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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須知：
1.	月會員、通訊會員報名方法及注意事項

2.	本中心保留最終的酌情權及決定權，請參加
者留意！

3.	如活動資料有更改，以告示版方式告知

公開報名日：

1月10日(四)、2月14日(四)、3月14日(四)
倘遇風球/暴雨訊號懸掛，引致公開報名日期需
要更改，以下為後備報名日期，敬請留意︰
1月11日(五)、2月15 (五)、3月15日(五)

注意事項：

1. 公開報名日供報名的部分活動，只限通訊會
員報名；

2. 會員需親身持有效中西區會員証，到中西區
取籌及報名；

3. 派籌時間為上午8時半，每名排隊會員限取
籌號一張；

4. 開始報名時間為上午9時正，中心會按籌號
先後次序替通訊會員辦理報名手續；

5. 每張籌碼只限報名4個項目；

6. 持籌會員每次只限替1位會員/非會員代報1 
個活動；

退款原則：

1. 如活動因報名人數不足、場地問題而取消，
所繳費用將會扣除部份行政費用後（如有需
要），餘款始退回給參加者，不得異議。參
加者可按照通知時間起計一個月內，帶回該
活動收據正本於辦公時間到詢問處辦理退款
手續，逾期作捐款處理；

2. 所有收費活動一經報名，除特別情況外，均
不設退款，會員不可私自轉換/轉讓活動票，
一經發現，中心有權取消該持票者參與活動
資格；

* 特別情況：健康理由，必須出示由醫療機構
發出之有效證明文件，中心離港活動如國內/
外旅行除外，會員需自行向保險公司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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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經的話

新年快樂！！

相信每天來中心的老友記，都留意到在去年我們有很多新同事的面孔。
有幸得到大家的支持，我們都在這裡豐富了經驗和人生，更有部份同事升遷，
尋求新挑戰。而我們這一家，亦如常在這裡，陪伴著大家渡過健康愉快每一天；
期待在新一年，這裡充滿新氣象…

首先，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們一直關注長者的腦筋發展，「大腦健身房」為認知
障礙症患者提供服務多年，將於本年有新突破。我們將得到社會福利署的資助，與
醫務管理局合作推行「智友醫社」服務，並加入護士、治療師等專才，在二零一九
年五月，正式為初期認知障礙症的長者提供訓練及照顧。

此外，我們也留意到以老護老的情況越見普遍，護老者要長時間照顧家人，自身
的身心靈其實都需要別人的關顧；因此我們也朝著「照顧」及「支援」出發，加強上
門服務，以舒緩護老者的壓力，我們亦獲社會福利署的資助增加新人力資源，給護
老者們多點關心。

說到身心靈當然也不會忽略大家的需要。我們在去年舉辦啟迪心靈的「靜觀系
列」深受歡迎；為此，我們正籌劃第二波的發展，冀望在中心內更廣泛推行。

最後，為迎接新一年，中心更會關心長者的健康；我們將加入了賽馬會和長者
安居協會主辦的「賽馬會e健樂電子健康管理計
劃」，透過雲端科技將參加者的健康紀錄傳送到
醫護團隊，由專業護士監察變化狀況。很快你便
會在中心看到新添置的電子健康儀器；愛錫自己
的您，不容錯過這個別具意義計劃！	

轉變原是永恆，中心有賴您的支持和愛護，
在2019年我們肯定會變得更好！

聖雅各褔群會中西區長者地區中心
高級經理
容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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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最前線

聖雅福群會長者飛鏢
邀請賽2018

時光飛逝，不經不覺聖雅各福群會推展飛鏢
運動已經有五年多了。還記得，第一年推展時，人
數只有10數人。想不到，時至今天，參加人數已

經過百啦。更威水既係，我地一眾長者還代表聖
雅各福群會出戰全球首個50+既飛鏢比賽，當中更有不少長者取得

好成績添！更榮幸既係，今年聖雅各既長者包辦是次比賽的冠、
亞、季軍。的確可喜可賀，大家都一齊欣賞下佢地當日既開心
回憶啦。

「飛鏢」再不是一項普通的運動，而是能訓練手眼協調、
調節情緒，擴闊社交既好運動。時至今天，我們更將「飛

鏢」推展至認知障礙症患者、主觀認知缺損的長者甚或
是長幼共融的活動，作訓練及介入的工具。

如果，你都想感受下呢股「飛鏢」狂熱，就唔好
錯過每個星期三下午既操鏢時間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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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留意天氣

密切留意天氣轉變，如香港天文台發出寒冷天氣警告時，更應提
高警惕，以防因嚴寒而引致體溫過低。同時也可能致電1878200 向
香港天文台二十四小時查詢。

2. 適當添衣

宜穿足夠的禦寒衣物，不要穿得過分臃腫和緊身，以免妨礙血液循環
和影響活動。在適當時候添加帽、頭巾、圍巾、頸巾、手套和襪子，
以確保頭、頸、手和腳部都溫暖。

3. 家居保暖

 若選用電暖爐，一定要確保室內空氣流通，電暖爐要遠離
門口、通道、或易燃物品；並要避免電力負荷過重及小心過
熱，以免發生火警或灼傷等意外。

4. 關懷增暖

家人及親友的關懷和協助都十分重要，我們可以及早提醒老友記們作出禦寒措施。若
認識獨居或患病的長者，可致電或探訪問候，多加關懷，使長者倍感溫暖。

由於長者機能日漸衰退，每當天氣轉寒，會較

容易因體溫下降而感到不適嚴重的更會有低溫症的

危險。另外，患有慢性呼吸系統病如哮喘的長者，

亦會因天氣轉冷而令病情惡化。長者因此而入院甚

或離世的數字都比平日為多，所以在寒冷天氣下，

各位老友記更加需要特別注意保暖！

「齊齊來過冬」

如有需要，更可致電聖雅各褔群會中西區長者地區中心（電話：2805 1250），經中心社工評估後，索取禦寒衣物！ 

禦寒措施要做「足」，渡過寒冬齊幸「福」。
在此祝福大家豬年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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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婆媳靜觀

聖約翰座堂
賣物會2018製作愛心義

賣手工皂

靜觀得力之人生
是沒有白走的路

環保膠樽栽種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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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情深知味行

愛心義賣嘉年華

善念.素食

奔「耆」步隊講座

7



各 位 老 友 記 多 多 指
教，我係剛入職的康體程
序助理––蔡明翰。好開
心可以加入聖雅各這個大
家庭，入職短短數星期已

感受到大家的溫暖及愛心！期待將來可以與
各位老友記經歷更多及同行，有機會互相分
享運動心得，一起活得健康，活出快樂！

各位老友記：不經不
覺，我在聖雅各福群會中
西區長者地區中心工作已
經三年半了，雖然我在中
心的日子不算太長，但我
仍然謝謝每一位陪我走過

來的每一位同事和老友記，無論是仍健在
還是已過身的，都是令我成長和我的學習榜
樣。在十二月起，我將會晉升中心的獨居及
隱蔽長者服務團隊經理，主要支援區內有需
要的獨居、雙老及隱蔽長者，如果大家在社
區上發現有需要的長者，都可以告訴我們，
好讓我們盡快提供支援，就讓我們一起建立
一個關愛的社區。

親愛的老友記：
我將調任到聖雅各其

他單位，很感激在中西區
這21個月的歲月裡，有大
家的支持及關照。很享受

與您們一同學習，在與您們的互動中，我深
深感受到您們對我的愛護。

亦多謝大家過去經常積極參與我的活
動，每次見到您們學習後滿足的笑容，都係
我再努力的泉源，我會記住您們每一位的笑
面！這份支持我也銘記心中，將會成為我美
好的回憶！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常喜樂！

數 數 手 指 ， 原 來 自
己加入聖雅各已經第七個
年頭。過去七年，好感激
每一位長者對張姑娘既包
容、體諒同支持。在此，

很感激機構給予我機會，由18年12月開
始，我將會晉升為教育及發展服務團隊經
理。過去既日子，我或許有許多不足處。而
且，係未來既日子仍然有好多地方要繼續學
習。但請大家仍要一直陪伴張姑娘左右，從
旁給予意見。我承諾會繼續用「心」、「
力」、「創意」為中心既你地帶來更完善的
服務。

我將要離職了︰
各 位 老 友 記 ， 我 很

感激這二十年與大家一起
同行的日子，與你們曾經
有過很多珍貴及難忘的回

憶，這些美好的時光我會好好記著的。我將
要到一個新的工作環境，有新的發展，在此
衷心感謝大家對我的鼓勵及支持，或許我
未能逐一向大家道別，就讓我在此向大家說
聲“再見”，並祝福大家，身體健康、生活
愉快，有緣相會。

職員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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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職

升職

升職

離職

調職

2019-2020年續會安排
˙月會會員將會安排於2月及3月月會後

為各位月會續會，請預留時間。

˙通訊及登記會員可於3月8日開始上午
9時至4時，親臨中心辦理續會手續，
凡於當日續會之會員均可獲神秘禮物
一份。

˙是次續期會籍有效期是2019年4月1日
至2020年3月31日



嘩!!唔講唔覺，原來咁快又一年啦!!!大家仲
記唔記得我地雞年春茗既歡樂回憶呢？豬年我地
新人事新氣象，等我地全體同事帶一個別開生面
既晚宴比大家啦!!

日期：2019年2月22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5時(進場) ；晚上6時 (開席)
地點：上環無限極廣場2樓利寶閣酒家
費用：會員$190  非會員$250
對象：中心會員及其家屬 
名額：30席 (360人)
報名方法：由2019年1月9日起(星期三)公開發售，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張海華姑娘

福到迎人賀金豬

豬籠入水賀新歲–春茗晚宴 
CW394 / 18

為與一眾會員共慶新春，於2019年2月11日至

2月16日（初五至初十），憑有效中心會員證親臨中

心『詢問處』，每位會員可獲一次抽獎機會（只限一

次），人人有份，永不落空。萬勿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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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活動 3月份奶粉展銷
CW356/18

日期：2019年3月22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9:30至下午3:15
地點：上環文娛中心11樓聖雅各福群會
         中西區長者地區中心
對象：中心會員/中心義工/護老者（請帶備有

效會員證）中午12時後歡迎非會員購買

加營素(雲呢拿味/朱古力味)大罐裝(900g) $166
加營素(雲呢拿味)細罐裝(400g) $81
活力加營素(850g) $193
低糖加營素 $171
怡保康(糖尿病人配方)大罐裝(900g) $208
怡保康(糖尿病人配方)細罐裝(400g) $94

三花柏齡奶粉(800g) $75
三花高鈣奶粉(800g) $75
三花雙效奶粉(800g) $100
三花高鈣活關節低脂奶粉(800g) $85

康營樂™40+銀裝(800g) $90
康營樂™50+金裝(800g) $100
康營樂™60+鑽石裝(800g) $110

＊會員購買時，請先到登記處出示有效會
員證並取籌號。

＊如購買人數踴躍，中心將按奶粉商之
供應貨量，不論貨類，限制每人購買奶
粉之數量。此舉未必能滿足顧客要求的
數量，但可受惠更多人士，敬請大家見
諒。

＊以上價錢只供參考，正確價錢以當日展
銷為準！

＊如有任何爭議，中心保留最終決定權。
當日會以電腦登記，請會員帶備會員証，
並只限購買一次。
如於當日未有攜帶會員証者則會安排於當
日稍後時間購買。

聖雅各福群會	持續照顧
中西區長者地區中心

內容：Bingo又名「賓果」，既緊張又好玩
的遊戲，如果你覺得自己運氣爆棚，
咁你就唔好錯過啦！

日期：2019年2月11日 (星期一) 
時間：下午2:30至3:30
地點：飯堂　
費用：全免
名額：40人
報名方法：於活動當日即場報名
負責職員：高倩文姑娘
*中獎者可獲精美禮物乙份

