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區 社區健康營造點 活動內容 日期 星期 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洽詢單位/電話

8月7日 三 9:00~10:00

8月21日 三 9:00~10:00

高血壓與預防代謝症候群宣導 8月7日 三 9:00~10:00

高血壓與預防代謝症候群宣導 9月11日 三 9:00~10:00

辦理癌症防治宣導 7月17日 四 9:00~11:00

辦理癌症防治宣導 9月11日 三 9:00~11:00

高齡運動保健 8月4日 六 07:50~08:50

癌症防治宣導 8月4日 六 09:00~10:00

失智症電影欣賞 8月4日 六 10:00~11:00

高齡運動保健 8月7日 三 09:00~10:00

營養講座 8月24日 六 09:00~10:00

營養講座 8月31日 六 09:00~10:00

大社
高雄市大社區觀音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大社區衛生所)
衛教講座 即日起至8月 五 10：30-11：30

高雄市大社區

觀音社區發展

協會

高雄市大社區衛生所

07-3511774

長輩聽力檢測 8月7日 三 9:00-11:00

健康促進 8月14日 三 9:00-11:00

健康促進 8月28日 三 9:00-11:00

杉林

高雄市原住民基督教曠野多元文化

發展協會

(高雄市杉林區衛生所)

長者運動健康班 即日起至9月
一、

四
9:00~10:00

曠野多元文化

發展協會中心

高雄市杉林區衛生所

07-6771319

高齡運動保健講座1 8月07日 三 10:00~11:30

高齡運動保健講座2 8月14日 三 10:00~11:30

高齡運動保健講座3 8月21日 三 10:00~11:30

高齡運動保健講座4 8月28日 三 10:00~11:30

高血壓與預防代謝

症候群宣導講座與篩檢3
9月04日 三 10:00~12:30

營養講座2 9月11日 三 10: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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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

老人活動中心
高雄市阿蓮區衛生所

07-6317141

高雄市阿蓮區阿蓮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阿蓮區衛生所)
阿蓮

八譽社區
高雄市三民區八譽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三民區第二衛生所)
高雄市三民區第二衛生所

07-2154156#205

高雄市大樹區衛生所

07-6512935

高雄市舊鐵橋

協會

高雄市舊鐵橋協會

(高雄市大樹區衛生所)
大樹

長者運動健康班

社團法人高雄

市關懷台灣協

會

高雄市鳳山區第二衛生所

07-8216939#209

社團法人高雄市關懷台灣協會

(高雄市鳳山區第二衛生所)
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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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壓與預防代謝

症候群宣導講座與篩檢4
9月25日 三 10:00~12:30

失智症講座 8月13日 二 10:00~11:00

充分休養(優質睡眠、情緒心靈) 8月29日 四 10:00~11:00

8月5日 一 10:00-10:30

8月12日 一 10:00-10:30

8月19日 一 10:00-10:30

8月26日 10:00-10:30

9月2日 一 10:00-10:30

失智症.友善環境宣導 8月3日 六 18:00-21:00
盛興公園活動

舞台

傷害防制宣導 8月16日 五 9:00-11:00
盛興社區守望

相助站

高血壓與預防代謝症候群宣導 8月3日 六 9:00-11:00

高血壓與預防代謝症候群宣導 8月13日 三 9:00-11:00

高血壓與預防代謝症候群宣導 8月6日 三 9:00-11:00

高血壓與預防代謝症候群宣導 8月13日 三 9:00-11:00

高血壓與預防代謝症候群宣導 8月20日 三 9:00-11:00

癌症防治宣導活動
8月1日至8月31

日

一至

五
08:30~16:30

社區長者健康促進課程-「高齡者運

動保健」、「銀髮族防跌操」影片播

放

8月2日 五 09:00~10:00

慢性病防治~高血壓暨用藥安全 8月2日 五 10:30~11:30

社區長者健康促進課程-動動健康班 8月7日 三 09:30~11:30

社區長者健康促進課程-「高齡者運

動保健」、「銀髮族防跌操」影片播

放

8月9日 五 09:00~10:00

高雄市前鎮區衛生所

07-8414687
前鎮

安泰社區
高雄市三民區安泰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三民區第二衛生所)

 事故傷害防制宣導
復國社區發展

協會

高雄市前鎮區復國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前鎮區衛生所)

高雄市前鎮區盛興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前鎮區衛生所)

盛興社區服務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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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防治~預防代謝症候群講座 8月9日 五 10:30~11:30

社區長者健康促進課程-動動健康班 8月14日 三 09:30~11:30

社區長者健康促進課程-「高齡者運

動保健」、「銀髮族防跌操」影片播

放

8月16日 五 09:00~10:00

健康生活推廣-事故傷害防制「防範

一氧化碳中毒防制」講座

社區長者健康促進課程-動動健康班 8月21日 三 09:30~11:30

社區長者健康促進課程-「高齡者運

動保健」、「銀髮族防跌操」影片播

放

8月23日 五 09:00~10:00

社區長者健康促進課程-動動健康班 8月28日 三 09:30~11:30

推動高齡友善環境--植物香氛DIY 8月30日 五 14:00~16:00

長者居家環境安全檢視暨失智友善居

家環境宣導(二)
8月6日 二 09:30-10:30

108年度祖父母節活動 8月25日 日 08:30-11:30

銀髮族保健食品，真的需要嗎？！

社區營養衛教講座
8月26日 一 10:30-11:30

108年度中秋暨重陽節慶活動 9月22日 日 08:30-11:30

預防慢性病宣導講座 9月23日 一 10:30-11:30

新興老人活動

中心

高雄市新興衛生所

07-2294121#27

社團法人高雄市善護關愛協會

(高雄市新興衛生所)

新興

8月16日 五 10:30~11:30

四里聯合活動

中心

高雄市新興區德生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新興衛生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