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興田邨道真堂 

愛禮信長者中心 
 

   二零二一年六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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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有所為活動計劃<沿途有里>微電影 QR code 

* 由於疫情影響，中心暫不開放，長者/會員出入中心或參與中心活動，   

  請先致電預約留位; 

* 到中心時，請謹記三部曲  1)探熱  2)揉手   3)「嘟」會員咭 

* 中心範圍請勿飲食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於 1888 年成立，及後於 1957 年以香港基督教播道聯會 

名義在香港註冊，至今已經建立超過 60 多間教會及 10 多間社會服務單位。 

本會自 80年代起興辦長者服務，其後亦在香港不同社區內開始服務單位， 

以基督的愛服務區內居民。隨着本會社會服務的發展，本會於 2018 年成立了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社會服務有限公司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China Social Service Limited」 

以優化社會服務管理。 

  於 2020 年，「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社會服務有限公司」已經獲得稅務局批准

成為慈善團體。本會已於 2021 年 4月 1 日起，將現時多間社會服務單位改由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社會服務有限公司」負責直接管理。 本中心單位名稱沒

有變動，中心行政或財務等對外工作，仍會以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興田邨道真堂愛禮信長者中心」。敬請垂注！ 



五月份遊戲結果公佈   此遊戲參加者非常踴躍，參加者共 12 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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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留意家會* 

*一至六月份生日之會員可待疫情緩和後,到中心領取生日禮物* 

五月份遊戲問題: 

歇後語考考你                             答案: 

1.蒙古王打仔                              大汗疊(揼)細汗                                          

2.潮州二胡                                  自己顧自己    

3.冇耳茶煲                                  淨係得把口 

4.蕃薯跌落灶                              該煨 

5.賣魚佬沖涼                              冇曬聲(腥)氣 

鄭美好 楊華富 宋麗清 徐彩銀 俞月娥 麥有女 

梁少珍 吳大妹 吳膺潤 孫碧 鄧有妹 梁帶金 

廖志明 孫雄飛 翁楚嬌 張陳楚蘭 黃彩雅 李留芳 

謝瑞芳 王貴鸞 李惠珍 叶近秋 盧曼媚 李程芳 

鄧翟珍 張素華 陳錦芳 黃佩卿 陳帶好 植松好 

梁美霞 黃月清 何蘇 霍惠蓮 吳杏梅  

鄧綺瓊 方玉群 余淑貞 英荷舫 張親則 周燕眉 

劉佩華 葉其蓁 鄧慧明 黃雪珍 葉寶光 鄭偉芬 

邱嬋香 謝毅玲 張發金 鄭啟霖 顏御妹 張永桐 

葉妹 宋金鳳 麥秀芬 莊聖堅 陳仲玲 

張少玲 楊秀珍 關美瓊 潘潤庭 伍瑞婷 

梁德旺 

謝妙華 

經公開抽簽後，五月份遊戲得獎者如下 

     梁德旺/關美瓊/楊秀珍/潘潤庭 



六月份遊戲<猜猜我是誰>  

 

馬先生 (      ) 陳小玲姑娘 (      )  彭姑娘 (      )  李姑娘 (      ) 敏姑娘 (      )  

郭姑娘 (      ) 莊先生 (      )  余先生 (      )  陳先生 (      )  金鳳姑娘 (      )    

趙先生 (      )   陳雨彤姑娘 (      ) 關先生 (      )    

姓名：BBBBBBBBBBBBBB���會員編號：BBBBBBBBBBB 

請寫出卡通人物(號碼)是代表那位職員??? 



社交篇 

3D 拼圖-龍舟製作 

 

日 期： 6 月 11 日(星期五)   時 間：下午 1:30-3:00   地 點：中心 101 室 

名 額： 8 人       費 用：$30      對 象 :中心會員 

內容：教授 3D 拼圖技巧、拼貼方法、保存及損壞處理。 

    令長者接受及享受其樂趣， 

    自我肯定及與時並進。 

報名方法：歡迎致電中心直接與負責職員預約報名       

負責職員:余鎮宗先生 

歇後語大全 

 

日 期： 6 月 23 日(星期三)   時 間：下午 2:30-3:30   地 點：透過視像進行 

名 額： 30 人      費 用：全免       

對 象：中心會員 

內 容：猜猜歇後語遊戲，透過視像進行小遊戲及問答。 

報名方法：歡迎致電中心直接與負責職員預約報名 

負責職員：余鎮宗先生 

<<吾湯唔水之佛手瓜山藥薏仁湯>> 
 

 

