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星期 時間 主題 地點 參與對象

2019/5/1 週三 7:40-8:30 校園巡迴列車保健計畫-視力保健~美麗新“視”界 建成國中 7-8年級生

2019/5/2 週四 9:00-12:00 學齡前兒童社區整合性篩檢 道明幼兒園 兒童
2019/5/3 週五 9:00-12:00 學齡前兒童社區整合性篩檢 道明幼兒園 兒童

2019/5/3 週五 9:00-10:50 讓愛延續~認識器官捐贈 仁愛教會 銀髮長者

2019/5/4 週六 9:00-10:00 護理諮詢~血糖、膽固醇檢測、健康諮詢服務 仁義教會 社區民眾

2019/5/4 週六 14:00-17:00
母親節活動、聽力檢測、傳染病預防宣導(腸病毒、腸

道傳染病、登革熱)、無菸家庭簽署
民安里 社區民眾

2019/5/4 週六 16:00-20:00 母親節活動 集英里崇德宮 社區民眾

2019/5/6 週一 14:30-16:00 護理諮詢~血糖、膽固醇檢測、健康諮詢服務 建成教會 社區民眾

2019/5/7 週二 9:00-12:00 學齡前兒童社區整合性篩檢 日光貝比 兒童

2019/5/7 週二 14:00-15:00 拒絕口腔癌，向菸檳SAY NO 勝安康復之家 精神障礙者

2019/5/7 週二 14:00-16:00 護理諮詢~血糖、膽固醇檢測、健康諮詢服務 三重靈糧堂 社區民眾

2019/5/8 週三 8:00-8:40 口腔保健做得好‧蛀牙自然免煩惱 五常國小 3-4年級生

2019/5/8 週三 9:00-12:00 學齡前兒童社區整合性篩檢 五常國中附幼 兒童

2019/5/8 週三 9:30-10:30 心血管保健介紹 大有里辦公室 社區民眾

2019/5/8 週三 10:00-11:30 大腸癌介紹與預防 中山教會 銀髮長者

2019/5/9 週四 13:00-14:00 年老體不衰~養肌運動go~go~go~ 建成教會 社區民眾

2019/5/9 週四 14:30-15:30 失智症認識與預防(含友善社區) 龍洲里 社區民眾

2019/5/9 週四 15:00-16:00 失智症遺傳與預防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失智症家屬或照顧

2019/5/10 週五 10:00-12:00 中醫課程-慢性病健康保健與養生 公理堂 銀髮長者

2019/5/10 週五 14:30-16:00
護理諮詢~血糖、膽固醇檢測、健康諮詢服務、口腔

癌、大腸癌篩檢
台灣大車隊 社區民眾

2019/5/11 週六 13:00-17:00 兒童整篩一站式 馬偕醫院 學齡前兒童

2019/5/12 週日 13:00-14:00 腦中風認識與預防 埔墘教會 社區民眾

2019/5/13 週一 10:00-11:00 〈減重班〉打造個人專屬健康餐盤 私立大同高中同心園關懷中心 BMI≧24學生

2019/5/13 週一 11:10-12:00 〈減重班〉正確運動觀 私立大同高中同心園關懷中心 BMI≧24學生

2019/5/13 週一 11:00-12:00 護理諮詢~血糖、膽固醇檢測、健康諮詢服務 艋舺教會 社區民眾

2019/5/14 週二 9:00-10:30 醫病溝通無障礙(醫病共享) 大稻埕教會 銀髮長者

2019/5/14 週二 9:30-11:30 護理諮詢~血糖、膽固醇檢測、健康諮詢服務 厚德教會 社區民眾

2019/5/14 週二 10:00-10:30 運動前後飲食原則介紹 大同、中山區身心障礙資源中心 身心障礙照顧者

2019/5/15 週三 7:50-8:40
校園巡迴列車保健計畫-健康體位（含飲食營養與衛

生）~肥胖遠離我
大同國小 3-4年級生

2019/5/15 週三 16:00-17:00 高血脂預防保健 西班牙水花園社區 社區民眾

2019/5/16 週四 14:00-15:00 糖尿病日常保健 台灣大車隊 車隊司機

2019/5/16 週四 15:00-16:00 失智症用藥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失智症家屬或照顧

2019/5/17 週五 10:30-12:00 老化新思維 永樂教會 社區民眾

2019/5/20 週一 14:00-15:00 遠離洗腎之路~談保腎之道 三重福民里 社區民眾

2019/5/21 週二 14:00-15:00 戒檳~乎你蓋健康~談口腔癌防治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社區民眾

2019/5/22 週三 10:00-11:00 運動正確觀 三和教會 社區民眾

2019/5/22 週三 11:00-12:00 護理諮詢~血糖、膽固醇檢測、健康諮詢服務 三和教會 社區民眾

2019/5/23 週四 9:30-10:30 護理諮詢~血糖、膽固醇檢測、健康諮詢服務 政慧基金會 社區民眾

2019/5/23 週四 10:30-11:30 從中醫談骨質疏鬆症 政慧基金會 銀髮長者

2019/5/23 週四 13:30-14:30 燙傷緊急處置與照護 中華海員工會 船員

2019/5/24 週五 9:00-10:00 年老體不衰~談衰弱症介紹 中央教會 社區民眾

2019/5/24 週五 10:00-11:45 遠離甜蜜蜜~糖尿病認識與預防 錫安教會 銀髮長者

2019/5/26 週日 8:30-12:30 護理諮詢~血糖、膽固醇檢測、健康諮詢服務 蘆洲運動中心 社區民眾

2019/5/27 週一 10:00-11:00 〈減重班〉食物VS烹調減脂密碼 私立大同高中同心園關懷中心 BMI≧24學生

2019/5/27 週一 11:10-12:00 〈減重班〉減重諮詢、心得分享、成果發表 私立大同高中同心園關懷中心 BMI≧24學生

2019/5/28 週二 14:00-16:00 護理諮詢~血糖、膽固醇檢測、健康諮詢服務 建功里 社區民眾

2019/5/28 週二 13:00-14:00 醫美正確觀 建功里 社區民眾

2019/5/30 週四 14:00-15:00 腸病毒認識與預防 大同、中山區身心障礙資源中心 身心障礙者

2019/5/31 週五 7:50-8:40 校園巡迴列車保健計畫-視力保健~美麗新“視”界 蓬萊國小 1-2年級生

2019/5/31 週五 14:00-15:00 長照資源介紹 新興教會 銀髮長者

2019/5/31 週五 15:00-16:00 護理諮詢~血糖、膽固醇檢測、健康諮詢服務 新興教會 社區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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