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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田邨道真堂 愛禮信長者中心 

二零二一年一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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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長者： 

 你們好！ 2020 年 12 月完結了， 迎接新一年的來臨，正式踏入 2021 年 

1 月，相信今年香港市民對新年的祝願該為最一致的一年﹕期望疫情儘快過

去，社會回復昔日的繁榮安定，人人身體健康，拋下我們戴上了接近一年的

口罩。 

 2020 年 1 月尾農曆新年開始，香港就受著新冠肺炎的影響，人人戴著口罩

過日子，政府不斷收緊又放鬆的態度去處理疫情。由最初每天都關注著香港

疫情的嚴重性，究竟今天有多少個確診個案？多少個來自外地？多少個不名

確診？以及多少個是香港本地感染個案？日復日、月復月之下，這個關心也

慢慢冷卻下來， 仿佛每天都有感染個案是一個定數。 隨著中國內地及外地

對新冠肺炎疫苗的研發漸露曙光，大家就好像安定下來，可惜近月來，第四

波的出現令各區的感染個案攀升，長者因感染而離世的個案漸增加，大家都

需要好好的正視這個問題，直至疫苗真真正正推出市面，大家注射後才可安

心下來。在此希望大家繼續謹慎抗疫保持身心健康，等候美好的日子來臨。 

 老有所為活動計劃<沿途有里>微電影 QR code 

  <<代訂雅培加營素奶粉>> 

 

 日期 2021 年 1 月 28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00-3:30 

 地點：中心 101 室          收費：(雲呢拿味/朱古力味) 

大罐奶粉 $163  細罐 $78   糖尿大罐裝$205.5  細罐$90.5 

強肌奶粉 $190    低糖罐裝$168 (只有大罐裝) 

參加者可於即日登記數量(每人限訂 6 罐)        

截數日期:2021 年 1 月 21 日(星期四)    

負責機構：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負責職員: 彭寶瑠姑娘  

千元大紙不設找續 

請自備購物袋 



(如有錯漏，希為指正）    ※如未續會者請盡快續會，費用 HK$13※ ＊生日會待定，詳情請留意家會* 

 

*一月份生日之會員可待疫情緩和後,到中心領取生日禮物* 

陳金 黃佩貞 蔡錦雲 馬安 張惠珍 黃凎洪 黎珠 何寬 

吳兆容 蘇烱炎 司徒麗琼 葉宜強 文玉妹 敖林英 郭來好 謝淑儀 

陳窈珊 周秀英 莫宛恩 周官娣 彭水金 曹瑞娟 黃佩卿 梁少燕 

李結 蔡嬌 楊少珊 鄭佩柔 王廷珍 周珍 李達材 錢秀嫦 

林招美 謝巧娥 郭愛玲 郭金英 羅肖娣 李玉芳 江燕芬 孔惠英 

黎綺媚 陳康群 郭美貴 鄧秀鉛 呂麗琼 陳偉棠 朱啟泉 譚玉蓮 

劉愛清 李慧梅 黃杏芳 黃玉英 陳桃仙 陳月嬌 利鑽雲 盧少芳 

蘇麗珍 楊均培 林志成 招有 鍾勝槐 張金龍 布美玲 湯蓮優 

容少珍 陳克成 許徐吟 鍾瑞蓮 鍾寶棠 張聲 黃倫 黎玉蓮 

郭靜芝 黃書耿 馮制 張時明 盧麗萍 鄧蘭 江順堯  

陳進明 余蘭英 梁惠賢 何耀棠 方玉香 吳星娥 劉健琼  

王碧容 林奶妹 潘笑容 黃婉芳 杜杏桃 劉碧琴 黃暹珍  

劉沛洪 姚以進 黃秀香 邵潔梅 區國輝 溫玉林 彭玲娟  

梁妹 許玉珍 黃玉瑛 梁長秋 周賽卿 陳梅貞 劉秋燕  

蔣子興 黃仕暢 盧顏 盧連轉 陳英 黃輝 謝秀英  

周玉嬌 馮振樞 王明珍 杜惠琼 羅旺 劉木欽 戴平華  

張兆璇 陳鶯鶯 梁愛青 朱惜蘭 陳杏嬋 周佩英 吳秀雲  

辛美紅 林永城 徐洋妹 江雲卿 石瑞平 黃瑞芳 陳志民  

杜麗容 李菊香 胡紀梅 曹潔清 羅英 呂潤蘭 麥淑冰  

王秀勤 張玉蓮 蒙其銳 鄧婉玲 梁美珍 黃少卿 葉妹  

十二月份遊戲答案: 

