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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友記: 

 今年 7 月 1 日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5 週年紀念及新一屆特首上任的特

別日子。 過往 25 年來香港轉變很多，而長者福利也轉變不少，回顧由香港回

歸後，新政府及各屆新特首上台，長者福利無論是項目及津貼福利金 金額上不

斷的增加。例如長者生活津貼的出現、醫療券資助、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

助項目、長者咭等等都是讓長者在晚年生活上過得更加安舒及更有保障。 

     由 2022 年開始，香港政府把部分福利降至 60歲，將沿用多年的長者咭改

為以實名制的樂悠咭(八達通)，對剛從工作崗位退下來，由有收入變為沒有收

入或仍有工作的年輕長者，這未嘗不是一個好消息!政策確實能夠提高各合資

格人士在社會上的活力，無論在繼續工作或對外與朋友連繫，都省卻了很多很

多的支出，減輕經濟壓力。以上種種長者優惠，對長者來說，無疑是令百上加

斤的生活稍變得輕省。 

     自從 1997 年香港回歸後，經歷了兩次的疫情，看見長者在疫情下堅毅不

屈的生活，雖然面對很多不明朗的情況，但大家都殷殷實實地生活，加上有長

者義工在疫情期間挺身而出幫助身邊的人，真叫人感動，期望新冠肺炎疫情盡

快消退，香港重見光明，對內對外都增添活力，成為一個活力充沛的城市。 

祝願大家生活愉快！健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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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馨提示: 1955 年出生的長者，你的長者咭須於本月內 (7 月 1日至 31 日) 

    申請更換成樂悠咭，如需協助請致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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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錯漏，希為指正）    *一至七月份生日之會員可待疫情緩和後,到中心領取生日禮物* 

羅美玉 郭來根 鍾木蘭 陳慧玲 余錦娣 陳珠英 王松堅 李利平 

蔣桂芳 麥麗芳 陳美英 張貞德 陳玉琼 陳美玲 伍順成 潘潤庭 

葉鏡芬 蔡狂 林細棉 何煥金 黃煥英 歐珍妮 陳敬好 廖維娣 

馮用 梁邑 鄧淦權 陳秀琼 陳麗云 邵潔梅 孫仲玲 袁仲誠 

梁鳳鳴 馮翠萍 黃惠如 梁國祥 梁添 尹福耀 李淑蓮 馬夏英 

盧福娣 梁瑞芳 伍翠蓮 黎少貞 許柳珍 魏潤嬌 梁遇仙 何鉆 

諸桂芳 陳瑞琼 廖炳南 馬輝娟 黃常活 陳聚影 謝燕萍 劉麗嬋 

李寶珍 黃惠英 王金桂 陳國河 盧劍嫦 紀惠珍 陳浩根 李金鳳 

李秀蘭 羅好 楊昭煥 鍾寶棠 曾優金 趙汝松 楊秀珍 張巧鈿 

趙蓮英 鄭妙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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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前將
答案紙交回中心，若答中者超過
四名，中心將於 7 月 22 日中心
團契抽出四名得獎者。各得獎者
可獲精美禮物一份。  

宋金鳳 莊聖堅 陳富珍 謝妙華 莫宛恩 

黃慧清 賴少卿 諸桂芳 張凱書 鍾容好 

麥桂芬 李慧香 甄少珍 郭桂珍 蔡銳鋒 

周麗屏 梁德旺 鄭啟霖 龍燕坤 麥麗芳 

黃美媚 鄭美好 陳妙全 王金桂 董順利 

盛文雪 葉妹    

七月份問題: 

請於圖中的六角形加上三劃， 

使其變成正方形 

六月份遊戲答案:竹園 

參加而又答中者有 27 位，名單如下: 
經公開抽簽後， 

六月份遊戲得獎者如下 

鄭美好/ 莊聖堅 

郭桂珍/梁德旺 



健康篇 

<<代訂雅培加營素奶粉>> 

 

日期：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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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細罐 $82.5   糖尿大罐裝$215.5  細罐$95 

  強肌奶粉 $215    低糖罐裝$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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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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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擊訓練班 
 

日期： 7月 8日至 9 月 9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3： 30 至 4 ： 30 (共 10 堂)  

名額： 18 人     地點﹕中心 101 室    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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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血糖測試 >> 

 

