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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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馨提示: 1953 年出生的長者，你的長者咭須於本月內 (9 月 1 日至 30 日) 

    申請更換成樂悠咭，如需協助請致電中心。 

各位長者： 

   「每逢佳節倍思親」，每年中秋節的來臨，亦正是長者中心週年紀

念的好日子，今年長者中心踏入「三十四周年紀念」，不經不覺中心已經

在藍田區提供長者服務三十四年，這三十四年中心經歷過大大小小社會改

變，尤其是新冠肺炎令中心服務受到極大的影響，為了避免人多聚集而容

易受到感染，活動及小組的人數大幅減少，雖然實體活動人數減少，但在

疫情嚴峻期間，中心已經開拓了以網上形式舉行活動及小組。今年周年紀

念雖然因著疫情未能舉辦晚宴慶祝，但中心亦為大家舉辦了多項的活動讓

大家參與，其中九月初中心將會有遊戲及派發中秋禮物活動。 

   特別消息:  

   9月1日開始長者生活津貼與70歲以下高齡津貼合併， 長者福利金

將只剩下長者生活津貼及 70 歲以上的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有關津貼

金額、入息及資產上限詳情可參閱下表：  

福利類別 年齡  單身 夫婦 

合併後 

長者生活津貼$3915 

65 歲 

或以上 

每月入息限額 $10,430 $15,810 

資產限額 $374,000 $568,000 

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 

$1515 

70 歲 

或以上 
無需入息及資產審查 



※如未續會者請盡快續會，費用 HK$25※ 
＊生日會定於 9月 13 日舉行* 

(如有錯漏，希為指正）    *一至九月份生日之會員可待疫情緩和後,到中心領取生日禮物* 

張連香 鍾好 馬素琼 許小玲 黃均 施少珍 李紅娣 廖嬌 

黃惠 何碧玉 石勤興 林琴 鍾美玲 蔣妙卿 林亞妹 余杏告 

張佩珍 林營 陳美琴 楊玩柔 陳胡珍 黃暹𡖖 陸笑心 温六妹 

蔡俊鵬 陳惠娜 梁三 陳漢明 黃天怡 譚珠球 鍾灼維 林彩金 

曾馮喜 梁麗嫦 郭金英 陳仲玲 張婉芳 田炎連 梁秀娣 吳盛妹 

黃玉瓊 梁寶玉 范麗珍 盧德奕 黃蓮妹 魏亞進 劉蘭嫻 林麗霞 

陳玉嫦 陳玉萍 王秀燕 馮世金 吳玉霞 鍾玉招 周金妹 陳麗清 

陳興雄 龍燕坤 錢大薇 鍾亞六 陳毓萍 楊美娟 劉如明 黃敏璋 

葉寶光 林利紅 譚玉英 蔣嘉麗 嚴福 黃樹康 鄧帶娣 鄧綺文 

陳慧琼 許瑞琴 陳祿星 黃煥玲 李瑞容 葉燕梅 呂玉萍 韓麗娟 

張月香 李慧香 張淑嫻 尹尹硯香 馮彩雲 陳麗卿 陳妙全 楊清江 

蕭麗潔 何秀霞 李芳 陳瑞玲 劉美瑜    

陳平 莫宛恩 王金桂 尹瑞勤 鄭美好 

麥麗芳 楊雪 董順利 尹瑞嬌 葉妹 

龍燕坤 王繼蘭 盛文雪 宋金鳳  

鄭啟霖 黃美媚 蔡銳鋒 莊聖堅  

黃慧清 楊清江 白秀黎 周麗屏  

陳妙全 諸桂芳 郭桂珍 梁德旺  

經公開抽簽後 

八月份遊戲得獎者如下 

莊聖堅/ 尹瑞勤/莫宛恩/董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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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 日前將答案紙交回中
心，若答中者超過 4 名，中心將於 9 月 23 日中心團契抽出 4 名得獎者。各得獎者可獲精美禮物一份。  

八月份遊戲答案: 

有機可乘 

八月份遊戲共有 26 名參加者，名單如下: 

九月份遊戲問題: 

 

以上篆體字翻譯成繁體會是什麼呢? 



