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   動  快  遞
1 月份社區活動一覽表

                                            聯絡人:品質管理中心  蔡文進     連絡電話:7263333-32008

日期 時間 主題 講師 地點

102.01.05 09:30~10:30 骨質疏鬆 吳宜賢醫師 七股區竹橋社區

102.01.07 09:30~10:30 慢性腎臟疾病 郭育淇醫師 學甲區三慶社區

102.01.09 14:30~15:30 用藥安全 李佩汶藥師 七股區城內社區

102.01.11 14:30~15:30 口腔黏膜疾病鑑別診 官文雄醫師 學甲區新芳社區

102.01.24 09:30~10:30 肝病 曾冠智醫師 將軍區嘉昌社區



活   動  快  遞
2 月份社區活動一覽表

                                            聯絡人:品質管理中心  蔡文進     連絡電話:7263333-32008

日期 時間 主題 講師 地點

102.02.04 14:30-15:30 腎臟保健 江銘彥醫師 佳里東寧社區

102.02.07 14:30-15:30 骨質疏鬆 余宗興醫師 西港永樂社區

102.02.20 09:30-10:30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廖光明醫師 佳里蚶寮社區

102.02.25 09:30-10:30 燒傷的處理 顏伯璁醫師 西港慶安社區 

102.02.26 09:30-10:30 膽結石外科治療 陳俊良醫師 七股龍山社區



活   動  快  遞
3 月份社區活動一覽表

                                            聯絡人:品質管理中心  蔡文進     連絡電話:7263333-32008

日期 時間 主題 講師 地點

102.03.01 09:30~10:30 高血脂 杜明道醫師 七股區十份社區

102.03.02 19:30~20:30 慢性腎臟疾病 郭育淇醫師 七股區頂山社區

102.03.04 10:00 ~ 11:00 慢性腎臟疾病 郭育淇醫師 學甲區衛生所

102.03.07 14:30 ~ 15:30 下背痛 洪哲緯醫師 佳里區安西社區

102.03.07 16:30~ 17:30 營養看標示及聰明選健康

吃

李宜樺營養師 安南區衛生所

102.03.08 09:30 ~ 10:30 退化性關節炎 林理信醫師 七股區篤加社區

102.03.09 14:30 ~ 15:30 退化性關節炎 林理信醫師 佳里區區公所

102.03.12 09:30 ~ 10:30 頻尿、夜尿 黃啟洲醫師 七股區中寮社區

102.03.13 09:30 ~ 11:30 高血壓風險管理 莊華盈主任 佳里區松年大學

102.03.14 09:30 ~ 10:30 如何吃出健康 李宜樺營養師 將軍區巷口社區

102.03.15 09:30 ~ 10:30 發燒 郭淑珠醫師 西港區西港社區

102.03.19 14:30 ~ 15:30 口腔黏膜疾病鑑別診斷 官文雄醫師 北門區永隆社區

102.03.20 09:30 ~ 10:30 高血壓風險管理 莊華盈主任 佳里區龍安社區

102.03.20 14:30 ~ 15:30 骨質疏鬆 林彣芷醫師 七股區城內社區

102.03.22 09:30 ~ 10:30 登革熱防治 黃小容護理師 將軍區北埔社區

102.03.26 14:30 ~ 15:30 高血壓風險管理 莊華盈主任 佳里區頂部社區