日期： 7月 11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9:00 – 10:0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20 人      費用：會員$10 非會員$25  負責同事：彭姑娘姑娘 
報名方法：需預先登記，並分段取飛！ 

內容：為免輪候時間太長，活動將分時段飛，活動飛需註明時間及血糖測試 

   前"兩小時"禁止進食，即於早上 7:00 前用畢早膳，活動將藉血糖筆或 

   針拮手指頭取血，再經血糖機讀取血糖數值。 

*測試前“兩”小時停止進食，水可照飲。 

心靈喜動-長者鄰舍服務中心推廣計劃 
 

日期： 7月 7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1:30-3:15   費用：全免 

名額： 20 名       地點：中心 101 室(中心以 ZOOM 形式進行直播) 

內容：由專業人士於網上主講精神健康講座及教授沿路樂活健心操十八式 

對象：中心會員      

負責人：余鎮宗先生       報名方法：有興趣參加者請與中心余先生聯絡 



健康篇 

中醫講座-抗疫藥材知多啲 

 

日期： 7月 9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00—12:00  地點：中心 101 室網上轉播     

名額： 24 人      費用：全免      負責人：彭寶瑠姑娘 

對象：中心會員/義工/護老者/回甘              

內容：中國人將食物和烹調手法發揮得淋漓盡致，甚至在飲食裡面加入中藥， 

  變成藥饍，達至寓醫於食。疫症當前，浸大中醫將介紹有什麼藥饍、 

  藥材可調理身體，加強身體防疫能力，健康人士亦可以用來養生。   

主講：香港浸會大學賽馬會中醫疾病預防與健康管理中心 

報名日期：現正報名   

樂齡科技講座-健康監測器 

 

日期： 7 月 20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9:00—10:0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24 人      費用：全免      負責人：彭寶瑠姑娘 

對象：中心會員及義工              

內容：最近博健醫療科技有限公司，研發出一個名為“Smart Pulse”的 

  產品為長者提供高科技的健康管理監測，透過簡單快捷的電子 

  用品檢測心率變異性、自主神經系統功能、壓力及血管健康狀態等。  

主講：博健醫療科技有限公司 

報名日期：現正報名   

健康講座-無煙老友記 

 

日期： 7月 27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9:00—10:0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24 人     費用：全免       負責人：彭寶瑠姑娘 

對象：中心會員、回甘、護老者、義工及非會員              

內容：講解吸煙與新冠肺炎的關係，各種吸煙產品的禍害、澄清有關 

  吸煙與戒煙的謬誤，並介紹本地戒煙支援服務，鼓勵長者或身邊 

  親友一同加入戒煙行列。  

主講：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報名日期：現正報名  

ô參加者出席講座後均可獲贈紀念品乙份  

地壺男子組 7-9 月份(2022) 
 

日期： 7月 13 日、8月 17 日、9月 14 日  時間：下午 1:00   地點：中心 101/103 室 

名額： 12 名         費用：$30    負責人：余鎮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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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是次活動只接受男會員報名       報名方法：電腦售票(額滿即止) 



健康篇/社交篇 

中醫講座-面對疫境如何提升免疫力 

 

日期： 7月 30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00—12:00  地點：中心 101 室網上轉播     

名額： 24 人     費用：全免      負責人：彭寶瑠姑娘 

對象：中心會員/義工/護老者/回甘              

內容：新冠疫情下，除接種疫苗、防疫措施外，提升自我免疫力也 

  相當重要，浸大中醫分享該如何強化免疫力以及如何透過營養 

  吸收，替身體打造免疫盾牌。 

主講：香港浸會大學賽馬會中醫疾病預防與健康管理中心 

報名日期：現正報名         

地壺女子組 7-9 月份(2022) 
 

日期： 7月 13 日、8月 17 日、9月 14 日  時間：下午 2:00   地點：中心 103 室 

名額： 12 名      費用：$30       負責人：余鎮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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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是次活動只接受女會員報名參加      報名方法：電腦售票(額滿即止) 

播道會愛禮信女子組地壺隊 7-9 月份(2022) 

 

日期： 7月 13 日、8月 17 日、9月 14 日  時間：下午 3:00   地點：中心 103 室 

名額： 12 名      費用：$30       負責人：余鎮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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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會愛禮信女子組地壺隊 

