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興田邨道真堂 

愛禮信長者中心 
 

   二零二二年一月及二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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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關係，長者/會員出入中心或參與中心活動時請謹記三部曲 

* 1)探熱     2)潔手液揉手     3)「嘟」會員咭 

* 中心範圍請勿飲食 

各位長者： 

  收到此通訊時，新一年 2022 年己開始，而農曆新年亦快將來臨，我們會

將 2月份活動安排率先展示給大家，所以今期內容會較豐富。先籍此向大家拜

個早年，祝願新的一年大家洋洋得意，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活得自然，便得自在」。自在就是生活得無憂無慮，無牽無掛，心安

理得，也就是說，我們的身和心都生活在健康狀態下。香港的活力長者多的

是，那麼，你是否活力長者？活力長者又有何特質，資料顯示活力長者的特

質有： 

1.人老心不老：接受生理老化的事實，但心態上常持年輕化，不封閉活

 在回憶中，個性開朗、喜歡接觸時尚。 

2.終身學習的精神：應驗活到老學到老的哲理，願意嘗試新文明與科技

 的學習挑戰。 

3.獨立自主的意志：不落養兒防老的窠臼，在自律的生活中，以運動、

 旅遊等嗜好豐富銀髮歲月。 

4.感恩與回饋：利用自己畢生的專長與智慧奉獻社會，擔任義工。 

5.平和地迎接不愉快的事：突破固執，平靜坦然地面對一切不愉快的事。 
 

祝大家，健康、快樂、開朗！ 

『頤養靜中氣，檢點順口言；慎防忙中錯，善用有時錢； 

親朋多暢聚，主愛永長存；知足常喜樂，歡笑壽延年。』 



中心報告: 

 新一屆長者議會將於2022年4月成立，長者議會是讓大家的意見得到表達及反映。「長

者議會」將由大家推舉出來的 5~10 位長者組成，去協助策劃及推行一些大型活動，發揮

潛能，實踐「老有所為」的精神。二至三月將是『長者議會』選舉期，推舉大家的委員去

表達及反映的意見。而新一屆長者議會選舉時間，詳情如下： 

『長者議會』的選舉日程表 

項目 進行日期 備註 

提名期 2 月 21~28 日 全民參與，歡迎提名 

選舉期 3 月 3~15 日正午十二時正 全民參與，歡迎投票 

開票日 
3 月 15 日下午二時正 

地點：長者中心 101 室 
全民參與，歡迎監票 

十二月份遊戲答案: 

究竟藍田邨有幾多條公共屋邨呢? 

答案:7 條 

(興田邨、德田邨、平田邨、啟田邨、廣田邨、藍田邨、安田邨) 

 一月及二月份遊戲: 

以下 20 格，每格都是四字成語， 

你能猜對嗎? 

<<參加辦法>> 
參加者必須為中心會員。請向中
心索取答案紙填寫(每名會員只能
遞交一份答案紙)2 月 24 日前將
答案紙交回中心，若答中者超過
四名，中心將於 2 月 25 日中心
團契抽出四名得獎者。各得獎者
可獲精美禮物一份。  

參加及答中者 

共有 14 名如下: 

何均/黃銀秀/龍燕坤 

鄭啟霖/周麗屏/梁德旺 

謝妙華/姜秋玲/麥秀芬 

鄭美好/宋金鳳/莊聖堅 

鍾鳳英/曾優金 

經公開抽籤後，4 名得獎者如下: 

莊聖堅/周麗屏 

鄭美好/鍾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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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金 黃佩貞 司徒麗琼 馬安 羅肖娣 陳美珍 利鑽雲 鄺惠容 曾翠媚 