社交篇 

< 家會同慶 34 周年 > 
 

日期﹕9月 6至 8日(星期二至四)  時間﹕上午 8:30-9:30 或下午 1:30-2:30 (四場家會) 

費用：全免       地點﹕中心 101 室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每場名額：實體 24 人，Zoom 100 人 

對象﹕會員、護老者、回甘會員及義工 

內容﹕唱生日歌、抽獎、切燒豬儀式及介紹 9月份活動內容。 

報名日期：請需預先親身或致電登記參與實體家會。 

< 34 周年之皆大歡喜幸運輪 > 

 

日期﹕9月 13 至 16 日(星期二至五)  時間﹕上午 9:00-12:00 或下午 2:00-4:00    

名額：不限，每人每節只限玩一次  地點﹕中心 101 室   費用：全免         

對象﹕會員、護老者、回甘會員及義工 

內容﹕今年中心 34 周年安排了一個新遊戲給大家齊齊玩， 

   中心準備了一部手動幸運輪，大家每節來到中心可在 

   當值義工協助下自行順時針撥動最少三個圈，然後按頂 

   部的指示針指示的顏色得到不同的禮物。 

報名日期：無需報名 (只需每次到中心帶同會員證簽到即可。)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 34 周年有獎遊戲之猜猜我是誰? > 

 

日期﹕9月 6至 16 日(星期二至五) 時間﹕上午 8:30-下午 4:30  地點﹕中心 101 室  

費用：全免         名額：不限，每人只限填寫一張答案紙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對象﹕會員、護老者、回甘會員及義工 

內容﹕今年中心 34 周年安排了一個新遊戲給大家齊齊玩，在家會中 

   將播放三段用變聲器處理了的錄音音效，估下是邊 3位同事。 

   8/9 第四場家會後亦會經 WhatsApp 發放給各會員， 

   老友記可於 6-16/9 於中心填寫答案紙，19/9 揭曉答案， 

   估中的參加者可獲取一份小禮物。  

報名日期：無需報名 (只需每次到中心帶同會員證簽到即可。) 



社交篇 

<9 月壽星同樂會-歡樂今宵> 

 

日期： 9月 13 日 (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3:00   地點：中心 1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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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9 月份生日會員優先  

內容： 與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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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辦法 : 電腦購票，額滿即止 

飛鏢進階班 

 

日期： 9月 1日(四)、9月 21 日(三)、9 月 28 日(三)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12 人   時間:下午 2:00-3:00  費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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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法：電腦售票(額滿即止)     備註:飛鏢初哥班參加者優先報名 

SWITCH 哥爾夫 

日期： 9月 6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3:00-4:0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10 名      費用：$10     負責職員:余鎮宗先生 

內容：享受 SWITCH 體感運動樂趣，訓練手眼協調及虛擬哥爾夫球樂趣 

對象：中心會員         報名方法：電腦售票(額滿即止) 

虛擬健身體驗 

 

日期： 9月 29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3:30-4:3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10 名      費用：$10     負責職員: 余鎮宗先生 

內容：享受 SWITCH 節奏運動樂趣，體驗虛擬健身。 

對象：中心會員         報名方法：電腦售票(額滿即止) 

<<代訂雅培加營素奶粉>> 
 

 

日期： 10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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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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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篇 

尋龍記 
 

日期： 9月 20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9時 45 分中心出發至下午 3時半  地點：尖沙咀 

名額： 18 人     集合地點及時間﹕10 時正於德敬樓 215X 巴士站等 

費用：會員$20    非會員$40(費用不包交通及膳食費用) 

內容：於中心集合同享用長者福利$2乘坐巴士往尖沙咀，然後往 

 香港科學館同彭姑娘一齊扮鬼扮馬搵恐龍影相，尋龍後 可行 

 去隔兩條街的 Museum Coffee Corner(科學館咖啡店)/ 

 太平館餐廳/百樂酒店午餐(建議食肆，價錢約$250 位)， 

 飽餐盡興後乘 215X 巴士返回藍田。  

報名日期：即日開始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吾湯唔水之花膠螺片湯 

 

