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特約單位名稱 計畫聯絡人 班別 開班日期 開課方案名稱 服務區域 里別 地址

1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吳小姐0975-658-236 C
1207-0222

星期五0930-1130
甘心快樂小學堂 三民區 寶珠里 春陽街280號

2 台灣長期健康照顧產業發展協會 黃先生 0982-852310 C
1207-0308

星期五1000-1200

「銀髮族健康促進」實證應用方

案
三民區 寶興里 建興路99巷14號

3 一祥居家護理所 王小姐 0929-563183 失智

1204-0305

星期二1430-1630

1205-0227

星期三1430-1630

「動腦舒心‧延緩失智」本土研

發方案  L159-阮罩顧
三民區 本揚里 天民路13巷11號

4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社區發展協會 林先生 07-3133756 C
1204-0226

星期二1430-1630
甘心快樂小學堂 三民區 安東里 吉林街292號

5
社團法人高雄市三民區安泰社區發

展協會
洪小姐323-9699 C

1207-00308

星期五1000-1200

社區生活之衰弱與輕度失能老人

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再造課程模組

人才培育實證應用方案

三民區 安泰里 同盟二路60號

6 社團法人高雄市聰動成長協會 阮小姐 0908-335622 失智
1203-0304

星期一0930-1130
老夥伴開心玩 三民區 本上里 黃興路158巷6號

7 社團法人高雄市金齡協會 陳小姐 07-3501140 C

1205-0227

星期三0900-1100(10)

課程期間0111-0125

星期五1430-1630(2)

「心服口服人才培訓模組」實證

應用方案
三民區 鼎泰里 明賢街46號

8
社團法人高雄市樹子照顧服務事業

發展協會
鍾小姐0912-773329 C

1204-0305

星期二1000-1200

1207-0301

星期五1000-1200

「頭腦保健教室－認知訓練」實

證應用方案

L48-銀髮健康運動圈

大社區 保安里 大社路3-1號

9 高雄市大寮區後庄社區發展協會 吳小姐0919-108500 C
1206-0307

星期一1000-1200
71-保命防跌運動班 大寮區 後庄里 成功路188號

10 社團法人高雄市永安社會福利協會 王小姐07-7833367 C
1203-0304

星期一1430-1630

L155-銀髮族體感智能活動促進

方案
大寮區 會社里 正氣路32號2樓

11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張簡秋風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

立松喬老人養護中心

邵小姐  0908-018527 中班
1204-0305

星期二9:00-11:00

L155-銀髮族體感智能活動促進

方案
大寮區 大寮里 大寮路781號

12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張簡秋風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

立松喬老人養護中心

邵小姐  0908-018527 小班
1205-0227

星期三14:00-16:00

L155-銀髮族體感智能活動促進

方案
大寮區 內坑里 內坑路76-8號

13 高雄市大寮區溪寮社區發展協會 林小姐 0930-815109 C

1204-0312

星期二1400-1600

自108年1月份起調整為

星期三0900-1100

L155-銀髮族體感智能活動促進

方案
大寮區 溪寮里 溪寮路13-1號

14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張簡秋風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邵小姐 0908-018527 中班

1203-0304

星期一0900-1100
悅動金頭腦 大寮區 昭明里 鳳林一路300巷80號

高雄市107年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第二階段 開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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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張簡秋風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邵小姐 0908-018527 失智

1206-0307

星期四09:00-11:00
悅動金頭腦 大寮區 義仁里 鳳林一路83號

16 高雄市大寮區會結社區發展協會 陳小姐 0911-886429 C

1204-0305

星期二1300-1500

1206-0307

星期四1300-1500

L48-銀髮健康運動圈

L155-銀髮族體感智能活動促進

方案

大寮區 會結里 會興三街155號1樓

17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樹長青會 陳小姐 0921-577058 C

1207-0307

星期五1400-1600

1204-0305

星期二0900-1100

1207(五)老師出國

調至1204下午1400-1600

77-身心舒活動健康

「健體防跌」本土研發方案
大樹區 檨腳里 實踐街98號

18 佛光聯合診所 于小姐 07-6562786 失智

1204-0312

星期二0930-1130

1207-0308

星期五0930-1130

「“出力動起來”肌力強化運

動」實證應用方案
大樹區 興田里 70之30號

19 社團法人高雄市聰動成長協會 阮小姐 0908-335622 C
1205-0220

星期三0930-1130
老夥伴開心玩 仁武區 仁和里 鳳仁路17之4號

20
社團法人高雄市安和社會福利發展

協會
鄭小姐 0929-950809 C

1203-0225

星期一0900-1100
「彈力健康操」實證應用方案 仁武區 八卦里 八德西路2012號

21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典寶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經營管理高雄市明

