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區 健康服務提供單位 活動內容 日期 星期 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洽詢單位/電話

鳳山 鳳山區衛生所 歡唱卡拉OK 即日起至11月 一、五 14:00~15:00

海光里活動中心

(鳳山區海光里勝利路22

號)

高雄市鳳山區衛生所

07-7430437分機64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8月1日 四 9:00~11:10
林園區多媒體視聽中心

(林園北路185號)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8月7日 三 9:00~11:10
林園區衛生所3樓多功能

教室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8月7日 三 14:00~16:00
建佑醫院8樓會議室

(林園區東林西路360號)

提供各項健康服務及影片欣賞 三 11:00~12:00

提供各項健康服務及手工做品 三 16:00~17:00

提供各項健康服務及記憶拼圖 四 08:00~09:00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8月6日 二 9:00~11: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8月13日 二 9:00~11: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8月20日 二 9:00~11:00

二 11:00~12:00

三 11:00~12:00

四 11:00~12:00

1. 相見歡+參與長者前測評估

2. 運動介入重點-坐姿運動

(1) 了解運動安全

(2) 知道運動的基本型態

(3) 讓學員了解自己的體能狀況

8月21日 三 13:30~15:30

1. 健康老化-食得健康

2. 認知訓練課程-課程介紹

3. 運動介入重點-坐姿運動

(1)了解運動安全

(2) 知道運動的基本型態

(3) 讓學員了解自己的體能狀況

8月28日 三 13:30~15:30

即日起至11月

井腳社區活動中心

(大樹區井腳里井腳路

150-1號)

高雄市大樹區衛生所

07-6512935
大樹區衛生所大樹

竹寮社區活動中心

(大樹區竹寮里竹寮路

56-2號）

長者健康管理社團

林園區衛生所林園

林園區衛生所、林園區

健康營造協會、林園區

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林園區衛生所

07-6412404

即日起至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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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老化-口腔保健(搭配健口操)

2. 認知訓練課程-日常生活推理能力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9月4日 三 13:30~15:30

1. 健康老化-健康檢查、慢性病管理

2. 認知訓練課程-看圖說故事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9月11日 三 13:30~15:30

1. 健康老化-正確用藥

2. 認知訓練課程-購物烹飪趣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9月18日 三 13:30~15:30

1. 健康老化-視力保健

2. 認知訓練課程-記憶力是什麼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9月25日 三 13:30~15:30

1. 健康老化-預防失智症+社會參與

2. 認知訓練課程-改善記憶力

3. 運動介入-站姿動作

10月2日 三 13:30~15:30

1. 健康老化 -不菸、不酒、不檳榔

2. 認知訓練課程–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10月9日 三 13:30~15:30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10月16日 三 13:30~15:3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10月23日 三 13:30~15:3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10月30日 三 13:30~15:30

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11月6日 三 13:30~15:30

動動手工藝 一 11:00~12:00

學唱歌練嗓也練腦袋 二 11:00~12:00

動動手工藝 五 15:30~16:30

湖內 湖內區衛生所 長者健康管理社團 即日起至11月
一、

三、五
8:00~15:00

公舘太爺活動中心

(湖內區中正路一段87巷

53號)

高雄市湖內區衛生所

07-6993009

茄萣 茄萣區衛生所 長者健康管理社團 即日起至11月
一、

三、五
9：00~12：00

崎漏里活動中心

(高雄市茄萣區崎漏里崎

漏路68號)

高雄市茄萣區衛生所

07-6988850

即日起至11月

高雄市鳥松區衛生所

07-7316404
鳥松區衛生所

鳥松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鳥松區仁美里仁德路11

號)

鳥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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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8月3日 六 18:30-20:3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8月10日 六 18:30-20:3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8月17日 六 18:30-20:30

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8月24日 六 18:30-20:30

1. 相見歡+參與長者前測評估

2. 運動介入重點-坐姿運動

(1) 了解運動安全

(2) 知道運動的基本型態

(3) 讓學員了解自己的體能狀況

8月13日 二 10:00-12:00

1. 健康老化-食得健康

2. 認知訓練課程-課程介紹

3. 運動介入重點-坐姿運動

(1)了解運動安全

(2) 知道運動的基本型態

(3) 讓學員了解自己的體能狀況

8月20日 二 10:00-12:00

1. 健康老化-口腔保健(搭配健口操)

2. 認知訓練課程-日常生活推理能力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27日 二 10:00-12:00

1. 健康老化-健康檢查、慢性病管理

2. 認知訓練課程-看圖說故事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9月3日 二 10:00-12:00

