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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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1日（四）、5月9日（四）、6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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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2日（五）、5月10（五）、6月14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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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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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須知

公開報名日

注意事項

退款原則

目 錄



中心經理楊慧蘭

護老身心有法 我們與您同路
根據香港統計處資料顯示，長者壽

命持續增長，2016 年 65 歲或以上長
者人口為 116.3 萬人，獨居長者佔長
者人口 12.7%，兩老長者佔長者人口 
24.7%。平均每 6.3 人便有一名長者。
統計處推算到了 2034 年，本港長者將
會增加一倍至 239.2 萬人，佔整體人
口 30%，以老護老的「年長護老者需
要」題目將被社會持續關注。
凡事親力親為 身心積疲累

長壽年長既已是事實，在過往接觸
的年長護老者，他們可以是夫婦、子
女或兄弟姊妹。護老者以家為本，家
人有事，凡事親力親為的照顧，不依
靠別人協助，獨力承擔所有照顧過程，
他們鍛練一身照顧好武功，既是廚師，
買材料包伙食；又是貼身看護，陪診、
沖涼、餵食、陪伴、監察健康狀況；
更是心理治療師，在陪伴過程，傾訴
心情。護老者從不假手於人，但當照
顧期持續至 3、4 年，被照顧的長者再
體弱了，護老者同是長輩，身體或出
現長期照顧引起的積勞成疾。

經濟能力許可的家庭或會聘用外傭
協助，然而部分家庭或因客觀條件，
如住屋環境狹小，長者不喜歡外傭照
顧，倘護老者不懂尋求社區協助，護
老壓力將更為累積。

適時支援 護老更有力

在過往接觸的護老者中，部分已是身心
俱疲，最終才想瞭解社區支援服務。在護老
的照顧歷程，是可見的親情，即使辛勞照顧，
也是甘心支持。然而，倘我們能早一步互相
認識，也許這照顧路上會更有力，支援彼此，
服務可早一點配套予長者，護老者更可讓自
己騰出時間休息，接觸家裡以外的社區，找
朋友聚會也好，輕鬆舒暢一會，為的是可走
更遠的照顧路途。

在以老護老的情況越見為多時，政府也
於上年底於各長者中心增設了「支援有需要
的護老者」服務，給予長者中心增撥人手，
努力聯絡服務區域的樓宇大廈，與物業管理
公司合作，發掘協助有需要的護老者，瞭解
護老者照顧情況，給予適切的支援。服務更
主力為感到照顧壓力或情緒壓力很大的護老
者，如年長的護老者，缺乏支援的護老者，
也可與長者中心聯絡，期盼於加強版的護老
者服務中，可有效快速的回應護老者的需要，
提供適切的支援。

照顧路上，能與我們同路，將會一定令
你減輕擔憂，給這機會讓我們認識您 ! 歡迎
致電 28051250 與楊慧蘭姑娘或鄭婷婷
姑娘聯絡。如會友、街坊，知道您所住的大
廈或認識的朋友在照顧長者上遇到困難或壓
力，歡迎與我們聯絡。祝大家身心健康 ! 常
伴常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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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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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鼓勵各位會員多參與中心活動。由4/2019 開始，

中心將會不定期為大家帶來驚喜及窩心暖意。想知我地為

大家準備左D咩﹖記得呢個「豬」年多D返黎中心行下大運

啦!!分分鐘「驚喜」隨時係你身邊出現架。

　　驚喜源源不絕……講到講唔曬呀!!總之唔好話我地唔

提早話你地聽啦!!!多D返黎中心，一定有你著數呀!!!

中心最前線



1）適當紓解壓力

工作壓力在生活中不可避免，但如果沒有
好好排解壓力，可能增加糖尿病與心血管
疾病風險，平時生活中最好有減壓活動，
假日到戶外走走，閒時與朋友、家人多談
天，談天過程中就能適度釋放壓力。

2）培養嗜好

老友記培養出嗜好，也是增進健康的好方
法。如果喜愛閱讀，可以隨意找一些書本
消磨；若是喜歡聽音樂，可以約三五知己
一起聽音樂會，可以隨著音符的躍動增加
心中的愉悅。

3）學習管理情緒

情緒過度消極對健康有害，當老友記情緒
大幅波動時，可以學習怎樣處理負面情緒
和應付抑鬱的方法，如將負面想法轉化成
理性而積極的想法，透過運動、鬆弛練習、
與人傾談，以及參與集體社交活動等方法
改善心情。好好控制情緒，能有效將健康
危險風險降到最低，不會因為情緒長期低
落，造成心血管疾病或情緒病風險。

4）定期體檢

要保持健康，就是定期接受身體檢查，越
早發現越早治療，讓疾病可以在控制範圍
內，獲得良好的治療。千萬不要因為擔心
已選擇逃避面對哦。

5）開放自己

不少老友記覺得自己有病又體弱，不適宜
經常外出或參與社交活動，因而變得退
縮，整天困在家中，變成「宅男宅女」。
其實身體不便，不代表要孤立自己，放棄
喜愛的活動，只要時間、行程和活動能適
當地配合，不論體健、體弱的老友記一樣
能夠開放自己，跟朋友相聚交往，甚至去
旅行到處走走。

5

很多老友記於退休後，都難以適應當中的改變，本應是退休的黃金歲

月，卻因不懂安排和計劃，結果變成痛苦的晚年，到底老友記可以怎樣

享受人生的下半場？

長者最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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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舞吧開心快活人 - 年年有魚

掛飾活動

活動花絮
　馬灣之旅-快樂人生　

　醒男戶外鬆一鬆　

寸草心春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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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舞吧

 觸動藝歷表達小組 

寸草心春茗

鈕扣畫

  飯堂做節  



鄭姑娘於 2019 年 2 月 28 日離職。本
中心上下祝她生活愉快！前程似錦！

離職鄭海怡

大家好，我係新到職的社工林頌銘 ( 小
林 )，好開心能認識大家。
希望未來有更多與大家相處
的時光，在中心這個大家庭
能一起學習、一同分享，活
出「身」、「心」、「靈」
健康的人生。

新入職林頌銘

不知不覺在聖雅各福群
會工作接近半年。在這段時
間內接觸到不少長者，令我
有興趣想知道關於長者服務
的資訊。而現在有機會由樓
梯機操作員轉職為個人照顧
員，使我可以學習更多相關知識。希望我
能為各位長者盡一份力服務大家。

新入職黃德林

大家好。古唔到咁快又
係耆跡出現。入聖雅各福群
會工作只不過半年時間。由
樓梯機操作員身份。到宜家
轉職到個人照顧員身份都感
覺非常開心踏實。更可以加
深對長者服務範疇的認識。在此再一次多謝
機構及各位給我機會配合幫手。感謝大家！

新入職葉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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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友記你地好，我
係新入職的輔導服務經理方
家美姑娘。

好開心可以加入聖雅各
這個大家庭，期待與大家一
起同行及分享！

新入職方家美姑娘

職員動向
大家好，我係新入職的

社工盧保文，大家可以叫我
做「文仔」。很高興再次回
到聖雅各這個大家庭，未來
會為大家統籌不同的活動，
希望大家繼續參與及支持中
心的活動。亦歡迎大家同我打招呼，傾下
計，分享寶貴嘅人生故事，請大家多多指
教！

新入職盧保文

各位老友記你好 , 我係姚玉蘭姑娘。
我係主要負責賽馬會「e」健
樂計劃的姑娘。好高興認識
大家，希望日後更多時間與
大家相處及傾吓計，我會盡
力為中心服務，請大家多多
指教 !