備註：是次活動只接受播道會愛禮信女子組地壺隊報名   報名方法：電腦售票(額滿即止) 

輝黃演唱會共賞 

 

日期： 7月 9日及 9月 30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9： 0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24 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內容：許多經典精彩劇集主題曲之作，在事隔多年後，還一樣可以 

   讓人琅琅上口，原來全都是出自音樂巨人黃霑與顧嘉輝之手， 

   週六中心騰出禮堂用大螢幕與老友記一同欣賞霑叔生前負責 

   talk show、輝哥負責總指揮的輝黃演唱會，精彩的音樂、 

   引人的歌詞、加上粒粒巨星的演繹，不容錯過。 

報名日期：現在接受報名 



社交篇 

腦筋動一番 

 

日期： 7月 5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3:00-4:0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12 名      費用：$10      負責人：余鎮宗先生 

內容：教導操作 SWITCH 及遊戲技巧，享受 SWITCH 樂趣，訓練腦筋活動 

對象：中心會員 

報名方法：電腦售票(額滿即止) 

飛鏢初體驗 

 

日期： 7月 6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10 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余鎮宗先生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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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活動只接受從未接觸飛鏢運動者參加 

報名方法：請向余先生報名 

鏢出去玩 
 

日期： 7月 11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00-4:00   名額： 8人  費用：$40 

地點：龍觀塘開源道 72 號溢財中心 1 樓 P室(Target Arena)  負責職員：余鎮宗先生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帶領參加者到電子飛鏢場地，感受中心以外的飛鏢臨場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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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活動是次活動會乘搭 16 號巴士到達目的地，請參加者自備車費 

*請於活動當日下午 1:30 到中心集合及穿著運動服及運動鞋 報名方法：電腦售票(額滿即止) 

埋嚟睇埋嚟玩 

 

日期： 7月 14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8時至下午 3時  集合地點及時間﹕中心 101 室  

名額： 14 人     費用：會員$20 /非會員$40(費用不包交通及膳食) 

地點：待定(視呼當日早場上映的電影才決定地點)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內容：於中心集合同享用長者福利$2 乘坐巴士往戲院，然後享受 

 長者$25 早場優惠瞻戲，睇戲後逛一陣街然後才去吃午餐， 

 希望大家都能食得安全玩得開心，待盡興後乘巴士返回藍田。  

 報名日期：即日開始          

 



社交篇 

齊齊鏢機 

 

日期： 7月 18 日  時間：下午 2:00-4:00  名額： 8人  費用：$40 

地點：龍觀塘開源道 72 號溢財中心 1 樓 P室(Target Arena)   負責職員：余鎮宗先生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帶領參加者到電子飛鏢場地，感受中心以外的飛鏢臨場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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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活動是次活動會乘搭 16 號巴士到達目的地，請參加者自備車費 

*請於活動當日下午 1:30 到中心集合及穿著運動服及運動鞋 報名方法：電腦售票(額滿即止) 

二胡交流團 

 

日期： 7月 19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00-4:00  地點：藍田西區社區中心 

名額： 12 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余鎮宗先生 

對象：中心會員(二胡班學員優先) 

內容：帶領音樂及表演同好者一同到藍田西區社區中心，欣賞二胡音樂表演綵排及交流。 

備註：請於活動當日下午 1:30 於中心 101 室集合 

報名方法：請向余先生報名 

吾湯唔水之淮山合掌瓜薏米湯 

 

 

日期： 7月 19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 ： 30   地點：中心 101 室  
費用：會員$20 / 非會員$40 (參加者能帶走”最少 500ml 1 壼靚湯) 
名額： 20 人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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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山合掌瓜薏米湯對身體 

   的好處，講畢後帶走靚湯回家享用 。   

報名日期：即日報名  

(備註：參加者請自備暖壺，今年記預備個大小小的暖壼，啲湯好正架！ ) 

金甘甜甜之白果腐竹雞蛋糖水 

 

日期： 7月 26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 3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20 人      費用：會員$10/非會員$35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內容：不經不覺疫情已經有兩年多，無法有正常社交的老友記們 

   難免有些失落，今次鳳姐煲定滋潤糖水，希望給大家苦中 

   帶來一點甜啦。參加者“不用“帶備保暖壼到中心先聽 

   彭姑娘分享白果腐竹雞蛋糖水對身體的好處，講畢後帶走 

   美味糖水回家享用 。 

報名日期：即日報名 

 (備註：參加者“不用”帶暖壺，好好飲架！ ) 