102.03.27 14:10 ~ 15:10 飲食與體重的控制 李宜樺營養師 學甲區天仁工商



活   動  快  遞
4 月份社區活動一覽表

                                            聯絡人:品質管理中心  蔡文進     連絡電話:7263333-32008

日期 時間 主題 講師 地點

102.04.01 13:30 ~ 15:00 菸害防制

用藥安全

柯俊宏醫師

李佩汶藥師

佳里區佳里國中

102.04.02 09:30~10:30 腎臟保健 陳冠伶衛教師 七股區樹林社區

102.04.03 09:30~10:30 肝病 曾冠智醫師 麻豆區油車社區

102.04.08 14:00 ~ 16:00 青少年飲食控制 李宜樺營養師 安南區土城中學

102.04.11 09:30~10:30 小便困難支解決方案 徐生龍醫師 麻豆區興農社區

  102.04.11  14:30 ~ 15:30 下背痛 洪哲緯醫師 將軍區西和社區

102.04.11 14:30~15:30 肺結核 許淑蕙護理師 佳里區子龍社區

102.04.15 09:30~10:30 燒燙傷的處理 顏伯璁醫師 學甲區光華社區

102.04.16 09:30~10:30 腎臟保健 陳冠伶衛教師 將軍區老人協進會

102.04.17 09:30~10:30 發燒 郭淑珠醫師 麻豆區海埔社區

102.04.18 14:30 ~ 15:30 認識骨質疏鬆與流失 余宗興醫師 將軍區馬沙溝社區

102.04.19 09:30~10:30 高血脂 杜明道醫師 麻豆區紀安社區

102.04.20 09:30~10:30 肝病 曾冠智醫師 西港區竹橋社區

102.04.23 14:30~15:30 膽結石外科治療 陳俊良醫師 將軍區廣山社區

102.04.25 09:30~10:30 腦中風的預防與治療 何乘彰醫師 將軍區將軍社區

102.04.25 15:00~16:00 腰背保健運動 李林富復健師 學甲區大灣社區

                           



活   動  快  遞
5 月份社區活動一覽表

                                               聯絡人:品質管理中心  蔡文進 連絡電話:7263333-32008

日期 時間 主題 講師 地點

02.05.01  09:30 ~ 10:30 用藥安全 李佩汶藥師 麻豆區巷口社區

102.05.01 14:30~15:30 小便困難之解決方案 徐生龍醫師 七股區城內社區

102.05.02 09:30~10:30 膽結石外科治療 陳俊良醫師 北門區蚵寮社區

102.05.03 09:30~10:30 乳癌 陳翰坤醫師 佳里區興化社區

102.05.06 14:30 ~ 15:30 用藥安全 李佩汶藥師 西港區永樂社區

102.05.07 09:30~10:30 下背痛 洪哲緯醫師 麻豆區紀安社區

102.05.07 14:30~15:30 胃潰瘍 高旭儒醫師 佳里區頂部社區

102.05.08 08:30~09:30 視力保健 蕭景星醫師 學甲學甲國小

102.05.09 10:00~12:00 檳榔對健康的危害與口腔癌 柯俊宏醫師 西港金砂軍營

102.05.10 09:30~10:30 退化性關節炎 林理信醫師 學甲區頂洲社區

102.05.14 09:30~10:30 惱人足底筋膜炎 阮惠群醫師 將軍區北埔社區

102.05.15 14:30~15:30 更年期婦女保健 林錫欽醫師 西港區金砂社區

102.05.15 13:10~14:10 如何吃出營養 李宜樺營養師 北門區北門國中

102.05.15 19:00~20:30 小便困難之解決方案 徐生龍醫師 總榮社區 (社區大學)

