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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網址：http:chnec.jvkfwa.org.hk/                 機構網址：http://www.jvkfwa.org.hk/ 

 
彩霞長者鄰舍中心 

會員通訊 2022年 11月號 第二百九十三期    

現凡讚好中心 Facebook 專頁

後 可 到 中 心 領 取 小 禮 物 

一份，送完即止。 

 
 

 寄： 

1 

十一月活動報名變革 
隨著本中心的會員人數持續增長，會員及社區人士對不同服務和活動均有需求，為了滿足需要， 

讓更多的會員有機會報名參與中心活動，本中心亦於活動報名方式有所變革，詳情如下： 

 內容 圖例 

(1) 智星之選 

如活動編號上見到星星圖案，表示此類活動報名數量有限制， 

標題會註明會員可選數量，例如只可選擇十個活動 

(每月可選擇活動數量不定，視乎該月活動數量)  

(2) 其他活動 
如活動編號上見到正方圖案，表示報名數量不受限制，但按 

服務對象分類來報名  
 

親臨中心排隊報名(將來報名方式) 

向職員表示欲報名之活動，包括

「智星之選」及「其他活動」 

職員協助會員整理有興趣之活動，包括「智星之選」

及「其他活動」，並發出「報名紙」，會員手持 

「報名紙」，前往接待處報名 

於「購票日」三天後，中心於門外壁報板會更新活動名額資訊， 

以示活動是否滿額，如活動仍未滿額，會員可報名，數量不限。 

即時核對已報名活動資料 

繳費 (視乎個別活動) 

完成報名程序 

如有興趣的「智星之選」活動滿額，可即時改選其他「智星之選」活動 

報名日(逢月頭中心首個開放日) 

電話報名(現時疫情下報名方式) 

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758 2737向職員查詢。 

 

@主任的話 鄭美婷姑娘 

http://chnec.jvkfwa.org.hk/
http://www.jvkfwa.org.hk/


  

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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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資料如有更改，一切以中心公佈為準） 

 

1. 中心 16 條 SQS(服務質素標準)已上載至中心網頁，SQS8 附上<2020 年全國性法律發佈>

及<維護國家安全法>簡介，文本亦存放於中心大廳。歡迎長者閱覽。 

2. 2022 年 9 月及 10 月之「積極勤到獎」已順利完成，會員可於 11 月 1 日到中心接待處 

交回「10 月份印仔紙」予職員結算並簽名作實，凡 2022 年 9 月及 10 月內蓋滿 50 個 

蓋印或以上可獲得「禮物」一份。80個蓋印或以上可獲得勤到獎一份。 

*領取禮物日期於 11月 28日開始。 

3. 社交距離限制措施仍然生效，「11月份」的活動將繼續以電話報名方式登記報名： 

- 如長者對活動有興趣，請於 11 月 1 日(星期二)早上 8:30後開始致電中心電話  

2758 2737 登記報名。  

- 中心電話現有四條電話線，職員將於辦公時間(早上 8:30-下午 4:30)內接聽電話， 

如線路繁忙，則代表所有電話正在使用中。請稍候再致電，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 因應活動名額有限，每位長者/護老者只可以為自己及最多 1位家人報名。 

- 所有活動票不得私下轉讓。如需活動當天覆診者，請於最少 3個工作天前通知職員。 

4. 鑑於疫情日趨嚴重，中心鼓勵會員參加活動前自行在家進行快速抗原測試，以保障自己

及他人健康，減低感染病毒的風險。 

5. 「每月例會」模式轉變： 

- 中心例會將由過往每月第一個星期一，改為每月月尾舉行，以提早向會員簡介下月 

中心可供報名的活動及中心最新消息。請各位會員於報名日致電預約留名。 

- 2022年 11 月份的例會：11 月 28日(星期一)，上午 8:30-9:30;下午 1:00-2:00， 

每場例會人數 20人。 
 

6. 《嚟例會。換印仔》獎勵計劃：為鼓勵大家多參與中心例會，由 5 月份開始，會員參加 

例會後，可獲印仔一個。只要儲齊 5個印仔，即可獲小禮物乙份。 
 

7. 耆青會員活動報名資格事宜： 

為使耆青會員更清晰活動是否符合資格報名，現於可供報名的活動內容上加上 

「耆青會員」名額的資訊，以方便讀者了解有關情況。若此名額在活動前兩日仍未有 

耆青會員參加，此名額將會由「候補長者會員」補上。 

 

 日期：11 月 30 日(星期三)起(星期一至六)(公眾假期除外) 

時間：上午 8:30-中午 12:00，下午 1:00-4:30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數量：500 本 

內容：派發掛牆月曆，每月各有不同服務主題及特色金句， 

並附上精美貼紙，讓長者可記錄重要日子 

備註：1.每人限取一本 

      2.數量有限，派完即止 

 

彩霞長者鄰舍中心 45 周年紀念月曆 



  

社會福利署在 5 月 12日發出最新指引：長者鄰舍中心在依從《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聚集） 