1. 健康老化-正確用藥

2. 認知訓練課程-購物烹飪趣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9月10日 二 10:00-12:00

1. 健康老化-視力保健

2. 認知訓練課程-記憶力是什麼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9月17日 二 10:00-12:00

1. 健康老化-預防失智症+社會參與

2. 認知訓練課程-改善記憶力

3. 運動介入-站姿動作

9月24日 二 10:00-12:00

彌壽里活動中心

(彌陀區中正西路1巷5-2

號)

光和里活動中心

(彌陀區光和里光和路79

號)

高雄市彌陀區衛生所

07-6175307
彌陀區衛生所彌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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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老化 -不菸、不酒、不檳榔

2. 認知訓練課程–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10月1日 二 10:00-12:00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10月8日 二 10:00-12: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10月15日 二 10:00-12: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10月22日 二 10:00-12:00

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10月29日 二 10:00-12:00

健康檢測(血壓、血糖、體重)、衛教宣導 二 09:00-10:00

動動手工藝 三 09:30-10:30

桌遊、健康操、動動手工藝 四 15:00-16:00

彌陀區衛生所

(彌陀區中華路1巷5弄1

號)

1. 健康老化-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核心及下肢訓練
8月12日 一 9:00~11:00

1. 健康老化-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二)

2. 認知訓練課程-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增強自身體能
8月26日 一 9:00~11:00

1. 「健康團啟帆」+健康行為後測(參加學員)

2. 運動介入活動-增強自身體能
9月9日 一 9:00~11:00

1. 健康老化-健康檢查、慢性病管理

2. 認知訓練課程-看圖說故事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2日 五 9:00~11:00

1. 健康老化-正確用藥

2. 認知訓練課程-購物烹飪趣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9日 五 9:00~11:00

1. 健康老化-視力保健

2. 認知訓練課程-記憶力是什麼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16日 五 9:00~11:00

即日起至11月

高雄市梓官區衛生所

梓官區梓信社區活動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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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老化-預防失智症+社會參與

2. 認知訓練課程-改善記憶力

3. 運動介入-站姿動作

8月23日 五 9:00~11:00

1. 健康老化 -不菸、不酒、不檳榔

2. 認知訓練課程–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8月30日 五 9:00~11:00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8月6日 五 9:00~11: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8月12日 四 9:00~11: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8月20日 五 9:00~11:00

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8月27日 五 9:00~11:00

國健署健康操、樂齡桌遊反失智有一套 二 9:00~10:00

國健署健康操、學唱歌練嗓也練腦袋 四 9:00~10:00

國健署健康操、動動手工藝 五 9:00~10:00

1. 相見歡+參與長者前測評估

2. 運動介入重點-坐姿運動

(1) 了解運動安全

(2) 知道運動的基本型態

(3) 讓學員了解自己的體能狀況

8月5日 一 10:00~12:00

1. 健康老化-食得健康

2. 認知訓練課程-課程介紹

3. 運動介入重點-坐姿運動

(1)了解運動安全

(2) 知道運動的基本型態

(3) 讓學員了解自己的體能狀況

8月12日 一 10:00~12:00

1. 健康老化-口腔保健(搭配健口操)

2. 認知訓練課程-日常生活推理能力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19日 一 10:00~12:00

1. 健康老化-健康檢查、慢性病管理

2. 認知訓練課程-看圖說故事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26日 一 10:00~12:00

高雄市梓官區衛生所

07-6177331

心

(高雄市梓官區中學路73

號)

即日起至11月

梓官區衛生所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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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老化-正確用藥

2. 認知訓練課程-購物烹飪趣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9月2日 一 10:00~12:00

1. 健康老化-視力保健

2. 認知訓練課程-記憶力是什麼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9月9日 一 10:00~12:00

1. 健康老化-預防失智症+社會參與

2. 認知訓練課程-改善記憶力

3. 運動介入-站姿動作

9月16日 一 10:00~12:00

1. 健康老化 -不菸、不酒、不檳榔

2. 認知訓練課程–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9月23日 一 10:00~12:00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9月30日 一 10:00~12: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10月7日 一 10:00~12: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10月14日 一 10:00~12:00

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10月21日 一 10:00~12:00

一 9:00~10:00

五 19:00~20:00

六 19:00~20:00

1. 健康老化 -不菸、不酒、不檳榔

2. 認知訓練課程–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8月7日 三 9:00~11:00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8月14日 三 9:00~11: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8月21日 三 9:00~11: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8月28日 三 9:00~11:00

