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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雅各福群會 持續照顧 中西區長者地區中心
地址：香港上環皇后大道中345號上環市政大廈11樓

電話：2805 1250 傳真：2815 4866 電郵：cwdecc@sjs.org.hk
Whatsapp: 9201 2242  此號碼只供發送活動之用，如要報名及查詢，請直接致電中心電話

普通活動報名日期：普通活動報名日期：

10月12日（三）、11月8日（二）、12月7日（三）10月12日（三）、11月8日（二）、12月7日（三）

首天專線：9201 2242∕9201 6832∕5441 2803 首天專線：9201 2242∕9201 6832∕5441 2803 

首天報名：每名會員或護老者最多只能報2個活動！首天報名：每名會員或護老者最多只能報2個活動！

超熱門活動登記日期：超熱門活動登記日期：

10月13日（四）、11月9日（三）、12月8日（四）10月13日（四）、11月9日（三）、12月8日（四）

專線：2805 1250 專線：2805 1250 

留位登記：每名會員或護老者最多只能預留2個活動！留位登記：每名會員或護老者最多只能預留2個活動！

普通活動&超熱門活動報名時段：普通活動&超熱門活動報名時段：

上午10時至下午1時、下午2時至4時半上午10時至下午1時、下午2時至4時半

耆耆
跡跡

超熱門活動不是先到先得超熱門活動不是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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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會員大家好，中心已經恢復實體月會，

大家請按照自己所屬的月會組別及時間出席！

注意：	現時的月會主要用作分享中心公告、宣傳及報告中

心活動。唯中心亦會不定期安排驚喜活動予會員報

名，請多留意中心不同的宣傳渠道。會員如需報名

每月的恆常活動，請按照以往「普通活動」及「超

熱門活動」之報名日期以電話方式報名。

月會 一上 二下 四上 四下 六上

時間
10:00-
11:30

2:30-
4:00

10:00-
11:30

2:30-
4:00

10:00-
11:30

10月 10月3日 10月11日 10月6日 10月6日 10月8日

11月 11月7日 11月1日 11月3日 11月3日 11月5日

12月 12月5日 12月6日 12月1日 12月1日 12月3日

溫馨提示：
‧	如欲報名參加活動，請務必在參加活動前完成2022–

2023年度的續會手續。

‧	中心會員系統更新關係，請會員盡快到中心完成換證

手續。

2022年10-12月 
月會安排

「驚喜活動」
為鼓勵大家多留意中心不同的宣傳渠道及多到訪中心，中心將不

定時舉辦驚喜活動。

如果大家不想錯過驚喜活動，記得多到訪中心並留意中心櫃檯張

貼的海報、多出席月會、多留意中心的Facebook和WhatsApp啦！

立即將中心WhatsApp號碼（9201 2242）加入手機聯絡人 

未熟悉如何使用智能電話的老友記，歡迎到中心找科技小組職員

（朱君情姑娘、楊諾謙先生、馮翊崙先生）協助

立即讚好中心Facebook專頁

多讚好、多留言、多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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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如欲報名參加收費活動，請務必在參加活動前完成續會手續。

2.	活動供所有會員報名，由於致電人數眾多，請每通電話後耐心稍後，等待職員接聽；

3.	報名時段：上午10時至下午1時、下午2時至4時半；

4.	普通活動首天報名以電話留言、親身報名或whatsapp報名一概不予受理；

5.	普通活動專線報名日或超熱門活動之首天報名：每名會員最多只能報2個活動；

6.	唯個別活動需職員評估核實資格外，一般會以先到先得方式處理（超熱門活動除外）；

7.	如活動資料有更改，將會於中心Facebook專頁公佈或個別通知參加者！

8.	本中心保留最終的酌情權及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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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款才退回給參加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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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1月 12月

普通

活動

專線報名日 10月12日（三） 11月8日（二） 12月7日（三）

*後備專線報名日 10月13日（四） 11月9日（三） 12月8日（四）

專線：9201 2242∕9201 6832∕5441 2803

（只限首天適用，其餘時間請致電中心2805 1250親臨中心報名）

*倘遇風球∕暴雨訊號懸掛，引致專線報名日期需要更改，或請參考後備報名日期。

超熱門
活動

超熱門登記日（所有會員） 10月13日（四） 11月9日（三） 12月8日（四）

結束登記日 10月15日（六） 11月11日（五） 12月10日（六）

電話：2805	1250	 #由上述日期起三個工作天內登記抽籤，由負責職員抽籤後再個別通知中籤者。

Caution

重要！重要！重要！重要！重要！重要！

如有疑問可致電致本中心查詢或留意

中心Facebook的公佈，敬請留意！

活動報名：1. 活動以「活動報名專線」方式進行報名

     2. 恢復實體月會

2022年10-12月份2022年10-12月份

活動報名須知：

超熱門活動超熱門活動
不是先到先得不是先到先得

只限只限

首天首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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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支援資訊疫情下支援資訊
疫情持續，老友記如果有新冠肺炎的徵狀（如︰發燒、乾咳、感到疲

乏、喪失味覺或嗅覺、鼻塞、喉嚨痛、頭痛、肌肉或關節疼痛、皮疹、

噁心或嘔吐、腹瀉、發冷或暈眩等），建議盡快進行快速抗原測試。如

果快速抗原測試有兩條線，即代表確診了，老友記可以怎樣做？

第一步︰	可於快測申報平台(https://www.chp.gov.hk/ratp/)申報資料或致電通知衛生署（電話：1836	

119)。在家中靜候相關部門聯絡。

第二步︰	如有身體不適，可致電醫管局或預約指定診所求醫。

服務 電話☎ 內容

醫管局求助熱線❤ 1836 115

服務時間： 每日上午8時至晚上10時

服務範疇： 解答等候入住隔離設施確診人士的醫療查

詢及提供感染控制建議。

堅尼地城賽馬會普通科門診

診所 (中西區指定診所 )
2817 3215

協助治療因較輕微感染徵狀（例如發燒、咳嗽、喉嚨痛

等）而需要獲得醫生診症服務的社區確診病人。

抗疫的士🚖 3693 4770

服務時間： 每日上午8時至晚上10時

服務範疇： 免費接送等候送院期間需要醫生診症的確

診市民前往指定診所。

但是，如出現以下症狀，應前往急症室求醫：

‧服用退燒藥後仍然發燒超過38.5度並持續多於兩天 ‧體溫攝氏35度或以下

‧呼吸困難或氣促 ‧失語或不能行動 ‧不能甦醒或不能保持清醒

‧胸部或腹部疼痛 ‧頭暈或意識混亂或精神狀態明顯轉變 ‧抽搐

‧虛弱或腳步不穩 ‧持續不能飲食，或腹瀉∕嘔吐多於兩天

第三步︰	由於確診者及密切接觸者需要在家隔離，不能外出。若隔離期間需要物資或情緒支援，可聯

絡以下部門︰

服務 電話☎ 內容

消防處（安排確診者送

往社區隔離設施）

Whatsapp:

5233 1833

服務範疇： 經核酸測試或快速測試呈陽性的市民，如症狀輕微並

有自理能力，可聯絡消防處安排送往社區隔離設施

民政總署「居家抗疫」

熱線
1833 019

服務時間： 24小時

服務範疇： 為未能自行解決生活物資的「居家抗疫」市民派發物

資包，以及為家居檢疫人士提供支援和協助，解答市

民各方面疑慮。

聖雅各福群會西安中心

「疫情支援服務」
3565 4401

如確診人士有經濟困難或缺乏支援，只要經有關社工轉介，將會

提供隔離期間的物資∕送飯支援服務。 

香港紅十字會

「抗疫同行熱線」
3628 1185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10時至晚上6時

服務範疇： 一站式解答抗疫及最新防疫措施的問題、提供心理支

援，以及香港紅十字會及其他社區服務資訊，並按需

要提供食物包、防疫物資及快速檢測劑等。

香港心理衞生會情緒支

援熱線
9851 0854

服務時間： 周一至三、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周四下午2時至晚

上10時

服務範疇： 由社區精神健康服務的專業社工負責接聽，緩解市民

因疫情或經濟環境而受到的情緒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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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逆心聆熱線」 6996 6463

服務時間： 每日上午10時至晚上7時

服務範疇： 熱線凝聚超150位精神健康專業人士，紓解市民情緒

困擾和焦慮，有需要則會提供進一步免費心理支援，

助市民走出困境。

何時完成隔離？
若確診者未有接種或只接種一劑新冠疫苗：

隔離日數為14日

若確診者已接種至少兩劑新冠疫苗︰

隔離日數為7日
確診者於第13日及第14日進行快速抗原測試，連

續兩日取得陰性結果，才被視為康復，就可以離

開家居。

但在第13或14日，若有任何一次呈陽性，都需要

繼續接受隔離及每天進行快速抗原檢測，直至連

續兩日取得陰性結果，才被視為康復，就才可離

開家居

確診者可於第6日及第7日進行快速抗原測試，連

續兩日取得陰性結果，才被視為康復，就就可以

離開家居。

但在第6或7日，若有任何一次呈陽性，都需要繼

續接受隔離及每天進行快速抗原檢測，直至連續

兩日取得陰性結果，才被視為康復，就才可離開

家居

資料或會因應疫情發展不時更新，請留意政府發佈的最新消息。

因應疫情，中心已加強清潔如下︰

1. 每天上、下午各一次用1:49稀釋漂白水清洗傢俱、共用設施、扶手、有使用過的服務器具及遊樂設

施等經常接觸的表面及地面。

2. 每月安排一次深層清潔洗手間。在懷疑有傳染病患者使用過的廁所，先徹底沖走污物，用1:49的稀

釋漂白水抹洗，尤其內部邊緣及廁所隙，再清洗地台，30分鐘後再沖廁。然後按日常清潔工作程序

再次清理該地方。

為保障彼此健康，提提大家︰

1. 若身體感到不適，建議進行快速抗原測試，盡早求醫。

2. 若不幸確診，請呈報衛生署及留在家中，若有需要支援，可於辦公時間內致電中心。

合併普通及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合併普通及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2022年9月1日起生效）
2022年9月1日起，普通長者生活津貼（普通津貼）及高額長者生

活津貼（高額津貼）已劃一發放每月3915元津貼，詳情如下︰

合併前 合併後

普通長者生活津貼 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長者生活津貼（2022 年 9 月 1 日起）

每月金額 2920 元 3915 元 3915 元

每月入息上限
單身：10,430 元
夫婦：15,810 元

不變

資產總值上限
單身：374,000 元
夫婦：568,000 元

單身：163,000 元
夫婦：247,000 元

單身：374,000 元
夫婦：568,000 元

* 凡於合併前（即2022年9月1日前）已正在領取普通津貼的長者（即$2920），

 無須提交任何申請，在2022年9月1日起將自動獲發較高額的津貼（即$3915）。

** 安排同樣適用於廣東計劃及福建計劃長者。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網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6/20/P20220620003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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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敬老護老愛心券」慈善籌款活動於2022年10月22日至11月27日舉行。 