吳兆容 蘇烱炎 莫宛恩 葉宜強 呂麗琼 周祥英 布美玲 何金好 張凱書 

陳窈珊 周秀英 陳錢來 周官娣 陳桃仙 郭振娣 黃倫 黃千 陳桃 

李結 蔡嬌 楊少珊 鄭佩柔 鍾勝槐 黃禮顯 江順堯 方玉嫻 梁火嬌 

黃素美 謝巧娥 郭愛玲 鄧秀鉛 黃凎洪 黃貴煥 謝淑儀 錢秀嫦 應學輝 

林招美 陳康羣 郭美貴 黃玉英 敖林英 張金龍 梁少燕 孔惠英 羅英 

黎綺媚 李慧梅 黃杏芳 招有 曹瑞娟 張聲 祁映華 盧少芳 曹潔清 

劉愛清 楊均培 陳寶賢 鍾瑞蓮 周珍 鄧蘭 郭桂珍 湯蓮優 胡紀梅 

蘇麗珍 陳克成 林志成 張時明 李玉芳 黎珠 蔡銳鋒 張松港 杜麗容 

容少珍 黃書耿 許徐吟 文玉妹 陳月嬌 郭來好 陳美玉 鄔惠君 梁美珍 

徐洋妹 江雲卿 黎玉蓮 陳進明 余蘭英 梁惠賢 方玉香 劉健琼 林永城 

蒙其銳 辛美紅 李煜 朱惜蘭 陳杏嬋 梁愛青 陳鶯鶯 麥淑冰 林淑彬 

邱亂媚 劉秋燕 林奶妹 潘笑容 蘇 林自來 林惠平 張容妹 鍾彩鳳 

黃少卿 劉木欽 余月珍 梁錦華 謝秀英 姚以進 黃秀香 張耀棉 區國輝 

郭靜芝 蔡錦雲 馮制 彭水金 甄翠嬋 黃秋梅 陳瑞珍 駱賽金 石瑞平 

溫玉林 彭玲娟 許玉珍 葉啟燦 黃玉瑛 梁長秋 雷廣聲 周賽卿 陳梅貞 

黃瑞芳 吳秀雲 蔣子興 凌金好 盧顏 盧連轉 陳英 黃輝 呂潤蘭 

馮振樞 王明珍 杜惠琼       

胡潤蘭 巫惠儀 廖玉香 廖秀蘭 蕭美貞 麥悅友 陳秀英 彭桂英 譚翠鳳 

黃灶 黎永日 吳麗英 葉佛娟 曾德賢 羅佩 黃麗環 黎大歷 徐榴 

崔存英 廖銀聯 周麗屏 梁群娣 吳金嬌 鄭敏 許莉玲 陳粉卿 許麗真 

黃銀秀 張維 廖桂英 羅沃 張樹娥 李麗娟 張貞 劉觀娣 歐瑞容 

楊文 何世明 張杏姐 陳卓琳 李佩儀 劉仁有 鍾美蓮 曾亞坤 呂兆華 

黃娥 陳淑儀 趙傍娣 杜秀珍 歐陽引娣 白秀黎 黃巧珍 練群珍 陳美霞 

周晉昌 王玉蘭 張法蘭 黃炳超 鍾寶儀 陳惠軒 陳秀娟 黃彩蘭 朱佩珍 

林滿開 黃卿水 江鴻女 江麗英 鍾見娣 周少榴 陳會蘭 譚麗娟 盛文雪 

麥秀芬 曾媽營 李新梅       



拳擊訓練班 
 

 

日期﹕1月 7日 至 3 月 25 日(逢星期五)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18 人     時間﹕下午 3： 30 至 4： 30  (合共 10 堂) 
費用：會員 / 回甘會員$250       非會員$270 
導師：香港拳擊總會註冊教練  黃國偉先生 
內容：希望透過拳擊練習操練我們關節、肌肉、反應及平衡力 
    各方面的需要。如直拳上勾拳可加強學員腰背肌肉力量， 
    增加肩關節的活動幅度。左右、前後移步直拳可增強學員 
    的距離感、反應及手眼協調。學員膝部動作，則訓練平衡力 
    和預防跌倒效果。    
報名日期：現在接受報名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今年吾“鮑”食–團年飯 認捐活動>> 

 

年又過年，感恩疫情下仍然可以與大家過年，今年我們首次以非現場飲食的方式在中心團年。 

分享是一種福氣，如果老友記有感動以捐款方式支持中心購買賀年食材及禮物，為其他長者送上 

祝福，歡迎大家按心意認捐！ 

每捐助$20,就可將新年祝福帶給 1位長者。 

認捐日期︰ 1月 4日至 1 月 25 日 

認捐數目︰$20 為一個單位 

認捐方法︰將認捐金額及姓名寫在認捐紙仔上，連同現金放入<今年吾“鮑”食–團年飯>  

     認捐盒內 

備註︰活動當日會公開鳴謝有記名的認捐者      查詢︰向中心查詢 

**多少無拘，互相分享，心意至上** 

 