為1月至3月份生辰的會員慶祝生日，活動內
容有 : 
鬼馬搞笑遊戲，豐富禮物，分享及茶聚，歡
迎所有會員參加，為各壽星慶祝生日，同歡
唱，齊慶賀 。

日期：2019年2月19日 (星期二) (元宵節)    
時間：下午2:00至3:30
地點：中心大房　
費用：$40
名額：35人
報名方法：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活動查詢：楊麗萍姑娘

Bingo樂滿Fun  CW399/18
年年賀你有今日生日會1-3  

CW3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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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名契(戶口、契約)講座

2) 逆按揭、平安紙

由香港大學法律系學生為大家主講，今次
主題分別是聯名契及逆按揭，當中包括了戶
口、契約及最近好多長者都好關注既逆按
揭，不用多說，大家想知就要參加喇！

日期：1月5日(星期六)及1月19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至4時
地點：中心飯堂
內容：1) 聯名契 2) 逆按揭 3) 平安紙
費用：全免(每位參加者均獲簡單茶點乙份)
名額：40人
對象：所有中心會員(參加者必須能出席兩

次講座)
報名方法：即日起開始接

受 報 名 ， 額
滿即止

活動查詢：關嘉莉   
2805-1250

各位新加入既老友記，大家好呀！！入到黎
中心，感覺點呢?係陌生？係親切？定係唔
清唔楚呀?無論點都好啦，我地都好想同你
親近多一點，如果你都想認識我地多一D，
咁就一定要黎中心迎新會啦！！

日期：2019年3月12日 (星期二)
時間：下午2時30分 至 3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對象：2018年9月至2019年2月新入會會員
名額：40
報名方法：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張海華姑娘

西貢除左海鮮出名之外，仲有無咩歷史故
事呢﹖經歷山竹過後，西貢又多左一個新景
點，你又想唔想知呢﹖如果你都想知多D西
貢有咩地方係好食、好玩、好睇既…就千萬
唔好錯過啦。

日期：2019年1月30日 (星期三)
時間：下午2時30分 至 3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30
報名方法：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張海華姑娘

威哥雖然遠走筲箕灣，但佢帶比我地既精神
係唔會走左去既。今次由等張姑娘接力，同
各位老友一齊睇下有咩新奇既世界奇聞啦！
或者，你會別有一番滋味
日期：2019年2月20日 (星期三)
時間：下午2時30分 至 3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40
報名方法：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張海華姑娘

法律知識我要知講座  CW366/18 中心迎新會  CW383/18

區區有睇頭之西貢篇  CW382/18
樂在其中—張姑娘篇  CW3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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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活動

香港有咩好玩？近排有咩新聞大事件？潮
流玩意你識唔識？不論你的性別、年齡，阿 
Lam都歡迎你一起分享香港的新聞時事、潮
流資訊，一起亂噤「UP」，藉此增加你對
香港及自己社區的認識。

日期：2019年1月14日開始 (隔周一)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3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會員 / 護老者
名額：無限制
報名方法：歡迎即場參加，

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林偉聰先生 (阿Lam)

日期：2019年1月22日(二)
時間：下午2:30 – 4:00
內容：遊戲、茶點、抽獎
地點：中心大房
費用：$20 
名額：30人(月會會員：25個名額，通訊會

員：5個名額)
報名方法：月會會員於1月月會報名；
 通訊會員於1

月 公 開 報 名
日 報 名 ， 額
滿即止。

負責職員：高倩文姑娘

周一亂噤「UP」 CW231/18

喜氣洋洋賀新歲
CW400/18

回頭望過去…公園裡…有只青蛙想跳水…

一齊回味往日生活情懷，大城小事，樣樣趣談

懷緬古今往事，童年玩意，飲食文化，開懷暢敘。

暢談歌影視紅星及故事，播放經典懷舊歌  
曲齊齊欣賞 

 *** 設備自家配方美味懷舊小吃 ***

CW362/18  
日期：2019年1月17日 （星期四）
報名方法：1月月會報名，每月會8個名額；通訊會員於1月公開

報名日開始詢問處報名

CW363/18
日期：2019年3月14日（星期四）
報名方法：3月月會報名，每月會8個名額；通訊會員於2月公開

報名日開始詢問處報名
時間：下午2:30-4:00   地點：中心大房/飯堂                                                  
費用：全免        名額：45人                                               
負責職員：楊麗萍姑娘  
報名方法：歡迎即場參加，額滿即止

耆男耆女笑話當年情

12



由浸會大學的學生導師教授長者舞蹈，透過連續三堂的學習，訓練長者對於音樂節湊感及鍛
鍊身體平行。

CW388/18 第一組
日期：2019年2月18日，25日; 3月4日
 共3堂 (逢星期一 ) 

CW389/18 第二組
日期：2019年3月11日，18日; 25日，
 共3堂 (逢星期一 ) 

時　　間：下午 3:15至 下午4:30 ( 1.25 小時)
地　　點：中心大房　
費　　用：全免
名　　額：每組10人
報名方法： 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參加者只限

選擇以上其中一組時間報名，以及必須完成三
堂訓練

活動查詢：楊麗萍姑娘

由專業導師教授大家一連串合適長者而又安全的帶氧健體操及肌肉鍛鍊運動，以富趣味性的
組合舞步，改善心肺功能、增進肌肉耐力、促進手腳更靈活及協調、改善肌肉彈性及線條、
刺激肌肉生長及增加熱量消耗。

日期：2018年1月17日及24日(星期四)，共2節
時間：下午2:30至3:30
導師：陳貴冰教練（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註冊導師、長者健

體導師證書、健身球及橡筋帶指導員、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健體舞教練）

地點：大房  
費用：$ 40  
名額：15人
報名方法：會員可於12月公開報名日開始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職員及活動查詢：高倩文姑娘(3975 0401) 
備註：　
1. 50歲至70歲會員優先報名
2. 71歲或以上會員須先登記
 (如有剩餘名額，有興趣參與活動之

會員均須與導師面見評估運動能力
後才可報名) 

精神爽利健身舞 Warm Up Band

護骨鬆筋健體工作坊
CW3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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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活動

健康快活人又來啦！好開心又可以同各位長者一起聽講座、做運動之餘，更可參與
健康生活計劃，一起累積健康財富！我們的活動多元化，如果你都想參加，記得留
意我們各項活動舉行的日期啦！*** 本活動計劃由中西區區議會贊助 ***

健康快活人2018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活動日期及時間 參加方法 名額 備註

中心部份

DB4/18
CW273/18
健康生活計劃

透過健康生活計劃，
鼓 勵 參 加 者 每 日 積
極為自己的健康而努
力，包括鼓勵參加者
多做運動、關注健康
飲食和保持穩定情緒
等，讓參加者可透過
不同層面，建立健康
生活習慣。參加者只
需於計劃期間到中心
掃二維碼，便可獲得
健康資訊及活動推廣
的信息。

2018年10月至
2019年2月期間

可以在中心
詢問處領取
「 健 康 卡
片」
。
(***因環保
理由，每位
長者只可領
取一張「健
康卡片」)

500
個

參加滿6個或
以上的講座
或工作坊，
可於2019年
2月起，憑「
健康卡片」
領取紀念品
乙份

物理治療服務

DB4/18
CW279/18
運動訓練
工作坊：
起舞吧！(一)
起舞吧！(二)

本年度主題為「步步
為型」，透過學習舞
蹈技巧，改善身體機
能，並鼓勵在日常生
活中加以練習，從而
改善參加者心理和身
體的狀態，實踐「每
人每日多動幾步，有
型有款令人羨慕」目
標。

2019年1月10日
(星期四)

2019年1月22日
(星期二)

月會會員/通
訊 / 登 記 會
員：
已開始接受
報名

20人

下午
2時30分至
4時
(***必須出
席兩次工作
坊)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DB4/18
CW280/18
東華三院
樂康軒講座

透過不同形式的簡單
藝術講座及「心情大
掃除」主題講座，教
導參加者正向心理及
好心情的方法，亦會
分享如何達致身心靈
健康。

2019年2月21日
(星期四)

月會會員/
通訊/登記會
員：
已開始接受
報名

60人
下午
2時30分
至4時

***歡迎致電2805 1250與聖雅各福群會中西區長者地區中心社工關嘉莉姑娘、林偉聰先生查詢 ***
*** 尚有其他精彩活動！如有改動，請留意中心的宣傳板！ ***

互助發展性活動
費用全免

！

先到先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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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166/18

醒男戶外鬆一鬆
 (DB2/18CW328/18)

與男士會員一起參觀 T•PARK [源•區]，
讓參加者提升對廢物管理、資源回收和循環
再用建立正面態度。同時能夠親近大自然，
讓參加者鬆一鬆，好好平衡情緒。

日期：2019年1月30日 (星期三)
時間：上午9:15 至 下午5:00
地點：元朗屏山文物徑、流浮山海鮮餐、海

味街、T-Park [源•區]
費用：$55
對象：50歲或以上男士會員
名額：20人(月會會員：15個名額，通訊會

員：5個名額)
報名方法：月會會員於1月月會報名；通訊

會員可於1月10日(星期四)公開
報名日開始報名，額滿即止

備註：旅行社已為參加者購買旅遊平安保險
(1-75歲參加者為10萬元；76-85歲參
加者為5萬元；85-90歲參加者為2.5
萬元)；如有需要，可自行再購買保
險。

負責同事：林偉聰先生 (阿 Lam) / 高倩文姑
娘

男士「鼓鼓下」工作坊 
(DB2/18CW329/18)

透過非洲鼓的強烈節拍，讓參加者舒發壓抑
的情緒，讓身心更平衡。
日期：2019年1月4日、11日、25日 及 2月1

日 (逢星期五) (共4節)
時間：下午2:30 至 下午4:00
地點：本中心大房
費用：全免
對象：50歲或以上男士
名額：15人
報名方法：月會會員/通訊會員即日起開始接 

受報名，額滿即止
備註：工作坊已包括每位參加者一人一鼓
負責同事：林偉聰先生 (阿Lam)

醒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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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活動

迎春接福賀歲遊  CW397/18

     春暖花開一天遊 CW415/18

旅行系列

日期：2018年1月21日 (一)                               
時間：上午9:15至下午5:00
地點：林村許願樹及天后古廟、雲泉仙館

午膳 (齋宴)、河上鄉美味棧頭抽專門
店、壽桃鮑魚麵食館

集合：上午9:15中源中心集合
費用：$ 100 
名額：58人 (月會會員：45個名額，通訊會

員：13個名額)
報名方法：月會會員於1月月會報名；
通訊會員於1月公開報名日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職員及活動查詢：高倩文姑娘，
        3975 0401
備註：1. 旅行社已為參加者購買旅遊平安保