山慈安居老人養護中心

黃先生 07-3722268#212 失智
1207-0315

星期五0930-1130
老夥伴開心玩 仁武區 文武里 中華路455號

22 美恩居家護理所 蘇小姐 0960-107268 C
1207-0308

星期五0900-1100
「彈力健康操」實證應用方案 仁武區 赤山里 赤西二街58號

23
社團法人臺灣雷特氏症病友關懷協

會
蔡小姐07-3724828 C

1207-0308

星期五1400-1600

L49-老人行走品質提昇試辦計

畫
仁武區 八卦里 京吉一路78號1樓

24 高雄市內門區三平社區發展協會 洪先生 0927-800859 C
1205-0227

星期三1400-1600

L155-銀髮族體感智能活動促進

方案
內門區 三平里 橫山9之31號

25 高雄市內門區內門社區發展協會 蔡小姐 0935-417618 C
1204-0305

星期二1400-1600

L155-銀髮族體感智能活動促進

方案
內門區 內門里 內門56之10號

26 高雄市內門區觀亭社區發展協會 謝先生  0911-161939 C
1205-0227

星期三0900-1100

L155-銀髮族體感智能活動促進

方案
內門區 觀亭里 番子路16之5號

27 高雄市內門區溝坪社區發展協會 魏小姐0981-686774 C
1207-0308

星期五0900-1100

L155-銀髮族體感智能活動促進

方案
內門區 溝坪里 廣福40之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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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高雄市六龜新開部落災後重建協會 潘小姐 0911-272545 C
1206-0307

星期四0900-1100
動手動腳增協調實證應用方案 六龜區 新發里 和平路305-2號

29 高雄市六龜區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張小姐 0912-120101 C
1206-0314

星期四0900-1100

L155-銀髮族體感智能活動促進

方案
六龜區 中興里 中庄194號

30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
方小姐                                  07-

2238153#2291#12
失智

1206-0307

星期四0900-1100

1207-0308

星期五0900-1100

「“出力動起來”肌力強化運

動」實證應用方案

35-自覺記憶衰退的社區老人之

認知刺激 CS

左營區 廍南里 廍後街3號

31
社團法人高雄市左營區果峰長青社

區發展協會
許小姐0986680890 C

1203-0225

星期一0930-1130

1204-0226

星期二0930-1130

L155-銀髮族體感智能活動促進

方案

67-全腦健康促進

左營區 果峰里 翠華路561號

32 高雄市左營區光輝社區發展協會 濮先生 0912-111522 C

1203-0304

星期一0900-1100

1204-0305

星期二1400-1600

玩遊戲就健腦 左營區 光輝里 後昌路643巷21號

33 社團法人高雄市博愛馨關懷慈善會 李先生 0979-861080 失智
1201-0302

星期六1400-1600

L50-音樂律動-(活化身體機能)

開心動一動
左營區 海勝里 翠峰路18號

34 高雄市甲仙區甲仙社區發展協會 邱小姐 0987-756852 C
1203-0311

星期一1400-1600
悅動金頭腦 甲仙區 安和里 中山路56號

35 高雄市杉林區新和社區發展協會 陳小姐 0976-067741 C

1205-0306

星期三0900-1100

單日調課

12/12調12/18

L159-阮罩顧 杉林區 新庄里 司馬路384巷54號

36 高雄市原住民文化藝術發展協會 洪小姐07-6701786 C
1204-0312

星期二1000-1200

L50-音樂律動-(活化身體機能)

開心動一動
那瑪夏區 達卡努瓦里 二鄰秀嶺巷82號

37
社團法人高雄市原住民婦女永續發

展協會
詹小姐 07-6701847 C

1207-0315

星期五0930-1130
 玩遊戲就健腦 那瑪夏區 瑪雅里 平和巷

38 和春護理之家
朱小姐 07-6265580

分機112
大班

1203-0225

星期一0930-1130
 L159-阮罩顧 岡山區 仁義里 筧橋路7號1樓(勵志新城乙區)

39 和春護理之家
朱小姐 07-6265580

分機112
大班

1204-0305

星期二0930-1130

原1204周二，自1226起

更改1226-0227

星期三0930-1130

「口腔機能及認知提升研發」實

證應用方案
岡山區 仁義里 岡山路89巷12號(勵志新城甲區)

40 泰和醫院
朱小姐 07-6265580

分機112
C

1207-0301

星期五0930-1130

「口腔機能及認知提升研發」實

證應用方案
岡山區 仁義里 筧橋路7號2樓(勵志新城乙區)

41 高雄市精障社區復健關懷協會 石小姐 0970-655203 C
1207-0308

星期五0900-1100
L48-銀髮健康運動圈 岡山區 石潭里 橫巷29之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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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美恩居家護理所 蘇小姐 0960-107268 C
1205-0227