<<今年吾“鮑”食–團年飯>> 

年又過年，共慶歡樂年年。農曆新年將至，年尾又到團團圓圓的時間。今年我們首次以非現場飲食

的方式在中心和大家聚首一堂，熱熱鬧鬧聲聲送舊年。此次活動請留意參加對象所需資格！ 

日期︰ 1 月 28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時至 2 時 45 分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40 位 （公開售票） 

費用︰$20 

對象：中心獨居 / 全長者戶之中心會員、家人移民長者戶會員或隱長（社工邀請） 

報名日期︰ 1月 19 日上午 10 時 

報名方法︰公開報名售票，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負責人：彭寶瑠姑娘、莊家煒先生 

(備註：未能成功報名的合資格長者，歡迎登記後備。) 



社交篇 

 興田飛鏢道場女 A(1-3 月) 興田飛鏢道場女 B(1-3 月) 

日 期： 1 月 12 日、1月 26 日、2月 23 日、 

3 月 9 日、3 月 23 日(逢星期三) 

1 月 12 日、1月 26 日、2 月 23 日、 

3 月 9 日、3 月 23 日(逢星期三) 

時 間： 下午 2:00 下午 3:30 

對 象： 中心女士會員 

地 點： 中心 103 室 

名 額： 8 人 8 人 

費 用： $50 

內 容： 由中心職員帶領，令參加者認識飛鏢運動，練習正確姿勢、計分方法等等… 

認識及享受此新興運動。 

報名方法： 電腦售票(額滿即止)  

負責職員： 余鎮宗先生 

<<興田飛鏢道場男(1-3 月)>> 
 

日期： 1月 12 日 、1 月 26 日、2 月 23 日、3 月 9 日、3月 23 日(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 1:00      地點：中心 103 室    費用：$50  

名額： 8人       負責職員:余鎮宗先生 

對象：中心男士會員 

內容：由中心職員帶領，令參加者認識飛鏢運動，練習正確姿勢、 

    計分方法等等…認識及享受此新興運動。 

備註：是次活動只接受男會員報名參加 

報名方法：電腦售票(額滿即止) 

SWITCH 運動同樂 

 

日期： 1月 13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9:15-10:15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10 人       費用：$10        負責職員:余鎮宗先生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透過訓練，教導長者操作 SWITCH 及遊戲技巧， 

   享受 SWITCH 樂趣，訓練身體肌肉及減壓。 

報名方法 :歡迎致電中心與負責職員報名  

 



社交篇 

播道會愛禮信地壺隊 2022(女子組)(1-3 月) 
 

日期： 1月 5日、1 月 19 日、2月 16 日、3月 2 日、3 月 16 日、3 月 30 日(逢星期三) 

地點：中心 103 室   時間：下午 3:00    費用：$60     

內容 : 恆常訓練、定期更新地壺運動資訊、與組員商討來季方向及目標 

對象 : 播道會愛禮信地壺隊(女子組)隊員 

備註 : 如非播道會愛禮信地壺隊(女子組)隊員而對地壺運動有興趣的女士會員， 

  歡迎參加地壺女子組 

報名方法：歡迎致電中心直接與負責職員報名     負責人：余鎮宗先生 

地壺男子組 2022(1-3 月) 

 

日期： 1月 5日、1月 19 日、2月 16 日、3月 2日、3 月 16 日、3 月 30 日(逢星期三)  

地點：中心 103 室  名額 :12 名   費用：$60   時間：下午 1:00  

內容 :招募男士會員參加地壺運動，推廣地壺運動好處及練習  

對象 : 中心男士會員 

報名方法：電腦售票(額滿即止)        負責人：余鎮宗先生 

地壺女子組 2022(1-3) 

 

日期： 1月 5日、1 月 19 日、2 月 16 日、3月 2日、3 月 16 日、3 月 30 日(逢星期三)  