日期： 6 月 24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3： 15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20 人     費用：會員$10  非會員$15(參加者能帶走”最少 500ml”1 壼靚湯) 

內容：為要對抗疫情，各老友記齊齊從內而外調理身體，鳳姐煲定 

    滋補靚湯，參加者可以帶備保暖壼到中心 聽彭姑娘分享 

    佛手瓜山藥薏仁湯對身體的好處，講畢後帶走靚湯回家享用。 

報名日期：即日報名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備註：參加者請自備暖壺，今年記得預備個大一點的暖壼，啲湯好正架！) 

  6 月壽星同樂會 

 

日期： 6 月 25 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 2:00 至 3:0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20 人     費用：會員$20  非會員$40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對象﹕6 月份生日會員優先 

活動內容：唱歌，遊戲和派發紀念品，仲有抽獎添，但不設現場飲食喔~~ 

活動目的：與 6 月份生日的會員朋友一同慶祝生日， 

     感受彼此相伴的歡樂氣氛。 



社交篇/健康篇 

《香江號》戲劇觀賞 

日期： 6月 3日 (星期四)  

時間：可於下午 1時到中心隨同事出發或自行到場，下午 2時 30 分正式開場 

名額： 20 人        地點：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大劇院 

對象：中心會員、回甘會員、護老者、義工 

費用：全免 (車費自備) 

表演者：龍貫天、衛駿輝  

報名日期：即日開始    負責人：彭寶瑠姑娘  

(凡出席活動者可於 6 月 4 日至 6月 12 日到中心取防疫包乙份。)             

<<聽覺講座暨測試》 

 

日期： 6月 10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9:00-9:45(聽力講座)或 9:45-1:00 (聽力測試)    

名額：講座 30 人，測試 18 人(分時段進行)  地點：中心 101 室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會員、護老者、回甘會員 

講員：香港聾人協進會聽力學家  

內容：透過講座讓大家了解聽力問題根本，選擇合適解決方案， 

    及後聽力學家可提供聽力測試及諮詢，評估耳道狀況提供 

    建議，尋找最合適的方案解決聽力問題。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芬蘭木柱同樂日 

 

日期： 6月 17 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 2:00 至 3:3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8人       費用: 會員/回甘/護老者/義工  $5  

對象﹕中心會員、護老者、回甘會員 

活動內容：由中心職員帶領，鼓勵參加者成為先驅， 

       認識芬蘭木柱練習正確姿勢，計分方法和規則， 

       保持腦部靈活及減慢退化，改善身心健康， 

    享受此新興運動。 

活動目的：培養學習新類型運動之興趣，將來協助中心繼續向其他會員推廣此運動。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健康篇/教育篇 

長者改善身體健康狀況調查 

 

日期﹕6月 28 日(星期一) 時間﹕中午 1:00-5:00(分時段進行)   地點﹕中心 103 室  

名額： 27 人     費用：全免               

對象﹕60 歲或以上長者 

合辦機構：香港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內容﹕身體、心理屬性和體能測試及相關問卷。  

(*完成測試者可獲紀念品乙份。)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千元大紙不設
找續 

請自備購物袋 

骨骼與肌肉健康「骨肉」相連講座 暨  

代訂雅培加營素奶粉 

 

日期 : 7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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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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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潮語學堂 

 

日期： 6月 16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一個小時)  費用：全免 

名額：不限      地點：安座家中，與彭姑娘以視像同步溝通。 

內容： 每個年代都會出現新的潮流用語，簡稱「潮語」。廿一世紀的 

    香港潮語多出自年輕人自創的網絡用語及俚語，平時無論在電視、 
    收音機、Whatsapp 或者別人的對話中我哋都聽/見過一啲奇奇怪怪 

    的英文簡寫同埋潮語，你又知唔知佢哋點解呢？為了不要做個 

   “咁 out”的銀髮族，大家記得預留時間在網上與彭姑娘一齊學下潮語啦~~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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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有氣炸鍋，點用好? 
 