答案:包、剪、揼遊戲的時候     

一月份問題: 

汽車停泊在幾號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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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篇 

金曲當年情 

 

日期： 1 月 5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3： 00 至 4 ： 00 (1 小時) 

地點：網上視像同步進行 

內容：以家傳戶曉的經典金曲為主題，進行小遊戲及問答分享環節。 

費用：全免     名額： 20 人 

負責人：徐綺琪姑娘 & 余鎮宗先生 

備註：參加者必須使用智能手機及安裝 ZOOM 視像會議程式。 

報名方法：歡迎致電中心直接與負責職員報名/手機 Whatsapp 報名 

老香港風情畫 

 

日期： 1 月 12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00 至 3:00 (1 小時) 

地點：網上視像同步進行 

內容：網上分享懷舊玩意、舊香港面貌及昔日香港建築物， 

      懷緬一番 

費用：全免     名額： 20 人 

負責人：徐綺琪姑娘 & 余鎮宗先生 

備註：參加者必須使用智能手機及安裝 ZOOM 視像會議程式。 

報名方法：歡迎致電中心直接與負責職員報名/手機 Whatsapp 報名 

經典劇集逐格播 
 

日期： 1 月 19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00 至 3:00 (1 小時) 

地點：網上視像同步進行 

內容：以經典電視劇集對白、情節、場景，與會員網上互動，考考記憶。  

費用：全免     名額： 20 人 

負責人：徐綺琪姑娘 & 余鎮宗先生 

備註：參加者必須使用智能手機及安裝 ZOOM 視像會議程式。 

報名方法：歡迎致電中心直接與負責職員報名/手機 Whatsapp 報名 

智力鬥一番 

 

日期： 1 月 26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00 至 3:00 (1 小時) 

地點：網上視像同步進行 

內容：趣味 IQ 題、智力問答題，一同動動腦筋  

費用：全免     名額： 20 人 

負責人：徐綺琪姑娘 & 余鎮宗先生 

備註：參加者必須使用智能手機及安裝 ZOOM 視像會議程式。 

報名方法：歡迎致電中心直接與負責職員報名/手機 Whatsapp 報名 



社交篇 

400 打咖啡製作日 

 

日期﹕1 月 4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00 至 3:00 (一個小時) 

名額：不限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地點﹕安座家中，與彭姑娘以視像同步製作。      

內容：運用簡單的簡單材料，彭姑娘將於網上示範城中熱潮烹調 

   400 打咖啡食譜，希望老友記學識後能在兒孫面前一展身手， 

   讓他們眼前一亮。 

*上課前在家要預備的材料：即溶咖啡粉、鮮奶、白沙糖。 

(備註：參加者必須有智能手機並有使用 whatsapp 及 Zoom 功能。歡迎致電、用手機 whatsapp 或親身到中心報名。) 

網上甜品班~椰汁糕 

 

日期﹕1 月 11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一個小時) 

名額：不限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地點﹕安座家中，與彭姑娘以視像同步製作。     

內容：運用簡單的簡單材料，彭姑娘將於網上示範簡單甜品食譜， 

    希望老友記學識後能在兒孫面前一展身手，讓他們眼前一亮。 

*上課前在家要預備的材料：椰醬/椰奶、鮮奶、白沙糖、魚膠粉/片。 

(備註：參加者必須有智能手機並有使用 whatsapp 及 Zoom 功能。歡迎致電、用手機 whatsapp 或親身到中心報名。) 

網上烹飪班 

 

日期﹕1 月 18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0:30 至 11:30 (一個小時) 

名額：不限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地點﹕安座家中，與彭姑娘以視像同步製作。    

內容：運用簡單的簡單材料，彭姑娘將於網上示範簡單西式食譜， 

   希望老友記學識後能在兒孫面前一展身手，讓他們眼前一亮。 

*上課前在家要預備的材料：三文魚朳、檸檬、粟米、牛油、黑胡椒、白胡椒、鹽。 

(備註：參加者必須有智能手機並有使用 whatsapp 及 Zoom 功能。歡迎致電、用手機 whatsapp 或親身到中心報名。) 