旗山區衛生所旗山

即日起至11月長者健康管理社團

高雄市旗山區衛生所

07-6612054

大德社區活動中心

(高雄市旗山區復新東街

16巷7-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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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9月4日 三 9:00~11:00

1. 相見歡+參與長者前測評估

2. 運動介入重點-坐姿運動

(1) 了解運動安全

(2) 知道運動的基本型態

(3) 讓學員了解自己的體能狀況

8月8日 四 9:00~11:00

1. 健康老化-食得健康

2. 認知訓練課程-課程介紹

3. 運動介入重點-坐姿運動

(1)了解運動安全

(2) 知道運動的基本型態

(3) 讓學員了解自己的體能狀況

8月15日 四 9:00~11:00

1. 健康老化-口腔保健(搭配健口操)

2. 認知訓練課程-日常生活推理能力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22日 四 9:00~11:00

1. 健康老化-健康檢查、慢性病管理

2. 認知訓練課程-看圖說故事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29日 四 9:00~11:00

1. 健康老化-正確用藥

2. 認知訓練課程-購物烹飪趣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9月5日 四 9:00~11:00

1. 健康老化-視力保健

2. 認知訓練課程-記憶力是什麼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9月12日 四 9:00~11:00

1. 健康老化-預防失智症+社會參與

2. 認知訓練課程-改善記憶力

3. 運動介入-站姿動作

9月19日 四 9:00~11:00

1. 健康老化 -不菸、不酒、不檳榔

2. 認知訓練課程–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9月26日 四 9:00~11:00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10月3日 四 9:00~11: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10月17日 四 9:00~11:00

陽光民宿

(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和

平路305之2號)

高雄市六龜區衛生所

07-6891244
六龜區衛生所六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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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10月24日 四 9:00~11:00

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10月31日 四 9:00~11:00

1. 健康老化-預防失智症+社會參與

2. 認知訓練課程-改善記憶力

3. 運動介入-站姿動作

8月1日 四 9:00~11:00

1. 健康老化 -不菸、不酒、不檳榔

2. 認知訓練課程–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8月8日 四 9:00~11:00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8月15日 四 9:00~11: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8月22日 四 9:00~11: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8月29日 四 9:00~11:00

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9月5日 四 9:00~11:00

1. 健康老化-預防失智症+社會參與

2. 認知訓練課程-改善記憶力

3. 運動介入-站姿動作

8月1日 四 14:00-16:00

1. 健康老化 -不菸、不酒、不檳榔

2. 認知訓練課程–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8月8日 四 14:00-16:00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8月15日 四 14:00-16: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8月22日 四 14:00-16: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8月29日 四 14:00-16:00

杉林
高雄市杉林區衛生所

07-6771319

杉林區衛生所

(杉林區上平里山仙路93

巷2號)

大愛活動中心

(杉林區大愛里大愛路47

號)

杉林區衛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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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9月5日 四 14:00-16:00

長者健康社團 即日起至11月
一、

二、五
10:00~11:00

杉林里社區活動中心

(杉林區杉林里合森巷63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8月6日 二 08:30~09:30

1.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8月13日 二 08:30~10:30

1. 運動介入重點-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增強自身體能 8月22日 二 08:30~10:30

 1.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8月29日 二 08:30~10:30

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9月5日 二 08:30~09:30

動動手DIY.彩繪人生 二 10:30~11:30

學唱歌練嗓也練腦袋 三 10:30~11:30

樂齡桌遊反失智+茶道樂活 四 10:30~11:30

1. 健康老化-正確用藥

2. 認知訓練課程-購物烹飪趣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2日 五 9:00-11:00

1. 健康老化-視力保健

2. 認知訓練課程-記憶力是什麼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9日 五 9:00-11:00

1. 健康老化-預防失智症+社會參與

2. 認知訓練課程-改善記憶力

3. 運動介入-站姿動作

8月16日 五 9:00-11:00

1. 健康老化 -不菸、不酒、不檳榔

2. 認知訓練課程–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8月23日 五 9:00-11:00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8月30日 五 9:00-11: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9月6日 五 9:00-11: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9月20日 五 9:00-11:00

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9月27日 五 9:00-11:00

高雄市楠梓區衛生所

07-3512110#306

加昌里活動中心

(楠梓區加昌里壽民路16

巷16號)

即日起至11月

楠梓區衛生所楠梓

健仁醫院

07-3517166＃1217

大昌里活動中心

(楠梓區壽豐路461號)