本會已連續第21年參與是項慈善籌款活動，鼓勵機構同工、服務使用者、社區人士、學生、企業∕公

司等鼎力支持。期盼活動喚起社會各界人士關注及照顧長者的需要，推動敬老護老的訊息。同時，透

過動員長者及社區人士義賣「愛心券」，鼓勵各界貢獻社會。籌募所得之所有收益，在扣除愛心券辦

事處行政費後，會全數撥予各持續照顧單位使用，用於開辦新的長者服務及添置中心內的設備。

現誠邀各界鼎力支持，透過本單位購買「敬老護老愛心券」，便可協助本會長者服務之發展。凡欲認

購者，請於2022年10月22日至11月27日期間（辦公時間內）往本單位向職員認購。 

何浩然先生	 新入職何浩然先生	 新入職
大家好，我係剛到職既樂齡同行計劃

項目經理何先生(Frankie)，期待係中

心認識大家，同大家傾計。

陳振華先生	 新入職陳振華先生	 新入職
各位老友記大家好！我係新入職嘅同

事華先生，係認知障礙服務嘅項目主

任。期待與各位老友記認識並為各位

服務！

楊婷婷姑娘	 新入職楊婷婷姑娘	 新入職
大家好，我係剛到職負責會員服務的

項目主任楊婷婷(Antonia)，期望能夠

與各位老友記有緊密的接觸，分享生

活中的點滴。

楊諾謙先生	楊諾謙先生	 新入職新入職
各位老友記大家好，我係負責

會員服務的新入職社工同事阿

謙，好開心能來到中心為大家服

務，期待同大家見面、傾計，多多指教！

盧保文先生	盧保文先生	 升職升職
大家好，我係盧保，剛升任為

團隊隊長，主要負責護老者服

務。雖然離開了教育及發展服

務，不過在新的工作上都要繼續學習，期待

在中心與大家見面和聊天，互相分享護老之

道，照顧家人亦不要忘了照顧自己呀！

杜煒樑先生	杜煒樑先生	 升職升職
大家好，我係杜生，感謝大家

過往一直的支持，由8月起我

會升為項目主任，負責長者支

援服務，我會繼續留在中心為

各位老友記服務，好期待在中心

與大家見面和聊天，分享彼此的生活點滴。

愛心義賣嘉年華2022  CW262/22
小食、日用品及精品義賣、遊戲及手工藝攤位。

日　　期：2022年12月17日（星期六）	 攤位遊戲及義賣環節：上午10:00開始

小食義賣：上午11:30開始	 地　　點：本中心

對　　象：歡迎所有會員及社區人士參加	 負責職員：馮翊崙先生、楊諾謙先生

備　　註：	本中心由10月份開始，將進行物品收集行動，若果會員家中有各樣精品，又想環保又想

做善事，歡迎大家拎返黎比我地啦。惟中心絕不接收以下三項物品：1.	印有公司徽號的任

何物品	2.	毛公仔	3.	電器

敬老護老愛心券敬老護老愛心券

職員動向職員動向

已離職同事：莫穎東先生		岑諾恆先生已離職同事：莫穎東先生		岑諾恆先生

	 	 	 	 	 	 陳妙蘭姑娘	 	 	 	 	 	 陳妙蘭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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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嘻哈哈過聖誕X10-12月生日會 CW372/22
嘩~又來到聖誕節啦！今次仲會同10-12月份生日的會員一起來慶祝、嘻嘻哈哈、分享喜悅！

當中有得食、有好玩遊戲、仲有豐富禮物添！

日	 	 期：2022年12月14日（星期三） 費	 	 用：$60

時	 	 間：下午2:30-4:00 對	 	 象：中心會員

地	 	 點：上環北園酒家 名	 	 額：80人

報名方法：由11月9日（星期三）起三個工作天內於指定時段致電2805	1250。

備	 	 註：11月14日（星期一），中籤者將有專人通知。

負責同事：楊諾謙先生、朱君情姑娘

Bingo樂滿Fun CW348/22
「Bingo」又嚟啦！！一個與眾同樂嘅遊戲，小小禮物，大大歡樂，千奇唔好錯過呀！

日	 	 	 	 期：2022年11月25日（星期五） 費	 	 	 	 用：全免

時	 	 	 	 間：下午2:30-3:30 對	 	 	 	 象：中心會員

地	 	 	 	 點：中心大房 名	 	 	 	 額：15人

報		名		方		法：由11月超熱門活動報名日11月9日（三）起三個工作天內於指定時段致電2805	1250

公佈中籤日期：11月14日（一）中籤者將會專人通知。

負		責		同		事：李永達先生

*中獎者可獲精美禮物乙份

神耆筷算 CW346/22
齊來動動腦筋，使用筷子及其他工具運算，新奇有趣；提升

腦部機能，一學就懂，回家可跟兒孫開心互動，促進親子關係。

日	 	 	 	 期：2022年10月17日（星期一）、19日（星期三）、25日（星期二）

2022年11月03日（星期四）、14日（星期一）、17日（星期四）共６堂

時	 	 	 	 間：下午2:30-4:00 費	 	 	 	 用：$40

地	 	 	 	 點：中心大房 名	 	 	 	 額：12人

報		名		方		法：由10月的超熱門活動報名日10月13日（四）以電話登記。

公佈中籤日期：10月14日（五）中籤者將會專人通知

導	 	 	 	 師：袁金堂老師（數學碩士、公開大學數學導師，教育大學【樂為耆師】

長者導師培訓專業證書課程畢業）

負		責		同		事：李永達先生

備	 	 	 	 註：10月25日（星期二）中午12:00-1:30；11月03日（星期四）中午12:00-1:30；

11月17日（星期四）中午12:00-1:30

超熱門活動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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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角灣BBQ之旅
中心旅行終於回歸！！相信大家已經期待已久啦~~秋意漸濃的11月，非常適合出外行下+BBQ!!!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請留意以下詳情：

日期：第1團	2022年11月16日（星期三）	活動編號：CW245/22

	 	 	 第2團	2022年11月30日（星期三）	活動編號：CW394/22

***只能二選一報名，不可重覆報名***

集合及解散時間：上午9:00集合，下午3:30回程

集合及解散時間地點：上環中源中心

行程內容：上午10:30-11:30全港面積最大及具有歷史價值的公園【大埔海濱公園】

	 	 	 	 	 （參觀打卡熱點「回歸塔」）

	 	 	 	 	 下午12:00-12:45漫步【大尾篤船灣淡水湖】（漫步家樂徑）

	 	 	 	 	 下午1:00-3:30午餐【汀角灣燒烤農莊】自助任食2.5小時泰式串燒BBQ（4人1爐）

	 	 	 	 	 下午3:30回程

費	 	 用：$100

對	 	 象：中心會員

名	 	 額：每團40人

報名方法：第1團：由10月26日（星期三）起三個工作天內以電話登記。

	 	 	 	 	 公佈中籤日期：10月31日（星期一），中籤者將有專人通知。

	 	 	 	 	 第2團：由11月2日（星期三）起三個工作天內以電話登記。

	 	 	 	 	 公佈中籤日期：11月7日（星期一），中籤者將有專人通知。

報名須知：

◆	按政府防疫指引：

	 1.	 參加者於出發前必須進行新冠病毒快速測

試並呈陰性。

	 2.	 參加者在登上旅遊巴和進入景點食肆時，

必須使用「安心出行」掃描二維碼作紀

錄。如當天未能掃瞄，旅遊公司將會取消

其參加資格，而所付之團費恕不退還。

（65歲以上長者則豁免有關安排）

◆	由於名額有限，每位會員只能選擇從兩個日

子的旅行選其一報名，以進行抽籤。

◆	如有發現重覆登記，中心有權即時取消其參

加資格。

◆	按政府規定，每間旅行社必須替其參加者購

買有關新型冠狀病毒保險。因此，名單一經

確認。中心會將其中、英文全名及身份證號碼尾4個數字交予旅行社，辦理保險之事宜。請各

參加者報名前自行衡量其風險。

負責職員：朱君情姑娘、楊婷婷姑娘

超熱門活動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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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EM小朋友製作甜點 EMCW278/22
一起製作士多啤梨甜點杯。