 

日期： 6月 16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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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炸鍋（Airfryer）是近年最流行的廚具，仿佛所有食物放入 

    氣炸鍋後，一會兒便成美食。而且氣炸鍋可以做出油炸食物的 

    口感，令到不少入廚新手趨之若鶩。所以不少家人們給老友記 

    家中亦添置了一部，但許多老友記表示不懂使用，有見及此， 

    今個月彭姑娘會特別介紹及示範如何使用氣炸鍋烹調簡單的氣炸鍋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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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門球練習(平田) 1 8:30 和平家(101) 2 8:00 門球練習(平田) 3 9:30 心靈慰語(101) 4 8:00 門球練習(平田) 5

8:30 喜樂家(101) 廿 9:30 護老者講座-認識中暑 廿 8:30 良善家(101) 廿 10:30 團契(預約，上限20人) 廿 8:30 週未影院(101) 芒
10:30 頤康快樂人A(101) 一 (中心101及網上Zoom直播) 二 10:30 頤康快樂人B(101) 三 四 10:30 興田男鏢師(101) 種

10:30 活力開心操(101) 11:45 硬地滾球B班(101)
11:45 硬地滾球A班(101)

1:30 長青組(101) 2:00 播道會愛禮信地壺隊 2:00 和諧粉彩小組(101) 1:30 興田女鏢師A(101)

3:00 模型達人(101) -女子組(101) 2:30 《香江號》戲劇觀賞 2:15 興田女鏢師B(101)

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 3:30 拳擊訓練班(101)

6 9:00 趣味中文班(101) 7 8:00 門球練習(平田) 8 9:30 腦健康系列：好睡眠 9 8:00 門球練習(平田) 10 10:30 團契(預約，上限20人) 11 8:00 門球練習(平田) 12

廿 10:30 見龍在興田 廿 8:45 防跌操B(101) 廿 (實體30人+網上Zoom直播) 廿 9:00 聽覺講座暨測試(101) 五 初 8:30 週未影院(101) 初

六 -端午節剪紙班(101) 七 9:30 防跌操A(101) 八 10:30 活力開心操(101) 九 10:30 頤康快樂人B(101) 月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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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粵曲小組(101) 2:00 聊心療心(101) 2:00 地壺男子組(101) 2:00 和諧粉彩小組(101) 1:30 3D拼圖-龍舟製作(101)

3:30 篆刻班(101) 3:30 拳擊訓練班(101)

13 14 8:00 門球練習(平田) 15 10:00 網上潮流用語學吓先(網上Zoom) 16 8:00 門球練習(平田) 17 10:30 團契(預約，上限20人) 18 8:00 門球練習(平田) 19

初 初 8:45 防跌操B(101) 初 10:30 活力開心操(101) 初 9:30 護老者講座-燒傷與燙傷 初 初 8:30 週未影院(101) 初

四 五 9:30 防跌操A(101) 六 11:45 硬地滾球A班(101) 七 (中心101及網上Zoom 直播) 八 九 10:30 興田男鏢師(101) 十
10:30 頤康快樂人A(101) 10:30 頤康快樂人B(101) 11:30 護老時刻 

11:45 硬地滾球B班(101) -向爸爸致敬(101)

3:00 SWITCH耆樂電競王(101) 2:00 地壺女子組(101)

2:30 家有氣炸煱，可以點用好? 2:00 芬蘭木柱同樂日(101) 1:30 興田女鏢師A(101)

(網上Zoom) 2:15 興田女鏢師B(101)

5:15 黃昏護老時刻 3:30 拳擊訓練班(101)

-好歌獻爸爸(101)

20 9:00 趣味中文班(101) 21 8:00 門球練習(平田) 22 10:30 活力開心操(101) 23 8:00 門球練習(平田) 24 10:30 團契(預約，上限20人) 25 8:00 門球練習(平田) 26

父 10:30 防蚊止痕有計仔(101) 夏 8:45 防跌操B(101) 十 11:45 硬地滾球A班(101) 十 9:00 身心健康由我管(103) 十 十 8:30 週未影院(101) 十

親 至 9:30 防跌操A(101) 三 四 10:30 頤康快樂人B(101) 五 六 七

節 10:30 頤康快樂人A(101) 11:45 硬地滾球B班(101)

2:00 粵曲小組(101) 2:00 男士和諧號(101) 2:30 歇後語大全(網上Zoom) 2:00 身心健康由我管(103) 2:00 6月壽星同樂會(101)

3:30 篆刻班(101) 2:00 義工訓練(101) 3:30 拳擊訓練班(101)

-快樂整全人生

3:15 吾湯唔水之
之佛手瓜山藥薏仁湯(101)

27 9:00 趣味中文班(101) 28 8:00 門球練習(平田) 29 10:30 活力開心操(101) 30

十 10:30 摺紙飛行號(101) 十 8:45 防跌操B(101) 二 11:45 硬地滾球A班(101) 廿

八 九 9:30 防跌操A(101) 十 一
10:30 頤康快樂人A(101)