地點：中心 103 室  名額 :12 名   費用：$60   時間：下午 2:00  

內容 :招募女士會員參加地壺運動，推廣地壺運動好處及練習  

對象 : 中心女士會員 

報名方法：電腦售票(額滿即止)        負責人：余鎮宗先生 



社交篇 

香港仔水塘遠足行(難)補回 

日期： 1月 18 (星期二)  時間：上午 8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正  集合地點：中心集合      

名額： 15 人       費用：會員$20  非會員$30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內容：首先於中心集合，乘 603 巴士往金鐘再轉巴士往灣仔峽道起步， 

  沿香港仔水塘道步行(約 3.5 小時路程)，兩旁綠樹成蔭，予人 

  遠離塵囂的感覺。遊人領到一個山崗，你可在此一窺香港仔 

  水塘及港島景致。最後於香港仔享用午膳(自費)後乘巴士 

  返回藍田。         

售票日期：即日開始 

流水響遠足行(易) 

日期： 1月 11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8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正 集合地點及時間：中心集合      

名額： 15 人      費用：會員$20  非會員$30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內容：首先於中心乘 16 號巴士往九龍灣轉 277X 巴士站，乘坐 2程巴士 

    往粉嶺火車站轉小巴入流水響才開始步行(全程約步行 2 個半 

    小時)，沿途遊走山青水映，草木林立，為輕鬆悠閒之選。最後 

    一同享用午膳後乘巴士返回藍田。  

售票日期：即日開始 

紅梅谷遠足行(易) 
 

日期﹕2月 8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8 時 45 分至 5 點正   集合地點﹕(中心集合)                                                                                                                            

名額： 15 人      費用：會員$20  非會員$30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內容：首先於中心集合點名，然後一起乘 16 往牛頭角下邨轉乘 89B 號 

   往大圍站世界花園起步，會先經過紅梅谷沿引水道步行往新田圍， 

   兩旁綠樹成蔭，予人遠離塵囂的感覺，步至約兩個半小時路程， 

   最後在沙田新田圍享用中式酒樓午餐，午膳後乘巴士返回藍田。 

售票日期：即日開始 

粉嶺鶴藪遠足行(難) 

 

日期： 2月 22 (星期二)  時間：上午 8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正  集合地點：中心集合      

名額： 15 人     費用：會員$20  非會員$30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內容：首先於中心乘 16 號巴士往九龍灣轉 277X 巴士站，乘坐 2程 

    巴士往粉嶺火車站轉小巴入鶴藪才開始步行(全程約步行 3個半 

    小時)，沿途遊走山青水映，草木林立，為輕鬆悠閒之選。最後 

    享用午膳後乘巴士返回藍田。  

售票日期：即日開始 



社交篇 

<<吾湯唔水之淮山杞子響螺煲雞湯>> 
 

日期﹕1 月 25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3:15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20 人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費用：會員$20  非會員$40(參加者能帶走”最少 500ml”1 壼靚湯) 

內容：彭姑娘分享淮山杞子響螺煲雞湯對身體的好處，講畢後帶走靚湯 

   回家享用。   

報名日期：即日報名     

<<吾湯唔水之姬松茸蟲草花栗子湯>> 
 

日期﹕2月 14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3:0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20 人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費用：會員$20  非會員$40(參加者能帶走”最少 500ml”1壼靚湯) 

內容：彭姑娘分享姬松茸蟲草花栗子對身體的好處，講畢後帶走靚湯 

   回家享用。   

報名日期：即日報名     

快樂椅子舞-三番四次同樂班 

 

日期︰ 2月 21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0:30-11:3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12 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李映儀姑娘 

內容︰介紹及推廣快樂椅子舞，讓下肢能力較弱之長者，都可以繼續聽住懷舊金曲，安坐椅子上 

  舞出自我，與眾同樂。 

報名方法︰歡迎致電中心或直接向中心職員報名 



社交篇 

遠離三高之糖尿病講座 暨  

<<代訂雅培加營素奶粉>> 

 

日期 : 1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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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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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歸虎躍-新春剪紙班 

日期︰ 1月 24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0:30-11:3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8人       費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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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簡單而生動的剪「富(虎)貴雙全」 