1 8:00 門球練習(平田) 2

初 9:30 自在飛-剪出美麗(103) 初

三 四

3 9:00 疫要上中文(101) 4 8:00 門球練習(平田) 5 8:30 和平家(101) 6 8:00 門球練習(平田) 7 9:00 斷捨離(101) 8 8:00 門球練習(平田) 9

初 10:30 Android手機初哥班(103) 初 8:30 喜樂家(101) 初 (預約實體24人+網上Zoom) 初 8:30 良善家(101) 小 10:30 團契 初 9:00 輝黃演唱會共賞(101) 十

五 六 (預約實體24人+網上Zoom) 七 10:30 開心活力操(101) 八 (預約實體24人+網上Zoom) 暑 (預約實體24人+網上Zoom) 十 11:00 中醫講座 一
10:30 頤康快樂人(101) 11:45 硬地滾球A班(101) 10:30 簡單健康操(101) -抗疫藥材知多啲(101)

2:00 粵曲組(101) 11:45 硬地滾球B班(101)

1:30 長青組(101) 2:30 飛鏢初體驗(101) 1:30 心靈喜動(路德會) 2:00 減壓熱縮膠(103)
(預約實體24人+網上Zoom) 4:30 椅上伸展班(101) (網上Zoom) 2:00 二胡基礎班(101)

3:00 腦筋動一番(101) 6:00 蓆上伸展班(101) 2:00 隨心靜畫(103) 3:30 拳擊訓練班(101)

10 9:00 血糖測試 11 8:00 門球練習(平田) 12 9:30 道路安全講座(101) 13 8:00 門球練習(平田) 14 9:00 界線與原生家庭(101) 15 8:00 門球練習(平田) 16

十 10:30 Android手機初哥班(103) 十 8:45 防跌操B(101) 十 10:30 開心活力操(101) 十 8:00 埋嚟睇埋嚟玩(外出) 十 10:30 團契 十 8:30 週未影院(101) 十

二 三 四 11:45 硬地滾球A班(101) 五 9:30 護老者講座-足部平安 六 (預約實體24人+網上Zoom) 七 八

9:30 防跌操A(101) 10:30 簡單健康操(101)

2:00 粵曲組(101) 10:30 頤康快樂人(101) 1:00 地壺男子組(101) 10:30 智樂圈(103集合)

2:00 鏢出去玩(觀塘) 10:30 唔玩爛皮格格(103) 2:00 地壺女子組(101) 11:45 硬地滾球B班(101) 2:00 二胡基礎班(101)

3:00 播道會愛禮信女子組地壺隊(101) 2:00 認知刺激治療小組(103)

2:00 如何陪伴痛苦的人(103) 4:30 椅上伸展班(101) 2:00 隨心靜畫(101) 3:30 拳擊訓練班(101)

3:00 SWITCH運動樂(101) 6:00 蓆上伸展班(101)

17 9:00 蝶古巴特添食班(101) 18 8:00 門球練習(平田) 19 9:00 樂齡科技產品 20 8:00 門球練習(平田) 21 9:00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101 22 8:00 門球練習(平田) 23

十 10:30 Android手機初哥班(103) 廿 8:45 防跌操B(101) 廿 -健康監測器(101) 廿 10:00 長者流動網樂速遞(康華苑) 廿 10:30 團契 廿 8:30 週未影院(101) 大

九 10:30 充滿魅力的蝶古巴特(101) 十 9:30 防跌操A(101) 一 10:30 開心活力操(101) 二 10:30 簡單健康操(101) 三 (預約實體24人+網上Zoom) 四 暑
10:30 頤康快樂人(101) 11:45 硬地滾球A班(101) 11:45 硬地滾球B班(101)

2:00 粵曲組(101) 2:00 二胡交流團(外出)

2:00 齊齊鏢機(觀塘) 2:00 認知刺激治療小組(103) 2:30 電競遊戲樂(101) 2:00 隨心靜畫(101) 2:00 二胡基礎班(101)

2:00 護老者講座(101)-正視肩膊痛 4:30 椅上伸展班(101) 5:30 三花講座 (101) 2:00 認知刺激治療小組(103)