日	 	 期：22/10/2022（星期六） 費	 	 用：$10

時	 	 間：3:00-4:30 對	 	 象：中心會員

地	 	 點：飯堂 名	 	 額：5人

報名方法：於13/10-15/10指定時段致電2805	1250登記抽籤

負責同事：BIBI姑娘

一起製作木糠布甸 EMCW279/22
 一起製作由曲奇和忌廉造成的精美甜品。

日	 	 期：8/12/2022（星期四） 費	 	 用：$10

時	 	 間：3:00-4:30 對	 	 象：中心會員

地	 	 點：飯堂 名	 	 額：10人

報名方法：於9/11-11/11指定時段致電2805	1250登記抽籤

負責同事：BIBI姑娘

與EM小朋友畫彩繪 EMCW280/22
一起畫漢娜手彩繪。

日	 	 期：12/11/2022（星期六） 費	 	 用：全免

時	 	 間：3:00-5:00 對	 	 象：中心會員

地	 	 點：大房 名	 	 額：5人

報名方法：於13/10-15/10指定時段致電2805	1250登記抽籤

負責同事：BIBI姑娘

超熱門活動推介

認識巴基斯坦文化(1) EMCW283/22
認識巴基斯坦的食物和日常生活。

日	 	 期：18/11/2022（星期五） 費	 	 用：全免

時	 	 間：2:00-3:00 對	 	 象：中心會員

地	 	 點：大房 名	 	 額：8人

報名方法：於9/11-11/11指定時段致電2805	1250登記抽籤

負責同事：BIBI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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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巴基斯坦文化(2) EMCW284/22
參觀九龍清真寺，了解伊斯蘭教。

日	 	 期：29/12/2022（星期四）

活動時間：2:00-4:00

集合時間：1:30（上環站集合）

費	 	 用：全免（自備車費）

對	 	 象：中心會員

名	 	 額：10人

報名方法：於8/12-10/12指定時段致電2805	1250登記抽籤

負責同事：BIBI姑娘

與EM小朋友玩遊戲 EMCW285/22
與EM小朋友玩遊戲，觀賞小朋友表演。

日	 	 期：31/12/2022（星期六）

時	 	 間：2:00-3:30

地	 	 點：大房

費	 	 用：全免

對	 	 象：中心會員

名	 	 額：8人

報名方法：於8/12-10/12指定時段致電2805	1250登記抽籤

負責同事：BIBI姑娘

超熱門活動推介
Henna(1)漢娜彩繪 EMCW281/22
學習繪畫漢娜手彩繪圖案。

日	 	 期：15/12/2022（星期四）

時	 	 間：3:00-5:00

費	 	 用：全免

對	 	 象：中心會員

名	 	 額：10人

地	 	 點：大房

報名方法：於8/12-10/12指定時段致電2805	1250登記抽籤

負責同事：BIBI姑娘

1010



歡迎50-65歲剛退休的你，為第二人生作準

備，活得更自在。退而不休系列活動可以讓

你探索興趣、擴展交友圈、將退休後的「不

安」感變為「自在無憂」，安心迎接真正的

退生涯，活出完美的二次人生。

中
心

動活

退而不休—懷舊滾軸之旅 CW229/22
去曾風靡一時的滾軸溜冰你有無玩過？今次我地將會帶大家去BUN'S 2020重拾玩滾軸溜冰的樂趣，

並由教練帶領大家以輕鬆體驗的方式去建立興趣。

日	 	 期：2022年10月18日（星期二）	 費	 	 用：$90

時	 	 間：下午1:00-3:00 對	 	 象：50-65歲中心會員優先

集合地點：BUN'S	2020（鰂魚涌渣華道321號柯達大廈一期7樓）

名	 	 額：16人（非先到先得、抽籤決定、需由職員進行評估）

報名方法：10月12日至10月13日期間接受報名，中籤者將會在10月14日或之前有專人通知。	

備	 	 註：1.	此活動有跌倒風險，參加者需考慮自己身體狀況及能力是否適合參與。

2.	活動前需到中心面見職員及進行評估，並簽署健康申報表。

負責同事：馮翊崙先生

退而不休—小黑炭熔岩烘焙1+1義工班 CW376/22
學習如何和老老一起製作可愛的小黑炭熔岩造型小蛋糕，並會配對和一位老老一起製作一份小蛋糕。

訓練日 活動日

日	 	 期：2022年11月17日（星期四） 日	 	 期：2022年11月18日（星期五）	

時	 	 間：下午3:15-4:15 時	 	 間：上午10:00-下午1:00

地	 	 點：中心飯堂 地	 	 點：銅鑼灣軒尼詩道500號希慎廣場7樓705-708A號鋪

費	 	 用：$70 對	 	 象：50-65歲中心會員

名	 	 額：5人（非先到先得、抽籤決定）負責同事：楊諾謙先生∕楊婷婷姑娘

報名方法：11月8日至11月10日期間接受報名，中籤者將會在11月11日或之前有專人通知。	

備	 	 註：1.	此乃義工活動，參加者必須承諾出席兩節活動，並不可選擇配對對象。	

2.	視乎製作大小，將會製成數件小黑炭熔岩小蛋糕，義工和參加者將會平分製成品。

健老活動系列

男士天地系列「男」士本色 CW350/22
透過繪畫線條、色彩配搭，表現男士本色，同時提升觀察力及想像力。

日	 	 期：2022年12月14日（星期四） 費	 	 用：全免

時	 	 間：上午時10:30-12:00	 對	 	 象：中心會員

地	 	 點：大房 名	 	 額：8人

報名方法：由12月7日（三）公開報名日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李永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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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到活動
卡拉之星 
讓喜愛唱卡拉OK 之人士練習歌藝。

日	 	 期：逢星期六

時	 	 間：下午2:30-4:30

負責同事：楊麗萍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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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鐘以內歌曲

3.	 會員需以會員証按簽到次序輪候唱歌

飛鏢樂 
讓長者能夠透過飛鏢活動和親朋聯

誼、訓練腦袋及手眼協調。
日	 	 期：逢星期六（15/10，

10/12，17/12除外）

時	 	 間：下午2:30-4:30

負責同事：林頌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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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2年1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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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加營素（雲呢拿味）細罐裝 (400g) $85

活力加營素 (850g) $218

低糖加營素 $181

怡保康（糖尿病人配方）大罐裝 (850g) $219

怡保康（糖尿病人配方）細罐裝 (400g)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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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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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力康全效均衝營養粉500克（雲呢拿味） $79∕罐

倍力康2千卡高能量營養品200毫升（蘑菇湯味） $498∕箱（24枝）

倍速定關注血糖及肺部疾病營養品200毫升（雲呢拿咖啡味） $498∕箱（24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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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份奶粉展銷

＊注意＊＊注意＊
若有臨時活動出現未能安排當天活動，中心會於Facebook公佈有關資訊。

會員亦可於活動前致電中心，詢問有關偶到活動是否如期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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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箭眾樂體驗日 CW373/22
射箭呢項運動可能平時聽得多，但就未必真正玩過~