險(1-75歲參加者為10萬元；76-85
歲參加者為5萬元；85-90歲參加者
為2.5萬元)

 2. 中心亦已額外為1-120歲之參加者 
 購買意外保險

享受香港幸福摩天輪，欣賞美好風景，
一邊是維多利亞港，一邊是香港中區的高樓
大廈，拍張漂亮照片，人靚靚景色美。

踏上維多利亞公園欣賞大型花卉展覽，
觀賞到來自世界各地悉心栽培的優美盆栽、
花藝擺設，以及色彩繽紛的園景設計。

日期：2019年03月20日(三)                               
時間：上午9:30至下午5:00 
地點：香港中環碼頭旁邊乘坐摩天輪，享受

窩心美味午膳，維多利亞公園欣賞花
卉展覽

集合：時間地點待確定
費用：會員$100    非會員$140
名額：58人(月會會員︰45個名額，通訊會

員︰13個名額)

2019馬灣之旅━━快樂人生 
CW231/18

一起參觀挪亞方舟，進行獨
特、互動及創新的活動，讓
參加者親身探索及體驗當中
的環節，從反思中領會到快樂人生，將其人
生增添色彩，活出彩虹。

日期：2019年1月23日 (星期三)
時間：上午9時30分 至 下午4時30分
地點：方舟生命教育館、挪亞方舟內午膳、

遊覽挪亞方舟 (3D影館、方舟花園)
費用：$50-   
對象：中心會員 / 護老者
名額：56人(月會會員：45個名額，通訊會

員：11個名額)
報名方法：月會會員於 1 月月會報名；
通訊會員可於1月10日(星期四)公開報名日
開始報名，額滿即止
備註：中心已為1-120歲之參加者購買意外保

險；如有需要，可自行再購買保險。
負責同事：林偉聰先生(阿 Lam)/高倩文姑娘

報名方法：月會會員於3月月會報名；
通訊會員於2月公開報名日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職員及活動查詢：楊麗萍姑娘，
        3975 0402
備註：
1. 旅行社已為參加者購買旅遊平安保險 

(1-75歲參加者為10萬元；76-85歲參加者
為5萬元；85-90歲參加者為2.5萬元)

2. 中心亦已額外為1-120歲之參加者購買意
外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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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e」健樂電子健康管理計劃

香港的老年人口持續增長，而長期病患長者人數亦日趨增加。有見及此，香港賽馬會慈善信
託基金（下稱「基金」）積極推動長者健康服務。基金撥款一億三千八百多萬港元推行為期
三年的賽馬會e健樂電子健康管理計劃（下稱賽馬會「e健樂」），透過電子科技及創新的服
務模式，提升長者健康管理能力，促進長者保健安康。

日期：2019年1月 - 10月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對象：60歲或以上（獨居或二老同住；高血壓或糖尿病人士優先）
名額：130人(長者健康質素問卷：65人/長者健康質素問卷及健康關懷服務：65人)
報名方法：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備註：此計劃需要進行問卷、評估，以了解參加者的健康情況
負責同事：張海華姑娘/林偉聰先生 (阿Lam) 

賽馬會「e」健樂活動
*** 本活動計劃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活動日期及時間 參加方法 名額 備註

健康研習坊/課程/小組

EHC1/18
CW391/18

鈕扣畫工作坊

以開放小組的形式舉
行六次的工作坊，參
加者可以運用不同顏
色、大小的鈕扣，自
行製作出獨一無二的
鈕扣畫，過程中可以
平靜心靈、抒減壓力。                                                                                                                                       

2019年1月9日(星期三)
2019年1月23日(星期三)
2019年2月13日(星期三)
2019年2月20日(星期三)
2019年3月6日(星期三)
2019年3月13日(星期二)                         

月會會員/
通訊/登記
會員：
1 月 開 始
報名

每節
10人

下午
2時30分
至4時

EHC1/18
CW390/18

賀年燈籠高高掛

中心同工與參加者一
起製作賀年的掛飾，
齊齊輕鬆減壓，將農
曆新年的氣氛帶到中
心不同的角落。

2019年1月17日(星期四)
2019年1月24日(星期四)
2019年1月31日(星期四)

上午
9時30分
至11時

健康講座

EHC1/18
CW393/18

“活用營養標籤食
物高低「鈉」見”

由 食 物 環 境 衛 生 署
的衛生督察進行有關
營養標籤及食物安全
的講座，藉此加強參
加者對營養標籤的認
識，同時提醒他們瞭
解飲食健康的重要性。

2019年2月15日(星期五)

月會會員/
通訊/登記
會員：
2 月 開 始
報名

每節
50人

上午10時
至

10時30分

EHC1/18
CW392/18 

“認識基因改造
食物”

上午
10時30分
至11時

*** 尚有其他精彩活動！如有改動，請留意中心的宣傳板！ ***

***歡迎致電2805 1250與聖雅各福群會中西區長者地區中心社工張海華姑娘、林偉聰先生查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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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活動

地點︰中心飯堂 每項活動費用︰$20 每項活動名額︰10人甜在心系列
活動名稱 日期 / 時間 備註

甜在心系列(1月) 
鳳梨酥(一) 
 (CW347/18 )

2019年1月29日(星期二)
下午2:00-3:30 1. 費用已包括材料及導師費用

2. 每位參加者可有5個鳳梨酥享用
3. 由1月2日(三)起到詢問處報名至額滿甜在心系列(1月)  

鳳梨酥(二)
 (CW348/18 )

2019年1月31日(星期四)
下午2:00-3:30

甜在心系列(3月) 
黃檸檬磅蛋糕(一)
 (CW349/18 )

2019年3月19日(星期二)
下午2:00-3:30 1. 費用已包括材料及導師費用

2. 每位參加者可有1底黃檸檬磅蛋糕享用
3. 由3月1日(五)起到詢問處報名至額滿甜在心系列(3月)  

黃檸檬磅蛋糕(二)
 (CW350/18 )

2019年3月21日(星期四)
下午2:00-3:30

活動查詢：伍佩芬姑娘 3975 0410

活動名稱 日期 / 時間 備註

甜在心系列(1月) 
鳳梨酥(一) 
 (CW347/18 )

2019年1月29日(星期二)
下午2:00-3:30 1. 費用已包括材料及導師費用

2. 每位參加者可有5個鳳梨酥享用
3. 由1月2日(三)起到詢問處報名至額滿甜在心系列(1月)  

鳳梨酥(二)
 (CW348/18 )

2019年1月31日(星期四)
下午2:00-3:30

甜在心系列(3月) 
黃檸檬磅蛋糕(一)
 (CW349/18 )

2019年3月19日(星期二)
下午2:00-3:30 1. 費用已包括材料及導師費用

2. 每位參加者可有1底黃檸檬磅蛋糕享用
3. 由3月1日(五)起到詢問處報名至額滿甜在心系列(3月)  

黃檸檬磅蛋糕(二)
 (CW350/18 )

2019年3月21日(星期四)
下午2:00-3:30

活動查詢：伍佩芬姑娘 3975 0410

布偶劇場小組(1 - 3月)  CW411/18

內容：如果你曾經參加過布偶劇場工作坊(I/II/III)，又想關注不同長者有關的事項，如長者
健康，長者權益等，透過布偶劇將上述大家所關心的向不同的長者/服務對象表達，你便要
來參加這個小組喇！

日期：2019年1月10、17日，2月21、28日、3月21及28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3時至4時30分共6堂
地點：聚賢點
內容：1) 一起討論及關注長者有關的議題
 2) 將有關議題整理，成為布偶劇的內容
 3) 為布偶劇進行練習及表演
 4) 分享布偶劇表演為大家帶來的滿足感
費用：$20
名額：10-15人
對象：曾參加布偶劇場工作坊(I / II / III)或對布偶劇有興趣的參加者
報名方法：所有參加者可向負責職員關嘉莉聯絡、安排付款及報名
活動查詢：關嘉莉280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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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中心大房 每項活動名額︰40 負責職員：楊麗萍姑娘

以下活動無需報名，會員可因應個人喜好即場參與活動，唯名額有限，先到
先得，額滿即止。為善用資源，所有免費活動，如參加者遲到10分鐘或以
上，名額將即場由後備補上。如有不便，敬請原諒。

大電影欣賞

偶到活動

  日期 名稱 內容

18/1/2019
星期五
2:30-4:30pm

彩色青春
(修復版)

主演：蕭芳芳、陳寶珠、胡楓、薛家燕、江岐
導演：陳雲
**1966年陳寶珠、蕭芳芳這兩位當紅青春偶像合作的唯一一  
部彩色時裝歌舞電影，風靡全港。**
能夠再次欣賞眾多偶像們的光輝歲月，實在難得，萬勿錯過 !!!

15/2/2019
星期五
2:30-4:30pm

歲月神偷 主演：任達華、吳君如、李治廷、鍾紹圖
導演 : 羅啟銳      
** 溫馨感人 **
緬懷60年代的社會現實環境，鞋匠家庭的親情感人故事，教
導我們要珍惜身邊所有的人。

15/3/2019
星期五
2:30-4:30pm

青春俱樂部
The Young One

主演：奇裡夫李察 (Cliff Richard )有英國貓
王和金童子的稱號、Carole Gray、Teddy Green
導演：Sidney J. Furie
** 1961年英國著名歌舞音樂電影，The Shadows著名樂隊，

首首英文歌曲娓娓動聽，充滿年青人的活力動感，成為
〔當年〕最賣座電影。

  日期 名稱 內容 負責職員

星期一至五
上午9:15-9:45

勁舞Dancing Day 
(椅子舞) 會員自由參與，齊齊學習椅子舞 高倩文

姑娘

星期三
下午2:00-4:30 開心Share。飛鏢樂 由職員或義工帶領下，讓會員感受飛鏢

的樂趣，訓練手眼協調
高倩文
姑娘

星期五
上午10:30-11:30

開心大家族
(每個月逢第2及第4
個星期的星期五)

由不同職員輪流獻技，目的令各位會員
感受到中心的「愛」與「熱誠」

全體
職員

星期五
下午2:30-4:00

Happy Friday–
歡樂時光

(每月第1及第3個星
期的星期五)

由退休人士服務中心義工，到中心與
會員分享美妙歌舞，共同渡過歡樂星期
五，歡迎各位會員即場到場欣賞

退休會
會員

星期六
下午2:30-4:30 卡拉之星

讓喜愛唱卡拉OK之人士練習歌藝。
備註：
1.參加者須自行更換咪套，如未能自備
咪套，必須即場購買，咪套費用每個$2
2.每位會員每次只限唱一首6分鐘以內
歌曲
3.會員需以會員証按簽到次序輪候唱歌.