新入職姚玉蘭

各位老友記：我是新入
職的程序助理－李永達 ( 達
達 )。

從過去的「靜態」工作，
轉到今日的「動態」工作，
從沈默寡言到喋喋不休，或
許走到某一個階段，自己需要轉變下來，
改變角色。

在聖雅各福群會長者中心工作，對自
己而言確實一項新嘗試和新挑戰，不僅學
習新事物，相信從各位老友記身上，自己
也學習到不少東西，對事物的看法別有一
番體會。

新入職
李永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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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活動

日期：2019年6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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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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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份奶粉展銷 CW37/19

你我健康齊關注2019 - 老友記身體大檢測

由中文大學那打素護理學院四年級學生為中心會員進行身體檢測，包括量血糖、膽固醇、
體脂、驗尿等
　　日期 2019年5月14日(星期二)及5月15日(星期三)；

2019年5月27日(星期一)及5月28日(星期二)
　　時間 上午9:30-1:00時及下午2:00時至5:00時（檢查時段大約一小時）
　　地點 聚樂點 (5月14日及5月15日)；

聚樂點(上午) 聚賢點(下午)(5月27日及5月28日)
　　費用 全免
　　名額 每日25名額
報名方法 月會會員於 5 月月會報名；

通訊會員於 5 月公開報名日報名，額滿即止
活動查詢 社工方家美姑娘、高倩文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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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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W22/19
日　　期：2019年4月12日 （星期五）
報名方法：無需預先登記，歡迎即場報名參加，額滿即止。

CW23/19
日　　期：2019年6月13日（星期四）
報名方法：無需預先登記，歡迎即場報名參加，額滿即止。

時　　間：下午2:30-4:00 地　　點：中心大房/飯堂                                                  
費　　用：全免   名　　額：40人                                               
負責職員：楊麗萍姑娘

耆男耆女笑話當年情

中心活動

耆趣運動體適能 - 
練力帶阻力訓練班(1)

(CW41/19) 

透過練力帶訓練參加者大肌肉的肌力/肌耐
力，改善關節活動及不同肌肉之間的協調
性，並從中灌輸相關健康/運動知識，保持
身心健康及正向心情
　　日期 2019年4月11，18及25日 

(星期四) ，共3堂
　　時間 下午2:30至3:30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 15
　　名額 12人

對象 中心會員
報名方法 即日起到詢問處報名至額滿。
活動查詢 蔡明翰先生 

耆趣運動體適能 - 
啞鈴阻力訓練班 (1) 

(CW40/19) 

透過啞鈴作阻力訓練，訓練參加者大肌肉
的肌力/肌耐力的穩定性，並從中灌輸相關
健康/運動知識，保持身心健康及正向心
情。
　　日期 2019年6月13，20及27日

(星期四) ，共3堂
　　時間 下午2:30至3:30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 15
　　名額 12人

對象 中心會員
報名方法 月會會員於6月月會報名；

通訊會員於5月公開報名日報名，
額滿即止。 

活動查詢 蔡明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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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W62/19) 

透過《Switch瑪莉奧派對》不同的小遊
戲，考考老友記的反應、手眼協調，每個
月逢第2及4週的星期二上午，一齊來挑戰
「電玩龍虎榜」。
　　日期 2019年4月9、23日、5月14、

28日、6月11及25日(星期二)
　　時間 上午10:00至11:15
　　地點 飯堂
　　費用 全免
　　名額 8個

對象 中心會員
報名方法 歡迎即場參加，額滿即止
活動查詢 林頌銘先生 

電玩天地

( I:CW34/19 , II:CW35/19 ) 

一班小義工正密切排練表演項目，為嘅
只係想各老友記可以有一個開心愉快星期
六，仲唔快D參加支持下。
　　日期 I: 2019年 4月6日(星期六)

II: 2019年 4月13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2:00至3:15
　　地點 飯堂
　　費用 全免
　　名額 20人
報名方法 月會會員於3月月會報名；

通訊會員可於3月14日(星期四)公
開報名日開始報名，額滿即止

活動查詢 盧保文先生

小義工到訪( I&II ) 

中心活動
坐式防跌體適能 - 

健腦訓練班(1)
(CW42/19) 

讓行動不便(需要使用助行器具輔助)的長
者亦可以培養運動習慣(訓練腦部/手眼協
調)，保持身心健康
　　日期 2019年5月7，14及21日

(星期二) ，共3堂
　　時間 下午2:30至3:30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 15
　　名額 8人

對象 (需要使用助行器具輔助)
的中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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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參與活動之會員均須面見
評估運動能力後才可報名)核實報
名安排

活動查詢 蔡明翰先生

(CW61/19)

每逢第三個星期四，透過故事、職員分
享，為中心加添正能量，會員更可以透過
點唱互送祝福，彼此傳情達意。
　　日期 4月18日、5月16日、

6月20(星期四)
　　時間 下午1:30至2:00
　　地點 飯堂
　　費用 全免
　　名額 30個

對象 中心會員
報名方法 歡迎即場參加，額滿即止

備註 ①     點唱紙可於「午間加油站」
舉行當日以先到先得的形式
索取，名額為10人。

②     有關個人私隱、具侵犯性的
點唱內容均不會讀出，職員
對於點唱紙的處理有最終決
定權。

活動查詢 林頌銘先生 

午間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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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15/19) 

失眠是長者普遍存在的困擾，若長期失眠
而得不到治理，對身、心健康及行為會構
成負面影響。大眾普遍誤以為長者「睡得
少」是正常老化現象，忽視失眠帶來的問
題及後果。我要好「眠」小組會與大家一
同分享「甜睡安眠」的秘訣。
　　日期 2019年5月9、16、23、30日

(星期四) ，共4堂
　　時間 上午10:00至11:30
　　地點 中心活動室　
　　費用 $10
　　名額 8人 
　　對象 中心會員

(受失眠困擾的長者優先報名)
報名方法 即日起憑會員證到詢問處報名 
活動查詢 張海華姑娘 

我要好「眠」小組 

(CW1/19) 

聽吓、講吓，輕鬆學吓あいうえお，透過
遊戲玩樂，認識簡單日本語。
　　日期 23/5，30/5，6/6，13/6，20/6

，27/6，4/7，11/7(逢星期四)
(共8堂)

　　時間 下午2時30分 至 4時00分
　　地點 中心 (聚賢點)
　　費用 $10
　　名額 8人 
　　對象 中心會員
報名方法 5月6日起，可到詢問處報名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活動查詢 李永達先生

日語初體驗

(CW20/19) 

透過文字遊戲動動手、考考腦，訓練認字
能力。從「字」、「語」行間重新發掘文
字箇中樂趣。
　　日期 2019年4月18日及4月25日

(逢星期四)
　　時間 上午10:30至12:00
　　地點 中心 (聚賢點)
　　費用 全免
　　名額 8人 
　　對象 中心會員
報名方法 4月1日起可到詢問處報名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活動查詢 李永達先生

字得其樂

中心活動

(CW63/19)

陪件我地走過人生路的除了身邊的知音，
從歌曲的旋律、歌詞中亦找到共鳴、有所
抒發、有所反省；亦找到那份力量。那一
首最能代表你？透過音樂，讓我們細聽大
家的人生故事。
　　日期 2019年4月12、26日、5月3、10、

17、24、31日及6月14日(星期五)
　　時間 上午10:00至11:15
　　地點 中心活動室
　　費用 全免
　　名額 10個

對象 中心會員
報名方法 歡迎即場參加，額滿即止

備註 參加者報名後，需經職員評估後
核實報名資格

活動查詢 林頌銘先生 

知音伴我行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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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活動

(CW33/19) 