規例》（第 599G 章）規定的前提下，於本年 5 月 16 日起在現有基礎上恢復以中心為本的

偶到服務以及開放單位內供公眾人士使用的地方，惟中心需按照單位的面積、環境及情況

等而作出適切的安排。 

以下為中心首階段恢復的服務、設施以及防疫安排： 
 

1. 中心會員在進入中心時，必須掃「安心出行」二維碼、配戴口罩、量度體溫以及用酒精 

搓手液清潔雙手，並於接待處拍卡。社區人士及沒有攜帶會員證的長者，必須登記個人 

資料(包括姓名、聯絡電話、進入日期及時間)。 

2. 中心恢復偶到服務、小組活動、班組活動、興趣班、中心暫託服務、個案輔導服務和統一評估 

服務等，活動將在足夠社交距離及人數維持最多 20 人下進行。 

3. 首階段恢復的中心為本偶到服務如下： 

恢復項目：報紙及書籍閱讀、電視區、電腦區、IPAD區 

暫停項目：茶水間(飲水及小食)、健體器材使用(包括使用健身單車、健身拉環等活動) 

4. 在中心內，必須全程佩戴外科口罩。中心職員與服務使用者亦會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 

5. 為保障環境衛生，中心於中午 12:00-1:00關門進行徹底清潔及消毒。 

-  

更新日期：12.5.2022（服務安排將跟隨社署指引適時修訂） 

 

疫情下的服務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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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敦谷街坊福利會 彩霞長者鄰舍中心服務使用者組織) 
委員：何一川、林春蘭、許結明、原少濤、楊鵬義、司徒明、郭玉燕、周鈺卿、陳麗賢 

第九屆中心事務諮詢委員會 

工作月報(2022 年 10 月份) 
1. 有會員反映中心乒乓球網架及地壺球出現耗損情況，建議中心進行跟進。 

中心回應：感謝會員的反映，中心已通知有關職員檢查或更換損耗物資，並已清潔地壺球底部， 

以防外物阻礙滾動順暢度，讓會員可投入活動中。 
 

2. 有會員反映外出活動名額過少，以及活動期間未能為會員提供旅遊巴士接送。 

中心回應：感謝會員的反映，由於中心現時仍受防疫條例所限制，未能舉辦大型外出活動，目前外出 

活動的參與人數亦有所限制。另外，資訊科技服務的外出活動，目的是透過活動教導會員使用公共交通 

工具應用程式，故未有提供旅遊巴士接送，鼓勵會員可評估個人體力才決定是否報名參與。 
 

 

3. 有會員建議「中秋探訪活動」物資包派發單位可按每戶進行派發，以防出現受訪者物資過剩而需轉發的 

情況。 

中心回應：感謝會員的意見，由於此活動為「老有所為活動計劃」贊助，探訪對象、數量等需遵從基金

指引，若會員認為物資過剩，可考慮轉贈予有需要的長者。同時，未來義工探訪培訓中，中心亦會清晰

告知義工該次的探訪對象、禮物來源及數量等，期盼可及時解答受訪者的疑問。 

4. 有會員反映有護老者沒有接收到義工致電慰問，亦有出現會員對「護老者」定義含糊的問題。 

中心回應：感謝會員的反映，中心已與負責職員進行了解及跟進，以確保致電護老者名單沒有遺漏。 

同時，中心將持續於例會、通訊及活動中教育會員有關「護老者」的定義，以消除相關疑惑。 

5. 有會員聽聞「十八歲跳舞班」導師不再教班，詢問能否外聘導師以繼續活動。 

中心回應：感謝會員的反映，經職員了解，「十八步跳舞班」導師未有辭教的意向，並將於 11月開班教

學，鼓勵會員繼續支持參與。 

6. 有會員反映未能報名參加中心舉辦的活動，建議中心可先讓未曾成功報名的會員有優先參與名額。 

中心回應： 感謝會員的反映，中心將於下月進行活動報名方式的變革，有關詳情可於 11月通訊中得悉。 

 



 

 

6545 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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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有星星的活動只可以選擇 
十一個 

頌缽聲音療癒活動 

日期：11 月 22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1:00-2: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會員及護老者(未曾參加者優先) 

費用：全免 

名額：8 人(平躺在瑜伽墊上)，4 人(坐在椅子上) 

內容：由頌缽療癒師透過敲或磨缽所發出的音頻，帶領參加者進行呼吸練習，使參加者 

得以放鬆及達致身心平衡 

備註：1.參加者如平躺在瑜伽墊上，請穿著舒適的衣著，另自備披肩或外套     

2. 此活動由社工嚴姑娘負責 

智  之選 
 

22-054 

頌缽聲頻療癒(個人) 

日期及時間：11 月 3 日、4 日、11日及 16日(星期三、四及五)：上午 11:00-下午 1: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患痛症、失眠的長者會員及護老者(未曾參加者優先) 