日期﹕9月 15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 3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20 人  費用：會員$20     非會員$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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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膠 

    螺片湯對身體的好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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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記預備個大小小的暖壼，啲湯好正架！ ) 

金甘甜甜之薑汁蕃薯湯圓 

 

日期﹕9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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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姑娘分享薑汁蕃薯湯圓對身體的好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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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育篇 

HAGO 程式教學 
 

日期： 9 月 19 日、9 月 26 日(星期一)共兩堂  時間：下午 14:00-15:30  

名額： 6 人   地點﹕中心 103 室    費用：會員$40   非會員$60 

內容：讓中心長者認識由醫管局推出的『HAGO』程式， 

    可以管理預約、預約專科門診新症、流動繳費免 

    排隊等等功能，也可以個人化管理健康，用以方便 

    平日需要到醫院複診的老友記和記錄自己的健康。  

報名日期：即日報名       負責職員：李小善姑娘 

 

皮革手機袋 

 

日期﹕9 月 20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13:30 -17:00   地點﹕中心 103 室 

名額： 6人      費用：會員$120  非會員 150   負責職員：李小善姑娘 

內容：今堂長者學習新技巧-如何利用皮革具揼釘縫合位， 

    也實踐以往製作皮革的經驗，完成後每人一個手機袋， 

    增成功感。今堂長者學習新技巧-如何利用工具揼釘 

    縫合位，也實踐以往製作皮革的經驗，完成後每人一個 

    手機袋，增成功感 

報名日期：即日報名 

亮晶晶 AB膠杯墊擺設 

 

日期： 9月 22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3:15-4:15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8人      費用：會員$30/非會員$35   負責職員：李映儀姑娘 

內容：用 AB 膠即席製作乾花及暈染效果的杯墊擺設。 

對象：中心會員及非會員 

報名日期：向職員查詢及報名 

備註：物料特性關係，製成品需另約時間脫模收取 

 



健康篇 

快樂椅子舞-五光十色同樂會 

 

日期： 9月 29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15-3:15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8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李映儀姑娘 

內容：向中心會員介紹及推廣快樂椅子舞，讓下肢能力較弱之長者，都可以聽住懷舊金曲， 

   安坐椅子上舞出自我。 

對象：中心會員及非會員          報名日期：向職員查詢及報名 

各位親愛的老友記： 
 10 月中心裝修，我準備了一連串的行山、旅行及
Zoom 活動比大家，大家敬請 9 月尾多些上來中心睇吓
海報或留意 Whatsapp 的消息啦~~ 

偷步話比您哋知既彭姑娘   

山頂行吓食吓逍遙吓(易) 

 

日期﹕10 月 18 日(星期二 )  時間：上午 8時 45 分中心集合至 5點    對象：中心會員  

集合地點及時間﹕上午 9時 00 分(碧雲道 603 號巴士站出發) 

名額： 20 人     費用：中心會員/回甘會員$20  非會員$40 (費用不包交通、膳食等)  

內容：首先於中心集合點名，然後一起乘 603 巴士往金鐘皇后像廣場站 

   步行往大會堂再轉乘 15 號巴士上山頂盧吉道起步，今次和大家去 

   行山頂環迴步行徑，由盧吉道同夏力道環山徑組成，全程路徑平坦， 

   大部分路段都有大樹遮蔭，輕鬆易行，環山而行，親親大自然。  

   步至一小時路程，步行完畢可於山頂望着香港美景去享用午膳，然後午膳後乘巴士返回藍田。 

    售票日期： 26/9 上午 9 時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金督馳馬徑遠足遊(難) 
 

日期﹕10 月 25 日(星期二 )  時間：上午 8時 45 分中心集合至 5點   對象：中心會員 

集合地點及時間﹕上午 9時 00 分(碧雲道 603 號巴士站出發) 

名額： 20 人       費用：中心會員/回甘$20  非會員 40 (費用不包交通、膳食等) 