2:30 吾湯唔水之 6:00 蓆上伸展班(101) -預防中風飲食 3:30 拳擊訓練班(101)

淮山合掌瓜薏米湯(101)

24 9:00 趣味中文班(101) 25 8:00 門球練習(平田) 26 9:00 無煙老友記講座(101) 27 8:00 門球練習(平田) 28 9:00 界線與配偶(101) 29 8:00 門球練習(平田) 30

廿 10:30 Android手機初哥班(103) 廿 8:45 防跌操B(101) 廿 10:30 開心活力操(101) 廿 10:30 簡單健康操(101) 三 10:30 團契 七 9:00 輝黃演唱會共賞(101) 初

六 10:30 好玩UV樹脂滴膠班 七 9:30 防跌操A(101) 八 11:45 硬地滾球A班(101) 九 11:45 硬地滾球B班(101) 十 (預約實體24人+網上Zoom) 月 11:00 中醫講座-面對疫境 二

-星空漫遊(101) 10:30 頤康快樂人(101) 2:00 7月壽星同樂會(101) 如何提升免疫力(101)

1:00 興田飛鏢道場(男)(補堂)(101) 3:15 篆刻班(101) 2:00 靜觀養生(三) 2:00 二胡基礎班(101)

2:00 興田飛鏢道場(女A)(補堂)(101) 4:30 椅上伸展班(101) 收拾渙散之心(101) 2:00 認知刺激治療小組(103)

2:00 粵曲組(101) 3:00 興田飛鏢道場(女B)(補堂)(101) 6:00 蓆上伸展班(101) 2:00 認識心臟病、從心臟年齡 3:30 拳擊訓練班(101)

2:00 男士地壺Look出去 2:30 金甘甜甜之 5:30 黃昏護老鬆一鬆 開始健康講座暨

(將軍澳) 白果腐竹雞蛋糖水(101) 「健康檢查」(101) 《代訂雅培加營素奶粉》

                       * 按社署指示疫情若尚未緩和及限聚放寬，中心活動小組會以實體及網上並行，請留意whatapps通告

                       * 實體活動/小組均須事前預約登記

貳

零

貳

貳

年

星期六星期四 星期五星期日

香港特別

行政區

成立紀念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七月份活動表



社交篇/教育篇 

7 月壽星同樂會-歡樂今宵 
 

日期︰ 7 月 27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00-3:00   地點︰ 101 室 

名額︰ 20 人       費用︰會員$20/非會員$40  負責職員：李映儀姑娘 

內容︰與 7月份生日的老友記慶祝生日，一齊唱歌抽獎玩遊戲同慶生日，增加會員對中心的     

   歸屬感彼此建立關係。 

參加方法︰向職員查詢及報名 

SWITCH 運動樂 
 

日期︰ 7月 12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3:00-4:0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12 名       費用：$10      負責職員：余鎮宗先生 

內容︰享受 SWITCH 體感運動樂趣，訓練手眼協調。 

對象︰中心會員           報名方法：電腦售票(額滿即止) 

長者流動網樂速遞-流動車服務 
 

日期： 7月 21(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00-4:30  地點：康華苑 B 座及 C 座空地 

名額： 20 名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余鎮宗先生 

內容：於流動車內體驗虛擬實境、長者應用資訊科技小組、長者精神健康講座 

(活動當日參加者需跟據登記的次序在指定的時間出現，逾時不候 。) 

報名地點：本中心(余先生報名) 

男士地壺 LOOK 出去 

 

日期： 7月 25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00-4:00  名額： 8人  費用：$50 

地點：將軍澳澳南海岸 B03 號(TREE Health & Sports)  負責職員：余鎮宗先生 

對象：地壺男子組組員 

內容：帶領參加者到地壺場地，感受中心以外的地壺標準賽道，令參加者享受此新興運動。 

備註：是次活動是次活動會乘搭交通工具到達目的地，請參加者自備車費 

請於活動當日下午 1:00 到中心集合及穿著運動服及運動鞋 

報名方法：電腦售票(額滿即止) 

Android 手機初哥班 

 

日期： 7月 4日、7月 11 日、7 月 18 日、7月 25 日（一共四堂）  地點：中心 103 室 

名額： 8人    時間： 10 ： 30-11 ： 30    費用：會員$100 非會員$120 

對象：長者會員 

內容：學習基本手機知識，有安心出行、whatapps，課堂上多練習 

   和有提問時間，方便生活和聯繫家人。        

負責職員:李小善姑娘 



社交篇/教育篇 

興田飛鏢道場(男)(補堂) 