射箭實有好處多~既可以鍛鍊眼力、仲可以訓練肌肉同提升專注力！今次將會帶大家外出到【金

信射箭訓練中心】，由專業教練帶住大家一齊體驗下射箭的樂趣，大家有興趣就唔好錯過啦！

日	 	 	 	 	 期： 2022年12月21日（星期三）

集合時間及地點： 下午1:45上環地鐵站A2出口集合

地	 	 	 	 	 點： 金信射箭（炮台山屈臣道2-8號海景大廈B座3樓304室）

活	 動	 時	 間： 下午2:30-4:30（活動完結後自行解散）

對	 	 	 	 象： 中心會員

名	 	 	 	 額： 16人

費	 	 	 	 用： $150

報	 名	 方	 法： 由12月7日（星期三）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負	 責	 職	 員： 朱君情姑娘

激腦娛樂房（10月∕11月∕12月） 
透過遊玩不同電子遊戲，以及桌上遊戲，讓長者放鬆心情和互相了解。

10月A班	 CW338/22 10月B班	 CW339/22

日	 	 期：2022年10月10日（星期一） 日	 	 期：2022年10月31日（星期一）

時	 	 間：下午02:30-03:30 時	 	 間：下午02:30-03:30

地	 	 點：大房 地	 	 點：大房

11月A班	 CW340/22 11月B班	 CW341/22

日	 	 期：2022年11月21日（星期一） 日	 	 期：2022年11月29日（星期二）

時	 	 間：下午02:30-03:30 時	 	 間：下午02:30-03:30

地	 	 點：大房 地	 	 點：大房

齊齊玩系列

12月A班	 CW342/22 12月B班	 CW343/22

日	 	 期：2022年12月5日（星期一） 日	 	 期：2022年12月30日（星期五）

時	 	 間：下午02:30-03:30 時	 	 間：下午02:30-03:30

地	 	 點：大房 地	 	 點：大房

費	 	 用：全免 名	 	 額：8人

對	 	 象：中心會員 負責同事：楊諾謙先生

報名方法：由10月3日（一），11月8日（五），12月7日（三）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備	 	 註：同款活動每一位會員每月只能夠報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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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手機應用班—實用政府軟件 CW301/22
以「實用政府軟件」為專題，讓學員認識及使用政府軟件；單元包括：

+ 智方便 / 智方便+ + 醫管局 HA Go + 醫健通

+ e藥通 + 18區中醫診所 + 香港出行易

+ 香港天文台 + 申請樂悠咭

日	 	 	 	 期：2022年10月17，24日；11月7，14日；12月5，12，19日及1月9日

（逢星期一），共8堂

時	 	 	 	 間：上午10:30-中午12:00	

地	 	 	 	 點：中心大房

費	 	 	 	 用：$160

對	 	 	 	 象：適合對使用政府軟件有興趣之長者

名	 	 	 	 額：15人

報		名		方		法：由10月10日（星期一）起三個工作天內以電話登記

公佈中籤日期：10月13日（星期四），中籤者將有專人通知。

負		責		同		事：朱君情姑娘及楊婷婷姑娘

負		責		導		師：駱挺才先生（現任香港大學附屬學院兼職講師，曾與多間長者機構舉辦手機

應用班，擁有10年豐富教授長者電腦及手機知識經驗。)

日語第七話 CW191/22
從日本生活話題中了解日本文化及語言，延續學吓にほんご。

日	 	 期：2022年月10月14、21、28日及11月4日（逢星期五）共4堂

時	 	 間：下午2:30-4:00 對	 	 象：中心會員

地	 	 點：聚賢點 名	 	 額：8人

費	 	 用：免費 備	 	 註：曾報名日語第六話優先

報名方法：由10月12日（三）公開報名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備	 	 註：10月14日（五）下午3:30-5:00

卡通氣球造型A/B 

CW241/22/CW242/22
透過學習簡單四泡氣球造型，訓練手指協調，並期望於日後運用所學服務社區。

日	 	 期：2022年10月11、18日（星期二）、2022年10月25日、11月1日（星期二）

時	 	 間：上午10:00-11:00 對	 	 象：中心會員

地	 	 點：中心大房 名	 	 額：8位

費	 	 用：$10 負責同事：馮翊崙先生

報名方法：可於10月3日（一）起致電中心電話2805	1250報名

輕鬆教˙輕鬆學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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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小黑炭熔岩烘焙1+1 

CW376/22
80歲一樣可以學習新事物，今次將會配對一位義工，1+1兩人一起製作一份可愛的造型小蛋糕：小黑

炭熔岩。

日	 	 期：2022年11月18日（星期五）

時	 	 間：上午10:00-下午1:00

地	 	 點：銅鑼灣軒尼詩道500號希慎廣場7樓705-708A號鋪

費	 	 用：$70

對	 	 象：80歲或以上中心會員

名	 	 額：5人（非先到先得、抽籤決定）

報名方法：11月8日至11月10日期間接受報名，中籤者將會在11月11日或之前有專人通知。

負責同事：楊諾謙先生∕楊婷婷姑娘

備	 	 註：1.	參加者不可選擇配對對象。

2.	視乎製作大小，將會製成數件小黑炭熔岩小蛋糕，參加者和義工將會平分製成品。

隨心所欲一齊玩~快樂繪聚 CW371/22
誠邀80歲或以上的老友記參與，一起以油粉彩繪畫，

邊畫邊聊聊往日快樂事，共渡輕鬆的週六下午。

日	 	 期：2022年11月19日（星期六）

時	 	 間：下午3:00-4:00

地	 	 點：聚賢點

費	 	 用：全免

對	 	 象：80歲或以上的中心會員優先

名	 	 額：6人

報名方法：由11月8日（星期二）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朱君情姑娘

輕鬆教˙輕鬆學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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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藝同遊系列 CW347/22
從心繪畫，繪出自我色彩、欣賞藝術，培養感性

思考。耆藝同遊系列：三個單元＋參觀M+博物館。

單	 	 元	 	 一：學色多點點	 10月26日（星期三）

單	 	 元	 	 二：耆色異彩	 11月10日（星期四）

單	 	 元	 	 三：同心同繪	 11月15日（星期二）

戶	 外	 活	 動：參觀M+博物館	 12月05日（星期一）（暫定）

報	 名	 方	 法：10月公開報名日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名	 	 額：10人