楊麗萍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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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系列

血糖測試

 健康站講座-齊減壓
(CW 351/18)

內容：提供血糖測試服務，可即場知道自己血糖狀況，對自己健康多一份了解
日期：CW359/18：2019年1月5日(星期六)
      CW360/18：2019年2月2日(星期六)
      CW361/18：2019年3月2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8時半至9時半
地點：聚腳點
費用：$15(會員)
 $30(非會員)
名額：25名
報名方法：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職員：楊麗萍姑娘 
測試前8小時需禁食，只可飲用少量清水！

日期：2019年3月20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2:30 至 3:30 
地點：聚腳點(大房)
收費：全免       
名額：50人
講員：瑪麗醫院註冊護士
內容：由註冊護士講解有關齊減壓的主題講

座。
活動查詢：伍佩芬姑娘
報名方法：無需報名，歡迎有興趣參加者當

日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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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力多「月」組   CW416/18

大笪地   CW405/18我係不倒老翁-方形踏步運動   
CW403/18

日期：2019年1月24日、2月21日、3月21日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四，每個月聚一聚
的小組

時間：上午10:00-11:30
地點：聚賢點
內容：1. 齊齊動吓腦
 2. 了解最新健腦資訊
 3. 分享活腦生活經驗
費用：免費 
名額：20人
對象：1.自覺開始「無記性」的會員或輕度

認知障礙症的會員及
 2.正/曾參加本中心舉辦的認知/記憶力 

 小組
報名方法：即日起，請往接待處留名登記，

負責職員會與參加者聯絡，核實
報名安排

活動查詢：關嘉莉或岑智榮先生

日期︰2019年2月15、22日 ;  
 3月1、8日 (星期五)
時間︰上午9:45-11:00
地點︰中心飯堂
內容︰齊玩各種不同桌上遊戲 
費用︰免費
名額︰40人
對象︰關注腦部健康的會員
報名方法︰即場參與
活動查詢︰蔡明翰先生

方形踏步運動來自日本，透過類似“跳飛
機”的踏步遊戲形式進行運動，達到鍛煉長
者的下肢肌肉、提高身體平衡能力從而預防
跌倒的目的。

日期︰2019年2月12，14，19，21，26及 
28日 ; 3月5及12日

 逢星期二 / 四 (共8堂)
時間︰上午9:45-11:00
地點︰中心飯堂
內容︰訓練腳與大腦的協調，並提升集中

力，增加下肢的肌力
費用︰$140(其中$100為按金，如參加者出

席滿6堂(80%)，會於最後一堂退回
按金。)

名額︰20人
對象︰關注腦部健康的會員
報名方法︰月會會員於1月份月會報名；通 

訊會員請於1月公開報名日報名
活動查詢︰蔡明翰先生

憶力多天地
健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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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力多天地

大腦健身房3  CW406/18 大腦健身房4  CW408/18

腦‧運會  CW404/18

運動練力帶體驗班  CW407/18

日期︰7/1，14/1，21/1，28/1，11/2，18/2
，25/2，4/3 逢星期一  (共8堂) 

想保持身體健康，就要多做運動，如果想個腦健康D……及早參與活腦訓練

日期︰9/1，16/1，23/1，30/1，13/2，20/2
，27/2，6/3 逢星期三  (共8堂)

時間︰上午9:45 – 12:45

地點︰中心聚賢點

內容︰1. 操fit大腦的方法

      2. 記憶力增強法

      3. 提升聚焦的能力 

費用︰每次$60 (包括午餐)

名額︰8人

對象︰輕度認知障礙症的會員

報名方法︰即日起可在詢問處登記，所有參 
加者需參加面見及評估才確實報
名

活動查詢︰關嘉莉姑娘/岑智榮先生/

 蔡明翰先生

透過運動訓練長者手眼及腦部協調反
應，亦能從中加強團體精神。

日期︰2019年3月7日至3月28日

 (逢星期四) 共4堂

時間︰上午10:00 至 11:30

地點︰中心聚樂點   

費用︰$20

名額︰12人

對象︰曾參加大腦健身房、憶力多月組、腦
力加油站的會員

報名方法︰即日起可在詢問處登記，負責職
員會稍後致電確認

活動查詢︰蔡明翰先生

透過練力帶訓練肌肉，改善關節活動
及不同肌肉之間的協調性，亦籍此減
低跌倒及受傷的風險。

日期︰2019年 2月 21或28日 (星期四) 

   (*只能二選一，不能重覆報名)

時間︰下午2:30 至 3:30

地點︰中心聚樂點   

費用︰$5

名額︰24人 (每堂名額12人)

對象︰中心會員

報名方法︰月會會員於2月份月會報名；通
訊會員請於2月公開報名日報名

備註：參加者只能報名參加其中一堂，不能
重覆報名

活動查詢︰蔡明翰先生

小組訓練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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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腦活腦流動站

補習腦師與你同行 (CW414/18) 

流動站會設於區內人流聚集點，向社區人士呼籲關心家人和鄰里的認知情況，透過活腦教
育工具，即場了解和測試其記憶和認知能力，並講解認知障礙症的正確知識…約定你、到時
見!
日期︰2019年2月20日(星期三) (地點：西營盤) (CW413/18)
   2019年3月11日 (星期一) (地點：中環) (CW412/18)
時間︰上午9:30-11:00
地點︰西營盤街市/中環街市
內容︰簡介認知障礙症、活腦運動及記憶測試
費用︰免費
對象︰社區人士
活動查詢︰岑智榮先生 28051250

義工們齊齊關顧獨居而「無記性」或輕度認知缺損的長者，上門與你傾吓仲會動吓腦！

日期︰2019年1至3月
地點︰到戶探訪
內容︰義工利用不同的玩意和工具，激發長者動腦筋，提升聚焦和記憶能力 
費用︰免費 
名額︰20人
對象︰自覺開始「無記性」的會員或輕度認知缺損獨居和行動不便的長者
報名方法︰即日起可在詢問處登記，所有參加者需參加面見及評估才確實報名
活動查詢︰岑智榮先生  (鳴謝︰同福堂補習腦師義工)

友善社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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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健康系列

「觸動藝歷」– 表達藝術自療小組  (CW346/18)

透過不同的創意藝術媒介，讓參加者在安全的環境中抒發內在感受，提
升自我覺察的能力。參加者從創作過程中可以認識自己，提升自信心，
及建立正向的生活模式。

日期：2019年1月8、15、22及29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聚賢點

費用：$20

對象：受抑鬱或焦慮情緒困擾、尋求輕鬆減壓方法的中心會員及護老者

名額：8

報名方法：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備註：無需藝術基礎，抱著開放和好奇心來嘗試便可

負責同事： 高祖儀姑娘（資歷：註冊社工、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社會科學碩士、
曾修讀屋樹人心理分析輔導實用工具證書課程、夢境分析輔導證書課程、危機
事故壓力處理（CISM）－小組介入證書課程等。曾任職危機中心個案經理及受
感化青少年及高危青少年住宿服務助理中心主任）

10/11/2018	
學生義工訓練

24/11/2018	
計劃啟動禮暨大型宣傳活動

同學們熱烈討論她們對長者的印象

長 者 工 和 學 生
義 工 濟 濟 一
堂 ， 為 計 劃 揭
開序幕！

義工成功向商鋪介紹中
心隱蔽長者服務，並在
商鋪外貼上宣傳海報，
令更多社區人士和長者
可以聯絡中心

同學們都朝氣勃勃，為服務作好準備！

學生模擬長者手部活動能力衰
退處理日常生活的障礙

2018-2019年度地區夥伴協作計劃《凝聚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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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義剪藝計劃〉剪髮服務

黃昏樂影會

內容︰中西區內缺乏支援的獨居/兩老長者提供剪髮服務

日期 報名日期 編號

2019年1月28日(一)
2018年12月31日(一)

上午9時正起
CW385/18(1)

2019年2月25日(一)
2019年1月28日(一) 

上午9時正起
CW385/18(2)

2019年3月25日(一)
2019年2月25日(一) 

上午9時正起
CW385/18(3)

時間：下午2:00-3:30

地點：聚腳點、聚樂點

費用：$10/$5 (領取綜援人士)

名額：25

備註：參加者請在剪髮前洗頭

負責同事：鄭海怡姑娘、艾奕寧姑娘

目的︰透過每月一次的黃昏聚會，我們邀請了不同的嘉賓作音樂表演，及播放懷舊電視片
集，在區內建立友愛的鄰舍支援網絡。

日期 播放影片

25/1/2019 《人間有情》1993年《肥佬陳求婚記》《20歲之戀》

22/2/2019 《人間有情》1993年《留影》、《一世人兩姊妹》

29/3/2019 《人間有情》1993年《生仔合約》、《希望》

時間：晚上6:30-8:30

地點：上環荷李活道公園涼亭

費用：全免

活動查詢：陳雅汶姑娘、艾奕寧姑娘

長者支援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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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 Fook Finance Co. Ltd.
Miss Anita Chow
Miss Lee Man Yu 
Mr. & Mrs. Yu Kuen Ying, Denny
Mr. James Choi
Mr. Wong Chung Tin
Mrs. Amy Lau
Mrs. Ho Wong Shuk Wan, Winnie
生活雜誌社工
何永強先生
吳基秦小姐

善贈園地

一群本港的善長賢達，有感中國人傳統的核心價值『孝道』不彰，不止推動要承傳
這個觀念，還且要薪火相傳發揚光大。自2009年起發起一個名為「寸草心」的活動
計劃。

「寸草心」活動名稱借用了唐朝德宗元年進士孟郊的作品遊子吟：「慈母手中線，
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寸草心」喻意子女的孝心有如小草般的微小；「三春暉」指母愛有如整個春日般
的溫暖。

因捐助善款有限，所有援助以一次性質為主，並不提供延續性質的支援，不設公開
申請，衹供聖雅各福群會中西區、灣仔區及荃灣區長者中心社工跟進個案時，代有
經濟困難的長者申請援助。

過去，「寸草心」計劃安排飲早茶、吃午飯、痛症紓緩治療、靚湯網絡、寒衣贈長
者、為孤苦無依的長者殮葬、為長者繳付租金以免露宿街頭、購置家用日常物品予
有經濟困難的長者、送贈節日食品如粽子及月餅等。

2018年9月12日至2018年12月17日

捐助「寸草心」方法：
郵寄支票到：上環皇后大道中345號上環市政大廈11樓

      聖雅各福群會中西區長者地區中心

支票抬頭：聖雅各福群會 (支票背面請註明「寸草心」)

「寸草心」活動計劃

歡迎轉介中西區內

有需要的長者加入

寸草心，齊齊感受

「人間有情」。

李錦鳳女士
林立權先生
邵賢偉先生夫人
高嘉意醫生
張漢光醫生夫人
梁鳳微小姐
許水浚先生
曾兆中醫生夫人
覃少薇女士
馮國平先生
楊秉剛先生夫人

董觀國先生
鄒其祐醫生
劉秉然小姐
劉秉濂先生
鄭秀玲女士闔家
鄭穎儀大律師
羅玉琼女士闔家
羅穎怡小姐闔家
譚少媚女士
譚佩娟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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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日會相認的街坊，合照留念

兩夫婦一起賀壽

CHEER! 每位長者都樂在其中!

大家都滿載而歸

各位善長與長者的大合照!

多謝一班出心出
力的善長們

善長們載歌載舞!