健仁醫院楠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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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00~12:00

五 11:00~12:00

六 14:00~15:00

1. 健康老化 -不菸、不酒、不檳榔

2. 認知訓練課程–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8月2日 五
上午

9:00-11:00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8月9日 五
上午

9:00-11: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8月16日 五
上午

9:00-11: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8月23日 五
上午

9:00-11:00

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8月30日 五

上午

9:00-11:00

1. 健康老化 -不菸、不酒、不檳榔

2. 認知訓練課程–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8月5日 一
上午

9:00-11:00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8月12日 一
上午

9:00-11: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8月19日 一
上午

9:00-11: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8月26日 一
上午

9:00-11:00

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9月2日 一

上午

9:00-11:00

動動有活力-長者健康操 二 8:00-9:00

學唱歌練嗓也練腦袋 三 8:00-9:00

認知訓練---動動腦、手、腳 六 8:00-9:00

1. 健康老化-正確用藥

2. 認知訓練課程-購物烹飪趣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5日 一 10:00~12:00

路竹

惠豐里活動中心

(楠梓區青田街87號)
即日起至11月長者健康管理社團

即日起至11月 路竹區甲南里觀音亭

路竹區竹東里活動中心

(路竹區竹東里中正路61

號)

路竹區三爺里活動中心

(路竹區竹東里中正路61

號)

高雄市路竹區衛生所

07-6962449#212
路竹區衛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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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老化-視力保健

2. 認知訓練課程-記憶力是什麼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12日 一 10:00~12:00

1. 健康老化-預防失智症+社會參與

2. 認知訓練課程-改善記憶力

3. 運動介入-站姿動作

8月19日 一 10:00~12:00

1. 健康老化 -不菸、不酒、不檳榔

2. 認知訓練課程–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8月26日 一 10:00~12:00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9月2日 一 10:00~12: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9月9日 一 10:00~12: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9月16日 一 10:00~12:00

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9月23日 一 10:00~12:00

一 09:00~10:00

三 09:00~10:00

五 12:00~13:00

1. 健康老化-健康檢查、慢性病管理

2. 認知訓練課程-看圖說故事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2日 五 07:40~09:40

1. 健康老化-正確用藥

2. 認知訓練課程-購物烹飪趣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9日 五 07:40~09:40

1. 健康老化-視力保健

2. 認知訓練課程-記憶力是什麼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16日 五 07:40~09:40

1. 健康老化-預防失智症+社會參與

2. 認知訓練課程-改善記憶力

3. 運動介入-站姿動作

8月23日 五 07:40~09:40

左營

廍南里社區

(左營區廍後街81號 )

合群里社區

(左營區合群里緯六路

268號)

翔生藥局2F

(左營區左營大路514號)

即日起至10月長者健康管理社團

廍南社區關懷據點

(左營區廍後街81號 )

翔生藥局

07-5880055
祥生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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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老化 -不菸、不酒、不檳榔

2. 認知訓練課程–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8月30日 五 07:40~09:40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9月6日 五 07:40~09:4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9月20日 五 07:40~09:4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9月27日 五 07:40~09:40

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10月4日 五 07:40~09:40

1. 相見歡+參與長者前測評估

2. 運動介入重點-坐姿運動

(1) 了解運動安全

(2) 知道運動的基本型態

(3) 讓學員了解自己的體能狀況

8月29日 四 14:00~16:00

1. 健康老化-食得健康

2. 認知訓練課程-課程介紹

3. 運動介入重點-坐姿運動

(1)了解運動安全

(2) 知道運動的基本型態

(3) 讓學員了解自己的體能狀況

9月5日 四 14:00~16:00

1. 健康老化-口腔保健(搭配健口操)

2. 認知訓練課程-日常生活推理能力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9月12日 四 14:00~16:00

1. 健康老化-健康檢查、慢性病管理

2. 認知訓練課程-看圖說故事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9月19日 四 14:00~16:00

1. 健康老化-正確用藥

2. 認知訓練課程-購物烹飪趣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9月26日 四 14:00~16:00

1. 健康老化-視力保健

2. 認知訓練課程-記憶力是什麼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10月3日 四 14:00~16:00

大社區大社里活動中心

(大社區大社路161之1

號)

社團法人台灣道爾思永

續發展協會

0973428443

社團法人台灣道爾思

永續發展協會
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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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老化-預防失智症+社會參與