費用：全免 

名額：每日限 2人；每人每次 45 分鐘  

內容：以單對單方式，由頌缽療癒師透過敲或磨缽所發出的音頻、或需要將缽放在參加者

身體上作治療，使參加者得以放鬆、治療痛症及達致身心平衡 

備註：1.參加者先登記預約，再由負責職員電話聯絡安排日子及時間 

2.參加者需要平躺在瑜伽墊上，請穿著舒適的衣著，另自備披肩或外套 

3.此活動由社工嚴姑娘負責 

22-055 

「鬆一鬆」放鬆練習 

工作坊(九) 
日期：11 月 21日(星期一)     

地點：中心活動室             

費用：全免                 

內容：帶領參加者進行意象鬆弛及伸展運動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邱姑娘負責 

      2.請穿著方便伸展的衣服及運動鞋 

22-275 

22-000 

時間：下午 1:00-2:00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特別適合患痛症或失眠之會員) 

名額：10 人(長者 9人，耆青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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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講座及演習 2022 

日期：11 月 22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3: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20 人(長者 19 人，耆青 1 人) 

內容：通過講座及實地火警演習， 

加深會員們的防火警覺性    

備註: 1.此活動由陳姑娘負責 

      2.此活動由牛池灣消防局主講 

 

22-264 

魔力橋聯誼日(三) 

日期：11 月 25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4: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2 人(額滿即止) 

內容：會員參與桌上遊戲「魔力橋牌」 

備註：1.此活動由陳姑娘負責 

2.請提前報名參加，活動前一天 

截止報名 

 

22-233 「生前‧身後」講座   

日期：11 月 9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1:30-2:30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20 人(長者 19 人，耆青 1 人) 

內容：認識「遺囑」、殯葬安排及 

與家人談生說死的技巧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鄭姑娘負責 

22-291 

絲帶繡班(11-12 月) 

日期：第一班：11月 17日、18 日、19 日、 

24 日、25 日及 26日(共 6 堂)  

第二班：12月 8 日、9 日、15 日、16日、 

23 日及 24 日(共 6堂)  

時間：上午 10:45-中午 12:15        

地點：中心活動室     

費用：$20(金咭)/$25(會員)         

對象：長者會員   

名額：8人(每班 4人) 

內容：由導師謝麗音女士教導絲帶繡 

備註：1.每人只限報名參與其中一節活動 

      2.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22-268 增「肌」食堂    

日期：11 月 23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1:00-中午 12:00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2 人(長者 11 人，耆青 1 人) 

內容：製作增肌營養小菜，學習增肌的 

飲食知識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鄭姑娘負責 

      2.活動不設現場試食，參加者需 

自備外賣盒 

22-292 

彈力球健體操(七) 

日期：11 月 11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3:1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9人(長者 8人，耆青 1 人) 

內容：教授長者運用彈力球進行有氧運動，

舒展筋骨訓練上肢及下肢肌肉 

備註：1.此活動由陳姑娘負責 

2.請穿著方便伸展的衣服及運動鞋 

22-266 



 

  

6 

玩轉乒乓球(五) 

日期：11 月 1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4: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0 人(長者 9人，耆青 1 人) 

內容：參加者自由打乒乓球  

備註：1.此活動由黃姑娘負責  

      2.此活動由義工原少濤先生

協助 

約定你在長者日 

日期：11 月 15日(星期二) 

時間：第一節：下午 1:00-1:30   

第二節：下午 1:45-2:15  

第三節：下午 2:30-3:00  

第四節：下午 3:15-3:45   

第五節：下午 4:00-4: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會員 

費用：$5               

名額：100 人 

內容：透過攤位遊戲，與會員一同慶祝長者日 

備註：1.每人只限報名參與其中一節活動 

      2.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彩霞長者硬地 

滾球比賽 2022 
日期：11 月 18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1:30-4: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會員(「硬地滾球班」學員優先)  

費用：全免                    

名額：24 人 

內容：進行硬地滾球比賽，分出冠亞季三名 

備註：1.此活動由陳姑娘負責 

      2.活動當日以抽籤形式進行分組 

「糖」不怕，食得其法 

講座 

日期：11 月 16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00-3: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20 人(長者 19 人，耆青 1 人)  

內容：講解糖尿病的飲食治療及食物 

對換的資訊 

備註：1.此活動由雅培奶粉公司主講 

      2.此活動由黃姑娘負責 

安基、振華齊飲茶 

日期：11月 18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11:15-12:30 

地點：安基苑商場-嘉豪酒家(酒家集合) 

對象：安基苑及振華苑長者 

費用：$40(會員)/$50(非會員) 

名額：10 人 

內容：一齊飲茶，互相認識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邱姑娘負責 

2.參加者需持有疫苗通行證 

      3.參加者需在活動前自行做快測檢查， 

並影下快測結果，檢查結果呈陰性 

才可參加 

十八步跳舞班 

(11-12 月) 
日期：11 月 2 日至 12 月 28日 

(逢星期三)(共 8 堂) 

(12 月 21 日除外)  

時間：上午 9:30-10: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16(金咭)/$20(會員)/$24(耆青)  

名額：12 人 

內容：配合音樂，由導師莊麗卿女士教導 

十八步舞蹈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22-253 
22-276 

22-267 
22-164 

22-269 

2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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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純」電影分享會