102.05.16 09:30~10:30 認識骨質疏鬆與流失 余宗興醫師 七股區竹港社區

102.05.16 10:00~12:00 口腔自我檢查 洪啟偉醫師 西港金砂軍營

102.05.17 09:30~11:30 常見骨關節疾病 許正澂醫師 佳里區松年大學



102.05.20 13:30~14:30 戒煙健康飲食與體重控制 李宜樺營養師 七股區竹橋國中

102.05.20 19:00~19:40 一般眼疾 蕭景星醫師 佳里扶輪社

102.05.21 09:30~10:30 腎臟保健 陳冠伶衛教師 麻豆區總榮社區

102.05.22 13:10~14:10 營養看標示及聰明選健康吃 李宜樺營養師 北門區北門國中

102.05.22 15:00~16:00 膽結石外科治療 陳俊良醫師 佳里區興化社區

102.05.23 09:30~10:30 腦中風的預防與治療 何乘彰醫師 學甲區第五社區

102.05.23 14:30~15:30 肺結核 許淑蕙衛教師 學甲區平西社區

102.05.24 14:30~15:30 腦中風風險管理 莊華盈主任 北門區永隆社區

102.05.27 13:20~14:30 拒絕菸的誘惑 杜明道醫師 將軍區將軍國中

102.05.28 14:00~14:30 高血壓與心臟病防治 李畊緯醫師 佳里區安西社區

102.05.29 08:40~09:20 腸病毒 郭淑珠醫師 七股區光復國小



活   動  快  遞
6 月份社區活動一覽表

                                            聯絡人:品質管理中心  蔡文進     連絡電話:7263333-32008

日期 時間 主題 講師 地點

102.06.01  09:30 ~10:30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廖光明醫師 七股區竹橋社區

102.06.01 19:30~20:30 三高的防治 柯俊宏醫師 七股區妙惠居士林

102.06.03 09:30~10:30 夏日養身飲食 李宜樺營養師 七股區樹林社區

102.06.03 14:30~15:30 小便困難之解決方案 徐生龍醫師 將軍區廣山社區

102.06.04  09:30 ~10:30 腎臟保健 陳冠伶衛教師 北門區錦湖社區

102.06.04 14:10~15:10 煙害防治 杜明道醫師 北門區天仁工商

102.06.05 08:00~08:40 發燒 郭淑珠醫師 七股區三股國小

102.06.06 09:30~10:30 糖尿病 鍾岳樺醫師 將軍區嘉昌社區

102.06.06 11:30~12:30 糖尿病 鍾岳樺醫師 將軍區馬沙溝社區

102.06.07 14:30~15:30 端午養身粽 李宜樺營養師 學甲區新榮社區

102.06.10 13:30~14:30 認識戒斷症狀 杜明道醫師 將軍區將軍國中

102.06.10 14:30~15:30 如何吃出營養 李宜樺醫師 佳里區衛生所

102.06.13 15:00~16:00 膽結石外科治療 陳俊良醫師 學甲區大灣社區

102.06.14 09:00~10:00 高血脂 杜明道醫師 麻豆區磚井社區

102.06.14 14:30~15:30 如何吃出營養 李宜樺營養師 學甲區新芳社區

102.06.17 10:00~12:00 保健常識與退休生活的調適 杜明道醫師 南鲲鯓-香客大樓



102.06.17  13:30~14:30 菸癮的來臨與克服 杜明道醫師 將軍區將軍國中

102.06.18 09:30~10:30 高血壓與心臟病防治 李畊緯醫師 西港區慶安社區

102.06.18 14:30~15:30 乳癌 陳翰坤醫師 佳里區頂部社區

102.06.20 14:30~15:30 肺結核 許淑蕙護理師 西港區港東社區

102.06.24 09:30~10:30 更年期婦女保健 林錫欽醫師 七股區十份社區

102.06.24 13:50~14:50 壓力調適 杜明道醫師 將軍區將軍國中

102.06.27 14:30~15:30 腦中風的預防與治療 莊華盈醫師 佳里區子龍社區

                        