備	 	 	 	 	 註：必須出席三個單元才能參加戶外活動 活動查詢：李永達先生

活動單元：單元一

活動名稱／內容：學色多點點／學點色彩理論，感知不一樣的自我特質。

活動日期／時間：2022年10月26日（星期三）／上午10:00-11:30

活動單元：單元二

活動名稱／內容：耆色異彩／運用顏料，繪畫自我色彩，透過畫作表達內心感覺。

活動日期／時間：2022年11月10日（星期四）／上午11:30—1:00

活動單元：單元三

活動名稱／內容：同心同繪／同在一起，輕鬆繪畫，互相分享、快樂無比

活動日期／時間：2022年11月15日（星期二）／上午10:30-12:00

名	 	 	 	 	 額：10人 地	 	 	 	 	 點：中心大房

活動單元：戶外活動	CW349/22

活動名稱／內容：同悠M+FUN；參觀M+博物館

M+博物館收藏及展示二十至二十一世紀視覺文化，範圍涵蓋視覺藝術、設計、

建築及流動影像等。置身一個悠閒、舒適的大型博物館，除了體驗嶄新的視覺

藝術之餘，也讓你找到一片寧靜空間。

活動日期／時間：2022年12月05日（星期一）（暫定）／上午10:00-1２:30

名	 	 	 	 	 額：10人 地	 	 	 	 	 點：西九文化區

輕鬆教˙輕鬆學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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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是本港首個結合電子及

數碼化健康管理技術，社區

關懷及專業團隊跟進的長者

健康管理服務計劃。

E健樂營養系列：長新冠中醫食療講座（一）/（二）/（三）  
由註冊中醫師分享有關長新冠後遺症及食療調理資訊。

第	一	場： 2022年10月8日（星期六）			 活動編號： EHC1/21	CW246/22

第	二	場： 2022年10月22日（星期六）		 活動編號： EHC1/21	CW247/22

第	三	場： 2022年11月5日（星期六）			 活動編號： EHC1/21	CW248/22

時	 	 間：下午2:00-3:00

地	 	 點：中心大房

費	 	 用：全免

對	 	 象：中心會員[中西區e健樂（第二期）參加者優先]（曾確診COVID-19會員優先）

名	 	 額：每場20人

報名方法：第一場由10月3日（一）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第二、三場由10月12日（一）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朱君情姑娘

E健樂藝術系列：齊畫聖誕塑膠彩(A) (B) (C) (D)  
由註冊中醫師分享有關長新冠後遺症及食療調理資訊。

(A)組 日期： 2022年12月3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30-3:30 活動編號： CW254/22

(B)組 日期： 2022年12月3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30-4:30 活動編號： CW255/22

(C)組 日期： 2022年12月10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30-3:30 活動編號： CW351/22

(D)組 日期： 2022年12月10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30-4:30 活動編號： CW352/22

地	 	 點：中心大房

費	 	 用：全免

對	 	 象：中心會員[中西區e健樂（第二期）參加者優先]

名	 	 額：每組10人

報名方法：由11月8日（二）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朱君情姑娘

賽馬會e-健樂健康管理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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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健樂健腦系列：老友齊玩桌上遊(A) (B)  
透過學習玩桌上遊戲，讓參加者能夠動動腦筋，訓練認知能力。

(A)組 日期：2022年10月5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30-11:30 活動編號：CW256/22

(B)組 日期：2022年11月2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10:30-11:30 活動編號：CW257/22

地	 	 點：中心大房 費	 	 用：全免

對	 	 象：中心會員[中西區e健樂（第二期）參加者優先] 名	 	 額：每組8人

報名方法：(A)組由10月3日（一）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朱君情姑娘

(B)組由10月12日（三）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E健樂社交系列：眾樂樂‧桌上遊 CAFE (A) (B) 
桌上遊戲除了是年輕人的熱愛，對於老友記們，也是好處多多！既能活用腦袋、學習新技能、更能夠

認識新朋友仔！今次會外出到桌上遊戲Café一起玩學玩新桌遊，不要錯過，快點參加報名啦！！

(A)組 日期： 2022年10月27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3:00-4:00 活動編號： CW344/22

(B)組 日期： 2022年11月23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3:00-4:00 活動編號： CW345/22

地	 	 點：空中棋園（香港灣仔軒尼詩道99號彰顯大廈11樓）

費	 	 用：全免

對	 	 象：中心會員[中西區e健樂（第二期）參加者優先]

名	 	 額：每組20人

報名方法：(A)組由10月12日（三）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B)組由11月8日（二）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朱君情姑娘

E健樂精神健康系列：和諧粉彩慶除夕 EHCCW253/22
不需要任何的畫畫技巧都可以體驗畫和諧粉彩的快樂，今次會同大家以慶祝除夕為主題畫畫，快啲來

參加啦～透過和諧粉彩大家可以專注當下、放鬆身心，適合關注精神健康的你。

日	 	 期：2022年12月31日（星期六） 地	 	 點：中心大房

時	 	 間：上午10:00-11:30 費	 	 用：全免

名	 	 額：10人 負責同事：楊婷婷姑娘

對	 	 象：中心會員[中西區e健樂（第二期）參加者優先]

報名方法：由12月7日（一）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賽馬會e-健樂健康管理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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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acebook月月有得Live
透過Facebook直播同大家講下唔同既社會新事物，屆時會有