(三) 

日期：11 月 28日(星期一)              

地點：中心活動室               

費用：全免                       

內容：觀賞電影《麥路人》的節錄片段後，一起就邊緣階層議題作分享及討論。 

電影內容概述：主要講述一群因故流落於 24 小時營業的麥當勞的「麥難民」 

故事。曾從事金融行業的阿博(郭富城 飾)因挪用公款出獄後無法面對自我及 

家人，不想回家，成為無家者。阿博在麥當勞住宿遇到不少同路人，包括帶著 

稚女的苦命媽媽、因妻子離世不敢回家的等伯及離家出走的少年等。眾人互相 

扶持，盡力協助彼此渡過難關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負責 

嘻嘻哈哈大笑瑜伽

(三) 
日期：11 月 10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3:45-4:4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2 人(長者 11 人，耆青 1 人)      

內容：透過幻想情景方式進行大笑 

瑜伽，釋放壓力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負責 

活學活用數碼篇 

日期：12 月 1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3:30(第一班) 

下午 3:40-4:40(第二班)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40人   

內容：教授智能手機運用，包括掃描 

二維碼、GOOGLE搜尋及 Youtube 等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負責 

      2.此活動與香港路德會 

社會服務處合辦 

      3.此活動由 11 月 1 日開始接受報名 

4.參加者必須持有智能手機 

5.參加者只可以參加其中一節 

時間：上午 9:30-10:45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名額：20 人(長者 19 人，耆青 1 人)   

無痛「鬆一鬆」(二) 

日期：11 月 28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30-3: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適合患痛症或 

失眠之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8人(長者 7人，耆青 1 人) 

內容：帶領參加者進行伸展及椅上運動練習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邱姑娘負責 

      2.請穿著方便伸展的衣服及運動鞋 

7 

智能手機諮詢站(七) 

日期：11 月 9 日、16 日及 23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30-11:30 

地點：多用途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8人(長者 7人，耆青 1人) 

內容：長者義工及工作員為對手機操作上 

有疑問者，提供詳細的相關教學及 

解答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負責 

2.工作員安排參加者於指定時段內 

前來諮詢站作諮詢 

 

22-285 22-288 

22-284 

22-290 
2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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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初八 

08:30 購票日(電話) 

 

 

1:15  魔力橋訓練班(二) 

2:30  玩轉乒乓球(五) 

2                        初九 

09:30 十八步跳舞班(11-12月) 

11:00 中諮會 

 

3:00  「男兒會所 」 

       新興運動星期三(三) 

3                          初十 

09:00 樂在地壺球(二) 

11:00 頌缽聲頻療癒(個人) 

 

1:10  認知刺激小組(二) 

2:30  活力健康無限者-健體工作坊 

4                      十一 

09:00 量血壓、磅重(六) 

11:00 頌缽聲頻療癒(個人) 

 

1:15  硬地滾球班(二) 

2:30  關心組會議(一) 

5                      十二 

09:00 大腦健身室(三) 

 

 

1:30  智能手機應用班(二) 

2:40  智能手機應用班(二) 

7                          立冬 

09:00 「腦」當益壯多元訓練(七) 

09:00 「Sew a gift」縫紉工作坊(三) 
11:00 輕輕鬆鬆普通話(三) 

2:15  中文識字班(二)第一班 

2:55  中文識字班(二)第二班 

3:45  魔力橋訓練班(二) 

8                         十五 

08:30 太極班(9-11 月) 

09:45 黃金手鈴樂團(10-12月) 

11:00 趣味英文班(三) 

1:15 「護」助茶聚-認識長期 

      護理服務 

3:00 正向心理小組-快樂小秘訣 

9                        十六 

09:30 十八步跳舞班(11-12月) 

10:30 智能手機諮詢站(七) 
  
1:30  「生前‧身後」講座 

3:00  「男兒會所 」 

       新興運動星期三(三) 

10                        十七 

09:00 樂在地壺球(二) 

09:00 「關愛彩霞」 

      外展服務-日月星(四) 

1:10  認知刺激小組(二) 

2:30  活力健康無限者-健體工作坊 

3:45  嘻嘻哈哈大笑瑜珈(三) 

11                    十八 

08:30 晨早愛笑俱樂部 

09:30 正向心境無限耆- 

      香薰舒壓工作坊(3) 

11:00 頌缽聲頻療癒(個人) 

1:15  硬地滾球班(二) 

2:30  彈力球健體操(七) 

12                    十九 

08:30 關心致電義工線(三) 
09:00 大腦健身室(三) 

1:00  共「里」一起探訪@觀塘- 

      義工探訪 

1:30  智能手機應用班(二) 

2:40  智能手機應用班(二) 

14                         廿一 

09:00 正向心境無限耆- 

      香薰舒壓工作坊(4) 

09:00 「Sew a gift」縫紉工作坊(三) 
11:00 輕輕鬆鬆普通話(三) 

 

 

 

1:00  電子步行記錄比賽簡介會 

2:15  中文識字班(二)第一班 

2:55  中文識字班(二)第二班 

15                        廿二 

08:30 太極班(9-11 月) 