內容：首先於中心集合點名，然後一起乘 603 巴士往金鐘皇后像廣場站步行往 

   匯豐大樓對面再轉乘 25 號巴士入寶馬山花園起步，寶馬山觀景台為 

   全程第一個開揚位，景色比寶馬山山頂更好，維多利亞港近在咫尺， 

   九龍半島的啟德郵輪碼頭、飛鵝山、觀塘、獅子山、紅磡等一一呈現。 

   步至約二個小時路程。 最後在港島區享用午膳後巴士返回藍田。 

 售票日期： 26/9 上午 9時         負責職員：彭寶瑠姑娘   



8:00 門球練習(平田) 1 9:30 認識虐老 2 8:00 門球練習(平田) 3
10:30 簡單健康操(101) 初 (實體24人)(101) 初 8:30 週未影院(101) 初
11:45 硬地滾球B班(101) 六 10:30 團契 七 10:00 「按」你需要放鬆-小組(103) 八

(預約實體24人+網上Zoom)

2:00 飛鏢進階班(101) 2:00 二胡基礎班(101)

3:00 飛鏢自由玩(101) 3:30 拳擊訓練班(101)

4 9:00 趣味中文班(101) 5 8:00 門球練習(平田) 6 8:30 和平家(101) 7 8:00 門球練習(平田) 8 9:15 物理治療話痛症 9 8:00 門球練習(平田) 10

初 10:15 張燈剪紙迎中秋手工班(103) 初 8:30 喜樂家(101) 十 (預約實體24人+網上Zoom) 十 8:30 良善家(101) 十 (實體24人)(101) 十 8:30 週未影院(101) 十

九 十 (預約實體24人+網上Zoom) 一 家會同慶34周年 二 (預約實體24人+網上Zoom) 三 10:30 團契 四 10:00 「按」你需要放鬆-小組(101) 五

家會同慶34周年 9:30 護老者講座 - 認識流行性感冒(101) 家會同慶34周年 (預約實體24人+網上Zoom)

10:30 開心活力操(101) 9:00 全方位身心健康檢查(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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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粵曲組(101) 1:30 長青組(101) 2:30 「韶華故事」昔日生活 11:45 硬地滾球B班(101) 2:00 園藝有計傾(103)

2:00 一鏢入魂(觀塘) (預約實體24人+網上Zoom) 分享小組(103) 2:00 二胡基礎班(101)

2:30 智能科技幫到你(103) 家會同慶34周年 4:30 椅上伸展班(101) 2:00 和諧粉彩-中秋節篇(101) 3:30 拳擊訓練班(101)

3:00 SWITCH哥爾夫(101) 6:00 蓆上伸展班(101) 5:30 齊齊來迎月(101)

11 12 8:00 門球練習(平田) 13 10:30 開心活力操(101) 14 8:00 門球練習(平田) 15 10:30 團契 16 8:00 門球練習(平田) 17

十 十 8:45 防跌操B(101) 十 11:45 硬地滾球A班(101) 十 10:30 簡單健康操(101) 二 (預約實體24人+網上Zoom) 廿 8:30 週未影院(101) 廿

六 七 9:30 防跌操-椅子舞動(101) 八 2:30 「韶華故事」昔日生活 九 11:45 硬地滾球B班(101) 十 一 10:00 「按」你需要放鬆-小組(101) 二
10:30 頤康快樂人(101) 分享小組(103)

1:00 地壺男子組(101)

2:00 向日葵大使雙月聚會(四) 2:00 地壺女子組(101) 2:30 DIY清香飄飄洗衣粉(101)

(實體14人)(103) 3:00 播道會愛禮信地壺隊女子組(101) 2:30 地壺智好玩(103) 2:00 園藝有計傾(103)

2:30 9月壽星同樂會-歡樂今宵(101) 4:30 椅上伸展班(101) 2:30 吾湯唔水之花膠螺片湯(101) 2:00 二胡基礎班(101)