   及「福字」。完成後可將成品帶回家，渡過牛歸虎躍的新年。 

報名方法︰歡迎致電中心或直接向中心職員報名 

<1-2 月壽星同樂會> 

日期： 1 月 26 日 2 月 22 日 

時間： 下午 2:15 

地點： 101 室 

名額： 20 人 

費用： 費用：會員$20  非會員$40   

對象 ﹕ 1-2 月份生日會員優先 

內容： 齊賀一年一度生日，同唱生日歌，遊戲和派發紀念品，但不設現場飲食喔~~ 

活動目的： 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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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職員： 李映儀姑娘 



教育篇 

割水仙頭 

 

日期﹕1月 5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24 人      費用：會員$20  非會員$40(已包所有材料) 

內容：臨近新年，邀請導師教長者割水仙頭，然後帶回家繼續培植待新年開花應節。 

合作機械: 樂耕園 

報名日期：現在接受報名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DIY 皮革眼鏡套 

 

日期﹕1月 17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 00 至 4 ： 0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8 人      費用：會員$70 (已包所有材料) 

導師：李小善姑娘 

內容：李小善姑姑今個月將加深難度並且教授如何運用工具在皮革上 

   安裝開關扣，製成品可取走自用或作為佳節時 

   送給重要的人的禮物，大家盡情發揮創意手藝。    

報名日期：現在接受報名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好玩 UV滴膠班 

日期︰ 2月 17 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3:3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8人     費用︰會員$30   非會員$50   負責職員：李映儀姑娘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 UV 滴膠無色透明，需以紫外線照射才會硬化。只要加入閃片、金粉﹑乾燥花就可悠遊 

   自在地做出晶透又簡單，既可愛又高貴的飾物作品。活動由職員帶領大家透過教導參加

    者製作滴膠吊墜及耳環，體驗滴膠飾物製作的樂趣。 

報名方法︰歡迎致電中心或直接向中心職員報名 



義工篇 

<愛心勵群獻金曲> 

 

日期： 1月 11 日 (星期三)   時間：下午 2:00 至 3:3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40 人       費用：$5      負責職員：陳小玲姑娘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社區義工獻唱多首古今經典名曲      

參加辦法：電腦購票，額滿即止 

<關懷病人經驗之談> 
 

日期： 1月 14 日 (星期五)   時間：上午 9:15 至 10:15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40 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 陳小玲姑娘 

對象：中心義工會員 (向日葵大使優先) 

內容：特約嘉賓分享如何關懷病人       參加辦法：請向陳小玲姑娘報名  

<痛症管理 > 
 

日期： 1月 25 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 2:00 至 3:00   集合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40 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陳小玲姑娘 

對象：中心義工會員 (向日葵大使優先)      

內容：學習紓緩痛症方法，與痛同行        參加辦法：請向陳小玲姑娘報名 

<識鬱解說講座> 

 

日期： 1 月 13 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 至 4:0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40 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 陳小玲姑娘 

對象：想認識抑鬱或焦慮情緒的長者會員 

內容：心理衛生會派員講解並即場為參加者做評估    參加辦法：請向陳小玲姑娘報名  

耆想的天空講座巡禮-衛生防疫你要知 

 

日期︰ 1 月 17 日 (星期一)   時間︰上午 10:30 - 11:3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40 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李映儀姑娘 

內容︰ 由「耆想的天空 VII」一眾藍田的社區長者義工，為大家介紹貼地實用的衛生防疫知識 

  及家居防疫貼士，萬勿錯過。 

報名方法︰歡迎致電中心或直接向中心職員報名 



護老篇/義工篇 

1-2 月『護老鬆一鬆』精彩時刻   對象：中心會員，護老者及區內街

日    期 1 月 13 日 (星期四) 1 月 19 日 (星期三) 

時    間 下午 5:30-6:30  下午 5:30-7:00  

活動名稱 飲食預防骨質疏鬆症  健康檢查  

內    容 

1. 認識骨質疏鬆症的成因及影響； 

    並分享預防骨質疏鬆症的方法及食

譜； 2. 即場設三花奶粉售賣活動。  

量血壓，尿蛋白，尿糖及 BMI  

名    額 30 人 20 人 

費    用 

講座：免費 

柏齡(800 克)  關節(800 克) 

 雙效(800 克)  三效(750 克) 

 (均以特價發售)  