楊太向長輩們送上祝福

「寸草心」普天同慶迎聖誕

「寸草心」11-12生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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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義部落格

 《香港人‧香港心》
義工大使行動之心花朵朵開燦爛

CW374/18

 義工招募-外展活動 
 (西營盤街市)

 義工招募-外展活動 
 (中環街市)

 《香港人‧香港心》
義工大使行動之長長久狗

CW373/18

學習利用毛巾製作花朵的技巧，義工把
製成品送給獨居/兩老長者以表關懷。
日期：2019年1月21日 (星期一)
時間：下午2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免費
對象：已登記義工
名額：15人
報名方法：即日起開

始接受報
名，額滿
即止

負責同事：鄭海怡姑娘  
     艾奕寧姑娘 2805 1250

義工協助量血壓
日期：2019年1月16日、2月20日、3月20日

(星期三)
時間：上午9時30分
地點：西營盤街市
費用：免費
對象：義工
名額：每節兩位義工
報名方法：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備註：可選一節或多節
負責同事：鄭海怡姑娘
     艾奕寧姑娘 2805 1250

義工協助量血壓
日期：2019年1月14日、2月11日、3月11日

(星期一)
時間：上午 9時30分
地點：中環街市
費用：免費
對象：義工
名額：每節兩位義工
報名方法：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備註：可選一節或多節
負責同事：鄭海怡姑娘
     艾奕寧姑娘 2805 1250

學習利用毛巾製作小狗的技巧，義工把
製成品送給獨居/兩老長者以表關懷。
日期：2019年3月7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2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免費
對象：已登記義工
名額：15人
報名方法：即日起開

始接受報
名，額滿
即止

負責同事：鄭海怡姑娘
       艾奕寧姑娘 2805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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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區及中西區護老者報名須知：
 

報名手續：
①	請各位會員留意各項活動報名日期及參加資格；
②	公開報名日不設電話留位；
③	收費活動留位後，需於3個工作天內親臨中心報名及繳費；
④	中心收費時間為每日上午9:00至下午4:30止；
⑤	所有活動需報名作實為準。

以下活動報名及查詢：灣仔石水渠街85號1樓 林子健先生 2831 3220

部份經費
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參觀房協《智友善家居導賞團》
日期：2019年3月16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10:00至12:00
地點：房協長者安居資源中心
集合地點：	油麻地港鐵站C出口(站內)
集合時間：上午9:45
內容：1.		了解認知障礙症患者常見的行

為問題及解決方法；
　　　2.		如何透過智友善家居設計，維

持患者生活的獨立性或安全，
減輕照顧者的壓力

　　　3.		介紹認知障礙症服務及社區資
源

對象：照顧認知障礙症長者之家屬
名額：20人
費用：免費
查詢及報名電話：	林子健先生	2831	3220	
公開報名日：	2019年1月9日	(星期三)

《樂聚天地》認知障礙症
 家屬支持小組 – 聚會
透過聚會讓參加者能夠認識不同的資訊，彼
此交流及互相支持。
1.	 	聚會日期：2019年1月26日(六)		 	 	
(Zentangle禪繞體驗工作坊)

2.	 	聚會日期：2019年3月30日(六)(102室)
時間：下午2:30至4:30
地點：灣仔石水渠街85號3樓視聽室
對象：照顧認知障礙症長者之家屬
查詢及報名電話：林子健先生2831	3220

▲		漫遊白石角海濱長廊及參觀科學園，提
早與一班頤樂坊老友記及護老者

護老者支援服務 

認知障礙症服務推介

冬日漫遊探索行

活動花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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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推介

護老者《護勉組》月會
透過聚會讓參加者能夠認識不同的資訊，
彼此交流及互相支持。
日期：2019年1月26日(六)
日期：2019年2月23日(六)
日期：2019年3月30日(六)
時間：上午10:00	-	11:00
地點：灣仔石水渠街85	號3樓視聽室
對象：	灣仔護老者資源中心	 	 	

60歲或以上會員
查詢電話：林子健先生2831	3220

睡眠健康講座
講解有關睡眠的知識、造成失眠的各種原
因、優質睡眠貼士及穴位按摩技巧
日期：2019年4月13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2:30	-	4:00
地點：灣仔石水渠街85號3樓視聽室
講者：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長者優質睡

眠服務計劃」代表
對象：護老者會員及其長者
名額：40名
費用：免費
活動查詢：林子健先生	2831	3220
公開報名日：2019年2月20日	(星期三)

《護勉組》新年自助午餐聚會
護勉組組員聚首一堂，享用自助午餐，迎
接新一年
日期：2019年1月15日	(星期二)
時間：下午12:00	-	2:00	
地點：協奏坊西餐廳(香港珀麗酒店2樓)
對象：護老者《護勉組》會員
名額：30人
費用：$60
查詢電話：林子健先生2831	3220	
報名日期：於護勉組例會內進行	

新春行大運
	與護老者共慶新春，一起行大運。
日期：2019年2月15日	(星期五)
時間：上午9:30	-	下午4:30	
地點：	屯門妙法寺、蓬瀛仙館新春齋宴、

林村許願村
集合時間：上午9:00
集合地點：中心3樓視聽室
對象：	護老者會員及其長者	(是次活動將安

排復康巴接載體弱長者，詳情請向
林先生查詢。)

名額：58人
費用：	$80	(護老者會員及其長者)
查詢及報名電話：林子健先生2831	3220	
公開報名日﹕2019年1月9日	(星期三)	

無添加！古法秘製香脆花生糖
由導師教授製作無添加、天然成品花生糖
日期：2019年2月25日	(星期一)
時間：下午2:30至4:00
地點：九龍觀塘鴻圖道1號7樓
集合時間：下午2:15
集合地點：港鐵牛頭角站B5出口(站內)
對象：護老者及其長者
名額：30人
費用：$30	(活動原價$130)
查詢電話：林子健先生2831	3220
公開報名日期：2019年1月9日	(星期三)		

天然手工奶黃包製作班
由導師教授製作天然手工奶黃包
日期：2019年3月11日	(星期一)
時間：下午2:30至4:30
地點：九龍觀塘鴻圖道1號7樓
集合時間：下午2:15
集合地點：港鐵牛頭角站B5出口(站內)
對象：護老者及其長者
名額：15人
費用：$50	(活動原價$250)
查詢電話：林子健先生2831	3220
公開報名日期：2019年1月9日	(星期三)	

護老者支援服務 

30

會員：護老者資源中心會員、照顧者、家屬



「週六鬆一鬆」護老者聚會
日期：2019年1月12日(六)
　　　2019年2月9日(六)
　　　2019年3月9日(六)
時間：上午9:30	-	10:30
地點：	上環皇后大道中345號		 	

上環市政大廈11字樓
內容：分享照顧經驗、輕嚐茶點
費用：全免
對象：護老者
名額：25人	
備註：1.		第一次參加此聚會者請先致電報名
　　　2.		此聚會總共為6次，參加者必須

參與4次或以上

護老者專題講座 - 肩周炎
日期：2019年1月11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	-	3:30
地點：	上環皇后大道中345號		 	

上環市政大廈11字樓
內容：	認識肩部的護理及減低關節僵硬的方

法，即場示範肩部運動以及找出肩周
炎高危患者以便提供適當的輔導

費用：免費
對象：護老者
講者：衛生署姑娘
名額：30人
合辦機構：衛生署
報名日期：2019年1月2日(星期三)

認知障礙症之防走失錦囊
　　要防範認知障礙症長者走失，該怎麼
辦？經驗所得，至少有三件事可以做。

　　第一，尋覓可靠的人及安全的地方，
以防走失。先講人手，最常見是由家屬看
顧，其次是聘用家傭照料，或僱用鐘點陪
護服務。即使有合適人手看顧長者，但長
期逗留家中長者會感到納悶。若果老伴
體力不繼，子女又疲於奔命，家傭照顧不
周，或者鐘點服務需輪候，便更需要暫託
服務，讓長者能某程度上自由走動之餘，
又確保安全。全港有不少能提供暫託服務
的長者日間中心，但專為認知障礙症長者
而設的卻不多。若要有針對性訓練和活
動，收費更是高昂，令不少家庭卻步。

　　第二，增強搜尋網絡，減低走失風
險。坊間已推出多種定位系統及智能手
機，讓家屬能即時得悉長者位置，但不同
產品的運作模式及質素參差，要定期更新
甚有難度。同時，長者及家屬需備有不同
配備。長者身上需保留家屬的聯絡資料，

讓警方或途人容易聯繫。家屬身上亦需備
有長者的近照，如有突發事情，也能即時
轉載照片求助。若長者日常有固定行程，
家屬更可預先接觸相關友人，甚至店鋪及
銀行，提及長者的情況及留低聯絡方法。

　　第三，滿足長者內心需要，減少出
走意欲。不少長者出走原因可能與未了心
願、以往的生活習慣，或突如其來的想法
相關。家屬需了解長者的過去，並識別其
心願和堅持的習性，盡量在現時生活中定
期回顧及實現，讓長者感滿足。另外，家
屬需留意長者近日的想法，若出現多次提
及的地方或事情，便需要詳細了解及協助
其表達，避免長者私自行動。

　　健智中心專為認知障礙症長者而設，
也特設計劃予經濟困難人士。若遇上照顧
困難，歡迎致電2596	 2506；或親臨灣仔堅
尼地道100號賽馬會社會服務大樓2樓，向
當值社工求助。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健智支援服務中心
服務經理	何冠熹

健智專欄

以下活動報名及查詢上環市政大廈11字樓 鄭婷婷姑娘28051250

護老者支援服務 
CWCRC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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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力加油站」 (第四組) 
日期：	2019年2月12日至3月12日	 	 	

(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9:30	-	10:30
地點：	上環皇后大道中345號		 	

上環市政大廈11字樓
內容：	利用體感遊戲方式及實玩遊戲增強

記憶力
費用：$10
對象：近期記憶開始轉差之長者
名額：12人
報名日期：2019年1月2日(星期三)

護老者專題講座 - 
         季節湯水及食療 
日期：2019年2月21日	(星期四)
時間：上午10:00	-	11:00
地點：	上環皇后大道中345號		 	

上環市政大廈11字樓
內容：了解當季湯水及食療
費用：免費
對象：護老者
講者：陳偉文中醫師
名額：40人
報名日期：2019年2月1日(星期五)

護老者專題講座 - 
         長者保健運動
日期：2019年2月15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	-	3:30
地點：	上環皇后大道中345號		 	

上環市政大廈11字樓
內容：	了解運動的益處及如何選擇合適長

者之運動；運動期間應注意事項-熱
身、伸展及靜止前的基本運動技巧	

對象：護老者
講者：衛生署姑娘
名額：30人
合辦機構：衛生署
報名日期：2019年2月1日(星期五)

護老者專題講座 - 
         認識消化不良
日期：2019年3月15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	-	3:30
地點：	上環皇后大道中345號		 	

上環市政大廈11字樓
內容：	了解身體老化對消化系統的影響，

長者常見腸胃不適的原因及處理方
法及一些危險病徵以幫助長者提高
對病患的警覺

費用：免費
對象：護老者
講者：衛生署姑娘
名額：30人
合辦機構：衛生署
報名日期：	2019年3月1日(星期五)

護老者支援服務 

以下活動報名及查詢上環市政大廈11字樓 鄭婷婷姑娘28051250

CC9/18 CWCRC42/18

CWCRC44/18

CWCRC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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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回收復康用具，實踐環保循環再用的
概念，並轉贈有經濟困難的長者，從而協
助護老者減低照顧長者時的壓力。本中心
為60歲或以上有需要長者提供租借、送贈
及售賣二手復康用具之服務。
有關以下服務，請向本中心查詢詳情。
查詢電話：灣仔區：2831	3223
　　　　　中西區：2805	1250	