老友記一齊。大家記得抄低個日子，一齊係Facebook見面啦！

日期：2022年10月12日（三） 時間：上午10:00開始 活動編碼：CW335/22

日期：2022年11月22日（二） 時間：上午10:00開始 活動編碼：CW336/22

日期：2022年12月13日（二） 時間：上午10:00開始 活動編碼：CW337/22

對象：會員及公眾人士 負責同事：楊諾謙先生

備註：不用報名，請於直播當天自行到本中心Facebook專頁觀看！

數碼新世代數碼新世代數碼數碼新世代新世代

活動推介活動推介活動推介活動推介
上季科技活動反應非常熱烈，畢竟在疫情的限制下未能一次過上季科技活動反應非常熱烈，畢竟在疫情的限制下未能一次過

容納所有有興趣的參加者聚首一堂，十分抱歉！所以，今季仍容納所有有興趣的參加者聚首一堂，十分抱歉！所以，今季仍

然會繼續為大家送上一系列的資訊科技活動，帶著各位會員透然會繼續為大家送上一系列的資訊科技活動，帶著各位會員透

過智能手機打破疫情下的阻隔，一同邁向數碼新世代！過智能手機打破疫情下的阻隔，一同邁向數碼新世代！

~~科技小組職員又黎啦~~~~科技小組職員又黎啦~~

季度精選：10-12月內的季度精選，相同的教學活動只限報一次。季度精選：10-12月內的季度精選，相同的教學活動只限報一次。

開心睇電影10月∕11月∕12月  
透過觀賞電影，了解流行文化，學習新事物，和朋友共渡美好時光。

日	 	 期：2022年10月7、21日（星期五）	 活動編號：CW234/22

2022年11月4、18日（星期五）	 活動編號：CW235/22

2022年12月2、16日（星期五）	 活動編號：CW236/22

時	 	 間：下午2:00-4:30	 對	 	 象：中心會員

地	 	 點：中心電視區 名	 	 額：15位

費	 	 用：全免 報名方法：	歡迎即場參加，額滿即止

備	 	 註：玩轉萬聖節　《捉妖記》、《盛夏友情天》（粵語．中文字幕）

齊齊學泰語　《出貓特攻隊》、《真心騙徒》（泰語．中文字幕）

涼浸浸過聖誕　《魔雪奇緣》、《魔幻聖誕頌》（粵語．中文字幕）

負責同事：楊諾謙先生∕馮翊崙先生

眼睛去旅行Facebook直播 
在疫情下，相信各位非常期待可能再次搭飛機到世界各地遊玩的一天，就讓我們的眼睛來環遊

世界，認識各地風土人情、奇聞，一解旅行「癮」吧！

日	 	 期：2022年10月7日（星期五）；2022年11月25日（星期五）

時	 	 間：上午11:00-12:00 負責同事：朱君情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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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基本應用班10月∕12月：  
開帳號、加朋友、追蹤專頁、看新聞、看直播，教你學會點用Facebook。

日	 	 期：2022年10月17日（星期一）	 活動編號：CW327/22

2022年12月12日（星期一）	 活動編號：CW333/22

時	 	 間：下午4:00-5:00 對	 	 象：使用智能電話之中心會員

地	 	 點：中心大房 名	 	 額：6人

費	 	 用：全免	

網絡防騙你要知10月∕11月∕12月：  
預防網絡詐騙知識及技巧。

日	 	 期：2022年10月24日（星期一） 活動編號：CW328/22

2022年11月28日（星期一） 活動編號：CW332/22

2022年12月13日（星期二）	 活動編號：CW334/22

時	 	 間：下午2:00-下午3:00 對	 	 象：使用智能電話以及Zoom之中心會員

地	 	 點：ZOOM網上進行 名	 	 額：15人

費	 	 用：全免	

Zoom基本教學班10月∕11月：  
由下載開始教懂您如何透過Zoom跟其他朋友在網上見面聊天！

日	 	 期：2022年10月31日（星期一） 活動編號：CW329/22

2022年11月14日（星期一） 活動編號：CW330/22

時	 	 間：下午4:00-5:00 對	 	 象：使用智能電話之中心會員

地	 	 點：中心大房 名	 	 額：10人

費	 	 用：全免	

每月教學活動
報名方法：於每月普通活動報名日報名，額滿即止

教學須知：1.	教學活動因應場地問題，部分網上Zoom程式進行，參加者需自行安裝

及懂得使用該程式，以加入教學會議。

	 3.	參加者需在家中自備一部蘋果∕安卓手機∕平板電腦

	 4.	參加者已懂得自行使用手機上網或登入無線網路(WIFI)

	 5.	每人於10-12月內，相同的教學活動只限報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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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帶氧伸展運動班 CW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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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2022年10月26日；11月2，9，16，23，30日及12月7，14日（逢星期三），共8堂

時	 	 	 	 間：中午12:00-下午1:00 費	 	 	 	 用：$160	

地	 	 	 	 點：上環體育館11樓舞蹈室 名	 	 	 	 額：20人

對	 	 	 	 象：適合有運動習慣或對運動有興趣之長者 負		責		同		事：朱君情姑娘及楊婷婷姑娘

報		名		方		法：由10月13日（星期四）起三個工作天內以電話登記

公佈中籤日期：10月17日（星期一），中籤者將有專人通知。

負		責		導		師：盧振邦先生（香港浸會大學運動及康樂領袖系學士、註冊一級健身教練證書、高級運

動創傷防護員證書，擁有7年提供長者體適能訓練豐富經驗。）

4合1綜合Keepfit運動班 

CW2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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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會教授

正確運動技巧、預防運動創傷和不同的訓練模式。

日	 	 	 	 期：2022年10月26日；11月2，9，16，23，30日及12月7，14日（逢星期三），共8堂

時	 	 	 	 間：上午11:00-中午12:00 費	 	 	 	 用：$160	

地	 	 	 	 點：上環體育館11樓舞蹈室 名	 	 	 	 額：20人

對	 	 	 	 象：適合有運動習慣或對運動有興趣之長者 負		責		同		事：朱君情姑娘及楊婷婷姑娘

報		名		方		法：由10月13日（星期四）起三個工作天內以電話登記

公佈中籤日期：10月17日（星期一），中籤者將有專人通知。

負		責		導		師：盧振邦先生(香港浸會大學運動及康樂領袖系學士、註冊一級健身教練證書、高級運

動創傷防護員證書，擁有7年提供長者體適能訓練豐富經驗。)

運動及健康系列

血糖測試（10月∕11月∕12月） 

CW323/22 CW324/22 CW3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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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15日（星期六）；2022年11月12日（星期六）；2022年12月10日（星期六）

時	 	 間：上午9:00-10:00 費	 	 用：$15（會員）∕$30（非會員）

地	 	 點：聚賢點 名	 	 額：15名

報名方法：每月普通活動報名日開放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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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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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健體計劃」外展活動（12月） CW36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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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積極參與健體活動，

養成經常做運動的習慣。

日	 	 期：2022年12月23日（星期五） 收	 	 費：全免

時	 	 間：上午10:00-12:00 名	 	 額：中心會員

地	 	 點：上環體育館11樓舞蹈室 活動查詢：30人

報名方法：由12月的公開報名日12月7日（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備	 	 註：楊麗萍姑娘∕陳振華先生

「長者健體計劃」外展活動（10月） CW3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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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積極參與健體活動，養成經常

做運動的習慣。

日	 	 期：2022年10月21日（星期五） 費	 	 用：全免

時	 	 間：上午10:00-12:00 對	 	 象：中心會員

地	 	 點：上環體育館11樓舞蹈室 名	 	 額：30人

報名方法：由10月的公開報名日10月12日（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楊麗萍姑娘∕陳振華先生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 
聽著輕鬆音樂，加上動態、靜態伸展操與按摩，