09:00 正向心境無限耆-和諧粉彩 

      小組義工招募 

09:45 黃金手鈴樂團(10-12月) 

11:00 趣味英文班(三) 

1:00  約定你在長者日(第一節)  

1:45  約定你在長者日(第二節)  

2:30  約定你在長者日(第三節)  

3:15  約定你在長者日(第四節)   

4:00  約定你在長者日(第五節) 

16                      廿三 

09:30 十八步跳舞班(11-12月) 

10:30 智能手機諮詢站(七) 
11:00 頌缽聲頻療癒(個人) 

 

 

 

 

2:00  「糖」不怕，食得其法講座 

3:00  「男兒會所 」 

       新興運動星期三(三) 

17                        廿四 

09:00 樂在地壺球(二) 

10:45 絲帶繡班(11-12月) 

 

 

 

 

 

1:10  認知刺激小組(二) 

2:30  正向心境無限耆- 

      和諧粉彩小組 

18                    廿五 

08:30 晨早愛笑俱樂部 

10:45 絲帶繡班(11-12月) 

11:15 安基、振華齊飲茶 

 

 

 

 

 

1:30  彩霞長者硬地滾球比賽               

      2022 

19                    廿六 

09:00 大腦健身室(三) 

10:45 絲帶繡班(11-12月) 

 

 

 

 

 

1:00  「腦」當益壯多元 

      訓練(七) 

3:00  魔力橋訓練班(二) 

21                         廿八 

09:00 雅培奶粉銷售日(十一月) 

09:00 「Sew a gift」縫紉工作坊(三) 
11:00 輕輕鬆鬆普通話(三) 

 
1:00  「鬆一鬆」放鬆練習工作坊(九) 

2:15  中文識字班(二)第一班 

2:55  中文識字班(二)第二班 

22                        小雪 

08:30 太極班(9-11 月) 

09:45 黃金手鈴樂團(10-12月) 

11:00 趣味英文班(三) 

 

1:00  頌缽聲頻療癒活動 

2:30  防火講座及演習 2022 

3:30  「陪著你，觀世界」到戶服務 

23                      三十 
09:30 十八步跳舞班(11-12月) 

10:30 智能手機諮詢站(七) 
11:00 增「肌」食堂 

 
 

3:00  「男兒會所 」 

       新興運動星期三(三) 

24                      十一月 

09:00 樂在地壺球(二) 

09:00 振華苑外展服務(四) 

10:45 絲帶繡班(11-12月) 

 

 

2:30  正向心境無限耆- 

      和諧粉彩小組 

25                    初二 

09:00 魔力橋訓練班(二) 

10:45 絲帶繡班(11-12月) 

 

 

 

2:30  魔力橋聯誼日(三) 

26                    初三 

08:30  關心致電義工線(三) 
09:00  大腦健身室(三) 

10:00  「護」助一線(八) 
10:45  絲帶繡班(11-12月) 

 

1:30  「護」助送暖- 

       義工探訪(1) 

28                         初五 
08:30 例會 

09:30 「不單純」電影分享會(三) 

11:00 輕輕鬆鬆普通話(三) 

 

1:00  例會 

2:30  無痛「鬆一鬆」(二) 

3:45  「壓力山大」亟有需要 

      護老者講座 

29                        初六 

08:30 太極班(9-11 月) 

09:45 黃金手鈴樂團(10-12月) 

11:00 趣味英文班(三) 

 

 

 

1:15  「慢活系列」-彩繪布袋 

3:00 正向心理小組-快樂小秘訣 

30                      初七 

08:30 護老者玩住抖．GPS行山樂 

09:30 十八步跳舞班(11-12月) 

 

 

1:30  「男兒會所 」 

      搞「機」研習室(三) 

3:00  「男兒會所 」 

       新興運動星期三(三) 

 

中心職員： 

鄭美婷(中心主任)    區惠儀(中心副主任–認知障礙症及護老者服務發展)      林健栢(活動及義工發展社工)      蘇詠琪(護老者服務社工)    邱月珊(輔導及隱蔽長者服務社工)     廖詠妮(半職庶務員) 

張盼(活動及資訊科技發展社工)    李韻媐(行政助理)   麥慧芬(起居照顧員)     陳麗琼(活動策劃幹事–義工)    黃若涵(活動策劃幹事–活動)   凌琼(半職庶務員)   

2022年 11月份 活動時間表 

中心開放時間：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 8:30-下午 4:3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暫停開放 

*斜體字代表該活動於「多用途活動室」舉行 
 

督印：行政幹事嚴芷慧 

編輯：鄭美婷、張盼、黃若涵 

印刷數量：700 份 



 

 

 

 

  

10 

12 

義工服務及男士活動 

 

正向心境無限耆- 

和諧粉彩小組義工招募 

培訓日期：11 月 15日(星期二) 

培訓時間：上午 9:00-10:00 

服務日期及時間： 

11月 17日及 24日：下午 2:30-3:30 

12月 1 日、8 日、15 日及 29 日： 

下午 1:15-2:1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義工(有興趣之會員可先登記)       