活   動  快  遞
7 月份社區活動一覽表

                                            聯絡人:品質管理中心  蔡文進     連絡電話:7263333-32008

日期 時間 主題 講師 地點

102.07.01  09:30 ~10:30 肝病 曾冠智醫師 佳里區興化社區

102.07.02 14:30~15:30 膽結石外科治療 陳俊良醫師 學甲區平西社區

102.07.03  09:30 ~10:30 一般眼疾 蕭景星醫師 將軍區巷口社區

102.07.03 14:30~15:30 肺結核 許淑蕙護理師 佳里區東寧社區

102.07.05 09:30~10:30 認識憂鬱症 杜明道醫師 學甲區光華社區

102.07.09 09:30~10:30 高血壓與心臟病防治 李畊緯醫師 七股區篤加社區

102.07.09 14:30~15:30 胃潰瘍 高旭儒醫師 七股區城內社區

102.07.10 09:30~10:30 肝病 曾冠智醫師 麻豆區海埔社區

102.07.12 09:30~10:30 乳癌 陳漢坤醫師 將軍區將軍社區

102.07.15  09:30~10:30 遺傳基因及罕見疾病 林秀娟教授 七股區竹港社區

102.07.15 19:00~19:40 做一個 21世紀健康快樂的

現代人

王覲文副院長 佳里扶輪社

102.07.18  09:30~10:30 認識憂鬱症 柯俊宏醫師 佳里區蚶寮社區

102.07.21 10:40~11:30 慢性腎臟疾病 郭育淇醫師 西港慶安老人協會

102.07.22 09:30~10:30 登革熱防治/洗手衛教 黃小容護理師 西港區西港社區

102.07.24  09:30~10:30 如何吃出健康 李宜樺營養師 學甲區三慶社區

102.07.25 14:00 ~ 14:30 用藥安全 李佩汶藥師 佳里區安西社區



活   動  快  遞
8 月份社區活動一覽表

                                            聯絡人:品質管理中心  蔡文進     連絡電話:7263333-32008

日期 時間 主題 講師 地點

102.08.01  09:30~10:30 膽結石外科治療 陳俊良醫師 將軍區北埔社區

102.08.05  09:30~10:30 燒燙傷的處理 顏伯璁醫師 西港區永樂社區

102.08.06  09:30~10:30 關節炎微創治療 余宗興醫師 將軍區將軍社區

102.08.06 15:00~16:00 肺結核 許淑蕙護理師 學甲區大灣社區

102.08.07 09:30~10:30 頻尿、夜尿 黃啟洲醫師 七股區龍山社區

102.08.09 14:30~15:30 口腔黏膜疾病鑑別診斷 官文雄醫師 將軍區廣山社區

102.08.10 19:30~20:30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廖光明醫師 七股區妙恵居士林

102.08.13 09:30~10:30 高血壓與心臟病防治 李畊緯醫師 學甲區頂洲社區

102.08.14 09:30~10:30 失智-體適能 莊華盈醫師 西港區慶安社區

102.08.15 14:30~15:30 精算飲食營養 李宜樺營養師 佳里區漳洲社區

102.08.16 09:30~10:30 登革熱防治 黃小容護理師 麻豆區油車社區

102.08.20  09:30~10:30 認識骨質疏鬆與流失 余宗興醫師 七股區中寮社區

102.08.21 09:30~10:30 一般眼疾 蕭景星醫師 七股區樹林社區

102.08.21 14:30~15:30 胃潰瘍 高旭儒醫師 西港區金砂社區

102.08.23  09:30~10:30 退化性關節炎 林理信醫師 學甲區新芳社區

102.08.23 14:30~15:30 更年期婦女保健 林錫欽醫師 佳里區頂部社區

102.08.27 14:30~15:30 小便困難之解決方案 徐生龍醫師 北門區永隆社區



102.08.28 09:30~10:30 腦中風風險管理 莊華盈主任 南科健康生活館

活   動  快  遞
9 月份社區活動一覽表

                                            聯絡人:品質管理中心  蔡文進     連絡電話:7263333-32008

日期 時間 主題 講師 地點

102.09.02  09:30~10:30 精算飲食營養 李宜樺營養師 麻豆區興農社區

102.09.03  14:30~15:30 更年期婦女保健 林錫欽醫師 佳里區東寧社區

102.09.05  14:30~15:30 關節炎微創治療 余宗興醫師 西港區港東社區

102.09.06  09:30~10:30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廖光明醫師 學甲區光華社區