借用者須知：
‧必需登記成為護老者會員
‧請先致電了解輪椅存貨
‧借用人必須自行運送輪椅
‧	使用物品如有損壞或遺失，請儘快通知
本會，並需按價賠償
‧	交還前請先行徹底清潔
‧	請依照指定日期內交還輪椅，如未能依
時歸還請儘快通知本中心
‧	已繳付之租借費用，恕不退還
‧	如中心備有輪椅的存貨已全部租出，服
務使用者需登記輪候。

醫院床配對服務 
本中心為60歲或以上有需要人士提供二手
售賣或送贈醫院床服務。價錢請向本中心
查詢。
申請送贈資格：
必須年齡60歲或以上之長者；
以及符合以下任何一項：
‧	目前領取綜援	或
‧	領取普通／高額傷殘津貼	或
‧	有資格申請綜援人士	或
‧	由社工、護士、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
師轉介

易「租」易「還」應急輪椅服務
服務內容：	不少家人都會遇上突發情況需要

使用輪椅，頤康站提供短期輪椅
租借服務，為護老者提供不多於
五天輪椅租借服務。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六，	 	 	
上午8:30至下午5:30

服務收費：$5
服務對象：60歲以上長者
聯絡電話：2831	3223	(灣仔區)
　　　　　2805	1250	(中西區)
如欲申請服務，可先致電查詢及預約

特別推介 
靠背架：放置於

床

上，可減少長期卧
床

的壓力，易於收藏
。

會員價 $100 

非會員價 $150 

港島區「上門」回收復康用具服務
於2019年1月及3月(逢單月)提供港島區上門
回收復康用具。捐贈者可致電中心查詢回收
時間。收集復康用具類別：輪椅、便椅、助
行架、坐墊、高背椅、醫院床和氣墊床等。

*不回收物品：
已損壞及生銹之復康用品、衣物、
氧氣機、已開封及曾使過之護理用品。

Whatsapp服務：
需要復康用具的護老者可以提供相片傳送，
讓護老者能夠了解有關復康用具的資料。
灣仔區電話號碼：9201	7953				 	
中西區電話號碼：9201	2242
備註：Whatsapp服務非緊急用途，如有
查詢可致電予中心。

facebook服務： 
於facebook設立專頁，讓護老者可以跟
進中心的最新情況，包括中心通訊、每
季推廣。以及提供地方讓護老者交流分
享平台。網址為：https://www.facebook.
com/sjsicarer	 或	 FACEBOOK	 搜尋列輸
入	聖雅各福群會	護老者資源中心

護老者支援服務 頤康站-復康用具支援服務 

會員：護老者資源中心會員、照顧者、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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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捐贈內容

葉先生 輪椅
賴小姐 輪椅、便椅
蔡女士 輪椅
陳小姐 尿片x2
劉太 手叉
吳小姐 輪椅
陳女士 便椅x2
陳太 醫院床

李女士 便椅、輔行架、
沖涼椅

龔先生 醫院床
蘇女士 醫院床
黃女士 醫院床

姓名 捐贈內容

羅先生 輔行架、高背椅
蘇女士 高背椅

彭小姐

輪椅、便椅、
輔行架、高背椅、
氣墊床、尿片、
片褲x3、護墊x10

彭小姐 輔行架、手叉x2

余小姐 輔行架、手叉、
尿片

李先生 輪椅、便椅
林先生 輪椅
陳先生 便椅x2
陳先生 便椅x2

姓名 捐贈內容

許小姐 便椅
巫小姐 便椅
湯女士 尿片x4、片芯x6
冼先生 便椅、輔行架
麥小姐 醫院床
葉女士 醫院床
彭小姐 醫院床
何小姐 輪椅、輔行架
彭小姐 輪椅
趙太 輪椅

韓小姐 輪椅、便椅、
輔行架、床欄

在過去2018年8月至10月下列人士捐贈復康用具予本中心，以作護老者服務
之用，感謝至深，特此言謝。

港燈 - 智惜用電關懷基金
於港燈供電範圍內的合資格家庭，可申請一次過上限港幣
5,000元資助：
電熱水爐、電飯煲、抽濕機、洗衣機、窗口式冷氣機、電磁
爐、雪櫃、電風扇、電視機。
‧	添置新節能家電及以其替換現有家電
‧	進行簡便工程以改善用電安全
申請資格
‧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人士；或
‧	參與港燈電費優惠計劃的客戶；或
‧	合資格的劏房租戶	
參與計劃
①透過聖雅各福群會遞交申請及進行家訪作初步評估	→
②港燈審批申請，安排家電安裝及/	或簡便改善工程	→
③聖雅各福群會進行家訪以確定服務已完成

鳴 謝

護老者支援服務 

《大搜查》

遊走中上環之間 健康由早餐開始

會員：護老者資源中心會員、照顧者、家屬

劏房重鋪線路資助 *

於港燈供電範圍內，合資格劏房租戶可申請
上限為港幣15,000元的一次過資助，用於重
鋪電力線路以安裝獨立電表（被分間前的原
先樓宇單位資助上限為港幣45,000元）。
劏房租戶電費津貼
沒有港燈獨立電表之合資格綜援劏房租戶，
可每年申請每戶港幣500元的現金資助。
接受申請：2019年1月1日
*		合資格劏房租戶只可申請「節能家電資助」
或「劏房重鋪線路資助」其中一項資助。	

查詢：電話:	2843	3228	
網頁：www.hkelectric.com/SPCF

活動花絮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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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樂粵曲班
課程編號：浣紗WS06-50
日期：	10/1/2019至21/3/2019(逢星期四)，

共8堂，17/1、7/2停課
時間：下午2:00	-	下午4:00		
地點：	大坑浣紗街1-5號浣紗閣2樓		
內容：	以二胡教授同學粵曲，更以鑼鈸、

揚琴、電阮、笛子等的中樂伴奏。
同學更容易掌音樂的節奏。本期教
授曲目：(一)	永繫不了情及(二)蘇武
歸漢

收費：會員$232		非會員$282	
導師：龔添貴老師		(資深曲藝導師)
拍和：	馮綺媚女士、張寶珠女士、曾伍綺

華女士、郭志文先生
查詢：2915	0093	馮愛莉姑娘
備註：本期只接受平喉參與

粵曲研習班
課程編號：灣仔AEUS9-59
日期：	8/1/2019至26/3/2019(逢星期二)，

共10堂，5/2及12/2停課
時間：上午11:30	-	1:00
地點：灣仔石水渠街85號四樓課室
內容：	以深入淺出的方法集體教授，學員

於班內透過重覆練習粵曲之基礎唱
腔、演唱技巧及叮板訓練，藉以增
進學員對中國傳統藝術的了解及興
趣培養。

收費：會員$280		非會員$330
導師：潘		琪老師	(資深曲藝導師	)
查詢：2831	3212	王淑珍姑娘

《大搜查》

長青學堂
長青學堂學員特別注意事項

（一）2019年4-6月長青學堂公開報名: 2019年3月28日(星期四)九時半起至額滿!
（二）舊生優先報名安排：‧舊生需要在課堂出席(收費當日計)需達至70% 及；
　　　　　　　　　　　　‧舊生只可優先報讀上期原本的課程。
（三）各班導師會因應該班學員的進度而作到調整，特此敬告!

會員：灣仔、中西區、浣紗及退休中心會員

非會員：50歲或以上社區人士

藝術系列

英語會話初階班
課程編號：灣仔AEUS4-58
日期：	14/1/2019至1/4/2019(逢星期一)，

共10堂，4/2及25/2停課
時間：下午2:00	-	3:30
地點：灣仔石水渠街85號8樓課室
內容：	教導學員英語會話基本法，發音、句

子結構、配對與運用。適合具有本中
心英文識字研習班或小學二年級程度
之人士。

收費：會員$260		非會員$310
導師：李小穗老師	(資深導師	)
查詢：2831	3212	王淑珍姑娘

普通話研習班
課程編號：浣紗WSS12-44
日期：	18/1/2019至22/3/2019(逢星期五)，

共8堂，1/2及8/2停課
時間：上午10:45	-	中午12:00		
地點：大坑浣紗街1-5號浣紗閣2樓
內容：	普通話教學新突破、把拼音學習融

入日常生活情景，打破語音學習白
的枯燥，提高拼音習的效率；配合
教材多元化主題，把聽、說、讀的
學習與同學的生活經驗分享揉合，
更打破學員學習普通話的恐懼！增
強普通話口語的自信心。

收費：會員$220		非會員$270	
導師：	黃文靜老師	(持有香港大學教育專業

普通話證書)
查詢：2915	0093	馮愛莉姑娘

語文、會話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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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學堂 會員：灣仔、中西區、浣紗及退休中心會員

非會員：50歲或以上社區人士

花鳥國畫研習班
課程編號：灣仔AEU43-22
日期：	11/1/2019至29/3/2019(逢星期五)，	

共10堂，1/2及8/2停課
時間：下午2:30	-	4:00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85號3樓課室及8樓課

室
內容：	教授中國傳統水墨畫，結合用筆、

用墨、用色的繪寫技巧，描寫出花
鳥的靜態和動態，色彩斑爛，並啟
發其創作，抒情的意趣。

收費：會員$480		非會員$530
導師：李祝慶老師	(嶺南畫派導師）
查詢：2831	3212	(王淑珍姑娘)
備註：	本課程為持續學習課程，並非初班，

學員需具國畫基礎技巧，學員請自
備文具（夾宣紙、大蘭竹筆、開明墨
汁、國畫顏色一盒）學費已包括彩色
畫稿影印費用。

查詢：2831	3212	王淑珍姑娘

西洋水彩畫班
課程編號：銅鑼灣CBES37-21
日期：	16/1/2019至27/3/2019(逢星期三)，	

共8堂，6/2、13/2、13/3停課
時間：下午3:40	-	下午5:10		
地點：	北角福蔭道七號銅鑼灣社區中心	 	

中心活動室
內容：	本課程以循序漸進式教授西洋水彩

畫班的基本技巧，課程以風景(不同
景物/天氣/季節)及靜描畫為主，課
程由淺入深地教授。

收費：會員$308		非會員$358		
導師：	呂永耀老師	 	 (跟隨著名藝術家鄧榮

之老師習畫多年，現為香港美術會
及靈感畫會會員)

查詢：2882	8750	張秋儀姑娘

書法研習班ＡＣＦ班  
日期：	9/1/2019至20/3/2019(逢星期三)，	

共10堂，6/2停課
Ａ班：灣仔AEUS14a-58
　　　時間：上午9:00	-	10:15
Ｃ班：灣仔AEUS14c-58
　　　時間：下午11:40	-	12:55
Ｆ班：灣仔AEUS14f-58
　　　時間：下午3:40	-	4:55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85號三樓課室
內容：	教授基本筆法、坐姿及構字原理，

並且以楷書作為基本書寫練習；導
師更會即場示範教授，使學員清晰
掌握書寫方法及筆法要訣。適合初
學者及對書法有基礎認識之人士。

收費：會員$380		非會員$430
導師：顧公勉老師	(東林教育校長)
查詢：2831	3212	王淑珍姑娘

藝術系列

二胡班
課程編號：銅鑼灣CBES19-7
日期：	16/1/2019至27/3/2019(逢星期三)，

共9堂，6/2、13/2停課
時間：下午2:00	-	下午3:30		
地點：	北角福蔭道七號銅鑼灣社區中心	

地下活動室
內容：	二胡是當今民族樂隊裡最主要的次

高音樂器，也是伴奏戲曲、歌舞、
曲藝的重要樂器。本課程將教授學
員二胡的基本拉奏方法，並且會講
解有關二胡的來源、構造等知識。
期望	 透過學習二胡，讓學員感受中
華文化的優美，陶冶性情，鍛煉恆
心耐性。歡迎新同學參加，可先向
張姑娘查詢。