2:30 金甘甜甜之薑汁蕃薯湯圓(101) 6:00 蓆上伸展班(101) 3:30 拳擊訓練班(101)

18 9:00 趣味中文班(101) 19 8:00 門球練習(平田) 20 10:30 開心活力操(101) 21 8:00 門球練習(平田) 22 10:30 團契 23 8:00 門球練習(平田) 24

廿 10:30 靜觀養生(四) 廿 8:45 防跌操B(101) 廿 11:45 硬地滾球A班(101) 廿 10:30 簡單健康操(101) 廿 (預約實體24人+網上Zoom) 廿 8:30 週未影院(101) 廿

三 認知厭惡心(101) 四 9:30 防跌操-椅子舞動(101) 五 2:00 飛鏢進階班(101) 六 11:45 硬地滾球B班(101) 七 八 10:00 「按」你需要放鬆-小組(101) 九

9:45 尋龍記(尖沙咀) 2:30 「韶華故事」昔日生活

10:30 頤康快樂人(101) 分享小組(103)

3:00 動腦擲飛鏢(101)

2:00 HAGO程式教學(103) 13:30 皮革手機袋(103) 4:30 椅上伸展班(101) 2:00 靜觀養生(五) 2:00 園藝有計傾(103)

2:00 粵曲組(101) 2:00 愛心勵群獻金曲(101) 5:30 健康檢查(101) 包容心(101) 2:00 二胡基礎班(101)

2:00 鏢機組(觀塘) 6:00 蓆上伸展班(101) 3:15 亮晶晶AB膠杯墊擺設(101) 3:00 飛鏢自由玩(101)

25 26 8:00 門球練習(平田) 27 9:00 中醫看形神健康(101) 28 8:00 門球練習(平田) 29 10:30 團契 30

三 九 8:45 防跌操B(101) 初 (實體24人+視像轉播) 初 9:30 護老者講座 - 認知障礙症： 初 (預約實體24人+網上Zoom) 初

十 月 9:30 防跌操-椅子舞動(101) 二 10:30 開心活力操(101) 三 處理行為問題(101)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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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5 硬地滾球B班(101)

2:00 粵曲組(101)

2:00 一鏢入魂(觀塘) 2:30 健體護骨運動班(101) 2:00 飛鏢進階班(101) 2:15 快樂椅子舞-五光十色同樂會(101) 2:00 園藝有計傾(103)

2:00 HAGO程式教學(103) 3:00 飛鏢自由玩(101) 3:30 虛擬健身體驗(101) 2:00 二胡基礎班(101)

貳

零

貳

貳

年

星期六星期四 星期五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中秋節後

第二日

九月份活動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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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篇 

普及健體運動 2022(10 月) 

 

日期： 10 月 21 日 (五)  時間：下午 2:00-4:00  地點：藍田(南)體育館 

名額： 15 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余鎮宗先生 

集合時間：活動當日於下午 1:30 中心集合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毛巾操、肌力鍛鍊等 

合辦機構: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報名日期 : 開始接受報名 (運動組優先) 

*參加者必需填妥中心及康文署的體適能問卷才能參加* 

普及健體運動 2022(11 月) 

 

日期： 11 月 30 日 (三)  時間：下午 2:00-4:00   地點：藍田(南)體育館 

名額： 15 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余鎮宗先生 

集合時間：活動當日於下午 1:30 中心集合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毛巾操、肌力鍛鍊等 

合辦機構: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報名日期 : 開始接受報名 (運動組優先) 

*參加者必需填妥中心及康文署的體適能問卷才能參加* 

*未曾參加普及健體運動 2022(10 月)優先報名* 

<地壺組> 

 地壺男子組 10-12 月份 地壺女子組 10-12 月份  

日期︰ 

時間︰ 下午 1:00 – 2:00 下午 2:00 – 3:00 

地點︰ 藍田(南)體育館  

備註:是次活動只接受會員報名及參加者需自行前往活動場地 

名額︰ 12 名  

費用︰ $90  

對象︰ 中心男士會員  

內容︰ 招募會員參加地壺運動，推廣地壺運動好處及練習  

報名方法︰ 電腦售票(額滿即止)  

