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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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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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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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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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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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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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會員： 

      新年快樂，身體健康！我是徐綺琪姑娘。不經不覺已在中心工作了接近

七年時間，感謝每一位老友記，特別是曾經參與我的班組、活動及小組的會員，

並一起合作的義工，感謝您們的支持及意見，讓我在個人及工作上均有成長；

我亦感謝中心給予我進修的機會，讓我學習成為社工。現時，徐姑娘已畢業了，

並在 2月 4日離職於別區繼續服務長者，期望日後仍可透過不同的渠道服務大

家。謹祝大家常存喜樂及感恩的心，開開心心渡過每一天。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箴言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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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份遊戲問題: 

天空之城(估香港地方名) 

*一至二月份生日之會員可待疫情緩和後,到中心領取生日禮物* 

胡潤蘭 周晉昌 彭桂英 周少榴 徐榴 

黃灶 林滿開 黎大歷 曾媽營 許麗真 

黃銀秀 陳錢來 陳粉卿 廖秀蘭 呂兆華 

楊文 黎永日 劉觀娣 戚國開 張法蘭 

黃娥 廖銀聯 曾亞坤 葉佛娟 江鴻女 

麥悅友 張維 張樹娥 梁群娣 譚麗娟 

羅佩卿 周麗屏 李佩儀 羅沃 陳美霞 

鄭敏 廖桂英 歐陽引娣 陳卓琳 陳秀娟 

周嬋卿 張杏姐 練群珍 杜秀珍 陳會蘭 

劉仁有 趙傍娣 陳惠軒 譚翠鳳 李新梅 

蕭美貞 曾德賢 吳金嬌 朱佩盈 麥秀芬 

廖玉香 鍾寶儀 謝順芳 黃巧珍 黃卿水 

鍾美蓮 王玉蘭 葉太能 張貞  

一月份遊戲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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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篇 

賀年美食班-黑糖薑汁年糕 
 

日期﹕2 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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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新年將至，運用簡單的簡單材料，彭姑娘將於網上示範賀年食品 

 “黑糖薑汁糕”食譜及烹調方法，希望老友記學識後能在新年前作預備， 

   然後製成品可送朋友、仔女或放雪櫃過年時自用。 

*上課前在家要預備的材料：糯米粉、粘米粉、椰漿、蔗糖/黑糖、水、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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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層咖啡奶凍 
 

日期﹕2 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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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簡單的材料，彭姑娘將分享美觀又好味的三層咖啡奶凍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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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忌廉、鮮奶、白沙糖、魚膠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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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食譜分享日 
 

日期﹕3 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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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簡單的材料，彭姑娘將於網上示範最近很流行的西式芝士流心蛋吐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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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多士、碎芝士/片裝芝士、雞蛋、火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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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酥皮盒製作日 
 

日期﹕3 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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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西式食譜，希望 

   老友記學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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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檸檬、白沙糖、蜂蜜、芝士粉、酥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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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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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篇 

DIY 益力多面膜 
 

日期﹕2 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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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力多、蛋白、蜜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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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目傳情 
 

日期﹕2 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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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在家中享受做面膜外，彭姑娘今次亦分享平時用開的 

   化妝品及化淡妝的方法，特別教授選購畫眉產品及塗畫的要訣， 

   大家可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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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火通明小手工 
 

日期﹕2月 5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00 至 3:00 (一個小時) 

名額： 10 人       費用：會員$10 非會員$30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地點﹕中心 101 室 

內容：運用長型利是封製作具新年氣氛的燈籠，製成品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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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篇/護老篇 

 

聖雅各福群會 - 聚膳堂熱飯服務 
 

飯餐服務主要服務東九龍地區，服務對象為長者。為及長者的生活需要，合資格人士、 

清貧長者、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綜援等家庭，為減輕他們的經濟負擔，則可獲資助， 

一個月收費為$200 元正(單日$10)。 

各申請者需由社工同事評估。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與中心社工趙承安先生聯絡。  

 

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 
 

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推行至第四階段，服務對象為 65 歲或以上人士， 

凡有意申請鑲活動假牙者，請帶同個人身分證、銀行存摺 (顯示最近連續三個月領取 

長者生活津貼) 及印有住址的信件，前往本中心辦理申請手續，如有任何查詢， 

歡迎與中心社工 趙承安先生聯絡。  

新年齊齊唱 
 

日期﹕2月 9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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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將至，彭姑娘將於網上與老友記一齊唱下粵語懷舊金曲和 

   賀歲歌，留在家中抗疫也能感受到新年喜慶的氣氛。 

*上課前在家要預備的材料：(潤喉飲料)暖水/蜜糖水/雪梨水/枇杷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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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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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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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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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座家中，呂姑娘以視像播放。    負責職員﹕趙承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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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老者講座 — 膽固醇睇真 D 
 

日期﹕2月 25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09:30-10:30 

地點﹕安座家中，呂姑娘以視像播放。    負責職員﹕趙承安先生  

對象﹕中心會員、護老者及義工 

內容﹕透過健康講座，讓參加者認識膽固醇和健康的關係；並分享如何採用健康的生活模式  

維持膽固醇於理想水平。  

導師﹕衛生署觀塘區長者健康外展隊護士 - 呂姑娘    

護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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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