1:00 長者改善身體健康 3:00 SWITCH耆樂電競王(101) 2:30 手眼運算擲飛鏢(101)

狀況調查(103)

2:00 粵曲小組(101)

星期六

端午節

六月活動表

星期四 星期五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二

零

二

一

年



教育篇/有需要護老者 

見龍在興田-端午節剪紙班  

日期︰ 6月 7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0:30-11:3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8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李映儀姑娘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教大家用紙與剪刀，製作簡單而生動的「龍舟競渡」剪紙。 

   完成後可將成品帶回家，渡過一個生機勃勃的端午節。 

報名方法︰歡迎致電中心或直接向中心職員報名 
飛行號摺紙樂 

 

日期： 6月 28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0:30-11:3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10 人       費用: 全免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 教授及與長者分享 12 種摺紙飛機方法 

報名方法：歡迎致電中心直接與負責職員預約報名 

負責職員: 余鎮宗先生 

聊心療心 

 

日期: 6 月 28 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 2 時 至 4 時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12 名       費用: $10         

參加資格：有需要護老者優先、護老者、先知先覺義工 

內容︰分享近況、繪製心意卡、為自己打氣 

報名方法：向彤姑娘、敏姐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職員：陳雨彤姑娘 

 

防蚊止痕有計仔 

 

日期: 6 月 21 日(星期一)  時間: 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12 名      費用: $50 

參加資格：有需要護老者優先、護老者、先知先覺義工 

內容︰認識夏天防蚊小方法，製作蚊怕水及止痕膏 

報名方法：向彤姑娘、敏姐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職員：陳雨彤姑娘 

 



義工篇 

一點改變，由你我開始 (2021-2022 年度義工招募) 
如果您願意獻出愛心及時間，與我們並肩同行，關懷及協助社會上有需要 
的人，歡迎加入本中心義工行列。我們將會因應各人的興趣及專長安排相 
關的義務工作，如欲了解詳情，可致電與負責職員聯絡。 

  各項義工服務 負責職員 

 外展義工 

透過街站、探訪等外展工作，接觸及支援地區上貧乏的 
長者 

莊家煒先生 

  送飯義工 

義工每天將熱飯送到行動不便的長者家中，以解膳食之需 

趙承安先生 

 先知先覺義工隊 

義工經過訓練後，協助推行認知障礙症服務，關顧與陪伴
病人及家屬接受認知訓練等活動 

郭希璇姑娘 

 探訪義工隊 

每月也會出隊探訪區內體弱的長者，了解他們的近況及需
要，亦將我們的節日心意及關懷帶給他們。疫情期間，我
們雖未能家訪，但仍會致電關心他們 

陳小玲姑娘 

 賣旗義工  

義工們身體力行，為不同慈善團體賣旗籌募經費，讓機構
能幫助社會上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陳小玲姑娘 

 當值義工 

在中心詢問處當值，協助招待來賓，作親善大使 

陳小玲姑娘 

  電話組義工 

每月致電慰問中心會員，作中心與會員的橋樑，關心長者需
要並匯報會員近況予中心跟進 

陳小玲姑娘 

 婦女義工 

婦女義工發揮她們所長，協助中心推行各類活動如包糉、
長者團年飯、分享烹飪心得等 

陳小玲姑娘 

 班組導師 

中心有各種班組如中文班、運動班、醫療服務、手工藝班、
手機班、行山組等等，歡迎多才多藝朋友一展所長 

彭寶瑠姑娘 



義工服務新動向  
向日葵同行計劃 
「向日葵同行計劃」，以「向日葵」向陽的特徵作標誌，訓練一班有正向生活態度、
充滿陽光朝氣、笑容燦爛的義工大使與一班長者同行，冀望生命可以影響生命，彼此
祝福對方，一起在逆境中找尋幸福人生的意義。如果你年滿 60 歲，願意擔任義工協
助推廣正向生活態度，歡迎登記成為中心的向日葵大使，接受訓練，助人自助。報名
或查詢可致電聯絡陳小玲姑娘。 
 
計劃內容 :  
計劃分兩階段進行，首階段招募義工成為向日葵大使並提供為期 8 個月的訓練，裝備
義工大使在下一階段，與被配對的長者同行。   
 
(A) 訓練階段 (2021 年 4 月-2021 年 11 月) 
義工須完成至少 6 節基本訓練，及經個別面談後，清楚大使角色及中心期望，才能成
為向日葵大使，基本訓練日期及內容如下: 
 