相信大家總有機會乘撘公共交通工具，今
次邀請到港鐵上環站車站管理主任同大家
講解關於乘撘港鐵的新資訊及各安全注意
事項，喜歡周圍去嘅你密切留意！
　　日期 2019年 5月 9日 (星期四) 
　　時間 上午10:00至11:00
　　地點 飯堂
　　費用 全免
　　名額 30人
報名方法 歡迎即場參加，額滿即止。
活動查詢 盧保文先生

港鐵講講新資訊

(CW60/19) 

透過每月一聚，以茶聚讓男士會員有互相
交流、暢所欲言的機會。
　　日期 4月9日(星期二)、5月22日(星期

三)、6月18 (星期二)
　　時間 下午3:00至4:00
　　地點 大活動室
　　費用 全免
　　對象 中心男士會員
　　名額 20人
報名方法 即日起憑會員證到詢問處報名
活動查詢 林頌銘先生 

男士天地

(CW49/19) 

學生哥~ 好溫書囉~ 咪日日掛住踢波~
今次班學生哥放學唔係去踢波，而係想過
黎中心同大家玩吓遊戲同表演俾大家睇，
預埋你呀！
　　日期 2019年 4月 30日 (星期二)
　　時間 下午 3:00至4:00
　　地點 香港小童群益會 活動室3-4號
　　費用 全免
　　名額 25人
報名方法 月會會員於 4月月會報名；通訊

會員可於4月11 日(星期四)公開報
名日開始報名，額滿即止

活動查詢 盧保文先生

小童群益會與你
渡過開心星期義  (CW47/19) 

「賓果」、「賓果」唔係生果，佢係一個既
緊張又好玩嘅遊戲，「Bingo」、「Bingo」
唔好錯過呀！
　　日期 2019年5月24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2:30至3:30
　　地點 中心飯堂
　　費用 全免
　　對象 中心會員
　　名額 30人
報名方法 於活動當中即場報名
活動查詢 李永達先生
　　備註 中獎者可獲精美禮物乙份

Bingo樂滿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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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活動

輕輕鬆鬆齊齊跳
由伍姑娘教授舞蹈，與參加者一齊輕輕鬆鬆
跳舞做運動

　　地點 飯堂
　　費用 全免
　　名額 20人
報名方法 無需報名，歡迎有興趣參加者當日

出席，參加者請勿穿拖鞋
活動查詢 伍佩芬姑娘

海草舞 (CW 9/19)  

　　日期 30/4/2019 (星期二)
　　時間 上午10:00 至 11:00 

泰國恰恰舞 (CW 10/19)  

　　日期 21/5/2019 (星期二)
　　時間 上午10:00 至 11:00 

FUNKY舞 (CW 11/19)  

　　日期 20/6/2019 (星期二)
　　時間 上午10:00 至 11:00 

 (CW25/19) 

＊＊ 百行孝為先，代代相傳 ＊＊
誠邀為人子女，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的
您。一齊慶賀者個充滿歡樂的日子遊戲分享
及茶聚，歡迎所有會員參加，齊慶賀 。
　　日期 2019年5月17日 (星期五)  
　　時間 下午2:30至3:30
　　地點 中心飯堂
　　費用 $20
　　名額 30人
報名方法 5月月會報名，每月會5個名額；通

訊會員於 5月公開報名日開始詢問
處報名

活動查詢 楊麗萍姑娘

好父母。頌親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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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16/19) 

每年春季，香港天氣都會變得潮濕及忽暖
忽冷，若有皮膚瘙癢、咳嗽或精神不振人
士，都容易出現不適。中醫認為春季與肝
臟五行相配，春季最適宜養肝，今次，我
地請左八方基金會註冊中醫同大家分享一
下春天日常飲食應注意事項及有益湯水。
　　日期 2019年5月3日 (星期五)
　　時間 上午10:30至12:00
　　地點 中心活動室
　　費用 全免
　　名額 30人 (先到先得)
　　對象 中心會員
報名方法 即日起可於接待處報名，額滿即止
活動查詢 張海華姑娘 

春天養生知多Ｄ 

中心活動

(CW50/19) 

五月天，唔知煲咩湯水好，不妨黎聽下湯
水講座，有得試飲又可以增長養生知識，
記得參加呀！
　　日期 2019年5月23日 (星期四) 
　　時間 下午2:30至4:00
　　地點 飯堂
　　費用 全免
　　名額 30人
報名方法 月會會員於 5月月會報名；通訊

會員可於5月9日(星期四)公開報名
日開始報名，額滿即止

活動查詢 盧保文先生

夏季湯水食療講座

(CW36/19) 

邀請營養師前來，讓參加者透過講座更深
了解湯水與日常營養的關係，維持生活健
康。
　　日期 2019年4月16日 (星期二)
　　時間 上午10:00至11:00
　　地點 中心飯堂
　　費用 全免
　　名額 40人(額滿即止) 
報名方法 即日起可於接待處報名，額滿即止

備註 凡出席活動者，均可獲小禮品乙份
活動查詢 蔡明翰先生

湯水營養講座

年年賀你有今日
生日會4-6月

(CW24/19) 

為4月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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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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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中心活動
(CW48/19) 

眼見會員好喜歡玩米蘭棋，所以今次一於
玩大佢，自問棋藝不凡嘅你不妨黎報名參
加呢個米蘭棋大賽，實行以「腦」會友，
睇下最終邊個可以成為中心嘅米蘭棋之王/
之后啦，好期待大家嘅參與，決賽暫定於7
月舉行，確實日期請密切留意！ [需進行抽
籤分組，比賽日期及時間不能私下對調!!]
　　日期 A. 2019年6月25(二)、28(五)

B. 2019年6月27(四) 
　　時間 A. 下午2:00至4:30 

B. 上午9:30至12:00
　　地點 大房
　　費用 全免
　　名額 72人 (每天24名參賽者)
報名方法 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至6月1日，

額滿即止
活動查詢 盧保文先生

米蘭棋大賽-初賽

(CW21/19) 

重溫上世紀50~60年代經典粵語片，從電影
故事中了解舊日社會面貌，各階層生活境
況。細味想當年，重拾昔日情懷，分享不
同往事。
　　日期 2019年6月14日及6月28日

(逢星期五)
　　時間 下午2:30至4:00
　　地點 中心 (飯堂)
　　費用 全免
　　名額 20人
報名方法 6月3日起可到詢問處報名

（歡迎即場參加，額滿即止）
活動查詢 李永達先生

粵語長片重溫　(CW21/19) 

(CW14/19) 

其實舒緩痛症最好的方法，是進行伸展運
動及適量的肌力訓練，強健肌肉力量，從
而降低關節壓力，加上正確的姿勢及注意
生活習慣，自然能減輕關節痛！今次工作
坊我地請到F8 Fund物理治療師黎教大家正
確做運動，舒緩痛症。
　　日期 2019年6月10日 (星期一) 
　　時間 下午2:00至4:00
　　地點 中心活動室　
　　費用 全免

對象 中心會員
　　名額 30人 (先到先得)
報名方法 即日起憑會員證到詢問處報名 
活動查詢 張海華姑娘 

痛症自療運動工作坊

「長者健體計劃」
外展活動2019-2020

(CW46/19) 

由康文署導師帶領長者進行長者健體操，
提高長者對運動的認識，鼓勵他們積極參
與健體活動，養成經常做運動的習慣
　　日期 2018年4月26日 (星期五)
　　時間 上午10:00-11:00及

上午11:00-12:00 (兩節)
　　地點 上環體育館11樓舞蹈室
　　費用 全免
　　名額 每節30人
報名方法 4月健體操: 4月8日(一)起可於接待

處報名，額滿即止
活動查詢 蔡明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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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山寺．淨心遊 (CW19/19) 