$3  

負 責 人 社工趙承安先生 

<心靈慰語 : 若有所失> 
 

日期： 1月 21 日 (星期五) 及 2 月 18 日(星期五)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8人( 需預約)    時間：上午 9:30 至 10:30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陳小玲姑娘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 : 基督徒義工為感到失落的會員祈禱      參加辦法 : 請向陳小玲姑娘報名 

<精神心理健康知多 D > 
 

日期： 1月 27 日 (星期四)  時間 : 下午 2:00 至 3:00   地點 : 中心 101 室 

名額 :  40 人     費用 : 全免       負責職員：陳小玲姑娘 

對象 : 中心義工會員 (向日葵大使優先) 

內容 : 介紹長者常見精神健康問題及簡介有關社區資源  參加辦法 : 請向陳小玲姑娘報名 



護老篇/義工篇 

 

< 門球組 > 
 

日  期： 1-2 月 (逢星期二、四、六)(除年初一及年初三) 時  間：上午 7:00-11:00 

地  點：平田街十號公園門球場 (藍田聖保祿中學後面) 

對  象：中心會員及護老者        費  用：全免，歡迎自行到球場參加 

內  容：透過學習、訓練門球的技術及戰術，促進身心健康及活躍社交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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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繪人生> 
 

日期： 2月 24 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 2:00 至 3:0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40 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陳小玲姑娘 

對象：中心義工會員 (向日葵大使優先)      導師 : 陳雨彤姑娘及郭希璇姑娘 

內容 : 學習為人生添上更多姿彩        參加辦法 : 請向陳小玲姑娘報名 

護老者講座 — 認識流行性感冒   
 

日    期﹕1月 5日(星期三)       時    間﹕上午 09:30-10:30 

對    象﹕中心會員、義工及護老者      地    點﹕中心 101、網上 Zoom 直播 

內    容﹕透過健康講座，認識流行性感冒的傳播途徑、徵狀及預防方法；並分享一般治療流行

   性感冒藥物的效用及副作用。  

導    師﹕衛生署觀塘區長者健康外展隊護士 

報名方法: 請向中心職員報名      負 責 人﹕趙承安先生  



護老篇 

 護老者講座— 精明使用長者醫療券  
 

日    期﹕1月 27 日(星期四)       時    間﹕上午 9:30-10:30 

對    象﹕中心會員、護老者及義工     地    點﹕中心 101 室、網上 Zoom 直播  

內    容﹕透過健康講座，介紹長者醫療券計劃內容概要；並分享使用長者醫療券方法與真實 

      個案、注意事項。 

導    師﹕衛生署觀塘區長者健康外展隊護士   

報名方法: 請向職員同事登記      負 責 人﹕趙承安先生 

聖雅各福群會 - 聚膳堂熱飯服務 

 

聖雅各福群會 - 聚膳堂熱飯服務 暫停，如中心成功物色其他可提供服務的機構，將再

作通知。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與中心社工趙承安先生聯絡。  

護老者講座 — 膽固醇睇真 D   
 

日    期﹕2月 9日(星期三)       時    間﹕上午 09:30-10:30 

對    象﹕中心會員、義工及護老者      地    點﹕中心 101、網上 Zoom 直播 

內    容﹕透過健康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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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法: 請向中心職員報名      負 責 人﹕趙承安先生  

護老者講座 — 健康小食   
 

日    期﹕2月 10 日(星期四)      時    間﹕上午 09:30-10:30 

對    象﹕中心會員、義工及護老者      地    點﹕中心 101、網上 Zoom 直播 

內    容﹕透過健康講座，認識如何選擇健康的小食；並分享如何實踐均衡飲食的模式。 

導    師﹕衛生署觀塘區長者健康外展隊護士 

報名方法: 請向中心職員報名      負 責 人﹕趙承安先生  



有需要護老者篇/認知障礙症服務 

家添福氣寫揮春 
 

日期： 1月 29 日(六)   時間：上午 10:00-11:30   地點：中心 101 室禮堂 

費用全免~中心提供材料   ** 導師葉晨禧(葉小成老師) ** 

活動內容： 

由葉小成老師指導老友記體驗寫揮春，練習小肌肉，提升專注力，增加滿足感，一同迎接新年 

參加資格：  

(1)由醫生確診患認知障礙症長者或 (2)由社工評為認知缺損(MCI)長者及其護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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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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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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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廿