2. 認知訓練課程-改善記憶力

3. 運動介入-站姿動作

10月17日 四 14:00~16:00

1. 健康老化 -不菸、不酒、不檳榔

2. 認知訓練課程–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10月24日 四 14:00~16:00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10月31日 四 14:00~16: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11月7日 四 14:00~16: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11月14日 四 14:00~16:00

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11月21日 四 14:00~16:00

歡樂歌唱 四 10:00~11:00

多元健康 四 16:00~17:00

益智團康 五 10:00~11:00

1. 健康老化-視力保健

2. 認知訓練課程-記憶力是什麼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7日 三 09:00~11:00

1. 健康老化-預防失智症+社會參與

2. 認知訓練課程-改善記憶力

3. 運動介入-站姿動作

8月14日 三 09:00~11:00

1. 健康老化 -不菸、不酒、不檳榔

2. 認知訓練課程–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8月21日 三 09:00~11:00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8月28日 三 09:00~11: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9月4日 三 09:00~11: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9月11日 三 09:00~11:00

即日起至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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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9月18日 三 09:00~11:00

1. 相見歡+參與長者前測評估

2. 運動介入重點-坐姿運動

(1) 了解運動安全

(2) 知道運動的基本型態

(3) 讓學員了解自己的體能狀況

8月16日 五 10:00~12:00

1. 健康老化-食得健康

2. 認知訓練課程-課程介紹

3. 運動介入重點-坐姿運動

(1)了解運動安全

(2) 知道運動的基本型態

(3) 讓學員了解自己的體能狀況

8月23日 五 10:00~12:00

1. 健康老化-口腔保健(搭配健口操)

2. 認知訓練課程-日常生活推理能力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30日 五 10:00~12:00

1. 健康老化-健康檢查、慢性病管理

2. 認知訓練課程-看圖說故事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9月6日 五 10:00~12:00

1. 健康老化-正確用藥

2. 認知訓練課程-購物烹飪趣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9月20日 五 10:00~12:00

1. 健康老化-視力保健

2. 認知訓練課程-記憶力是什麼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9月27日 五 10:00~12:00

1. 健康老化-預防失智症+社會參與

2. 認知訓練課程-改善記憶力

3. 運動介入-站姿動作

10月4日 五 10:00~12:00

1. 健康老化 -不菸、不酒、不檳榔

2. 認知訓練課程–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10月18日 五 10:00~12:00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10月25日 五 10:00~12: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11月1日 五 10:00~12:00

社團法人台灣道爾思永

續發展協會

0973428443

仁武區仁慈里活動中心

(仁武區仁慈路75號)

社團法人台灣道爾思

永續發展協會
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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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11月8日 五 10:00~12:00

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11月15日 五 10:00~12:00

歡樂歌唱 三 11:00~12:00

多元健康 四 11:00~12:00

益智團康 五 09:00~10:00

1. 健康老化-預防失智症+社會參與

2. 認知訓練課程-改善記憶力

3. 運動介入-站姿動作

8月5日 一 08:00~10:00

1. 健康老化 -不菸、不酒、不檳榔

2. 認知訓練課程–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8月12日 一 08:00~10:00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8月19日 一 08:00~10: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8月26日 一 08:00~10: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9月2日 一 08:00~10:00

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9月9日 一 08:00~10:00

1. 相見歡+參與長者前測評估

2. 運動介入重點-坐姿運動

(1) 了解運動安全

(2) 知道運動的基本型態

(3) 讓學員了解自己的體能狀況

9月2日 一 10:00~12:00

1. 健康老化-食得健康

2. 認知訓練課程-課程介紹

3. 運動介入重點-坐姿運動

(1)了解運動安全

(2) 知道運動的基本型態

(3) 讓學員了解自己的體能狀況

9月9日 一 10:00~12:00

即日起至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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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老化-口腔保健(搭配健口操)

2. 認知訓練課程-日常生活推理能力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9月16日 一 10:00~12:00

1. 健康老化-健康檢查、慢性病管理

2. 認知訓練課程-看圖說故事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9月23日 一 10:00~12:00

1. 健康老化-正確用藥

2. 認知訓練課程-購物烹飪趣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9月30日 一 10:00~12:00

1. 健康老化-視力保健

2. 認知訓練課程-記憶力是什麼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10月7日 一 10:00~12:00

1. 健康老化-預防失智症+社會參與

2. 認知訓練課程-改善記憶力

3. 運動介入-站姿動作

10月14日 一 10:00~12:00

1. 健康老化 -不菸、不酒、不檳榔

2. 認知訓練課程–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10月21日 一 10:00~12:00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10月28日 一 10:00~12: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11月4日 一 10:00~12: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11月11日 一 10:00~12:00