慈山寺位於新界大埔汀角及船灣附近的洞梓，背靠八仙嶺，面臨船灣淡水湖，佔地約五十
萬平方呎。慈山寺整座寺院的建築，以盛唐、北宋、遼金三個朝代的中國寺院建築風格作
借鑒，設計莊嚴古雅，各處均流露寧靜的氣氛，可使
人淨化心靈，放下心中煩惱。
　　日期 2019年5月16日(四)   
　　時間 上午9:15至下午5:00
　　地點 遊覽荃灣南豐紗廠、大埔豪宴皇宮酒家午膳、

参觀慈山寺(寺院導賞)
　　集合 上午9:15 中源中心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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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法 月會會員於5月月會報名；

通訊會員於4月公開報名日報名，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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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日農莊綠悠遊 (CW26/19) 

中心活動旅行系列

內容及行程： 美孚饒宗頤文化館  深井豪景花園大八方中國料理午膳【燒鵝餐】 屯門公園
【爬蟲館及共同遊樂場】 大棠朗屏農莊水果園

　　日期 2019年06月20日(四)

　　時間 上午9:15至下午5:00

　　集合 上午9:15 中源中心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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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法 月會會員於6月月會報名；
通訊會員於5月公開報名日報名，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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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埔豪宴皇宮酒家午膳
(每席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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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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HC3/18
CW12/19

健康好「戲」分

與參加者一起分享
不同的電影，讓他
們一起討論不同精
神、心理等健康事
宜，藉此讓參加者
得到適當的舒發，
同時更加關心自己
的健康。

24/4/2019 (星期三)
29/5/2019 (星期三)
26/6/2019 (星期三)
31/7/2019 (星期三)
28/8/2019 (星期三)
25/9/2019 (星期三)
30/10/2019 (星期三)

月 會 會 員 /
通 訊 / 登 記
會員：

即場參加
(額滿即止)

每次
40人

下午3時
至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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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姑娘（Tiffany）查詢 **

中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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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本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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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姑娘 (Tiffany) 

賽馬會「e」健樂電子健康管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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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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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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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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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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活動
甜在心系列

地點︰中心飯堂  每項活動費用︰$20  每項活動名額︰10人

活動名稱 日期 / 時間 備註

甜在心系列（4月） 
蜂蜜蛋糕(一) (CW2 / 19 )

2019年4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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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蜂蜜蛋

糕享用
3.  即日起到詢問處報名至額滿

甜在心系列（4月）
蜂蜜蛋糕(二) (CW3 / 19 )

2019年4月25日(星期四)
下午2:00-3:30

甜在心系列（5月）
班蘭戚風蛋糕(一)
(CW4 / 19 )

2019年5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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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班蘭戚

風蛋糕享用
3.  由5月2日(四)起到詢問處報

名至額滿
甜在心系列（5月）
班蘭戚風蛋糕(二)
(CW5 / 19 )

2019年5月30日(星期四)
下午2:00-3:30

甜在心系列（6月）
燕麥紅莓朱古力軟曲奇(一)
(CW6 / 19 )

2019年6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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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塊燕麥紅

莓朱古力軟曲奇享用
3.  由6月3日(一)起到詢問處報

名至額滿
甜在心系列（6月）
燕麥紅莓朱古力軟曲奇(二)
(CW7 / 19 )

2019年6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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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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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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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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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中心大房  　　每項活動名額︰40
負責職員：楊麗萍姑娘大電影欣賞

日期 名稱 內容

17/4/2019
星期三

2:30-4:30pm

小城故事 主演：鍾鎮濤、林鳳嬌　　　導演：李行

** 1979年榮獲台灣電影金馬獎，一個年青人洗心革面，純樸
清雅的鄉土愛情倫理故事，實屬佳作 **
鄧麗君名曲〈小城故事〉及〈你在我心裡〉娓娓動聽，萬勿錯
過!!! 

16/5/2019
星期四

2:30-4:30pm

紫釵記
(任白版)

主演：任劍輝，白雪仙，梁醒波，靚次伯，任冰兒，陳皮梅
導演：李鐵

** 任白戲寶，萬勿錯過 !!!**
話說才子李益與霍小玉的曲折感人愛情故事…最後有情人終成
眷屬。

19/6/2019
星期三

2:30-4:30pm

海盜王勇闖
金銀島

Treasured 
Island

主演：愛麗絲泰里昂妮；熱拉爾·朱諾；讓·保羅·盧弗

** 此電影法語對白，中文字幕 **  
故事內容緊張，驚險萬分，包你睇到眼都唔斬。
一個杳無人煙的荒蕪小島，縱橫四海的海盜，各
方人士都密謀將寶藏據為己有…

中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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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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27/19：2019年4月13日(星期六)
　　　　　CW28/19：2019年5月25日(星期六)
　　　　　CW29/19：2019年6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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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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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防有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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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士健康站講座–〝腎〞防有病 (CW8/19)  

血糖測試

健康系列



22

(CW65/19)

點樣令個腦唔會生銹，更可食吓腦、補吓
腦，只需5蚊盡享平靚正下午茶，現場仲有
不少動腦玩意，令大家抱腹而回!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星期五)
　　時間 下午2:30至4:00
　　地點 中心飯堂
　　內容 飲飲食食、活腦遊戲
　　費用 $5
　　名額 30人 (先到先得)
　　對象 關注腦部健康的會員
報名方法 月會會員於4月份月會報名; 

通訊會員請於4月21日公開報名日
報名

活動查詢 關嘉莉或岑智榮先生 

５蚊食腦下午茶

(CW64/19)

內容：分享滋潤腦袋的秘笈
　　日期 2019年5月16日 (星期四)
　　時間 上午2:00至3:30
　　地點 中心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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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嘉莉或岑智榮先生 

腦袋大講台

(CW77/19)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四，每個月聚一聚的小組
　　日期 2019年4月25日、5月30日、

6月27日 (星期四)
　　時間 上午10:00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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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憶力多「月」組 

(CW43/19)

內容：齊玩各種不同桌上遊戲
　　日期 2019年 5月17、24日 (星期五) 
　　時間 上午10:00至11:00
　　地點 中心飯堂
　　費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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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笪地

健腦系列
憶力多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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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訓練系列

小組訓練系列

憶力多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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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腦健身房1(CW38/19)

1/4, 8/4, 15/4, 29/4 , 6/5, 20/5      
逢星期一，(共6堂)
(22/4, 13/5為公眾假期暫停)

大腦健身房2(CW39/19)
3/4, 10/4, 17/4, 24/4, 8/5, 15/5    
逢星期三，(共6堂)
(1/5為公眾假期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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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腦健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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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西營盤 (CW44/19)

2019年6月19日(星期三)
　　時間 上午9:30-11:00     
　　地點 西營盤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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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法
活動查詢 岑智榮先生

健腦活腦流動站

(CW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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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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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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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額 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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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鳴謝：同福堂補習腦師義工

