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 

興田邨道真堂 愛禮信長者中心 

 
二零二零年九月份 

長者中心地址�九龍藍田興田邨彩田樓地下 ��� 室及 ��� 室 ��電話�������������傳真���������� 

(-PDLO��KWDOHF#HVV�RUJ�KN������中心網址�KWWS���ZZZ�HIFFKWDOHF�RUJ�KN�����:KDWV$SS���������������印刷日期： ���� 年 � 月 ��� 份����� 

 老有所為活動計劃<沿途有里>微電影 QR code 

各位長者好：  

  大家好! 2020 年轉眼間已過了八個月，由二月份開始，香港深受新冠

肺炎所影響而接近停擺，無論上班或上學都受到極大的影響， 期間各方都

為絞盡腦汁去面對疫情。 政府最近推出全民檢疫措施， 讓所有市民都有一

次免費檢測病毒測試的機會，希望藉此找出隱形傳播者，最後成效是怎樣，

我們仍需拭目以待…………。 

姑勿論如何，今次的疫情最大的危機者，相信無可置疑就是我們的長者了。

因為發病而導致死亡的大多數都是年老的長者，所以無論年輕人和中心 

員工，都總是苦口婆心的向長者們提出減少外出，避免將自己暴露於危險

中。我們期望疫情儘快完結。香港再見光明，願上帝祝福我們。 

  祝大家 身體健康！ 

因著疫情影響，中心會員續會行動， 必須預先致電更新資料後，再預約大

家到中心拍照做新的會員證，以便節省閣下的時間及減低聚集風險。   

歡迎致電 2772 7789 查詢!! 



(如有錯漏，希為指正）    

※如未續會者請盡快續會，費用 HK$25 ※ ＊生日會待定，詳細請留意家會* 

 

潘啟光 黃惠 林營 溫六妹 陳興雄 陳仲玲 黃蓮妹 

張連香 何碧玉 何金妹 曾惠珍 龍燕坤 梁儉 魏亞進 

鍾好 石勤興 黃鳳嬋 陳惠娜 錢大薇 馬鳳維 林麗霞 

馬素琼 林琴 陳美琴 梁三 鍾亞六 張婉芳 陳玉嫦 

許小玲 鍾美玲 丘枌仁 陳漢明 陳毓萍 梁秀娣 陳玉萍 

黃均 蔡秀棉 楊玩柔 黃天怡 劉如明 吳盛妹 王秀燕 

施少珍 蔣妙卿 陳胡珍 譚珠球 黃敏璋 黃玉瓊 馮世金 

莊壽榮 林亞妹 黃暹卿 鍾灼維 林利紅 梁寶玉 吳玉霞 

廖嬌 張佩珍 曾麗珍 曾馮喜 黃樹康 盧德奕 周金妹 

鄧帶娣 鄧綺文      

李紅娣 余杏告 陸笑心 林彩金 蔣嘉麗 范麗珍 鍾玉招 

九月份遊戲問題: 

四面都是山， 

山山接相連 (猜一字 )  

 

<<參加辦法>> 
參加者必須為中心會員。由於疫情嚴重，
中心鼓勵會員留在家中玩遊戲，而是次遊
戲亦未能進行抽獎。 

*一至九月份生日之會員可待疫情緩和後,到中心領取生日禮物* 

 

留在家中有咩做？ 

中心職員將於 � 月 �、�、��、�� 及 �� 日 

以 ZKDWVDSS 向各會員分享訊息，請密切留意。 

如已有 ZKDWVDSS 但從未收到中心 ZKDWVDSS 的 

會員，可致電中心與職員聯絡。 

八月份遊戲答案: 

兄弟幾個真和氣，天天並肩

坐一起，少時喜愛綠衣裳，

老來都穿黃色衣。(猜一水果)

答案：香蕉 



手摺玫瑰花班  
 

日期﹕9 月 22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30 至 11:30 (一個小時) 

名額： 7 人          費用：全免   

地點﹕安座家中，與彭姑娘以視像同步製作。 

內容： 運用簡單的材料，即使疫情期間在家中仍可享受 

       作手工藝的樂趣。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上課前在家要預備的材料：手工紙 / 雜誌紙、竹籤 / 鉛字筆芯/棒針、鉸剪、                      

 白膠漿/膠水/漿糊筆。 

(備註：參加者必須用手機 whatsapp 報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及以智能手機視像教授。) 

社交/健康篇 

錫紙書套製作班  
 

日期﹕9 月 29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30 至 11:30 (一個小時) 

地點﹕安座家中，與彭姑娘以視像同步製作。 

名額： 7 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內容： 運用簡單的材料，即使疫情期間在家中仍可享受作 

       手工藝的樂趣。 

   *上課前在家要預備的材料：任何一本書、白紙一張、錫紙、棒針/ 已用至無色的 

      鉛字筆。 

(備註：參加者必須用手機 whatsapp 報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及以智能手機視像教授。) 



網上中文活動 
 

日期： 9 月 28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0:30 至 11:30 (一個小時)  費用：全免  

地點：安座家中，與徐姑娘視像。   名額： 20 人 

內容：以遊戲方式學習中文。    負責人：徐綺琪姑娘 

備註： 1. 參加者須為現時識字進階班及趣味中文班的同學。 

       2. 參加者必須有智能手機並有使用 Zoom 功能及以智能手機視像教授。 

       3. 參加者必須用手機 whatsapp 報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網上遊戲鬆一鬆 
 

日期： 9 月 30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3:00 至 4:00 (一個小時)  費用：全免 

地點：安座家中，與徐姑娘視像。     名額： 8 人 

內容：與參加者一同玩玩小遊戲，動動腦筋。   負責人：徐綺琪姑娘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有智能手機並有使用 Zoom 功能及以智能手機視像教授。 

      2. 參加者必須用手機 whatsapp 報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懸掛訊號 中心 室內活動�包括班、組� 戶外活動 

� 號風球   

黃色暴雨 ���������不鼓勵會員前往中心，如已在

中心者請留在中心，以策安全。� 

 

� 號 風

球、 

    �不鼓勵會員前往中心，如已在

中心者請留在中心，以策安全。� 

舉行前 � 小時仍然懸掛時，該活動取消。 

如遇天氣惡劣，請先與本中心聯絡。 

� 號風球  

備註: 

 

 

 

 

愛禮信長者中心 － 開放時間 

 

星期一、二、四、五 上午 8:00 - 下午 5:00 

星期三             上午8:00 - 晚上8:00 

星期六             上午 8:00 - 正午

12: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中心總監－陳培明牧師 社會服務總主任－周賢明先生 

中心主任－馬偉昌先生 服務主任－梁穎恩姑娘 

社    工－趙承安先生 助理程序幹事—陳德偉先生 

社  工－陳小玲姑娘 活動幹事－徐綺琪姑娘 

社  工－莊家煒先生 活動幹事－余鎮宗先生 

社  工－陳雨彤姑娘 個人護理員－馮敏兒姑娘 

 中心助理－陳金鳳姑娘 

中心副主任－郭希璇姑娘 程序幹事－彭寶瑠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