、肺炎、流感) 中華社區厝邊頭尾營造協會

2017/10/20 週五 10:40-11:30 流感疫苗注射 中華社區厝邊頭尾營造協會

2017/10/27 週五 10:40-11:30 心頭小鹿跳~心律不整介紹與檢測 中華社區厝邊頭尾營造協會

2017/11/3 週五 10:40-11:30 保密防跌~骨質疏鬆症認識與預防 中華社區厝邊頭尾營造協會

2017/11/10 週五 10:40-11:30 樂活銀髮~談老年生活心理調適 中華社區厝邊頭尾營造協會

2017/11/17 週五 10:40-11:30 創造腎利人生~談腎臟保健 中華社區厝邊頭尾營造協會

2017/11/24 週五 10:40-11:30 AD-8篩檢(簡易失智症量表) 中華社區厝邊頭尾營造協會

2017/12/1 週五 10:40-11:30 搶救黃金三小時~腦中風認識與預防 中華社區厝邊頭尾營造協會

厝邊頭尾營造協會老人活動據點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62號
日期 星期 時間 主題 地點

2017/9/6 週三 10:00-11:00 認識衰弱症(含篩檢評估) 中山教會

2017/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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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9/20 週三 10:00-11:00 消失的記憶~談失智症 中山教會

2017/9/27 週三 10:00-11:00 AD-8篩檢(簡易失智症量表) 中山教會

2017/10/11 週三 10:00-11:00 讓我與妳共舞~談與疾病相處之道(含GDS-15篩檢) 中山教會

2017/10/18 週三 10:00-11:00 樂活銀髮~談老年生活心理調適 中山教會

2017/10/25 週三 10:00-11:00 給我的人生一個讚~談生命整理回顧 中山教會

2017/11/1 週三 10:00-11:00 肺部感染症介紹(含肺結核、肺炎、流感) 中山教會

2017/11/8 週三 10:00-11:00 流感疫苗注射 中山教會

2017/11/15 週三 10:00-11:00 高血脂飲食之道 中山教會

2017/11/22 週三 10:00-11:00 別讓身體甜滋滋~糖尿病介紹與預防 中山教會

2017/11/29 週三 10:00-11:00 認識肌少症 中山教會

2017/12/6 週三 10:00-11:00 心頭小鹿跳~心律不整介紹與檢測 中山教會

2017/12/13 週三 10:00-11:00 創造腎利人生~談腎臟保健 中山教會

中山教會老人活動據點



地址：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二段67號
日期 星期 時間 主題 地點

2017/7/14 週五 12:30-13:30 認識肌少症(含成人健檢宣導) 大橋教會

2017/7/21 週五 12:30-13:30 心頭小鹿跳~心律不整介紹與檢測 大橋教會

2017/7/28 週五 12:30-13:30 認識衰弱症(含篩檢評估) 大橋教會

2017/8/4 週五 12:30-13:30 銀髮運動觀 大橋教會

2017/8/11 週五 12:30-13:30 肩頸不適復健運動介紹 大橋教會

2017/8/18 週五 12:30-13:30 膝關節不適，運動要點介紹 大橋教會

2017/8/25 週五 12:30-13:30 下背痛復健運動介紹 大橋教會

2017/9/1 週五 12:30-13:30 消失的記憶~談失智症 大橋教會

2017/9/8 週五 12:30-13:30 AD-8篩檢(簡易失智症量表) 大橋教會

2017/9/15 週五 12:30-13:30 樂活銀髮~談老年生活心理調適 大橋教會

201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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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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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6 週五 12:30-13:30 肺部感染症介紹(含肺結核、肺炎、流感) 大橋教會

2017/10/11 週三 12:30-13:30 流感疫苗注射 大橋教會

2017/10/20 週五 12:30-13:30 讓愛延續~談器官捐贈 大橋教會

2017/10/27 週五 12:30-13:30 健康檢查面面觀 大橋教會

2017/11/3 週五 12:30-13:30 看不見的PM2.5~談對健康危害 大橋教會

2017/11/10 週五 12:30-13:30 搶救黃金三小時~腦中風認識與預防 大橋教會

2017/11/17 週五 12:30-13:30 高血脂飲食之道 大橋教會

2017/11/24 週五 12:30-13:30 拒絕老掉牙~談銀髮口腔保健 大橋教會

2017/12/1 週五 12:30-13:30 吃出富貴病~痛風飲食介紹 大橋教會

2017/12/8 週五 12:30-13:30 大腸癌認識與預防 大橋教會

2017/12/15 週五 12:30-13:30 認識抽菸危害 大橋教會

大橋教會老人活動據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