補習腦師與你同行



讓心思回到當下
大家好，筆者是初來步到，剛接替輔導服

務經理吳浣玲姑娘的新同工方家美姑娘。在過

去的日子，輔導服務團隊一直為大家帶來不同

方式，如自我管理、靜觀及生命自覺等活動，

分享如何好好地跟自己相處，令使身心健康、

平安自在。

今次，筆者想在此跟大家分享個人在工作

的一些體會，作為跟大家的第一份見面禮。

筆者畢業後，都是從事對人的工作，察覺

到無論是服務對象本人，他們的照顧者都承受

著不同程度的情緒，以致很多時在互動的過程

中或多或少出現了「自己與自己」，「自己與

別人」的衝突及內心交戰，使我們原來「愛」

的關係變得模糊，使我們的心思、意念被已經

發生的事情，特別是一些不愉快的事填得滿

滿，我們平靜的心念推向負面，難以抽離。如：

有母親因兒子將要結婚而情緒變得抑鬱，總是

認為兒子會永遠地離開自己；亦有老友記因為

胃痛而深怕自己患上頑疾；也有家庭成員因一

次衝突而對自己反覆自責，常回想自己出了什

麼錯誤⋯⋯

我們的身體狀況會因著長期被這些念頭及

情緒引致不同的身體反應，也漸漸令我們變得

緊張、焦慮甚至情緒走向低谷。

在此，筆者想分享一些簡單方法，嘗試喚

醒自己，走出一些不必要的念頭，讓我們可以

『停一停』，回到當下此刻。

（一）  常留意自己身體出現的身體「警號」，

如：

  ① 心跳急促

  ② 面紅耳熱

  ③ 呼吸不暢

  ④ 肌肉繃緊

  ⑤ 手心冒汗

  ⑥ 難以入睡

  ⑦ 頭痛頭暈

  ⑧ 頸梗膊痛

  ⑨ 難以專注

（二） 喚停負面念頭，給腦袋「停一停」，透
過五感把自己喚停：

  ①  輕觸或按摩身體那繃緊部位，輕輕
的在心裡跟那個身體部份說聲：“我
留意到你此刻好想要我留意，我知
道了！”；

  ②   專注地飲水，感覺一下飲用水時，
留意那杯水給身體的不同感覺，如
是熱、如是冷，又或是舒服等等感
覺；

  ③  可以的話，讓眼目離開當前環境，
看看風景，留意不同視覺下的感覺；

  ④  嘗試專注地聽音樂，聽聽鳥鳴；

  ⑤  慢慢地呼吸，留意那一呼一吸的感
覺，留意呼吸時不同身體部份的起
伏及改變；

  ⑥  活動一下身體，專注地拉拉筋，感
覺一下身體不同部位的流動拉伸。
筆者在此跟大家分享一個三分鐘呼
呼練習，好讓大家能在繁忙的生活
中，特別是身心受困時，能時刻把
自己帶回當一下，為自己加力。

三分鐘呼吸：

察覺當下，集中意識，
留意身體浮現的感覺

或 / 及念頭。

擴展注意力，留意身體的細微變化。
可以的話，隨著注意到的，

把吸入空氣送到
那個想你留意的身體部份。

專注呼吸，可以重複默念：
「我吸入，我呼出。」

或數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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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健康系列 輔導服務 方家美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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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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一) 2019年3月25日(一) 上午9時正起 Cw451/18 (4)

2019年5月27日(一) 2019年4月29日(一) 上午9時正起 Cw451/18 (5)

2019年6月24日(一) 2019年5月27日(一) 上午9時正起 Cw451/1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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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奕寧姑娘

長者支援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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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2019(五)： 香港電台劇集

31/5/2019(五)： 香港電台劇集

28/6/2019(五)： 香港電台劇集

時　　間：晚上6:30-8:30  地　　點：上環荷李活道公園涼亭
費　　用：全免    負責同事：陳雅汶姑娘、艾奕寧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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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嘉意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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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明醫生夫人	
萬俊投資有限公司
萬裕電子有限公司

董觀國先生夫人	
瑪利諾之友	
趙滿菊小姐
趙歡玲小姐
劉秉然小姐
劉秉濂先生
鄭秀玲小姐
鄭穎儀女士
鄭寶玲女士
盧嘉欣小姐
羅玉琼女士闔家
羅溥晨	
譚少媚女士
譚佩娟小姐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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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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寸草心」活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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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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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贈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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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草心-金豬獻瑞賀新禧

寸草心-金豬報喜慶團年

寸草心1-2月份
生日會

寸草心
護老者茶聚

老友記獲中獎，笑逐顏開

禧哥與老友記載歌載舞，
樂在其中！

各位善長向老友記拜個
早年，恭喜恭喜！

由一眾男士以鼓聲為活
動打開序幕

善長向全場最年長的老
友記送上祝福！

新哥、淑梅姐與長輩打
成一片！

祝各位善長及長輩，龍
精虎猛，豬年行大運！

祝各位老友記身體健
康、笑口常開

老友記一同舉杯，
互相祝福

相愛數十載的
老夫老妻！

楊太、蔡太與一
眾長輩賀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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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園地
義工定期聚會，交流最新的義工情報
活動編號 CW17/19
　　日期 2019 年 4 月 16 日 ( 星期二 )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 30 分
　　地點 本中心
　　名額 40 人
　　費用 免費
　　對象 已登記義工
報名方法 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 陳雅汶姑娘、林偉聰先生

28051250

義工招募 - 外展活動
( 中環街市 ) 
義工協助量血壓
活動編號
　　日期 2019 年 4 月 8 日、5 月 20 日、

6 月 10 日 ( 星期一 )
　　時間 上午 9 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
　　地點 中環街市
　　名額 每節兩位義工
　　費用 免費
　　對象 義工
報名方法 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 林偉聰先生、艾奕寧姑娘

28051250
　　備註 可選一節或多節

義工招募 - 外展活動
( 西營盤街市 ) 
義工協助量血壓
活動編號
　　日期 2019 年 4 月 17 日、5 月 15 日、

6 月 19 日 ( 星期三 )
　　時間 上午 9 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
　　地點 西營盤街市
　　名額 每節兩位義工
　　費用 免費
　　對象 義工
報名方法 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 林偉聰先生、艾奕寧姑娘

28051250
　　備註 可選一節或多節

義工生日齊齊賀 
( 四至七月 )
與中心義工一同慶祝生日，共渡快樂的下
午！
活動編號 CW18/19
　　日期 2019 年 4 月 16 日 ( 星期二 )
　　時間 下午 3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
　　地點 本中心
　　名額 30 人
　　費用 $10
　　對象 已登記義工
報名方法 各已登記並持有效會員證之義

工，可即日起到中心報名及繳
費，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 陳雅汶姑娘、林偉聰先生
28051250

　　備註 4-7 月生日的義工參加此活動方
可獲生日禮物一份

耆義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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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份經費
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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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六)(101室)
2.	聚會日期：2019年5月25日(六)(101室)
3.	聚會日期：2019年6月29日(六)
時間：下午2:30至4:30
地點：灣仔石水渠街85號3樓視聽室或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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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知障礙症服務推介

《荃灣兜個彎》(參觀南豐紗廠)
參觀南豐紗廠、享用下午茶
日期：2019年4月29日	(星期一)
時間：下午2:00-下午5:00
地點：南豐紗廠
集合時間：下午2:00
集合地點：荃灣港鐵站A出口	(站內)
對象：護老者會員
名額：12名
費用：車費及下午茶需由參加者自備。
報名日期：2019年4月3日	(星期三)
活動查詢：林子健先生	2831	3220
備註：1.		中心因應參加者的身體狀況，並

有最終決定是否適合參加本活動
的權利。

　　　2.		此活動報名地點只限灣仔中心接
受報名，敬請注意。	

活動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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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老者支援服務 

《漫遊泥涌》遠足活動
遊覽泥涌「天空之鏡」、馬鞍山午膳
日期：2019年5月17日	(星期五)
時間：上午10:00-下午3:00
地點：泥涌
集合時間：上午10:00
集合地點：港鐵馬鞍山站A出口	(站內)
對象：護老者會員
名額：12人
費用：車費及餐膳需由參加者自備。
報名日期：2019年4月24日
活動查詢：林子健先生2831	3220	
備註：1.			中心因應參加者的身體狀況，並