費用：全免         名額：2 人 

内容：於小組中協助組員創作和諧粉彩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區姑娘負責 

2.此活動由社會福利署 2022-24 

「老有所爲活動計劃」贊助 

3.參加者必須出席以上 6節義工服務 

22-298 

「腦」當益壯多元訓練(七) 

日期：11月 7日及 19日(星期一及六)  

時間：11 月 7日：上午 9:00-10:30 

11月 19日：下午 1:00-2:30   

內容：透過多元智能訓練系統「耆研樂動」， 

共同體驗各類趣味的遊戲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負責 

2.每人只限報名參與其中一節活動 

3.請參加者穿著舒適服裝及穿著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每節 8 人(長者 7 人，耆青 1人) 

 

「男兒會所」 

搞「機」研習室(三) 

日期：11 月 30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1:30-2: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只限男士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0 人 

內容：與男士會員一同研究各種數碼科技 

備註：1.參加者必須持有智能手機 

2.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22-237 

22-283 

電子步行記錄比賽 22-286 

為鼓勵長者每日多步行及散步，特此舉辦為期一星期的步行比賽，並運用智能手機記錄 

步數，一星期步行數量最多的長者勝出。是次比賽設有冠、亞、季軍及精神最佳獎。 

 

比賽流程： 

報名日期：11 月 1日至 14日 

對象：長者會員     名額：20 人     費用：全免 

簡介會日期：11月 14 日(星期一)，下午 1:00-2:00 

簡介會內容：介紹比賽流程及獎項、協助下載及教授使用步行記錄程式，呈交步數詳情等 

比賽日期：11 月 16日至 23日 

對上述比賽有疑問之人士，可向社工張姑娘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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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組會議(一) 

日期：11 月 4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3: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關心組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20 人 

內容：報告小組發展及提供培訓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22-270 

資訊科技服務 

長者流動網 

「樂」速遞(三) 
日期：12 月 1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00-中午 12:00 

地點：彩霞邨籃球場旁 

對象：社區人士     費用：全免 

名額：40 人 

內容：以健康流動車形式，進行精神健康 

小測驗及體驗虛擬實境(VR)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負責 

2.此活動與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合辦 

3.此活動由 11 月 1日開始接受報名 

22-289 

正向心理小組- 

快樂小秘訣 
日期：11 月 8 日、29 日，12 月 6 日、13 日、 

20日及 29 日(共 6節)(星期二及四)     

時間：下午 3:00-4:00/下午 3:00-4:15      

地點：中心活動室/戶外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10                   

名額：10 人(長者 9人，耆青 1人)      

內容：以經驗分享、感恩日記及烹調健康 

美食等方式學習「幸福五元素」， 

一起尋找快樂秘訣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負責 

2.有興趣之長者可登記，工作員會再 

致電作面談篩選 

22-282 

魔力橋訓練班(二) 

日期：11月 1日、7日、19日及 25日 

時間：11 月 1 日：下午 1:15-2:15             11 月 19日：下午 3:00-4:00 

      11 月 7 日：下午 3:45-4:45             11 月 25日：上午 9:00-10: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費用：全免           

内容：分組進行「魔力橋牌」，强化 「魔力橋牌」技巧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區姑娘負責 

2.參加者必須出席 4節義工訓練 

3.參加者必須參加聯區魔力橋比賽 

4.參加者必須具備「魔力橋牌」基礎 

22-274 

對象：會員(曾參與魔力橋訓練班(一)的會員優先) 

名額：12 人 

11 

共「里」一起@觀塘 

探訪活動–義工招募 

日期：11 月 1日至 12 月 17日 

對象：「關心組」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20 人 

內容：探訪日期及時間： 

11 月 12日(星期六)：下午 1:00-4:30 

12 月 17日(星期六)：上午 9:00-中午 12:00 

探訪居住於四彩基層家庭及長者， 

為他們送上關懷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2.此活動與共「里」一起@觀塘合辦 

 

22-271 



 

 

 

  

 活動名稱 日期、時間及地點 費用 名額 內容/備註 

1. 1 

雅培奶粉 

銷售日 

(十一月) 

11月 21 日 

(星期一) 

上午 9:00-10: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金裝加營素： 

900克(會員：$177，護老者：$175) 

低糖金裝加營素： 

850克(會員：$182，護老者：$180) 

活力加營素： 

850克(會員：$219，護老者：$217) 

怡保康： 

850克(會員：$219，護老者：$217) 

不限 

(售完

即止) 

1. 雅培奶粉公司 

職員到場售賣 

奶粉 

2. 此活動由 

黃姑娘負責 

 

奶粉售賣

 

22-249 

「護」助送暖-

義工探訪(1) 
日期：11 月 26日(星期六)                  

地點：彩霞邨                    

費用：全免              

內容：義工探訪及贈送禮物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2.活動由「地區為本安老活動計劃 2022-2023(觀塘區)」贊助 

 