收費：會員$369		非會員$419	
導師：陸偉成先生	(資深導師)
查詢：2882	8750	張秋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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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學堂

人像/靜物素描班
課程編號：銅鑼灣CBES17-11
日期：		15/1/2019至26/3/2019(逢星期二)，	

共9堂，29/1、5/2停課
時間：下午3:30	-	5:00		
地點：	北角福蔭道七號銅鑼灣社區中心	

一樓會議室
內容：	學習素描可訓練我們對物體的光

暗、立體、空間、質感及構圖的表
現，是有效提高繪畫觀察力的途
徑；本課程以循序漸進教法教授素
描，以寫生訓練為主，注重素描基
礎訓練，本課程可長期學習，學員
可因應本身之需求而選擇學習時期
之長短。

收費：會員$347		非會員$397		
導師：	呂永耀老師	(跟隨著名藝術家鄧榮之

老師習畫多年，現為香港美術會及
靈感畫會會員)

查詢：2882	8750	張秋儀姑娘
備註：請自備HB鉛筆,	畫紙

書法班(一)(二) (1-3/2019)  
課程編號：(一)中西區	CWEES38/18
　　　　　(二)中西區	CWEES36/18
日期：	(一)		12/1/2019至30/3/2019	(逢星期六)，

共10節，2/2、9/2停課
日期：	(二)		9/1/2019至27/3/2019	 (逢星期三)，

共10節，30/1及6/2停課
時間：(一)	下午3:00	-	5:00		
　　　(二)		中午12:00	-	2:00		
地點：	皇后大道中345號上環市政大廈11樓
內容：	本課程教授「楷書」，導師按學員

的程度，由淺入深教授筆法，筆力
等書法技巧。(請自備毛筆、墨及九
宮格紙)

收費：會員$280		非會員$330
導師：鄭愛琳老師
查詢：3975	0401	高倩文姑娘

山水國畫班（第二輯第二期）  
課程編號：灣仔AEUS11b-90
日期：	22/1/2019至26/3/2019(逢星期二)，

共8堂	，5/2及12/2停課	
時間：上午11:15	-	12:45
地點：灣仔石水渠街85號8樓課室
內容：	本課程以白雲堂山水技法為藍本，

白雲堂山水既承繼傳統技巧，又注
重寫生。尤以滾動瀑布及渲染雲烟
最為人稱道。第一期從基本素材（
如樹石、點景）開始，循序由小小
幅至斗方，只要勤加練習，必會繪
出多幅完整作品。堂上導師示範，
並對學員作品予以口述指	導。

收費：會員$360		非會員$410
導師：	林華泰老師(從事教育工作37年，由

1980年起在青少年中心、成人教育
中心及長者中心教授國畫。本地及
海外參加展覽數十次。並任香港硬
筆書畫會及香港悟藝書畫會顧問、
雲海草堂研藝畫會會長）

查詢：2831	3212	王淑珍姑娘
備註：	本課程適合初學者報讀，自備文具：

雲龍紙兩張。墨汁一瓶、十二色國畫
顏料一盒。中山馬筆一支、中蘭竹一
支、三號豹狼毫毛筆一支、大紅毛筆
一支。老師代印畫稿，第一堂派發，
費用實報實銷。

藝術系列
會員：灣仔、中西區、浣紗及退休中心會員

非會員：50歲或以上社區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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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Good fit健體舞Ａ班
課程編號：灣仔AEU48a-15		
日期：	9/1/2019-27/3/2019(逢星期三)，	

共10堂，23/1及6/2停課	
時間：上午10:00	-	11:15
活力Good fit健體舞B班 
課程編號：	灣仔AEU48b-15
日期：	7/1/2019-18/3/2019(逢星期一)，	

共10堂，4/2停課
時間：上午10:00	-	11:15
活力Good fit健體舞D班   
課程編號：	灣仔AEU48d-15
日期：	10/1/2019-28/3/2019(逢星期四)，	

共10堂，7/2及7/3停課
時間：下午2:00	-	3:15
活力Good fit健體舞E班 
課程編號：灣仔AEU48e-15	
日期：	8/1/2019-19/3/2019(逢星期二)，	

共10堂，5/2停課
時間：上午10:00	-	11:15
地點：灣仔石水渠街85號八樓806室	
內容：	課堂教授簡單樂趣的集體舞，舞步

來自西方排排舞、爵士舞、社交舞
和Para	 Para等。單人跳法，無需舞
伴。透過明快的音樂，簡單輕鬆的
舞步，能加強心肺功能、減壓修身
及增進人際關係，是有益身心的健
體運動，適合不同性別及年齡人士
參與。

收費：會員$390						非會員$440
導師：	陳新和老師(英國皇家舞蹈教師協

會（ISTD）西方舞及拉丁舞註冊導
師、香港西方舞總會西方排排舞註
冊導師及獎章監考員)

查詢：2831	3212	王淑珍姑娘
備註：每班最少18人開班。

長青學堂 會員：灣仔、中西區、浣紗及退休中心會員

非會員：50歲或以上社區人士

健體系列

梅蘭菊竹第三期 (1-3/2019)  
課程編號：中西區	CWEES31/18
日期：	21/1/2019至25/3/2019(逢星期一)，

共8堂，4/2及11/2停課
時間：上午9:30	-	11:00
地點：皇后大道中345號上環市政大廈11樓
內容：	學中國畫必經梅蘭菊竹四君子，因

為除了學習傳統寫意技法外，更可
領悟四君子的寓意。從觀畫中感受
古人的意緒，還可藉自己的創作，
表達個人意趣。上課時老師先示
範、講解，再看學員練習稿，加以
個別指導。

收費：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	林華泰老師(自1980年起在青少年中

心、成人教育中心及長者中心教授
國畫。現為香港硬筆書畫會及香港
悟藝書畫會顧問，雲海草堂研藝畫
會會長）

查詢：3975	0401	高倩文姑娘
備註：1)		自備材料：單宣紙或月宮殿紙、

中蘭竹、三號豹狼毫、大紅毛、
小白雲、開明或墨彩

　　　2)		課程不包括彩搞影印費，畫稿由
老師代印，實報實銷。

藝術系列

非洲鼓班 (1-3/2019) 
課程編號：中西區	CWEES37/18
日期：	9/1/2019至	20/3/2019	(逢星期三)	，

共10堂，6/2停課	
時間：上午10:40	-	11:40
地點：皇后大道中345號上環市政大廈11樓
收費：會員$550		非會員$600
導師：袁幗媛老師
內容：	導師以輕鬆的手法讓參加者認識非

洲鼓的節拍及演奏技巧。
查詢：3975	0401	高倩文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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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學堂會員：灣仔、中西區、浣紗及退休中心會員

非會員：50歲或以上社區人士

排排舞初班 (A,B班) (浣紗) 
課程編號：(A班)	浣紗WS11A-50
　　　　　(B班)	浣紗WS11B-50
日期：	4/1/2019	至	22/3/2019	(逢星期五)，

共10堂，1/2及8/2停課
時間：(A班)	下午1:45	-	3:15
　　　(B班)	下午3:15	-	4:45
地點：大坑浣紗街1-5號浣紗閣2樓
內容：	以輕鬆、靈活的教授手法，配合悅

耳音樂為學員提供翩翩起舞的機會;
透過簡單舞步，鍛鍊手腳之協調，
增強頭腦的靈活性，更可享受集體
的樂趣。

收費：會員$315		非會員$365
導師：楊少馨	老師		(資深導師)
查詢：	(A班)	2915	0093	馮愛莉姑娘	

排排舞 B班 
課程編號：(B班)	銅鑼灣CBE15-63
日期：(B班)			24/1/2019至21/3/2019		 	

(逢星期四)，共8堂，7/2停課
時間：(B班)			上午10:00	-	11:15		
地點：	北角福蔭道七號銅鑼灣社區中心	

三樓禮堂
內容：	此舞課程採用循環方式教授，以排

排舞簡單形式，可以學到ChaCha-
Cha，華爾滋、倫巴、探戈、牛仔、
鬥牛、慢四快三等等……適合對舞蹈
有興趣的人仕參加。

收費：會員$204			非會員$254
導師：蘇永明先生(英國國際教師協會會員)
查詢：2882	8750	張秋儀姑娘

社交舞 (A班渣華) , (B班福蔭道) 
課程編號：(A班)	銅鑼灣	CBE22-47
　　　　　(B班)	銅鑼灣	CBES11-63
日期：(A班)			14/1/2019至18/3/2019	 	 	

(逢星期一)，共10堂
　　　(B班)			24/1/2019至21/3/2019		 	

(逢星期四)，共8堂，7/2停課
時間：(A班)			下午4:00	-	5:00		
　　　(B班)			上午11:30	-	中午12:45
地點：	(A班)			北角渣華道99號市政大廈	 	

室內運動場5樓舞蹈室
地點：	(B班)			北角福蔭道七號	 	 	

銅鑼灣社區中心三樓禮堂
內容：	從前，社交舞是少數人的高級社交

和娛樂活動，其後日趨普及，成為
流行的舞蹈，參與也遍及社會各階
層。時至今日，社交舞不但是藝術
表演項目，也是競技場上的運動比
賽項目，無須舞伴也可參與。

收費：(A班)			會員$220			非會員$270
　　　(B班)			會員$204			非會員$254
導師：	蘇永明先生(英國國際教師協會會員)
查詢：2882	8750	張秋儀姑娘

趣味拉丁排排舞基礎班
課程編號：灣仔AEU51b-15
日期：	10/1/2019-28/3/2019(逢星期四)，

共10堂，7/2及7/3停課
時間：下午3:30	-	4:45
地點：灣仔石水渠街85號8樓806室	
內容：	課堂教授簡單樂趣的綜合舞，舞種

有西方排排舞、集體拉丁舞、活力
Jazz舞、健體Zumba舞………等。
透過明快的音樂，簡單樂趣的舞
步，能加強心肺功能，減壓修身及
增進人際關係，是有益身心的健體
運動，適合任何人士參與。

收費：會員$390		非會員$440
導師：	陳新和老師(英國皇家舞蹈教師協

會（ISTD）西方舞及拉丁舞註冊導
師、香港西方舞總會西方排排舞註
冊導師及獎章監考員)

查詢：2831	3212	王淑珍姑娘
備註：每班最少18人開班。

健體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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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柔力球班(星期一)
課程編號：銅鑼灣	CBES15-12
日期：21/1/2019至25/3/2019(逢星期一)，
　　　共8堂，4/2及11/2停課
時間：上午9:15	-	上午10:45	
地點：	北角福蔭道七號銅鑼灣社區中心地

下中心活動室
內容：	太極柔力球是集中了太極、羽毛球、

網球等項目的精粹而創編的符合生理
規律的球類運動。太極柔力球操練不
受場地影響，適合男女老幼練習，達
到全身運動舒展筋骨的作用，不少人
經過操練一段時間後，可促進身體健
康，情況因人而異。