星期三0900-1100
「彈力健康操」實證應用方案 岡山區 嘉峰里 宮中街50號

43 社團法人高雄市樂齡照顧關懷協會 張小姐 07-6216881 失智
1203-0225

星期一0930-1130

「複合式體能、認知與生活功能

模組訓練對於輕度認知障礙老人

之認知促進及生活功能重建」實

證應用方案

岡山區 碧紅里 永樂街89巷12號

44
社團法人台灣康復輔具及照護技術

交流協會
張小姐 0975-618129 C

1206- 0228

星期四1330-1530

1204-0305

星期二0930-1130

L48-銀髮健康運動圈

43-活力健康生活方案
岡山區 後協里 大義二路50號

45 高雄市林園區文賢社區發展協會  黃小姐 0928-157665 C
1203-0304

星期一1000-1200
「健體防跌」本土研發方案 林園區 文賢里 文賢南路105巷1-5號

46 社團法人中華護智協會 于小姐 07-6562786 失智

1204-0312

星期二0920-1130

1207-0308

星期五0920-1130

「“出力動起來”肌力強化運

動」實證應用方案
前金區 新生里 七賢二路426號10樓

47 社團法人台灣百香果創齡協會 鄭小姐 07-2316588 C
1204-0305

星期二1400-1600
L48-銀髮健康運動圈 前金區 長生里 中華三路7號8樓

48 松柏物理治療所前鎮區失智據點 吳小姐  0928-708960 失智
1204-0305

星期二0900-1100

L155-銀髮族體感智能活動促進

方案
前鎮區 盛豐里 復興路三路393號3樓

49 社團法人高雄市不老天使守護協會 蘇先生 07-7220251 C
1205-0227

星期三1400-1600
L48-銀髮健康運動圈 前鎮區 竹中里 和平二路203號9樓

50
社團法人高雄市生活復健自立支援

協會
徐先生 0926-106800 失智

1214-0308

星期五0900-1100

L155-銀髮族體感智能活動促進

方案
美濃區 瀰濃里 中山路一段51號

51 高雄市美濃區獅山社區發展協會 鍾小姐 0912-167190 C

1207-0301

星期五1400-1600

1203-0304

星期一1400-1600

L155-銀髮族體感智能活動促進

方案

『玩遊戲就健腦』

美濃區 獅山里 獅山街57-1號

52 高雄市美濃區南興社區發展協會 劉小姐 07-6833679 C
1205-0227

星期三1300-1500

L155-銀髮族體感智能活動促進

方案
美濃區 中壇里 五穀街32號

53 幸福居家護理所 吳小姐 0933-528486 C
1206-0228

星期四0900-1100

啟動自我-芳香療癒預防延緩方

案
美濃區 瀰濃里 自強街一段102號

54
財團法人高雄市郭吳麗珠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
 詹小姐  07-3317555 中班

1206-0228

星期四1330-1530

「健康職能生活處方複合式服務

模組人才培訓計畫」本土研發方

案

苓雅區 林德里 四維二路51號6樓

55 佳馨居家護理所 張小姐07-5369806 C
1206-0307

星期四0930-1130
L159-阮罩顧 苓雅區 普照里 興中一路98巷26號

56 高雄市厝味社區全人關懷協會 陳小姐 0985-826989 C
1204-0305

星期二0930-1130
L48-銀髮健康運動圈 苓雅區 福西里 輔仁路7巷3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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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荷園居家護理所 周小姐 0980-897452 C
1203-0218

星期一1330-1530
L157-我i運動健健腦 茄萣區 嘉賜里 忠孝街222號

58 高雄市桃源區建山社區發展協會 鄭小姐 0977-141928 C
1205-0227

星期三0900-1100
甘心快樂小學堂 桃源區 建山里 86號

59 高雄市原住民文化藝術發展協會 洪小姐07-6701786 C
1207-0228

星期五1000-1200
甘心快樂小學堂 桃源區 高中里 四鄰興中巷95號

60 社團法人高雄市劦助慈善會 楊小姐 07-6106693 C

1203-0304

星期一1400-1600

1205-0227

星期三1400-1600

L46-銀髮族音樂體適能健康促

進活動照顧模式
梓官區 智蚵里 通港路23號

61 高雄市善逸長照促進協會 彭小姐 07-6109166 失智
1207-0308

星期五0900-1100

「寶智慧認知促進團體」實證應

用方案
梓官區 赤東里 中正路519號

62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吳小姐0975-658-236 失智
1205-0220