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11月18日 一 10:00~12:00

芳香輔療 一 14:00~15:00

節奏樂團 二 11:00~12:00

益智團康 二 14:00~15:00

1. 健康老化-食得健康

2. 認知訓練課程-改善記憶力

3. 運動介入-站姿動作

8月6日 二 14:00~16:00

1. 健康老化-如何顧健康

2. 認知訓練課程-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8月13日 二 14:00~16:00

田寮區龍鳳寺

(田寮區新興里新興路16

號)

社團法人台灣道爾思永

續發展協會

0973428443

即日起至11月

社團法人台灣道爾思

永續發展協會
田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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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老化-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8月20日 二 14:00~16:00

1. 健康老化-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核心及下肢訓練

8月27日 二 14:00~16:00

1. 健康老化-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二)

2. 認知訓練課程-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增強自身體能

9月3日 二 14:00~16:00

1. 「健康團啟帆」+健康行為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增強自身體能
9月10日 二 14:00~16:00

二 13:00~14:00

三 8:30~9:30

四 8:30~9:30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8月5日 一 14：00~16：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8月12日 一 14：00~16：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8月19日 一 14：00~16：00

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8月26日 一 14：00~16：00

二 13:30-16:30

四 13:30-16:30

六 18:00-21:00

橋頭

即日起至11月長者健康管理社團

高雄市阿蓮區南蓮社區

發展協會

(阿蓮區中正路381巷35

號)

高雄市阿蓮區南蓮社區

發展協會

0932739950

高雄市阿蓮區南蓮社

區發展協會
阿蓮

佑泰物理治療所

(橋頭區仕隆里成功南路

5之1號)

 芋寮社區活動中心

(橋頭區芋寮里廟邊巷2

之1號)

 新莊社區活動中心

(橋頭區新莊里明神路定

祥巷1號)

台灣機能促進協會

07-6120331、0936-

064131

佑泰物理治療所

(橋頭區仕隆里成功南路

5之1號)

即日起至12月長者健康管理社團

台灣機能促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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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門
高雄市內門區內東社

區發展協會
長者健康管理社團 即日起至11月

一、

三、五
8:00-11:00

內東社區活動中心(內門

區內東里茄苳崙25號)

高雄市內門區內東社區

發展協會

0911006582;07-

6671577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8月5日 一 10:30-12:3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8月12日 一 10:30-12:3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8月19日 一 10:30-12:30

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8月26日 一 10:30-12:30

1. 健康老化-健康檢查、慢性病管理

2. 認知訓練課程-看圖說故事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7日 三 10:30-12:30

1. 健康老化-正確用藥

2. 認知訓練課程-購物烹飪趣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21日 三 10:30-12:30

1. 健康老化-視力保健

2. 認知訓練課程-記憶力是什麼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28日 三 10:30-12:30

1. 健康老化-預防失智症+社會參與

2. 認知訓練課程-改善記憶力

3. 運動介入-站姿動作

9月2日 一 10:30-12:30

1. 健康老化 -不菸、不酒、不檳榔

2. 認知訓練課程–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9月4日 三 10:30-12:30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9月9日 一 10:30-12:3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9月16日 一 10:3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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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9月18日 三 10:30-12:30

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9月25日 三 10:30-12:30

1. 相見歡+參與長者前測評估

2. 運動介入重點-坐姿運動

(1) 了解運動安全

(2) 知道運動的基本型態

(3) 讓學員了解自己的體能狀況

8月9日 五 10:30-12:30

1. 健康老化-食得健康

2. 認知訓練課程-課程介紹

3. 運動介入重點-坐姿運動

(1)了解運動安全

(2) 知道運動的基本型態

(3) 讓學員了解自己的體能狀況

8月16日 五 10:30-12:30

1. 健康老化-口腔保健(搭配健口操)

2. 認知訓練課程-日常生活推理能力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23日 五 10:30-12:30

1. 健康老化-健康檢查、慢性病管理

2. 認知訓練課程-看圖說故事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30日 五 10:30-12:30

1. 健康老化-正確用藥

2. 認知訓練課程-購物烹飪趣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9月6日 五 10:30-12:30

1. 健康老化-視力保健

2. 認知訓練課程-記憶力是什麼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9月20日 五 10:30-12:30

1. 健康老化-預防失智症+社會參與

2. 認知訓練課程-改善記憶力

3. 運動介入-站姿動作

9月23日 一 10:30-12:30

1. 健康老化 -不菸、不酒、不檳榔

2. 認知訓練課程–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9月27日 五 10:30-12:30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10月4日 五 10:30-12:30