刮出彩虹 

 

日期﹕1 月 25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00 至 3:00 (一個小時) 

名額： 12 人      費用：會員$50 /非會員：$70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地點﹕視乎疫情情況，在中心還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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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前在家要預備的材料：墊枱紙、竹籤 / 鉛字筆芯/棒針、黑色刮畫紙(中心提供)。 

 

(備註：如果想於網上參加，必須有智能手機並有使用 whatsapp 功能。用手機 whatsapp 報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社交篇 

DIY 乳酪面膜 

 

日期﹕1 月 4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一個小時) 

名額：不限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地點﹕安座家中，與彭姑娘以視像同步製作。 

內容：運用簡單的天然材料，即使疫情期間在家中享受做給面部溫柔 

    的按摩及做個材料面膜讓皮膚慢慢變好，心情亦一齊變靚。 

*上課前在家要預備的材料：無糖乳酪、麵粉。 

(備註：參加者必須有智能手機並有使用 whatsapp 及 Zoom 功能。歡迎致電、用手機 whatsapp 或親身到中心報名。) 

網上化妝班 

 

日期﹕1 月 11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00 至 3:00 (一個小時) 

名額：不限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地點﹕安座家中，與彭姑娘以視像同步製作。 

內容：疫情期間在家中享受做面膜外，彭姑娘亦分享平時用開的化妝品 

   及化淡妝的方法，大家可以在寥學習簡單自然的化妝，外表慢慢 

   變靚，心情亦一齊變靚。 

*上課前在家要預備的材料：不用 / 用開的化妝品。 

(備註：參加者必須有智能手機並有使用 whatsapp 及 Zoom 功能。歡迎致電、用手機 whatsapp 或親身到中心報名。) 

聽覺講座 

 

日期﹕1 月 8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9:00-10:0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15 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對象﹕中心會員、護老者、回甘會員        

內容﹕有見許多老友記睇完郭姑娘和彭姑娘在會展拍攝的樂齡科技展覽後對這產品很感興趣，故此，    

   邀請了 Heari 聽力中心同事到中心詳細講解這產品的用途和使用方法，了解多點才去選擇購買   

   合適自己的助聽器。 

<邦邦車體驗日> 

 

日期﹕1 月 14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00-11:0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15 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對象﹕中心會員、護老者、回甘會員 

內容﹕有見許多老友記睇完郭姑娘和彭姑娘在會展拍攝的樂齡科技展覽後對這 

   產品很感興趣，故此，邀請了 Bodycare Quality Medical Products 公司到 

   中心詳細講解智能電動輪椅邦邦車的用途和使用方法，這款電動輪椅能幫助 

   下肢輕度障礙者快速站立，同時亦可在真立狀態下自由移動，並協助使用者 

   作起蹲訓練，減緩骨質疏鬆、肌肉萎縮、有效少減少壓瘡和關節攣縮發生，但 

   由於電動輪椅價錢不便宜所以可以先了解多點才去考慮是否合適購買給家人或自己使用。 



1 2

元 十

旦 九

3 10:00 DIY乳酪面膜班(視像) 4 8:30 喜樂家(預約+視像) 5 8:30 和平家(預約+視像) 6 8:30 良善家(預約+視像) 7 9:00 聽覺講座(101) 8 8:30 週未影院 9

二 廿 8:45 防跌操B(101) 廿 身心同在家會(101) 廿 認知無障礙家會(101) 廿 9:30 心靈慰語(101) 廿 香港81系列(101)(預約) 廿

十 一 9:30 防跌操A(101) 二 10:30 中醫點睇認知症(101) 三 10:30 頤康快樂人B(101) 四 10:30 團契(預約，上限20人) 五 1) 相見好同住難 六
10:30 頤康快樂人A(101) 11:45 硬地滾球A班(101) 11:45 硬地滾球B班(101) 2) 熱浪迫人來

2:00 400打咖啡製作日(視像) 1:30 長青組(預約+視像) 2:00 iphone 蘋果手機初班(103) 2:00 如魚得水(103及視像) 9:30 互動系列:

3:00 金曲當年情(視像) 2:30 「拼豆」樂無窮(101) 飛標學習班(101)
10:40 鏢鏢鏢學習班(101)

10 10:00 網上甜品班之 11 8:45 防跌操B(101) 12 9:30 護老者講座~ 13 10:00 邦邦車體驗日(101) 14 9:30 心靈慰語(101) 15 8:30 週未影院 16

廿 椰汁糕(視像) 廿 9:30 防跌操A(101) 廿 肥胖的疑惑(101) 初 11:45 硬地滾球B班(101) 初 10:30 團契(預約，上限20人) 初 香港81系列(101)(預約) 初

七 八 10:30 頤康快樂人A(101) 九 10:30 開心活力操(101) 一 12:30 先知先覺義工訓練班 二 三 1) 綁票風雲 四
11:45 硬地滾球A班(101) 補堂(101) 2) 大預言家

2:00 網上化妝班之 2:00 老香港風情畫(視像) 3:15 和諧粉彩體驗日(101) 2:00 新年寫揮春(101) 2:00 大家一齊做燈籠(103及視像) 9:30 互動系列:

底裝教授(視像) 2:30 畫出祝福-利是封篇(101) 5:30 健康檢查(101) 2:00 iphone 蘋果手機初班(103) 飛標學習班(101)
10:40 鏢鏢鏢學習班(101)

17 10:30 網上烹飪班(視像) 18 8:45 防跌操B(101) 19 10:30 開心活力操(101) 20 10:30 頤康快樂人B(101) 21 9:30 心靈慰語(101) 22 8:30 週未影院 23

初 初 9:30 防跌操A(101) 初 11:45 硬地滾球A班(101) 初 11:45 硬地滾球B班(101) 初 10:30 團契(預約，上限20人) 初 香港81系列(101)(預約) 十

五 六 10:30 頤康快樂人A(101) 七 八 九 十 1) 要錢要命 一

2) 食油污染

2:00 經典劇集逐格播(視像) 5:30 三花講座 – 2:00 iphone 蘋果手機初班(103) 2:00 花花世界(103及視像) 9:30 互動系列:

飲食調控高血壓(101) 2:30 悠悠香氛(101) 飛標學習班(101)
10:40 鏢鏢鏢學習班(101)

24 25 8:45 防跌操B(101) 26 10:30 開心活力操(101) 27 9:30 護老者講座~ 28 9:30 心靈慰語(101) 29 8:30 週未影院 30

十 十 9:30 防跌操A(101) 十 11:45 硬地滾球A班(101) 十 老化過程(101) 十 10:30 團契(預約，上限20人) 十 香港81系列(101)(預約) 十

二 三 10:30 頤康快樂人A(101) 四 五 10:30 頤康快樂人B(101) 六 七 1) 新租務法例 八

/ 11:45 硬地滾球B班(101) 2) 遊戲機熱潮

31

十 2:00 刮出彩虹(預約+視像) 2:00 智力鬥一番(視像) 2:00 代訂購雅培加營素奶粉(101)

九 2:00 輪椅講座及維修服務(101) 2:30 杯子裡的世界(101) 2:00 iphone 蘋果手機初班(103)

二

零

二

一

年

星期六星期四 星期五星期日

一月活動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元旦

假期



教育篇 

iphone 蘋果手機初班 
 

日期： 1 月 7日至 1 月 28 日(逢星期四)(4 堂)  時間：下午 2： 00 至 3 ： 00 (一小時) 

地點： 103 室  費用：會員/回甘組員：$60  非會員：$80  名額： 6 人 

內容：教授如何使用蘋果手機打電話及 whatsapp 

報名方法：需以電腦登記，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負責人：徐綺琪姑娘 

備註：參加者必須有蘋果智能手機及能夠安裝 whatsapp。 

花花世界 
 

日期： 1 月 22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00-3:00 (一小時)  名額： 10 人 

費用：全免      地點： 103 室及 Zoom  

內容：學習以手工紙製作花朵      

報名方法：需以電腦登記，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負責人：徐綺琪姑娘  

*請參加者自備剪刀及釘書機。 

和諧粉彩體驗日 

 

日期： 1 月 13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3:15-4:15 (一小時)  名額： 4 人 