負責職員： 余鎮宗先生  

10 月 24 日、10 月 31 日 

11 月 7 日、11 月 14 日、11 月 21 日、11 月 28 日 

12 月 5 日、12 月 12 日、12 月 19 日(逢星期一) 

中心女士會員  



義工篇 

<認識虐老> 

 

日期： 9 月 2 日 (星期五)  時間： 上午 9:30 –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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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三院芷若園派專人講解虐老課題 

參加辦法 : 請向陳小玲姑娘報名 

<物理治療話痛症> 

 

日期： 9 月 9 日 (星期五)  時間： 上午 9:15 –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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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治療師親臨主講如何改善痛症 

參加辦法： 請向陳小玲姑娘報名 

<向日葵大使雙月聚會(四)> 

 

日期： 9月 13 日 (星期二)  時間：下午 2:00 至 3:00  地點： 中心 103 室 

名額： 14 人 (實體)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陳小玲姑娘 

對象：向日葵大使       內容：認識你的家庭系統 

參加辦法： 請向陳小玲姑娘報名 

<愛心勵群獻金曲> 

 

日期： 9 月 20 日 (星期二)  時間：下午 2:00 – 3:30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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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看形神健康> 

 

日期： 9月 28 日 (星期三)  時間：上午 9:00 至 10:00  地點：中心 101 室/在家 Zoom 

名額： 24 人 實體視像轉播 及 Zoom 線上同步 30 人    負責職員：陳小玲姑娘 

費用： 全免      對象： 中心會員 (義工優先)     

內容： 由陳皓天中醫師分整全健康的概念；學習如何使自己更健康 

參加辦法： 請向陳小玲姑娘報名 



護老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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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8 日 (星期四) 9 月 21 日 (星期三) 

時    間 下午 5:30-6:30  下午 5:30-7:00  

活動名稱  齊齊來迎月  健康檢查 

內    容 遊戲、唱歌、猜燈謎  量血壓，尿蛋白，尿糖及 BMI  

名    額 

(會員或護老者) 

24 人 

9 月 8 日 12:00 抽籤  
20 人 

費    用 $10 $3  

負 責 人 社工趙承安先生 

護老者講座 - 認識流行性感冒 
 

日 期﹕9 月 7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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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人)，另設 ZOOM 網上直播    負責職員﹕趙承安先生  

內 容﹕透過健康講座，讓參加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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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向職員同事登記  

護老者講座 - 認知障礙症：處理行為問題 
 

日 期﹕9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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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人)，另設 ZOOM 網上直播    負責職員﹕趙承安先生  

內 容﹕透過健康講座，讓參加者明白「行為與心理症狀」定義、常見問題分類及患者行為 

  問題的背後成因； 

  分享如何應用各種非藥物治療的技巧，並分析常見的行為問題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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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老者講座 - 壓力處理：認識精神壓力 
 

日 期﹕10 月 5 日(星期三)  時 間﹕上午 9:30-10:30  對 象﹕中心會員、護老者及義工 

地 點﹕只設網上 Zoom 直播 (中心有裝修工程)     負責職員﹕趙承安先生  

內 容﹕透過健康講座，認識長期壓力對身、心和社交健康的影響； 

       並分享如何找出壓力的源頭，及辨識有效的減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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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老者/有需要護老者篇 

門球組 

 

日 期： 9 月(逢星期二、四、六)    時 間：上午 07: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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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職員：趙承安先生、資深門球組義工 

  

防跌操 A-椅子舞動 

 

日期： 9月 13,20,27 日(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 9:30-10:15  地點：中心 101 室 

名額： 15 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李映儀姑娘 

對象：中心會員      報名方法︰向職員查詢及報名  

內容：先跟隨專業體適能教練做防跌操，然後由職員帶領， 

  聽住時代曲做運動上下身肌肉的椅子舞。 

報名日期：現正接受報名       



有需要護老者篇 



有需要護老者篇/認知障礙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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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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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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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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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號風球或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