九

2 10:30 藝術工作坊(101) 3 8:00 門球練習(平田) 4 8:30 和平家(101) 5 8:00 門球練習(平田) 6 10:30 團契(101) 7 8:00 門球練習(平田) 8

三 臘 8:30 喜樂家(101) 初 9:30 護老者講座 (101) 初 8:30 良善家(101) 初 初 8:30 週末影院(101) 初

十 月 10:30 頤康快樂人A(101) 二 認識流行性感冒 三 10:30 頤康快樂人B(101) 四 五 10:00 「按」你需要放鬆(101) 六
10:30 開心活力操(101) 11:45 硬地滾球B班(101)
11:45 硬地滾球A班(101)

2:00 粵曲小組(101) 1:30 長青組(101) 1:00 地壺男子組(103) 2:00 新年祝福拼豆(101) 2:00 二胡訓練班(101)

2:00 畫出祝福(103) 2:00 地壺女子組(103) 3:30 拳擊訓練班(101)

2:30 割水仙頭(101) 2:00 護老同行-教會探訪

3:00 愛禮信女子組地壺隊(103)

4:30 椅上伸展班(101)

6:00 蓆上伸展班(101)

9 10 8:00 門球練習(平田) 11 10:30 開心活力操(101) 12 8:00 門球練習(平田) 13 9:15 關懷病人經驗之談(101) 14 8:00 門球練習(平田) 15

初 初 8:30 流水響遠足行(易) 初 11:45 硬地滾球A班(101) 初 9:15 SWITCH運動同樂(101) 十 9:30 看顧星期五(103) 十 8:30 週末影院(101) 十

七 八 8:45 防跌操B(101) 九 1:00 興田飛鏢道場(男)(103) 十 10:30 頤康快樂人B(101) 一 10:30 團契(101) 二 三

9:30 防跌操A(101) 2:00 興田飛鏢道場(女A)(103) 11:45 硬地滾球B班(101) 3:30 拳擊訓練班(101)
10:30 頤康快樂人A(101) 2:15 篆刻班(101)

3:00 興田飛鏢道場(女B)(103) 2:30 識鬱解說講座(101) 2:00 看顧星期五(103)

2:00 粵曲小組(101) 2:00 愛心勵群獻金曲(101) 4:30 椅上伸展班(101) 5:30 三花講座- 2:00 二胡訓練班(101)

6:00 蓆上伸展班(101) 飲食預防骨質疏鬆症(101) 3:30 拳擊訓練班(101)

16 9:00 趣味中文班(101) 17 8:00 門球練習(平田) 18 10:30 開心活力操(101) 19 8:00 門球練習(平田) 20 9:00 心身健康由我管(103) 21 8:00 門球練習(平田) 22

十 10:30 耆想的天空講座巡禮(101) 十 8:30 香港仔水塘遠足行(難)補回 十 11:45 硬地滾球A班(101) 十 9:00 健康由我管 十 9:30 心靈慰語: 若有所失(101) 十 8:30 週末影院(101) 二

四 五 8:45 防跌操B(101) 六 1:00 地壺男子組(103) 七 10:30 頤康快樂人B(101) 八 10:30 團契(101) 九 十

9:30 防跌操A(101) 2:00 地壺女子組(103) 11:45 硬地滾球B班(101)
10:30 頤康快樂人A(101) 2:15 篆刻班(101)

3:00 愛禮信女子組地壺隊(103) 2:00 遠離三高：糖尿病好健康講座暨 2:00 心身健康由我管(103)

2:00 DIY皮革眼鏡套(101) 2:00 畫出祝福(103) 4:30 椅上伸展班(101) 加營素取奶粉日 3:30 拳擊訓練班(101)

6:00 蓆上伸展班(101)

5:30 健康檢查(101)

23 9:00 趣味中文班(101) 24 8:00 門球練習(平田) 25 10:30 開心活力操(101) 26 8:00 門球練習(平田) 27 10:30 團契(101) 28 8:00 門球練習(平田) 29

廿 10:30 牛歸虎躍 廿 8:45 防跌操B(101) 廿 11:45 硬地滾球A班(101) 廿 9:30 護老者講座 (101) 廿 廿 8:30 週末影院(101) 廿