內容：學習以和諧粉彩製作簡單家居佈置     地點： 101 室 

費用：會員/回甘/義工/護老者：$15 非會員：$35 

報名方法：需以電腦登記，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負責人：徐綺琪姑娘 

如魚得水 
 

日期： 1 月 8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00-3:00 (一小時)  名額： 10 人  

費用：會員/回甘/護老者/義工：$10 非會員：$30   地點： 103 室及 Zoom  

內容：學習以利是封摺金魚       

報名方法：需以電腦登記，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負責人：徐綺琪姑娘 

*請參加者自備剪刀，如家中有利是封，可自備 3 個利是封。  

大家一齊做燈籠 
 

日期： 1 月 15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00-3:00 (一小時)  名額： 10 人  

費用：會員/回甘/護老者/義工：$10 非會員：$30   地點： 103 室及 Zoom  

內容：學習以利是封制作燈籠      

報名方法：需以電腦登記，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負責人：徐綺琪姑娘 

*請參加者自備剪刀，如家中有利是封，可自備 10 個利是封。  



護老篇 

1 月『護老鬆一鬆』精彩時刻   對象：中心會員，護老者及區內街坊     

日    期 1 月 13 日 (星期三) 1 月 20 日 (星期三) 1 月 25 日 (星期一) 

時    間 下午 5:30-7:30  下午 5:30-6:30  下午 2:00-5:00  

活動名稱 健康檢查(101 室 ) 
三花講座 – 飲食調控高血壓 

(101 室 )  
輪椅講座及維修服務 (101 室 ) 

內    容 
量血壓，尿蛋白， 

尿糖及 BMI  

 1. 認識脂肪高血壓對身體的影響； 

     並分享健康的飲食方法； 

 2. 即場設三花柏齡高鈣奶粉售賣 

     活動 。  

1. 講解檢查輪椅的基本知識及技術。 

2. 講解輪椅保養及預防損壞的方法。 

3. 輪椅輔助隊替參加者檢查輪椅， 

並按需要(自費)更換件領件。  

名    額 20 人 20 人 

講座名額： 15 人 

輪椅檢查及維修名額： 10 人 

(請與趙先生聯絡及登記)  

費    用 $3  

講座：免費 

即場售賣三款奶粉：柏齡、關節、

雙效  

講座：免費 

檢查及維修：自費  

負 責 人 社工趙承安先生、衛生署觀塘區長者健康外展隊護士 

護老者講座 — 肥胖的疑惑 

 

日    期﹕1月 13 日(星期三)   時    間﹕上午 09:30-10:30  地    點﹕中心 101 室 

對    象﹕中心會員、護老者及義工 

內    容﹕透過健康講座，解釋肥胖的定義、肥胖與健康的關係；以及分享減肥的要點及坊間對減肥的謬誤。  

導    師﹕衛生署觀塘區長者健康外展隊護士 - 呂姑娘     負 責 人﹕趙承安先生  

護老者講座 — 老化過程 
 

日    期﹕1月 28 日(星期四)   時    間﹕上午 09:30-10:30  地    點﹕中心 101 室 

對    象﹕中心會員、護老者及義工 

內    容﹕透過健康講座，讓參加者認識身體老化引致的生理轉變和心理反應，並提供生活調適的方法， 

 以促進長者的身心健康。  

導    師﹕衛生署觀塘區長者健康外展隊護士 - 呂姑娘     負 責 人﹕趙承安先生  

護老者講座 — 健康有「營」外出飲食 
 

日    期﹕2月 3日(星期三)   時    間﹕上午 09:30-10:30  地    點﹕中心 101 室 

對    象﹕中心會員、護老者及義工 

內    容﹕透過健康講座，讓參加者認識出外飲食與健康的關係，並分享如何在不同食肆選擇較健康的食物。  

導    師﹕衛生署觀塘區長者健康外展隊護士 - 呂姑娘     負 責 人﹕趙承安先生  



有需要護老者支援服務 

「拼豆」樂無窮 

 

日期:1 月 7 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 – 4:0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8名       費用: $40 

參加資格：有需要護老者、護老者優先、先知先覺義工 

內容︰使用熱熨拼豆拼製新年祝福飾品，亦可製作自己喜歡的圖案， 

   發揮個人創意和無窮的小宇宙，並一同感受新年氣氛。 

負責職員：陳雨彤姑娘 

報名方法：向彤姑娘/郭姑娘/敏姐報名，額滿即止         

畫出祝福-利是封篇 
 

日期:1 月 12 日 (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 – 4:0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6名      費用: $20  