102.09.09  09:30~10:30 燒燙傷的處理 顏伯璁醫師 學甲區三慶社區

102.09.10  09:30~10:30 腎臟保健 陳冠伶衛教師 北門區蚵寮社區

102.09.11 09:30~10:30 頻尿、夜尿 黃啟洲醫師 將軍區將軍社區

102.09.13 09:30~10:30 高血脂 杜明道醫師 七股區篤加社區

102.09.16 09:30~10:30 兒童成長發育 林秀娟教授 七股區三股國小

102.09.16 11:00~12:00 遺傳基因及罕見疾病 林秀娟教授 將軍區馬沙溝社區

102.09.17  14:30~15:30 乳癌 陳漢坤醫師 學甲區新榮社區

102.09.18 08:30~12:00 口腔篩檢 梁瓊云 醫師

葉庭筠 醫師

莊宗翰  醫師

將軍區鯤鯓國小

102.09.27  09:30~10:30 精算飲食營養 李宜樺營養師 麻豆區巷口社區



活   動  快  遞
10 月份社區活動一覽表

                                            聯絡人:品質管理中心  蔡文進     連絡電話:7263333-32008

日期 時間 主題 講師 地點

102.10.01   10:20~11:20 用藥安全 藥劑科 

李佩汶藥師

鹽水區鹽水國小

102.10.01   14:30~15:30 胃潰瘍 肝膽胃腸科

高旭儒醫師

將軍區西和社區

102.10.02  09:30 ~11:30 健康管理從頭學，以「健康

日本 21」談「健康佳里

2030」

神經內科 

莊華盈醫師

佳里區松年大學

102.10.02   14:30~15:30 更年期婦女保健 婦產科 

林錫欽醫師

學甲區平西社區

102.10.03   14:30~15:30 乳癌 一般外科

陳漢坤醫師

佳里區子龍社區

102.10.04   09:30~10:30 預防跌倒 復健科

楊舒涵醫師

麻豆區總榮社區

102.10.08   09:30~10:30 糖尿病 內分泌科

鍾岳樺醫師

佳里區蚶寮社區

102.10.09   09:30~10:30 腦中風風險管理 神經內科 

莊華盈醫師

七股區中寮社區

102.10.12   19:30~20:30 退化性關節炎 風濕免疫科

林理信醫師   

七股區妙惠居士林

102.10.15   09:30~10:30 用藥安全 藥劑科

李佩汶藥師

西港區西港社區

102.10.15 14:30~15:30 三高飲食 營養科

李宜樺營養師

七股區城內社區

102.10.17 15:00~16:00 關節炎微創治療 骨科

余宗興醫師

學甲區大灣社區

102.10.23   09:30~10:30 背痛 神經外科

林思維醫師

學甲區第五社區

102.10.24 14:30~15:30 肺結核 護理部

許淑蕙護理師

將軍區廣山社區

102.10.25 09:30~10:30 三高防治 家庭醫學科

柯俊宏醫師

七股區竹港社區

102.10.25 14:30~15:30 登革熱防治/洗手衛教 護理部

黃小容護理師

學甲區新芳社區



102.10.31 14:30~15:30 高血壓與心臟病防治 心臟內科

李畊緯醫師

北門區永隆社區

活   動  快  遞
11 月份社區活動一覽表

                                            聯絡人:品質管理中心  蔡文進     連絡電話:7263333-32008

日期 時間 主題 講師 地點

102.11.01  09:00~10:00 糖尿病癌症篩檢 內分泌科

李尚育醫師

麻豆區磚井社區

102.11.04  09:30~10:30 燒燙傷的處理 整形外科

顏伯璁醫師

七股區龍山社區

102.11.06  09:30~10:30 腦中風風險管理 神經內科 

莊華盈醫師

將軍區將軍社區

102.11.13  09:30~10:30 一般眼疾 眼科 

蕭景星 醫師

七股區樹林社區

102.11.14  09:30~10:30 用藥安全 藥劑科

李佩汶藥師

麻豆區紀安社區

活   動  快  遞
12 月份社區活動一覽表

                                            聯絡人:品質管理中心  蔡文進     連絡電話:7263333-32008

日期 時間 主題 講師 地點

102.12.03 15:00~16:00 高血壓與心臟病防治 心臟內科

李畊緯醫師

學甲區大灣社區

102.12.09 19:00~19:40 高壓氧簡介 高壓氧科

劉澄醫師

佳里扶輪社

102.12.21   09:30~10:30 登革熱防治/洗手衛教 護理部

黃小容護理師

七股區竹橋社區

  愛、關懷、服務



         歡迎大家踴躍參與     佳里奇美醫院關心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