22-138 

社區護老大使能力提升計劃- 

家居評估及改善 

 日期：2022年 7月 2 日至 2023年 3月 31 日  

對象：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10 人  

內容：由社區護老大使進行家居環境評估， 

並即時提供環境改善建議 

備註：1.此活動由黃姑娘負責 

      2.此活動與衛生署長者健康服務合辦 

 

 

22-246 

「護」助茶聚- 

認識長期護理服務 
日期：11 月 8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1:15-2:1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12 人 

內容：認識長期護理服務的內容及申請

方法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22-248 

「慢活系列」- 

彩繪布袋 
日期：11 月 29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1:15-2:1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護老者 

費用：$10 

名額：8人 

內容：彩繪屬於自己的手挽布袋！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護老者服務 

 

22-287 

護老者玩住抖• 

GPS 行山樂 
日期：11月 30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8:30-下午 2:45 

      (上午 8:30 於中心活動室集合) 

地點：將軍澳小夏威夷徑 

對象：護老者  

費用：$40(包午膳費用) 

名額：8人 

內容：運用智能手機之 GPS功能， 

一齊外出體驗行山樂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及黃姑娘 

帶隊 

      2.活動過程涉及長時間行走， 

參加者需留意身體狀況 

時間：下午 1:30-2:10 

對象：護老者及被護者 

名額：2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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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50 

 

正向心境無限耆- 

香薰舒壓工作坊(4) 
日期：11 月 14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9:00-9:30(第一節) 

上午 10:00-10:30(第二節)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認知退化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2 人 

內容：由護老者義工教授製作乾花擴香石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2.活動由社會福利署 2022-2024 

年度「老有所為活動計劃」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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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7 

 

正向心境無限耆- 

香薰舒壓工作坊(3) 
日期：11 月 11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9:30-10: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亟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5 

名額：10 人 

內容：製造手工塔香及手繪塔香陶瓷碟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2.因塔香燃燒期間香氣較為濃烈，故患有支氣管疾病的人士不宜參加 

3.活動由社會福利署 2022-2024 年度「老有所為活動計劃」贊助 

亟有需要護老者及認知障礙症服務 

22-272 

 

正向心境無限耆- 

和諧粉彩小組 
日期：11 月 17 日至 12月 29日(逢星期四)(共 6 堂)(12月 22 日除外) 

時間：11 月 17 日及 24日：下午 2:30-3:30 

12月 1日、8 日、15 日及 29 日：下午 1:15-2:1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認知退化的會員 

費用：$10 

名額：8人 

内容：小組分享及創作和諧粉彩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區姑娘負責 

2.此活動由社會福利署 2022-24「老有所爲活動計劃」贊助 

22-273 

 

「壓力山大」亟有 

需要護老者講座 
日期：11 月 28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3:45-4:4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亟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12 人 

内容：講解壓力來源和影響、介紹減壓活動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區姑娘負責 



  

 活動名稱 日期、時間及地點 費用 名額 內容/備註 

1.  
量血壓、 

磅重(六) 

11 月 4 日(星期五) 

上午 9:00-10: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參加者需

帶備「健

康 咭 」 

不限 

1. 本年度首張「健康咭」 

免費(全年使用) 

2. 此活動由陳姑娘負責 

* 本月驗血糖及驗膽固醇 

服務暫停  

* 本月量血壓、磅重+驗小便

服務暫停 

2.  
關心致電 

義工線(三) 

11 月 12日及 26 日 

(星期六) 

上午 8:30-下午 4:30 

地點：多用途活動室、 

  義工住所 

全免 不限 

「關心組」義工致電慰問中心

會員及獨居長者，關顧及了解

他們的近況 

3.  

振華苑 

外展服務

(四) 

11 月 24日(星期四) 

上午 9:00-11:00 

地點：振華苑 

全免 不限 

1. 進行服務宣傳，解答居民

有關安老服務問題 

2. 此活動由社工邱姑娘負責 

4.  

「關愛彩霞」

外展服務- 

日月星(四) 

11 月 10日(星期四) 

上午 9:00-11:00 

地點：彩日樓中心門外 

全免 不限 

1. 提供免費量血壓及磅重 

服務 

2. 進行服務宣傳，解答居民

有關安老服務問題 

3. 此活動由社工邱姑娘負責 

5.  

「護」助 

委員會資訊

發佈站(8) 

11 月 26日(星期四) 

上午 8:30-下午 4:30 
全免 不限 

1. 透過電訊發佈有關護老者

資源及身心健康的資訊 

2. 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6.  
「護」助 

一線(八) 

11 月 26日(星期六) 

上午 10:00-中午 12:00 

地點：多用途活動室 

全免 不限 

1. 由「關心組」義工致電 

護老者更新近況 

2. 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7.  
「護」助 

資源站(八) 

11 月 1 日(星期二) 

上午 8:30-下午 4:30 
全免 不限 

1. 透過電訊發佈有關護老者

資源及身心健康的資訊 

2. 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8.  
健腦日記 

(11 月)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日 

上午 8:30-下午 4:30 

全免 不限 

1. 參加者於 11 月 1 日至 

26 日到中心領取健腦練習 

2. 參加者需於 11 月 30 日前

完成題目並交回中心大堂

電視旁的收集箱 

3. 上月健腦練習之答案， 

將貼於多用途活動室外 

護老者支援服務資訊板， 

供大家參考 

4. 此活動由麥姑娘負責 

 