星期三0930-1130
甘心快樂小學堂 鳥松區 鳥松里 本館路302巷7號

63
社團法人高雄市愛智家園社區關懷

協會
黃小姐 0921-419305 C

1207-0301

星期五0900-1100
「懷舊團體」本土研發方案 鳥松區 大華里 明華街15號

64 高雄市湖內區劉家社區發展協會 劉小姐 0960-087214 C
1204-0305

星期二1400-1600
L48-銀髮健康運動圈 湖內區 劉家里 仁愛街89號

65 高雄市新興區德生社區發展協會 簡小姐 0932-746522 C

1203-0304

星期一1400-1600

1207-0308

星期五0900-1100

「“出力動起來”肌力強化運

動」實證應用方案
新興區 光耀里 黃海街62號3樓

66 社團法人高雄市天心慈善會 林小姐 07-2352655 C
1206-0307

星期四1400-1600
 悅動金頭腦 新興區 南港里 忠孝一路417號

67 大昌社區發展協會 戴小姐 0927-991235 C

 1204-0305

星期二1330-1530

1206-0307

星期四0900-1100

「健體防跌」本土研發方案 楠梓區 大昌里 廣昌街175巷37號

68 楠梓聯合婦產科診所 廖小姐 07-3511316 C
1203-0304

星期一0930-1130

36-輕度認知缺損與輕度失智社

區老人之認知刺激介入CST
楠梓區 中陽里 建楠路95號

69 社團法人高雄市路竹社會福利協會 曾小姐 07-6969391 C
1206-0227

星期四0900-1100
L159-阮罩顧 路竹區 竹南里 竹南街5號

70 社團法人高雄市社區發展促進會 謝先生 0935-043001 C
1206-0307

星期四1430-1630

L50-音樂律動-(活化身體機能)

開心動一動
鼓山區 明誠里 裕誠路1093號7樓

71 旗山糖廠社區發展協會 曾小姐 0975-186222 C
1204-0312

星期二0900-1100
L159-阮罩顧 旗山區 東昌里 忠孝街33-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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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高雄市旗山區南新社區發展協會 徐小姐0937-721195 C
1207-0308

星期五1430-1630
 玩遊戲就健腦 旗山區 南洲里 石岩巷1-1號

73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委託財團法人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陳小姐 07-5711188

分機1421 大班
1205-0227

星期三0930-1130

「銀髮族健康促進」實證應用方

案
旗津區 上竹里 中洲二路116號

74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委託財團法人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陳小姐 07-5711188

分機1421
大班

1207-0308

星期五1830-2030

「銀髮族健康促進」實證應用方

案
旗津區 實踐里 旗津北汕尾巷6號

75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委託財團法人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陳小姐 07-5711188

分機1421 大班
1206-0307

星期四1430-1630

「銀髮族健康促進」實證應用方

案
旗津區 復興里 旗津三路900巷33號

76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委託財團法人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陳小姐 07-5711188

分機1421 失智
1207-0308

星期五1400-1600

「銀髮族健康促進」實證應用方

案
旗津區 南汕里 旗港路33號3樓

77 社團法人高雄市關懷台灣協會 林小姐 07-7636044 大班
1205-0227

星期三0900-1100
L159-阮罩顧 鳳山區 中崙里 中崙四路5號

78
財團法人高雄市郭吳麗珠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
 詹小姐  07-3317555 中班

1204-0305

星期二1330-1530

「銀髮族健康促進」實證應用方

案
鳳山區 福誠里 福誠二路168號4樓

79
財團法人高雄市郭吳麗珠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
 詹小姐  07-3317555 C

1207-0301

星期五0930-1130

「健康職能生活處方複合式服務

模組人才培訓計畫」本土研發方

案

鳳山區 福誠里 自強二路195號

80
社團法人台灣全人關懷照護服務協

會
林先生 0980-980188 失智

1207-0301

每週五0900-1100

春節暫停一次

老夥伴開心玩 鳳山區 東門里 四維街146號

81
社團法人高雄市活泉愛鄰社區服務

協會
林小姐  07-7555355 C

1206-0221

星期四1400-1600
L159-阮罩顧 鳳山區 誠義里 誠東街1號

82
社團法人高雄市鳳山心故鄉社區營

造協會
莊小姐 0939-610745 C

1205-0306

星期三1400-1600

「健康體適能之肌力強化」實證

應用方案
鳳山區 國富里 國富路31號

83 高雄市照服員成長關懷協會 陳小姐 0935-158038 C
1205-0227

星期三1400-1600
L48-銀髮健康運動圈 鳳山區 文華里 文化路53號

84
財團法人高雄市郭吳麗珠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
 詹小姐  07-3317555 大班

1203-0225

星期一1000-1200

「銀髮彈力帶健身操」本土研發

方案
燕巢區 安招里 安南路1之2號

85
燕巢靜和醫療社團法人燕巢靜和醫

院
陳小姐 07-6156555*129 失智

1206-0228

星期四0900-1100
L159-阮罩顧 燕巢區 深水里 深興路86號

86 善逸居家護理所 彭小姐 07-6109166 失智
1206-0307

星期四0900-1100

L149-失能(智)延緩及預防運動

介入方案
彌陀區 彌仁里 中華路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