 
 
(B) 服務階段 (2021 年 12 月-2022 年 12 月) 
義工大使須與長者同行 1 年 (每名大使每星期致電關懷同行長者 1 次，並須 2 人 1
隊，每月與同行長者一起參加中心舉辦的活動 1 次)，並須繼續接受至少 4 節進階訓
練及出席雙月舉行的大使聚會。 

 
進階進階訓練日期及內容如下:  

 

20/04/2021 (二)   
  
  

下午 2:00-3:00 

義工服務簡介會 

27/05/2021 (四) 義工操守你要知 

24/06/2021 (四) 快樂整全人生 

22/07/2021 (四) 指導人生的方向 

12/08/2021 (四) 情緒管理 

23/09/2021 (四) 知己知彼性格大檢閱 

28/10/2021 (四) 逆境感恩 (特約訓練) 
25/11/2021 (四) 溝通技巧初探 

14/12/2021 (二)   
  
  

下午 2:00-3:00 

靜心減壓 (特約訓練) 
23/12/2021 (四) 送走失眠 

25/01/2022 (二) 痛症管理 

27/01/2022 (四) 精神心理健康知多 D 

24/02/2022 (四) 彩繪人生 (特約訓練) 
08/03/2022 (二) 善終善別 (特約訓練) 
24/03/2022 (二) 社區資源幫到你 



護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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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昏護老時刻-好歌獻爸爸 

 

日期﹕6月 16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05:15 - 6:0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30 人     費用﹕$10     負責人﹕趙承安先生 

對象﹕中心會員、護老者及義工 

內容﹕中心同事及義工將獻唱歌曲，歌頌親恩； 

     並贈送禮物予參加者，一同開心預祝父親節。 

護老時刻-向爸爸致敬 
 

日 期﹕6月 19 日(星期六) 時 間﹕上午 11:30 - 12:30  地 點﹕中心 101 室 

名 額﹕15 人    費 用﹕免費      負責人﹕趙承安先生  

對 象﹕只限男士  

內 容﹕透過聲畫故事及分享，傳達向父親(男士)致敬的心意； 

     並贈送禮物予參加者以表示對父親(男士)的謝意，開心預祝父親節。 

護老者講座-認識中暑 

 

日 期﹕6 月 2日(星期三)        時 間﹕上午 09:30-10:30 

地 點﹕中心 101 (15 人)、網上 Zoom 直播 

對 象﹕中心會員、護老者及義工 

內 容﹕透過健康講座，讓參加者認識中暑的原因、徵狀、預防 

   及處理方法；並分享長者在炎夏時應採取的預防措施。  

導 師﹕衛生署觀塘區長者健康外展隊護士    負責人﹕趙承安先生  

護老者講座-燒傷與燙傷 
 

日 期﹕6 月 17 日(星期四)        時 間﹕上午 09:30-10:30 

地 點﹕中心 101 (15 人)、網上 Zoom 直播 

對 象﹕中心會員、護老者及義工 

內 容﹕透過健康講座，讓參加者認識在日常生活中潛在的燒傷與 

 燙傷危機及預防方法；分享正確處理燒傷與燙傷、吸入濃煙、 

 觸電等意外的方法。  

導 師﹕衛生署觀塘區長者健康外展隊護士    負責人﹕趙承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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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幹事－周賢明先生 

中心主任－馬偉昌先生 社會服務主任－梁穎恩姑娘 

社    工－趙承安先生 行政幹事—陳德偉先生 

社  工－陳小玲姑娘 活動幹事－余鎮宗先生 

社  工－莊家煒先生 活動幹事－關銘恩先生 

社  工－陳雨彤姑娘 活動幹事－李映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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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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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職員
社工郭姑娘及彭姑娘

身心健康由我管

血壓檢查 +
記憶情緒評估

2021年6月24日(四)

時間：上午9:00-12:00
下午2:00-4:30 

*每位參加者分時段接受
10分鐘一對一評估

內容：1)率先體驗新型血壓機
以了解自身血壓狀況
2)於103室進行評估測試，及
早識別自己的精神健康狀況
3)了解如何預防及改善認知障
礙症及情緒健康。

參加資格 : 中心會員及義工可於6月1日
報名；非會員需由社工評為合資格才可
參加
報名方法：向郭希璇及馮敏兒登記(2772-
7789電話/whats app預約及取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