收費：會員$308			非會員	$358
導師：香港柔力球總會教練
查詢：2882	8750	張秋儀姑娘
**	課程內容將因應同學的學習進度而有所
更改

太極班
課程編號：浣紗WSS17-18
日期：15/1/2019至26/3/2019
　　　	(逢星期二)，共8堂，
　　　5/2、12/2、12/3/2019停課
時間：上午	9:00	-	10:15
地點：大坑浣紗街1-5號浣紗閣2樓
內容：	導師以楊式老架太極教授參加者由

淺入深學習太極，讓自己保持心平
氣和心態學習太極。

收費：會員	$	170	，非會員	$	220
導師：梅國佳先生	(資深導師)
查詢：2915	0093	馮愛莉姑娘	

長青學堂 會員：灣仔、中西區、浣紗及退休中心會員

非會員：50歲或以上社區人士
健體系列

健美瑜伽班 (B班) 
課程編號：(B班)	灣仔AEU34b-55
日期：(B班)			8/1/2019至26/3/2019	 	 	

(逢星期二)，共10堂，		
5/2及12/2停課

時間：上午9:45	-	11:00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85號8樓806室
內容：	課程將教授基礎瑜伽訓練方法，透

過呼吸伸展動作之練習，使學員掌
握瑜伽姿勢與呼吸技巧，藉以增強
身體的柔韌度、控制能力及平衡
感，舒緩身心的緊張和壓力。參者
不需任何瑜伽經驗，學員請自備毛
巾上課。

收費：會員$480				非會員$530
導師：	劉慕芬老師Joyce	Lau(專業瑜伽導師	)
查詢：2831	3212	王淑珍姑娘	
備註：	每班最少18人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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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式太極拳班
課程編號：銅鑼灣CBES6-61
日期：9/1/2019至20/3/2019(逢星期三)，
　　　共8堂，6/3及13/3停課
時間：上午11:00	-	中午12:30
地點：	北角福蔭道七號銅鑼灣社區中心一樓
內容：	太極是中國三大內家拳系之一，強調

內外ａ兼修，誠爲健康的瑰寶。本班
所教授的傳統太極以楊家爲主。課程
涵蓋楊家太極傳統拳械，由淺入深，
強調正確的形、功、法，並配以武術
應用串連的解釋，務求爲習者打基礎
和灌輸正確的概念，促進身心健康。
楊家太極特點是動作均勻舒展柔和、
不用拙力、虛實分清、立身中正、
圓活自然，特別適合初學者。持之以
恆，能反弱爲強，宿疾脫體，修養精
神，陶冶性情。

收費：會員$264				非會員	$314
導師：	古惠芬女士（太極總會及梁日初太

極學會會務顧問）
查詢：2882	8750	張秋儀姑娘

瑜伽班
課程編號：銅鑼灣CBE1-60
日期：	14/1/201至25/3/2019(逢星期五)
　　　，共6堂，21/1，4/2，18/2，4/3，18/3停課
時間：上午9:30	-	11:30
地點：	北角渣華道99號市政大廈室內運動

場5樓舞蹈室
內容：	主要專為瑜珈初學者所設計的瑜珈

基礎課程，由較常練習的瑜珈體位
法中，精選出最適合瑜珈初學者，
並具有調整及舒展身體功效的動
作，仔細的講解與演練，幫助學員
了解正確與安全地練習方法，充分
地享受瑜珈練習的效益。

收費：會員$201			非會員$251
導師：張啟源先生	(資深導師)
查詢：2882	8750	張秋儀姑娘
備註	:		學員請自備毛巾上課。

健體氣功養生班 (1-3/2019)
課程編號：中西區	CWEES32/18
日期：8/1/2019至26/3/2019	(逢星期二)，
　　　共11節，5/2停課
時間：上午10:00	-	11:00
內容：	五禽戲氣功是東漢名醫華佗根據古

代導引、吐納之術，研究虎、鹿、
熊、猿、鳥活動的特點，結合人體
臟腑、經絡氣血的功能所編成。每
一戲對某一個內臟有特定功效。虎
戲可以疏肝理氣，調整肝功能，防
治肝病。鹿戲可以壯腰補腎，防治
尿頻、夜多小便和腰酸膝痛。熊戲
可以調理脾胃，防治胃病和消化不
良。猿戲可以養心補腦，提升心臟
和腦部機能，防治頭痛和記憶力衰
退等症。鳥戲可以增加肺活量，防
治鼻病、氣管炎和喉部不適。五禽
戲氣功動作簡單易學，動作特別適
合中年人士和長者練習。

地點：上環體育館12樓壁球室
收費：會員$330		非會員$380
導師：	范俊明先生	(武當山張三豐第十六代

氣功和太極拳傳承人)
查詢：3975	0401	高倩文姑娘	

長青學堂會員：灣仔、中西區、浣紗及退休中心會員

非會員：50歲或以上社區人士
健體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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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體KEEPFIT綜合舞
課程編號：浣紗	WS22-10
日期：16/1/2019至20/3/2019(逢星期三)，
　　　共8堂，30/1及6/2停課
時間：下午3:30	-	4:45
地點：大坑浣紗街1-5號浣紗閣2樓
內容：	課堂教堂授簡單易學的綜合舞，舞

步來自西方舞、爵士舞、健體舞、
拉丁舞……等。透過明快的音樂、
活力樂趣舞步，能加強心肺功能、
有助手腳協調、減壓修身及增進人
際關係，是有益身心的健康運動，
適合任何士參與。

收費：會員	$252　非會員	$302
導師：	陳新和先生	(英國皇家舞蹈教師協會	

(ISTD)，西方舞、拉丁舞註冊導師
及香港西方舞總會西方排排舞註冊
導師)

查詢：2915	0093	馮愛莉姑娘	

4合1 綜合Keepfit運動班 (1-3/2019)
課程編號：中西區	CWEES34/18
日期：2/1/2019至27/3/2019	(逢星期三)	，
　　　共12堂(6/2為公眾假期，停課ー天)
時間：上午11:00	-	中午12:00
內容：	透過有系統而全面的肌力訓練運動

強化心肺耐力、肌肉力量平衡力及
提升身體柔軟度。

地點：上環體育館11樓舞蹈室
收費：會員$360			非會員$410
導師：	盧振邦先生	(高級運動創傷防護員證

書、一級健身教練證書、伸展導師
證書)

查詢：3975	0401	高倩文姑娘	
備註：此課程適合有運動習慣之長者。

筋膜放鬆及伸展運動班(1-3/2019)
課程編號：中西區	CWEES35/18
日期：2/1/2019至27/3/2019	(逢星期三)	，
　　　共12堂(6/2為公眾假期，停課ー天)
時間：中午12:00	-	下午1:00
內容：透過靜態和動態的伸展練習，促進
血液循環，並藉按摩球、網球等工具放鬆
淺層及深層肌筋膜，漸進地增加身體活動
幅度，提升參加者的柔軟度，以減少受傷
風險，進一步改善身體健康狀況。
地點：上環體育館11樓舞蹈室
收費：會員$360			非會員$410
導師：	盧振邦先生	(高級運動創傷防護員證

書、一級健身教練證書、伸展導師
證書)

查詢：3975	0401	高倩文姑娘	

健體強身易筋經班 (1-3/2019)
課程編號：中西區	CWEES33/18
日期：8/1/2019至26/3/2019	(逢星期二)	，
　　　共11節(5/2為公眾假期，停課ー天)
時間：上午11:00	-	中午12:00
內容：	易是改變,	 筋是筋膜,	 經是方法,	 易

筋經是能使筋膜發生良性改變的方
法。易筋經以形体屈伸、俯仰和轉
動，有伸筋拔骨的效果。此功法不
但能使筋骨強壯,而且對腰酸背痛、
肩周炎、骨質疏鬆和膝關節毛病都
有防病治病的功效。本課程亦會教
授洗髓功,	洗髓功主要是以按摩和拍
打穴道去疏通人體的十二經脈,	令氣
血運行暢順，強身健體。常練洗髓
功可以促進身體的新陳代謝和提升
免疫力，而且有助改善精神不振、
食慾欠佳、健忘、夜多小便等慢性
疾病。

地點：上環體育館12樓壁球室
收費：會員$330			非會員$380
導師：	范俊明先生	(武當山張三豐第十六代

氣功和太極拳傳承人)
查詢：3975	0401	高倩文姑娘	

長青學堂 會員：灣仔、中西區、浣紗及退休中心會員

非會員：50歲或以上社區人士
健體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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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手語班
課程編號：浣紗	WSS20-18
日期：10/1/2019至21/3/2019(逢星期四)，
　　　共8堂，17/1,	31/1,	7/2/2019停課
時間：下午4:15	-	5:30
地點：大坑浣紗街1-5號浣紗閣2樓
內容：	導師教授日常生活上的手語及唱歌

學手語
收費：會員	$72　非會員	$122
導師：陳青揚先生	(資深導師)
查詢：2915	0093	馮愛莉姑娘	
備註：學員學成後需協助中心的義務表演

右腦開心家族  
課程編號：	灣仔AEUS36a-57
日期：18/1/2019-22/3/2019(逢星期五)，
　　　共8堂，1/2及8/2停課
時間：上午9:30	-	10:30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85號3樓課室/4樓課室
內容：	本課程溫習及提升珠算乘法，並會

介紹珠算除法，從而增加大腦的反
射和協作，提升腦部機能。

收費：會員$260						非會員$310
導師：	李致康老師	(現任多元智能開發資源

導師)
查詢：2831	3212	王淑珍姑娘
備註：	報名者須已掌握珠心算加減及乘

法。

醒目腦友班
課程編號：	灣仔AEUS28-56		
日期：18/1/2019-22/3/2019	(逢星期五)，
　　　共8堂，30/1、1/2及8/2停課
時間：上午10:35	-	11:35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85號3樓課室/4樓課室
內容：	專注力是記憶的基石，觀察力是記

憶的細胞，想像力是記憶的魔法。
本課程練習不同的記憶法令你更醒
目，還有簡單的手動腦動激活右
腦，在趣味中預防腦退化。

收費：會員$260						非會員$310
導師：	李致康老師	(現任多元智能開發資源

導師)
查詢：	2831	3212	王淑珍姑娘

健腦珠心算初班 (第二期)
課程編號：灣仔AEUS36b-57
日期：18/1/2019-22/3/2019(逢星期五)，
　　　共8堂，1/2及8/2停課
時間：上午11:40	-	中午	12:40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85號3樓課室/4樓課室
內容：	珠心算能激發特定的腦功能，好玩

有益。本課程會講解健腦珠心算與
傳統算盤之區別，教授獨特的撥珠
方法。完成課程可學會四種加法和
四種減法。內容豐富，趣味盎然。
珠心算初班為一延續課程，共三
期。報讀第二期必須曾修讀第一期
或具有相關程度。

收費：會員$260						非會員$310
導師：	李致康老師	(現任多元智能開發資源

導師)
查詢：2831	3212	王淑珍姑娘
備註：	珠心算初班為一延續課程，每9個月

開辦一輯，共三期。

長青學堂會員：灣仔、中西區、浣紗及退休中心會員

非會員：50歲或以上社區人士
健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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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會如遇３號風球／紅色暴雨或以上將會順延一星期舉行

高級經理 張海華姑娘、林偉聰先生、高倩文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