有最終決定是否適合參加本活動
的權利。

　　　2.		此活動報名地點只限灣仔中心接
受報名，敬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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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推介
《身心FREE-FREE》減壓工作坊
護老者往往過度投入照顧者的角色，因而忽視自身
的需要，可引致精神和身體上承受很大的壓力。為
了讓護老者有效減低照顧壓力，現在誠邀你參與。
日期：	2019年5月11日至6月8日(逢星期六)	(共5節)	
時間：下午2:30	-	4:30
導師：	體適能教練、註冊香薰治療師、註冊社工	
對象：有照顧壓力之護老者
名額：	12人(如有需要可安排托管，詳情請向中心查詢。)
費用：$150	(原價$450)

日期 / 時間 地點
2019年5月11日及5月18日 總會101室
內容：	身體鬆一鬆
　　　‧	體適能教練教授伸展運動，齊齊讓繃緊的

肌肉鬆弛
2019年5月25日及6月1日 待定	/	總會3樓視聽室
內容：	香薰自助按摩
　　　‧	認識部份香薰精油種類及功效
　　　‧	由香薰治療師教授自助按摩方法

2019年6月8日 總會3樓視聽室
內容：	靜觀減壓
　　　‧	認識靜觀的基本概念及其在壓力管理方面

的應用
*	請參加者穿著舒適運動衣服參加工作坊
報名日期：2019年4月3日	(星期三)
活動查詢：林子健先生2831	3220

　　統計處中期人口統計報告指出，隨着人口老化加劇，有長者居住的家庭住戶急
劇增加，2016年獨居或雙老同住長者比10年前上升67.4%。當中有不少以老護老的
個案，對這些年老護老者造成極大的壓力。

中心新增一項“支援有需要護老者服務”，對象主要是為年老照顧者或照顧者遇上
很大或突然新增的照顧壓力。服務將增聘個人照顧員，可協助部分時間看顧長者，
以減輕護老者照顧壓力。
倘護老者感到照顧壓力沉重或想傾訴，歡迎查詢聯絡：
2831	3223(灣仔區	張子聰先生)或2805	1250(中西區	楊慧蘭姑娘)。

《送給最愛的母親》� �
� 玫瑰花cupcake製作班
護老者及長者一同製作玫瑰花
cupcake，致送給最愛的母親/太
太/女兒，慶祝溫馨的母親節。
日期：2019年5月4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2:00	-	4:00
地點：	堅尼地道100號9樓	 	

「創齡‧樂匯」
對象：護老者及其長者
名額：12組
費用：$60	(每組)	
報名日期：2019年4月3日(星期三)
活動查詢：林子健先生	2831	3220

護老者支援服務 

大 搜 查

支援有需要護老者服務

《大搜查》社會福利署加強護老者支援服務

新資訊．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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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鬆一鬆」護老者聚會
日期：2019年4月6日(六)
　　　2019年5月11日(六)
　　　2019年6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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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笑瑜珈
活動編號：CWCRC2/19
日期：	2019年4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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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輕鬆歡樂的運動讓護老者抒發壓力
費用：免費		 對象：護老者
名額：30人
負責職員：鄭婷婷姑娘(2805	1250)
報名日期：2019年4月1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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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六)
日期：2019年5月25日(六)
日期：2018年6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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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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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者：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長者優質睡

眠服務計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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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護老者會員及其長者
名額：40名		 	 費用：免費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額滿
活動查詢：林子健先生	2831	3220

護老者專題講座-自助按摩�
活動編號：CWCRC1/19
日期：2019年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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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正確的按摩方法和用途及一般

手力按摩的禁忌症和安全要點及學
習簡單的手力按摩技巧及自我護理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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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星期一) 中醫義診

活動編號：CWCRC3/19
日期：2019年5月9日	(星期四)
時間：上午10:00	-	中午12:00
地點：上環皇后大道中345號
　　　上環市政大廈11字樓
內容：透過義診方式為護老者診斷身體情況
費用：免費		 	 對象：護老者
講者：陳偉文中醫師
名額：12人(每人約10分鐘)
備註：1)第一次參加者優先	
　　　2)	25/4(四)為公開抽籤
報名日期：2019年4月1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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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護老者資源中心會員、照顧者、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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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健體系列一�:��� � � �
� 水中健體訓練班(護老者篇)�

地點：中山紀念公園游泳池
內容：	讓長期照顧認知障礙的護老者透過

水療減輕痛症及舒緩身心
費用：$200
對象：照顧認知障礙者護老者
導師：鄭鍵明先生(專業水上健體教練)
備註：1）	適合完全不懂水性或游泳者參加
　　　2）請自備泳衣、泳鏡及泳帽
　　　3）導師會提供運動設備
　　　4）活動已包保險

水中健體系列二�:��� � �
� 放鬆任你行(被照顧者篇)�

地點：中山紀念公園/本中心
內容：	讓認知障礙症會員於戶外舒展身心
費用：免費
對象：參與水中健體的被照顧者
備註：1）	只適合參加水中健體班的被照

顧者參與
　　　2）	如受天氣影響
　　	　　會更改為於
　　	　　中心活動

護老者支援服務 

日期：2019年6月19日至7月10日(逢星期三)	
時間：上午10:00	-	11:00	
名額：各8人	 	 報名日期：2019年5月2日(星期四)

CWCRC4/19

護老者專題講座�-�
�����������������精明使用醫療券
日期：2019年5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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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醫療券計劃內容及應用；分享

醫療券方法與個案分享及注意事項
對象：護老者	 	 名額：30人
講者：衛生署姑娘
合辦機構：衛生署
報名日期：2019年5月2日(星期四)

CWCRC8/19

護老者專題講座�-�
�����������������足部平安�
日期：2019年6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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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長者足患，如雞眼、腳腫等成

因及治療方法
費用：免費		 	 對象：護老者
講者：衛生署姑娘	 名額：40人
報名日期：2019年6月1日(星期六)

CWCRC10/19

護老者專題講座�-�
�����������������舒緩痛症�
日期：2019年6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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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中醫師講解有關身體上的痛症

及舒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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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星期六)

CWCRC9/19

「腦力加油站」�(第一組)�
日期：2019年6月4日至7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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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星期四)

CC1/19

CWCRC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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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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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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島區「上門」回收復康用具服務
於2019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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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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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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洲遊遊行

姓名 捐贈內容

葉先生 醫院床

戴太 輪椅、醫院床、
鹽水架、坐磅

陳先生 奶粉4罐

袁小姐 醫院床、氣墊床褥、
尿片25包

吳先生 奶水64盒
盧小姐 醫院床

袁小姐
輪椅、便椅、手叉、
尿片4包、片芯6包、

腳踏單車
鄭女士 輪椅

羅小姐 便椅、輔行架、
氣墊床褥、cushion

何保儀 輪椅
黎先生 尿片1包

施小姐 輪椅、手叉2個、
靠背架

戴女士 輪椅、便椅、
輔行架、手叉

姓名 捐贈內容

王小姐 高背椅

姚小姐 輪椅、輔行架、
手叉

范小姐 輪椅、便椅
馬女士 氣墊床褥
蔡女士 輪椅

嚴小姐 輪椅、輔行架、
靠背架、坐墊

范先生 醫院床

郭小姐 輔行架、醫院床、
氣墊床褥、奶水288盒

劉先生 醫院床

丘小姐 輪椅、便椅、輔行架、
高背椅、奶水40盒

林先生 氣墊床褥
鄭小姐 醫院床

何小姐
輪椅、便椅、

輔行架2個、手叉、
尿片10包、片芯10包

姓名 捐贈內容

陳先生 奶水20盒、鹽水架

余太 輪椅、便椅、
手叉、高背椅

郭旭財 輪椅
于國章 輪椅

Miranda 輪椅、輔行架、
手叉、醫院床

浣紗中
心

輪椅2部、輔行架2個、
手叉8個、氣墊床褥2張、

腳塞12個
梁小姐 高背椅
洪小姐 氣墊床褥
鄧小姐 輪椅
陳先生 高背椅
鍾太 輪椅、輔行架

林先生 尿片20包、奶水36盒、
造口袋3包、胃喉2個

在過去2018年11月至2019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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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鳴 謝