寶隆活動中心

(甲仙區寶隆里嶺頂巷3

號)

高雄市甲仙區寶隆社區

發展協會

0919115135

高雄市甲仙區寶隆社

區發展協會
甲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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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10月7日 一 10:30-12:3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10月18日 五 10:30-12:30

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10月25日 五 10:30-12:30

長者健康管理社團 即日起至10月
一、

三、五
9:00-10:00

1. 健康老化-視力保健

2. 認知訓練課程-記憶力是什麼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7日 三 09:00~11:00

1. 健康老化-預防失智症+社會參與

2. 認知訓練課程-改善記憶力

3. 運動介入-站姿動作

8月14日 三 09:00~11:00

1. 健康老化 -不菸、不酒、不檳榔

2. 認知訓練課程–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8月21日 三 09:00~11:00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8月28日 三 09:00~11: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9月4日 三 09:00~11: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9月11日 三 09:00~11:00

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9月18日 三 09:00~11:00

1. 健康老化-視力保健

2. 認知訓練課程-記憶力是什麼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2日 五 8:30~10:30

1. 健康老化-預防失智症+社會參與

2. 認知訓練課程-改善記憶力

3. 運動介入-站姿動作

8月9日 五 8:30~10:30

新興

社團法人高雄市佛臨濟

會

07-5211297

鹽埕社區式日間照顧中

心

(鹽埕區大仁路6號2樓)

社團法人高雄市佛臨

濟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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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老化 -不菸、不酒、不檳榔

2. 認知訓練課程–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8月16日 五 8:30~10:30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8月23日 五 8:30~10:3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8月30日 五 8:30~10:3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9月6日 五 8:30~10:30

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9月20日 五 8:30~10:30

一 11:00~12:00

三 10:00~11:00

五 10:30~11:30

日 18:00-19:00

一 12:00-13:00

四 08:00-09:00

1. 健康老化 -視力保健

2. 認知訓練課程–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8月5日 一 13:00-15:00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8月12日 一 13:00-15:00

1. 健康老化 –居家運動(一)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8月19日 一 13:00-15:00

1. 健康老化 -居家運動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8月26日 一 13:00-15:00

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9月2日 一 13:00-15:00

1. 健康老化 -視力保健

2. 認知訓練課程–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8月5日 一 15:00-17:00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社區

發展協會

 0928308771

即日起至11月長者健康管理社團

鹽埕老人活動站

(鹽埕區大仁路179號4

樓)

本上里里辦公處

(三民區本揚里陽明路

342號)

社團法人高雄市職能治

療師公會

0912910027

高雄醫學大學 濟世大樓

8樓cs811

(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

社團法人高雄市職能

治療師公會
三民

即日起至11月長者健康管理社團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社

區發展協會
三民



行政區 健康服務提供單位 活動內容 日期 星期 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洽詢單位/電話

108年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辦理社區長者健康管理計畫-健康服務活動   製表 108.7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8月12日 一 15:00-17:00

1. 健康老化 –居家運動(一)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8月19日 一 15:00-17:00

1. 健康老化 -居家運動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8月26日 一 15:00-17:00

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9月2日 一 15:00-17:00

高齡有氧健康操 一 08:00~09:00

高齡有氧健康操/歡樂桌遊趣 三 08:00~09:00

彈力帶訓練課程 四 09:00~10:00

三民
高雄市三民區民享社

區發展協會
長者健康管理社團 即日起至11月

二、

三、四
08:00~12:00

安泰里活動中心

(三民區安泰里同盟二路

60號)

高雄市三民區民享社區

發展協會

0903070291

1. 相見歡＋參與長者前測評估

2. 運動介入重點 ― 坐姿運動

(1) 了解運動安全

(2) 知道運動的基本型態

(3) 讓學員了解自己的體能狀況

8月16日 五 09:00~11:00

1. 健康老化 ― 食得健康

2. 認知訓練課程 ― 課程介紹

3. 運動介入重點 ― 坐姿運動

(1)了解運動安全

(2) 知道運動的基本型態

(3) 讓學員了解自己的體能狀況

8月23日 五 09:00~11:00

1. 健康老化 ― 口腔保健(搭配健口操)