參加資格：有需要護老者、護老者優先、先知先覺義工 

內容︰輕鬆學習簡單的繪圖，親自畫製獨一無二的利是封，欣賞自己 

    創作的美，學習慢活、靜心的生活態度、減輕壓力。 

負責職員：陳雨彤姑娘 

報名方法：向彤姑娘/郭姑娘/敏姐報名，額滿即止 

悠悠香氛 

日期:1 月 21 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 – 4:0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8名      費用: $60  

參加資格：有需要護老者、護老者優先、先知先覺義工 

內容︰在活動中製造獨一無二的香氛膏，清新果香、甜美花香、 

    沉穩木香……，透過不同的香味達至怡情、放鬆，以減輕壓力。  

負責職員：陳雨彤姑娘 

報名方法：向彤姑娘/郭姑娘/敏姐報名，額滿即止 

 

日期:1 月 26 日 (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 – 4:0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10 名      費用: $80 

參加資格：有需要護老者、護老者優先、先知先覺義工 

內容︰透過無限的想像，利用果凍蠟創造屬於自己的一個 

    杯子裡的世界。 

負責職員：陳雨彤姑娘 

報名方法：向彤姑娘/郭姑娘/敏姐報名，額滿即止 



認知障礙症服務 

中醫點睇認知症 
 

日期： 1 月 6日(三)    時間：上午 10:30 -11:30   

地點：中心 101 室禮堂   名額： 25 位 

內容：註冊中醫師單展鴻博士以中醫角度分享認知障礙症，及如何幫助自己預防， 

      並從中醫方向了解照顧患者日常生活。  

優先 12 月份報名：已確診認知障礙症長者及其護老者、先知先覺義工； 

長者會員可於 1 月 2日向郭姑娘/敏姐登記參加(電話： 2772-7789) 

認知無障礙家會 2021 

 

日期： 1月 7日(四)    時間：上午 8:30 – 9:30   地點：中心 101 室禮堂  

實體名額： 20 位    負責職員：郭姑娘/敏姐    

內容：由郭姑娘分享有關認知障礙症及中風之預防及注意，以及中心最新 2021 年之活動消息。 

*有興趣之會員/護老者請於當日準時出席/向中心職員報名以 ZOOM 參加！免費參加  

新年寫揮春 
 

日期： 1月 14 日(四)   時間：下午 2:00-4:00   地點：中心 101 室禮堂 

活動內容：導師曾義務寫揮春贈送給社區人士，在社交距離下 

    讓參加者寫揮春，訓練專注力，增加滿足感， 

    一同迎接新年。 

活動目的： 

由導師教授參加者寫揮春，將作品贈送中心及自己，準備一同迎接新年。 

**導師葉添禧(葉小成老師)** 

費用全免~中心提供材料 
 

參加資格：  

(1)患早期認知缺損或認知障礙症長者及 

 其護老者(優先 12 月份報名) 

(2)先知先覺義工(由郭姑娘邀請)  

(3)中心會員(1 月份開始報名) 

**向郭姑娘/敏姐登記報名** 



認知障礙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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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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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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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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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號風球或

以上 

 

備註: 

 

 

 

身心同在家會 2021 
 

日期： 1月 6日(三)    時間：上午 8:30 – 9:30    

地點：中心 101 室禮堂   實體名額： 20 位 免費參加 

內容：由郭姑娘分享有關身心靈健康，培養正念的態度， 

   提升察覺自己對外界的反應的原因，放下對未來 

   之恐懼，減低患有認知障礙症之機會。 

*有興趣之會員/護老者請於當日到場出席 

 /向中心職員報名以 ZOOM 參加！        

鏢鏢鏢學習班 
 
 

日期﹕1 月 9、16、23 日(逢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40 至 12:00  名額： 8人     

費用：全免         地點﹕中心 101 室 

參加資格：中心會員        

內容：由聖雅各福群會帶領義工擔任導師，向參加者教授飛鏢結構、 

   計分方法、正確姿勢及比賽模式，改善身心健康，享受此新興運動。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