禪繞Zentangle
認知障礙症家屬班

新春行大運

活動花絮

護勉組新年自助午餐聚會

護老者支援服務 會員：護老者資源中心會員、照顧者、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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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學堂

書法班(一)
課程編號：中西區	CWEES2/19
日期：27/4/2019至29/6/2019(逢星期六)，			
　　　共10節	
時間：下午3:00	-	5:00		
地點：皇后大道中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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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倩文姑娘3975	0401

書法班(二)
課程編號：中西區	CWEES1/19
日期：10/4/2019至26/6/2019(逢星期三)，	
　　　共10節	，1/5及15/5停課
時間：中午12:00	-	下午2:00		
地點：皇后大道中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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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玲森老師
查詢：高倩文姑娘3975	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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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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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至70% 及；
　　　　　　　　　　　　‧舊生只可優先報讀其本人正就讀的課程。
（三）各班導師會因應該班學員的進度而調整教學內容，特此敬告!
（四）報名守則詳情，請參閱各中心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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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US4-59
日期：	8/4/2019至24/6/2019(逢星期一)，

共10堂，22/4及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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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珍姑娘2831	3212	

普通話研習班
課程編號：浣紗WSS12-45
日期：	3/5/2019至28/6/2019(逢星期五)，

共8堂，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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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愛莉姑娘2915	0093	

語文、會話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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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班
課程編號：銅鑼灣CBES19-8
日期：17/4/2019至19/6/2019(逢星期三)，
　　　共8堂，1/5及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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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等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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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興
趣加入之新同學，請預先向退休中
心留名，謝謝！

收費：會員$328		非會員$378	
導師：陸偉成先生	(資深導師	)
查詢：張秋儀姑娘2882	8750

非洲鼓班
課程編號：中西區	CWEES4/19
日期：17/4/2019至26/6/2019(逢星期三)	，
　　　共9堂，1/5及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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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　非會員$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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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倩文姑娘3975	0401

梅蘭菊竹班
課程編號：中西區	CWEES7/19
日期：29/4/2019至8/7/2019(逢星期一)，	
　　　共8堂，13/5、27/5及1/7停課		
時間：上午9:30	-	11:00
地點：皇后大道中號345號
　　　上環市政大廈11樓
內容：	蘭為文人畫四君子之一，喻君子雖

深藏不露，其德行及學識卻影響着
與他為鄰的人群。本課程以意筆方
法介紹用筆、用墨、用色畫蘭法，
並簡言蘭的自然生態，使初學者易
於掌握。老師會於堂上示範並對學
員在堂上提交的功課作個別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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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倩文姑娘3975	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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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樂粵曲班
課程編號：浣紗WS06-51
日期：4/4/2019至20/6/2019(逢星期四)，
　　　共10堂，18/4及2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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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更容易掌握音樂的節奏。

　　　本期教授曲目：
　　　(一)	蘇武歸漢及(二)江城子
收費：會員$290　非會員$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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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民添先生
查詢：馮愛莉姑娘2915	0093
備註：本期只接受平喉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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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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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國畫班（第二輯第三期）
課程編號：灣仔AEUS11b-90
日期：30/4/2019至18/6/2019(逢星期二)，
　　　共8堂
時間：上午11:15	-	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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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一期從基本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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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年，1980

年即在各中心教授國畫書法，現為香
港硬筆書畫會悟藝書畫會顧問，雲海
草堂研藝畫會永遠會長。）

查詢：王淑珍姑娘　2831	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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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鳥畫雜錦篇」國畫班（第一期）��
課程編號：灣仔AEUS11b-91
日期：30/4/2019至18/6/2019(逢星期二)，
　　　共8堂
時間：上午9:30	-	11:00
地點：灣仔石水渠街85號8樓課室
內容：	自然界的美麗，除了山川湖海，還

有鳥語花香。花有四季之分；鳥有
候留之別。花鳥國畫，除了學會用
筆、用色、構圖外，還須深入瞭解
所畫對象，才能寫出其形、畫出其
神。堂上老師示範作畫方法，並給
同學堂上交來作品予口述評語。

收費：會員$360			非會員$410
導師：	林華泰老師(從事教育工作39年，1980

年即在各中心教授國畫書法，現為香
港硬筆書畫會悟藝書畫會顧問，雲海
草堂研藝畫會永遠會長。）

查詢：王淑珍姑娘	2831	3212
備註：	本課程適合初學者報讀，
　　　	自備文具：二層夾兩張、中國顏

色一盒、墨汁一瓶。筆：中蘭竹一
支、三號犳狼毫毛筆一支、大鳳一
枝、大紅毛筆一支。老師代印畫
稿，第一堂派發，費用實報實銷。

書法研習班A及C班���
日期：10/4/2019至19/6/2019(逢星期三)，
　　　共10堂，1/5停課
Ａ班：灣仔AEUS14a-59
　　　時間：上午9:00	-	10:15
Ｃ班：灣仔AEUS14c-59
　　　時間：上午11:40	-	下午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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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珍姑娘	2831	3212	

長青學堂
會員：灣仔、中西區、浣紗及退休中心會員

非會員：50歲或以上社區人士藝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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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Good�fit綜合舞Ａ班
課程編號：灣仔AEU48a-16		
日期：	10/4/2019至19/6/2019(逢星期三)，

共10堂，1/5停課	
時間：上午10:00	-	11:15

活力Good�fit綜合舞B班�
課程編號：	灣仔AEU48b-16
日期：	1/4/2019至24/6/2019(逢星期一)，
　　　共10堂，15/4	、22/4	及13/5停課
時間：上午10:00	-	11:15

活力Good�fit綜合舞E班�
課程編號：灣仔AEU48e-15	
日期：	9/4/2019至11/6/2019(逢星期二)，
　　　共10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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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珍姑娘	2831	3212	
備註：每班最少18人開班

健體系列

人像�/�靜物素描班�
課程編號：銅鑼灣CBES17-12
日期：16/4/2019至18/6/2019(逢星期二)，
　　　共10堂
時間：下午3:30	-	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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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非會員$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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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秋儀姑娘　2882	8750
備註：請自備HB鉛筆、畫紙

花鳥國畫研習班��
課程編號：灣仔AEU43-23
日期：26/4/2019至5/7/2019(逢星期五)，
　　　共10堂，7/6停課　
時間：下午2:30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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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珍姑娘2831	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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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珍姑娘　2831	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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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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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排舞初班�(A,B班)�(浣紗)�
課程編號：(A班)	浣紗WS11A-51
　　　　　(B班)	浣紗WS11B-51
日期：	3/5/2019至28/6/2019(逢星期五)，

共8堂，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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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非會員$302
導師：楊少馨老師		(資深導師)
查詢：	馮愛莉姑娘	2915	0093	

排排舞�B班�
課程編號：銅鑼灣CBE15-64
日期：11/4/2019至27/6/2019(逢星期四)，		
　　　共6堂，18/4，2/5，16/5，23/5，
　　　30/5及20/6停課
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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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ChaC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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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非會員$203
導師：蘇永明先生(英國國際教師協會會員)
查詢：張秋儀姑娘	2882	8750	

社交舞A班（渣華）�
課程編號：銅鑼灣	CBE22-48
日期：8/4/2019至24/6/2019(逢星期一)，	
　　　共10堂，22/4及13/5停課	
時間：下午4:00	-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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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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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也遍及社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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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220			非會員$270
導師：蘇永明先生(英國國際教師協會會員)
查詢：張秋儀姑娘	2882	8750