日期： 7月 26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1:0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8人      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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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活動為補堂，所以只接受參與興田飛鏢道場(男)(6 月份)參加者參加 

報名方法：電腦售票(額滿即止) 

興田飛鏢道場(女 A)(補堂) 
 

日期： 7月 26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0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8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余鎮宗先生 

對象：中心女士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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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活動為補堂，所以只接受參與興田飛鏢道場(女 A)參加者參加 

報名方法：電腦售票(額滿即止) 

興田飛鏢道場(女 B)(補堂) 

 

日期： 7月 26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3:0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8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余鎮宗先生 

對象：中心女士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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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活動為補堂，所以只接受參與興田飛鏢道場(女 B)參加者參加 

報名方法：電腦售票(額滿即止) 

好玩 UV 樹脂滴膠班-星空漫遊 
 

日期︰ 7月 25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0:30-11:3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8人               費用︰會員$40 元/非會員$45  負責職員︰李映儀姑娘 

內容：在鏡藥盒及書簽上，用滴膠製作星空效果， 

    製作屬於自己的掌中星空，複習滴膠基礎製作 

    技巧和學習不同效果，體驗與眾不同的樂趣。 

參加方法︰向職員查詢及報名 



教育篇 

二胡基礎班(7-9 月份)(2022) 
 

日期： 7月 8 日、15 日、22 日、29 日 8 月 5 日、12 日、19 日、26 日 

    9 月 2 日、9日、16 日、23 日、30 日(共 13 堂) 

時間：下午 2:00-3:00  名額： 15 人   費用：$130  負責職員：余鎮宗先生 

內容：由老師教授二胡基本知識、二胡安裝方法、調音及拉奏方法 

報名方法：電腦售票(額滿即止) 

道路安全講座 
 

日期： 7月 13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9:30—10:3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24 人     費用：全免      負責人：彭寶瑠姑娘   

對象：中心會員及義工              

內容：道路安全組的職員將以短片、簡報及簡單的問答題， 

  分享作為行人如何可以在路上確保個人安全。  

主講：香港警務處東九龍總區交通部道路安全組 

報名日期：現正報名   

充滿魅力的碟古巴特 

 

日期： 7月 18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0 ： 30 至 12 ： 0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10 人     費用：會員/回甘會員/義工/護老者$60 非會員$80(已包所有材料) 

內容：彤姑娘讓我們認識蝶古巴特-家品拼貼藝術；利用餐巾或 

   自選的圖像配合不同的裱貼方法及技巧，製作在木手飾 

   盒上，既實用性又具創意。 

報名日期：現在接受報名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唔玩爛皮格格 

 

日期： 7月 12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30-11:30    地點：中心 103 室 

名額： 10 人     費用：會員$50 非會員$60   負責職員：李小善姑娘 

對象：長者會員 

內容：今次將跟據導師練習縫合眼鏡套和加上裝飾品，加深皮革的技巧， 

    也方便安置和保護眼鏡。        

報名日期：現在接受報名 



教育篇/義工篇 

硬地滾球 B 班(7-9 月) 

 

日期︰ 7 月 7、14、21、28 日  8 月 4、11、18、25 日 

  9 月 1、8、15、22、29 日(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 11:45-12:45   地點︰ 101 室  名額︰ 8人  費用︰ 30 元 