2. 認知訓練課程 ― 日常生活推理能力

3. 運動介入 ― 坐姿動作

8月30日 五 09:00~11:00

1. 健康老化 ― 健康檢查、慢性病管理

2. 認知訓練課程 ― 看圖說故事

3. 運動介入 ― 坐姿動作

9月6日 五 09:00~11:00

1. 健康老化 ― 正確用藥

2. 認知訓練課程 ― 購物烹飪趣

3. 運動介入 ― 坐姿動作

9月20日 五 09:00~11:00

崗山仔南區老人活動中

即日起至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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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老化 ― 視力保健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是什麼

3. 運動介入 ― 坐姿動作

9月27日 五 09:00~11:00

1. 健康老化 ― 預防失智症+社會參與

2. 認知訓練課程 ― 改善記憶力

3. 運動介入 ― 站姿動作

10月4日 五 09:00~11:00

1. 健康老化 ― 不菸、不酒、不檳榔

2. 認知訓練課程 ― 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 ― 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10月18日 五 09:00~11:00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10月25日 五 09:00~11:00

1. 健康老化 ―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

　 ＋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 核心及下肢訓練

11月1日 五 09:00~11:00

1. 健康老化 ―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 增強自身體能

11月8日 五 09:00~11:00

1. 「健康團啟帆」＋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 增強自身體能
11月15日 五 09:00~11:00

一 16:00~17:00

高雄市幸福海洋城市協

會

(前鎮區 凱旋三路265)

三 11:00~12:00

五 09:00~10:00

1. 健康老化-視力保健

2. 認知訓練課程-記憶力是什麼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5日 一 2:30~4:30

1. 健康老化-預防失智症+社會參與

2. 認知訓練課程-改善記憶力

3. 運動介入-站姿動作

8月12日 一 2:30~4:30

1. 健康老化 -不菸、不酒、不檳榔

2. 認知訓練課程–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8月19日 一 2:30~4:30

高雄市幸福海洋城市

協會
前鎮

心

(前鎮區保泰路303號)

即日起至11月長者健康管理社團
崗山仔南區老人活動中

心

(前鎮區保泰路303號)

高雄市幸福海洋城市協

會

0989528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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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8月26日 一 2:30~4:3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9月2日 一 2:30~4:3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9月9日 一 2:30~4:30

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9月16日 一 2:30~4:30

1. 健康老化-健康檢查、慢性病管理

2. 認知訓練課程-看圖說故事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6日 二 9:00~11:00

1. 健康老化-正確用藥

2. 認知訓練課程-購物烹飪趣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13日 二 9:00~11:00

1. 健康老化-視力保健

2. 認知訓練課程-記憶力是什麼

3. 運動介入-坐姿動作

8月20日 二 9:00~11:00

1. 健康老化-預防失智症+社會參與

2. 認知訓練課程-改善記憶力

3. 運動介入-站姿動作

8月27日 二 9:00~11:00

1. 健康老化 -不菸、不酒、不檳榔

2. 認知訓練課程–叫我數獨益智王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如何運動增進

9月3日 二 9:00~11:00

1. 健康老化 - 居住環境安全

2. 認知訓練課程 – 拼湊智慧七巧板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學習維持體能及健康

9月10日 二 9:00~11: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一)+高齡者健康操介紹

2. 認知訓練課程 – 記憶力圖形遊戲

3. 運動介入活動 –核心及下肢訓練

9月17日 二 9:00~11:00

1. 健康老化 -動動生活手冊及影片 (二)

2. 認知訓練課程 – 注意力大考驗

3.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9月24日 二 9:00~11:00

1. 「健康團啟帆」 + 參與長者後測

2. 運動介入活動 -增強自身體能
10月1日 二 9:00~11:00

二 19:00~21:00

高雄市失能者關懷協會

0932744848

興東里活動中心

(前鎮區興東里嘉陵街36

號)

高雄市失能者關懷協

會
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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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00~21:00

五 19:00~21:00

苓雅
高雄市苓雅區新建軍

社區發展協會
長者健康管理社團 即日起至11月

一、

三、五
10:00-12:00

港口慈濟宮社區教室

(苓雅區建軍里建軍路

166-3號)

高雄市苓雅區新建軍社

區發展協會

07-7490345

健康檢測/體適能健康操社團 一 08:30~10:00

金曲懷念老歌教唱 二 13:30~15:30

健康操社團 三 06:00~08:00

動動手工藝社團 四 15:40~17:20

音樂律動社團 五 09:00~10:30

社團/講座、律動 五 15:40~17:20

高雄市鼓山區衛生所

07-5315753

南鼓山老人活動中心/里

聯合活動中心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街

87-13號三樓)

即日起至11月鼓山區衛生所鼓山

即日起至11月長者健康管理社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