趣味拉丁排排舞基礎班
課程編號：灣仔AEU48f-16
日期：	11/4/2019至27/6/2019(逢星期四)，

共10堂，18/4及2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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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採用一系列拉丁舞步齊齊

跳，無須舞伴。拉丁舞具有輕鬆、
熱情、奔放、隨和、激情等的魅
力，透過舞步抒發內心感情，增強
體質，鬆弛神經、肌肉及增進人際
關係，既可享受音樂同時更可增強
體魄，令身心都回復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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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珍姑娘	2831	3212	
備註：每班最少18人開班。

健體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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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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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柔力球班(星期一)
課程編號：銅鑼灣	CBES15-13
日期：15/4/2019至24/6/2019(逢星期一)，
　　　共9堂，22/4及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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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非會員	$397
導師：香港柔力球總會教練
查詢：張秋儀姑娘2882	8750
**課程內容將因應同學的學習進度而有所更改

健美瑜伽班(C)
課程編號：灣仔AEU34c-56
日期：11/4/2019至13/6/2019(逢星期四)，	
　　　共10堂
時間：上午11:30	-	下午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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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導學員如何伸展及舒緩僵硬的身軀,	
強化肌肉.	通過呼吸及伸展動作之練
習，讓他們體驗身心的放鬆及平靜.	
使身軀及心靈上得到適當舒緩。參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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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慧嫻老師(Pacsy	Lam)(專業瑜伽導師)
查詢：王淑珍姑娘2831	3212
備註：每班最少18人開班。

健美瑜伽班(B)
課程編號：灣仔AEU34b-56
日期：9/4/2019至11/6/2019	 (逢星期二)，
　　　共10堂
時間：下午2:30	-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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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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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珍姑娘2831	3212
備註：每班最少18人開班。

社交舞B班
課程編號：銅鑼灣	CBES11-64
日期：11/4/2019至27/6/2019(逢星期四)，
　　　共6堂，18/4，2/5，16/5，23/5，
　　　30/5，20/6停課
時間：上午11:30	-	中午12:45			
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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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也遍及社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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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153				非會員$203							
導師：蘇永明先生(英國國際教師協會會員)
查詢：張秋儀姑娘2882	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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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體適能綜合運動A班
課程編號：銅鑼灣CBES40-1
日期：13/4/2019	至	8/6/2019	(逢星期六)，
　　　共6堂，20/4、4/5及25/5停課
時間：上午9:15	-	下午10:30		
地點：北角福蔭道七號
　　　銅鑼灣社區中心三樓禮堂
內容：	本課程訓練上肢及下肢肌肉耐力，

減少肌力流失，增強個人平衡力和
穩定性、減少受傷／跌傷風險。心
肺功能提升，增加血液運送氧氣能
力。教授正確運動技巧、預防運動
創傷，增加關節活動幅度。會做一
些伸展動作，增加肌肉柔軟度，放
鬆肌肉。運動能改善身體質素，促
進身心健康。

收費：會員$231		非會員$281	
導師：盧震邦先生
查詢：張秋儀姑娘	2882	8750

太極班
課程編號：浣紗WSS17-19
日期：30/4/2019至18/6/2019(逢星期二)，
　　　共7堂，14/5及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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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非會員	$	200
導師：梅國佳先生	(資深導師)
查詢：馮愛莉姑娘2915	0093

楊式太極拳班
課程編號：銅鑼灣CBES6-62
日期：22/5至	26/6	(逢星期三)，共6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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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內外兼修，誠為健康的瑰寶。本
班所教授的傳統太極以楊家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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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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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反弱為
強，宿疾脫體，修養精神，陶冶性
情。

收費：會員$198				非會員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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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秋儀姑娘	2882	8750

鬆筋護骨健體舞班
課程編號：中西區	CWEES5/19
日期：15/4/2019至24/6/2019(逢星期一)	，
　　　共8節，22/4、6/5及13/5停課
時間：下午3:00	-	下午4:00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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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堅尼地城社區綜合大樓
　　　11樓5及6號活動室
										(港鐵堅尼地城站B出口左轉即達)
收費：會員$280			非會員$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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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高倩文姑娘	3975	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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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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歇式全身訓練運動班
課程編號：中西區	CWEES6/19
日期：15/4/2019至24/6/2019(逢星期一)	 ，　
　　共8節，22/4、6/5及13/5停課
時間：下午4:00	-	下午5:00
內容：	由前香港跆拳道代表隊、專業健身教練

為長者設計不同的動作組合，以多種訓
練方法，包括間歇訓練、循環訓練和動態
運動訓練，助長者增加核心肌肉、提升心
肺功能、活動能力及平衡力等。課程亦會
教授長者基本的跆拳道訓練動作，有助
預防骨質疏鬆、提升對環境的警覺性，即
使面對突發情況，如滑倒，都有能力應付
自如，減少意外發生。

地點：	堅尼地城社區綜合大樓11樓5及6號活動
室(港鐵堅尼地城站B出口左轉即達)

收費：會員$280			非會員$330
導師：	田永泰(前香港跆拳道代表隊，美國國家

體能協會認可私人健身教練，體育及康
樂管理學士)

查詢：高倩文姑娘3975	0401

瑜伽班
課程編號：銅鑼灣CBE1-61
日期：	8/4/2019至24/6/2019(逢星期一)，共5

堂，15/4，22/4，6/5，13/5，20/5，3/6及
17/6停課

時間：上午10:00至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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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北角渣華道99號巿政大廈室內運動場5
樓舞蹈室

收費：會員$168			非會員$218
導師：	張啟源先生	(資深導師)
查詢：張秋儀姑娘2882	8750

右腦開心家族��
課程編號：	灣仔AEUS36a-58
日期：	3/4/2019至21/6/2019(逢星期五)

，共8堂，7/6停課	
時間：上午9:30	-	10:30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85號3樓課室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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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珍姑娘2831	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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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US28-57
日期：	26/4/2019至21/6/2019(逢星期

五)，共8堂，7/6停課
時間：上午10:35	-	11:35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85號3樓課室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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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淑珍姑娘2831	3212

健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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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S20-19
日期：4/4/2019至20/6/2019(逢星期四)，
　　　共10堂，18/4及2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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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非會員	$140
導師﹕陳青揚先生	(資深導師)
查詢﹕馮愛莉姑娘2915	0093
備註﹕學員學成後需協助中心的義務表演

健腦珠心算初班�(第三期)
課程編號：	灣仔AEUS36b-57
日期：26/4/2019-21/6/2019(逢星期五)，
　　　共8堂，7/6停課
時間：上午11:40	-	中午	12:40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85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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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讀第三期必須曾修讀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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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珍姑娘2831	3212
備註：	珠心算初班為一延續課程，每9個月

開辦一輯，共三期。

健體KEEPFIT綜合舞
課程編號：浣紗	WS22-11
日期：3/4/2019至19/6/2019(逢星期三)，
　　　共8堂，17/4、24/4、1/5、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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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愛莉姑娘2915	0093

歡樂唱歌基礎班
課程編號：浣紗WS16-31	
日期：	8/5/2019至26/6/2019(逢星期三)，

共8堂，1/5停課
時間：	下午1:45	-	下午3:15
地點：	大坑浣紗街1-5號浣紗閣2樓
內容：	課程專為對歌唱有興趣人士而設。

教授參加者唱技巧、如運氣、發
聲、節拍及共鳴等，每期安排多首
懷舊金曲，並以卡啦OK形式作實
踐，從而提升參加者對歌曲的演
繹與歌唱技巧。今期預計教授歌
曲1.田園春夢，2.水仙情，秋水伊
人……等

收費：	會員	$280，非會員	$330
導師：	韓昌華先生	(資深導師)
查詢：	馮愛莉姑娘2915	0093

健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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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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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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倩文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