內容︰推廣及練習硬地滾球---一種跨越障礙，可坐在椅上一較高下的球類競技運動， 

   考你手勢眼界。 

參加方法︰向李映儀姑娘查詢及報名        

負責職員：李映儀姑娘  

<斷捨離> 

日期 : 7 月 8 日 (星期五)  時間 : 上午 9:00 – 10:00  地點 : 中心 101 室 

名額 :  24 人(實體)    費用 : 全免     負責職員：陳小玲姑娘  

對象 : 中心會員 (義工優先)     內容 : 由一線通派專員講解收納之道 

參加辦法 : 電腦登記，額滿即止 

<如何陪伴痛苦的人> 

日期 : 7 月 12 日 (星期二)  時間 : 下午 2:00 – 3:00  地點 : 中心 103 室 

名額 :  12 人(實體)30 人(Zoom) 費用 : 全免     負責職員：陳小玲姑娘  

對象 : 中心會員 (義工優先)     內容 : 分享及分組活動 

參加辦法 : 請向陳小玲姑娘報名 

<界線與原生家庭> 
 

日期 : 7 月 15 日 (星期五)  時間 : 上午 9:00 – 10:00  地點 : 中心 101 室 

名額 :  24 人(實體)30 人(Zoom) 費用 : 全免     負責職員：陳小玲姑娘 

對象 : 中心會員 (義工優先)     內容 : 界線與原生家庭的關係 

參加辦法 : 請向陳小玲姑娘報名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日期 : 7 月 22 日 (星期五)  時間 : 上午 9:00 – 10:00  地點 : 中心 101 室 

名額 :  24 人(實體)30 人(Zoom) 費用 : 全免     負責職員：陳小玲姑娘 

對象 : 中心會員 (義工優先)     內容 : 介紹不同社區資源予困難家庭 

參加辦法 : 電腦登記，額滿即止 



義工篇/有需要護老者篇/認知障礙症服務 

<界線與配偶> 

日期 : 7 月 29 日 (星期五)  時間 : 上午 9:00 – 10:00  地點 : 中心 101 室 

名額 :  24 人(實體)30 人(Zoom) 費用 : 全免     負責職員：陳小玲姑娘  

對象 : 中心會員 (義工優先)         

內容 : 界線與配偶的關係        參加辦法 : 請向陳小玲姑娘報名 



護老篇/義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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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老者講座 - 足部平安 
 

日期﹕7月 14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09:30-10:30  地點﹕網上 Zoom 直播  

對象﹕中心會員、護老者及義工         負責職員﹕趙承安先生 

內容﹕透過健康講座，讓參加者認識長者常見的足患，如趾甲內生、雞眼及厚皮、真菌感染、腳腫等

的原因及防治方法；並分享糖尿病患者等高危人士，如何採取適當的護足措施以減低足患。 

導師﹕衛生署觀塘區者健康外展隊護士        報名方法﹕請向職員同事登記  

護老者講座 - 正視肩膊痛 
 

日期﹕7月 19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02:00-3:00  地點﹕網上 Zoom 直播  

對象﹕中心會員、護老者及義工         負責職員﹕趙承安先生  

內容﹕透過健康講座，讓參加者認識肩部的護理及減低關節僵硬的方法； 

   並示範肩部運動，改善肩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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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7 月 21 日 (星期三) 7 月 27 日 (星期三) 

時    間 下午 5:30-6:30  下午 5:30-7:30  

活動名稱 三花講座 – 預防中風飲食要訣  健康檢查 

內    容 

1.認識中風的成因及病徵， 

     並分享預防中風的飲食要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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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老者講座 - 認識營養標籤 
 

日期﹕8月 3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09:30-10:30  地點﹕網上 Zoom 直播  

對象﹕中心會員、護老者及義工         負責職員﹕趙承安先生  

內容﹕透過健康講座，認識營養標籤的資料，由選擇食物開始，實踐健康飲食的模式； 

      並讓參加者懂得選擇較健康和合適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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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需要護老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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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8 月 8 月 9 月 

15 日(五) 2 日(二) 5 日(五) 2 日(五) 

19 日(二) 9 日(二) 12 日(五)   

22 日(五) 16 日(二) 19 日(五)   

29 日(五) 23 日(二) 26 日(五)   

  30 日(二)     

時間︰下午 2時至 3 時    日期︰(共 14 節，連續七星期每星期進行兩節) 

日期︰(共 14 節，連續七星期每星期進行兩節) 

名額︰ 8 名   地點︰本中心 103 室   負責同事︰陳雨彤姑娘、郭希璇姑娘 

對象︰經社工評估為初期認知障礙症的合資格長者 

內容︰認知刺激治療(CST)一套循證非藥物治療，每一節均涵蓋不同的主題，例如：體能活動、

    聲音、童年往事、食物、時事、人面／景物、文字聯想、創意、物件分類、導向、金錢

    運用、數字遊戲等。研究結果顯示認知刺激治療有利於輕中度認知障礙症患者記憶及 

    思考能力，而且接受了治療的患者更表示生活質素有所改善。 

報名方法︰向彤姑娘/郭姑娘查詢及報名 (2772 77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