一 -新春剪紙班(101) 二 9:00 心身健康由我管(103) 三 1:00 興田飛鏢道場(男)(103) 四 精明使用長者醫療券 五 六 10:00 家添福氣寫揮春(101) 七

9:30 防跌操A(101) 2:00 興田飛鏢道場(女A)(103) 10:30 頤康快樂人B(101)
10:30 頤康快樂人A(101) 2:15 1月壽星同樂會(101) 11:45 硬地滾球B班(101)

2:00 痛症管理(101) 3:00 興田飛鏢道場(女B)(103) 2:00

2:00 心身健康由我管(103)

2:00 吾湯唔水之 4:30 椅上伸展班(101) 2:00 精神心理健康知多D(101)

鮮淮山杞子響螺煲雞湯(101) 6:00 蓆上伸展班(101)

30 31

廿 廿

八 九

貳

零

貳

貳

年

星期日

今年吾"鮑"食

團年飯(101)

一月份活動表

星期六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五星期四星期三

元旦



1 2 3 4 8:00 門球練習(平田) 5

正 初 初 初 8:30 週未影院(101) 初

月 二 三 四 五

6 7 8:00 門球練習(平田) 8 8:30 和平家(101) 9 8:00 門球練習(平田) 10 10:30 團契(101) 11 8:00 門球練習(平田) 12

初 初 8:30 喜樂家(101) 初 9:30 護老者講座 (101) 初 8:30 良善家(101) 初 十 8:30 週未影院(101) 十

六 七 8:45 紅梅谷遠足行(易) 八 膽固醇睇真 D 九 9:30 護老者講座 (101) 十 一 二

9:30 防跌操A(101) 健康小食

1:30 長青組(101) 2:00 二胡訓練班(101)

3:30 拳擊訓練班(101)

13 9:00 趣味中文班(101) 14 8:00 門球練習(平田) 15 10:30 活力開心操(101) 16 8:00 門球練習(平田) 17 10:30 團契(101) 18 8:00 門球練習(平田) 19

十 十 8:45 防跌操B(101) 十 11:45 硬地滾球A班(101) 十 10:30 頤康快樂人B(101) 十 9:30 心靈慰語: 若有所失(101) 十 8:30 週未影院(101) 十

三 四 9:30 防跌操A(101) 五 六 11:45 硬地滾球B班(101) 七 9:30 看顧星期五(103) 八 九
10:30 頤康快樂人A(101)

3:00 吾湯唔水之 1:00 地壺男子組(103) 2:30 好玩UV滴膠(101)
姬松茸蟲草花栗子湯(101) 2:00 地壺女子組(103) 2:00 看顧星期五(103)

3:00 愛禮信女子組地壺隊(103) 2:00 二胡訓練班(101)

4:30 椅上伸展班(101) 3:30 拳擊訓練班(101)

6:00 蓆上伸展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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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心身健康由我管(103) 25 8:00 門球練習(平田) 26

廿 10:30 快樂椅子舞- 廿 8:30 粉嶺鶴藪遠足行(難) 廿 11:45 硬地滾球A班(101) 廿 11:45 硬地滾球B班(101) 廿 10:30 團契(101) 廿 8:30 週未影院(101) 廿

十 三番四次同樂日(101) 一 8:45 防跌操B(101) 二 三 11:45 硬地滾球B班(101) 四 五 六

9:30 防跌操A(101) 1:00 興田飛鏢道場(男)(103)

10:30 頤康快樂人A(101) 2:00 興田飛鏢道場(女A)(103) 2:00 彩繪人生(101) 2:00 心身健康由我管(103)

2:00 粵曲小組(101) 3:00 興田飛鏢道場(女B)(103) 2:00 二胡訓練班(101)

2:15 2月壽星同樂會(101) 4:30 椅上伸展班(101) 3:30 拳擊訓練班(101)

6:00 蓆上伸展班(101)

27 9:00 趣味中文班(101) 28

廿 初

七 八

2:00 粵曲小組(101)

農曆新年

貳

零

貳

貳

年

 

二月份活動表

星期六星期四 星期五

農曆新年

星期三星期日 星期一

中心團拜10:00

農曆新年

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