恆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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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期 

張盼姑娘 

社工(活動及資訊科技發展) 

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樂齡科技博覽)由香港政府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聯合主辦，並由 

香港科技園公司協辦，為全港最大型的樂齡科技公眾教育活動，旨在促進樂齡科技普及應用， 

以應對人口老化及殘疾人士復康需要的挑戰。 

 

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 

樂 

齡 

科 

技 知多 D 

過往與中心長者前往參觀樂齡科技博覽之花絮： 

15 

樂齡科技博覽自 2017 年開始每年舉辦，每年設有過百個參展單位及眾多工作坊，例如 

設有「智能家居體驗館」、「輪椅體驗區」及展示「樂齡科技器材租賃體驗館」科技產品的 

租賃服務與管理流程，讓市民大眾近距離樂齡科技方案與產品，每年吸引過萬人入場參觀。 

第六屆樂齡科技博覽將於 2022 年 11月舉辦，設有照護食、出行輔助、科技抗疫及居家 

支援等主題，詳情如下： 

日期：2022年 11月 2 日至 5 日(星期三至六) 

時間：11月 2 日：上午 11 時-下午 6時 

       11月 3-5 日：上午 10 時-下午 6 時*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 1A-C 

    *最後入場時間為每日閉館時間前 30 分鐘 

 

   有興趣之人士，屆時可自行前往參觀。 

 

 

對上述內容有疑問之人士，歡迎致電 2758 2737 向社工張姑娘查詢。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1. 在空格內填上 1/2/3/4/5/6/7/8/9 

2. 同一橫行不能有一樣的數字 3. 同一直列不能有一樣的數字 

  4. 同一個九宮格內不能有一樣的數字  5. 要把格子完全填滿 

 

數獨小遊戲    會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完成小遊戲的會員可將左圖剪下，並寫下姓名，     

參加者需 11月 28 日前完成題目並交回中心 

大堂電視側的收集箱 

*中心稍後將抽出 10 位答題正確的會員，並可 

得到獎品乙份。 

 

 

 

 

 

 

 

 

5 1 6 9  3 2  4 

3  8  5   6 1 

 4 2  6  5 7  

 6 3 8 9  1 5 2 

 5   4 1  3  

7    3    8 

2  7  8  6  9 

 8  7  9  2  

 9   2   4 7 

 

2 9 5 6 4 3 1 7 8 

7 8 4 5 2 1 9 3 6 

1 3 6 8 9 7 5 2 4 

6 4 3 2 5 9 7 8 1 

5 1 8 3 7 4 2 6 9 

9 7 2 1 6 8 4 5 3 

8 2 1 4 3 5 6 9 7 

3 6 7 9 1 2 8 4 5 

4 5 9 7 8 6 3 1 2 

 

上期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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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人八步 

健腦 

益智區 

第四十七期 

區惠儀姑娘 

副主任(認知障礙症及 

護老者服務發展) 

認知障礙症長者走失時，家人會十分彷徨和無助，以下是照顧者花園提供的尋人八步資訊，幫助家人 

儘快尋回走失長者。 

⚫ 第一步 科技定位：如果有用藍牙或定位裝置，先查看這些裝置的資訊。 

 

⚫ 第二步 查問親友：立即聯絡有可能知道患者行蹤的人，包括親友、鄰居、街坊，甚至大廈保安員， 

並向他們查詢有否及何時見過長者。如果行蹤不明，馬上報警。 

 

⚫ 第三步 準備資料：尋人需要患者的近照和特徵資料，最好預早準備，並至少每半年更新一次。 

 

⚫ 第四步 親友留守：建議有一位親友留守家中，或通知住宅管理處及相熟的社區人士，以便患者自行 

回家時，有人應門或照料。 

 

⚫ 第五步 報警：可親臨警署、直接向警員求助、直接致電總區失蹤人口調查組電話或緊急熱線 999。 

報警時要準備：走失者的近照、特徵、病歷、最後見面的地點時間和衣著、患者 

常到的地方、是否患有任何長期病及所需服用藥物的名稱、親友資料等。 

 

⚫ 第六步 求助社媒：在面書（Facebook）尋人或社交平台尋求協助，包括面書（Facebook）的地區群組。 

 

⚫ 第七步 巴士尋人：查詢患者常乘搭的公共交通工具機構。暫時只有九巴有尋人啟示服務：照顧者 

撥打九巴的顧客服務熱線，然後按「8」字，便可向九巴提供失蹤長者資料。 

 

⚫ 第八步 實地搜尋：手持患者特徵資料，在走失地點附近搜尋；嘗試前往患者的舊居、常去的地方及 

以往的工作地點。如長時間找不到，患者可能會肚餓，可嘗試到有食物或水的地方 

尋找。 

 
資料來源：照顧者花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