達到放鬆繃緊肌肉的效果，能夠幫助及預防痛症！

A	 	 	 	 班： CW406/22 B	 	 	班：CW407/22

日	 	 	 	 期：2022年10月18，25日及

11月1，8日（逢星期二），共4堂

日	 	 期：2022年10月18，25日及

11月1，8日（逢星期二），共4堂

時	 	 	 	 間：上午10:00-11:00 時	 	 間：上午11:00-12:00

地	 	 	 	 點：上環體育館11樓壁球室 地	 	 點：上環體育館11樓壁球室

費	 	 	 	 用：$160 名	 	 額：每班16人

對	 	 	 	 象：適合對預防身體痛症有興趣之長者 負責同事：朱君情姑娘及楊婷婷姑娘

報		名		方		法：由10月10日（星期一）起三個工作天內以電話登記。

公佈中籤日期：10月13日（星期四），中籤者將有專人通知。

負		責		導		師：劉曉通先生（香港長者健體教室創辦人，高資深體適能教練，擁有豐富長者運動教

學經驗，曾與多間長者機構舉辦各類型運動班及健康講座，多年來積極推廣長者運

動，屢獲機構嘉許，成績顯赫）

運動及健康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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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堂之友大會」（10月） CW321/22
各位飯堂之友又到左半年一度收集大家意見嘅時候，

食中心嘅飯多過自己煮，歡迎你們盡量表達寶貴的意見！

日	 	 期：2022年10月20日（星期三）

時	 	 間：上午11:00-12:00		 地	 	 點：中心飯堂

時	 	 間：下午1:00-2:00			 地	 	 點：中心大房

費	 	 用：全免 名	 	 額：30人

對	 	 象：飯堂之友會員 報名方法：歡迎即場參加，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楊麗萍姑娘∕馮翊崙先生

物理治療講座—防跌講座 CW365/22
由物理治療師講解有關跌倒成因及如何預防跌倒的講座。

日	 	 期：2022年10月24日（星期一）

時	 	 間：下午2:30-4:00

地	 	 點：中心飯堂

收	 	 費：全免

名	 	 額：中心會員

活動查詢：20人

報名方法：由10月12日（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備	 	 註：陳啟豪先生

預防流感疫苗防疫注射服務2022 CW320/22
為會員提供四價流感疫苗注射，疫苗採用VaxigripTetra（由法國Sanofi藥廠提供）。

日	 	 期：2022年11月18日（星期五）

時	 	 間：上午9:30-下午1:00

地	 	 點：聚腳點（大房）

收	 	 費：50歲或以上的會員全免

名	 	 額：100人

活動查詢：楊麗萍姑娘

報名方法：由10月12日（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備	 	 註：參加者必須在注射當日帶備身份證正本及簽署衛生署「使用疫苗資助同意書」

運動及健康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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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蚊腦力下午茶 CW263/22
點樣令你個腦D細胞不斷增生？只需5蚊盡享平靚正下午茶，

更可激活吓腦，現場仲有不少動腦玩意，「腦」力加油！

激活大腦遊戲＋品嚐美點～

日	 	 期：2022年10月10日（星期一） 費	 	 用：$5

時	 	 間：下午2:30-4:00 對	 	 象：關注腦部健康的會員

地	 	 點：中心飯堂 名	 	 額：10人

報名方法：由10月3日（一）起開始致電3975	0407聯絡林先生報名，額滿即止

備	 	 註：職員會因應疫情最新情況，品嚐美點會改為派發茶點供參加者帶回家中享用

負責同事：楊麗萍姑娘

憶力多憶力多天地天地 憶力多天地計劃憶力多天地計劃
大 腦 健 康 好 重 要 ， 促 進 大 家 「 多 用 腦 ， 強 身

心」，鼓勵大家在「五大元素」平衡發展，包括

有「腦適能、心適能、體適能、社交及營養」。

類別

腦適能 心適能 體適能 社交 營養

內容
認知，運算，
邏輯推理等
大腦活動

情緒及心理
有關活動

肌力，肌耐力，
心肺功能，

身體協調，平衡力
社交元素活動

與飲食或
身體健康
有關活動

現介紹「憶力多天地」活動分類

麻雀麻雀腦愛你 CW264/22
大家聚首「四方城」透過麻雀耍樂，促進大腦活動及社交聯誼。

日	 	 期：2022年10月28日（星期五）	 活動編號：CW264a/22

2022年11月24日（星期四）	 活動編號：CW264b/22

2022年12月30日（星期五）	 活動編號：CW264c/22

時	 	 間：上午10:00-11:15 費	 	 用：全免

地	 	 點：中心飯堂 名	 	 額：16人

對	 	 象：想打、慢打、少打麻雀和關注腦部健康的會員

報名方法：分別於10/11/12月的公開報名日10月12日（三）、11月8日（二）及12月7日（三）

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陳振華先生∕楊麗萍姑娘

會員關注腦部
健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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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力多月聚 CW293/22
1.齊齊動吓腦  2.了解最新健腦資訊  3.分享活腦生活經驗。
日	 	 期：2022年10月28日（星期五），2022年11月25日（星期五），

2022年12月30日（星期五）（共3節）

時	 	 間：下午2:30-4:00 費	 	 用：全免

地	 	 點：中心飯堂 名	 	 額：20人

對	 	 象：自覺開始「無記性」的會員、認知障礙症的會員和其照顧者

報名方法：由10月的公開報名日10月12日（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登記，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王心君姑娘∕楊麗萍姑娘

健腦桌上遊 CW265/22
鬥智鬥力的各種桌上遊戲等住你～想邊玩邊鍛鍊自己認知嘅你記得報名啦！～  

日	 	 期：2022年11月4日（星期五） 費	 	 用：全免

時	 	 間：下午2:30-4:00 對	 	 象：關注腦部健康的會員

地	 	 點：中心飯堂 名	 	 額：10人

報名方法：由10月的公開報名日10月12日（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登記，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馮伍祥先生∕陳振華先生

認知大搜查 CW266/22
評估個人認知狀況，並介紹相關社區資源，以及早預防認知障礙症。

日	 	 期：2022年11月24日（星期四） 費	 	 用：全免

時	 	 間：上午10:00-下午1:00 名	 	 額：18人

地	 	 點：聚賢點、大細會客室

對	 	 象：1.自覺開始「無記性」的中心會員；2.關注個人認知情況的長者

報名方法：由11月的公開報名日11月8日（二）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登記，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王心君姑娘∕陳啟豪先生∕馮伍祥先生/陳振華先生

健腦活腦流動站 CW26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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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認知障礙症、活腦運動和記憶測試～

西營盤街市	 中環街市

日	 	 期：2022年10月19日（三） 2022年12月14日（三）

時	 	 間：	上午10:00-中午12:00 對	 	 象：社區人士

費	 	 用：全免 負責同事：林頌銘先生、陳振華先生

友善社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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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障礙服務支援認知障礙服務支援
「認知障礙服務」團隊在本年度希望繼續與在社區生活的「早期認知障礙症」∕

「認知障礙症」的長者∕照顧者同行，希望保持長者認知、身、心、社、靈的健康，

提昇其「生活滿意程度」及維持其「自我身份認同」。

認知訓練為主活動
☺	 腦動日

☺	 腦友大笪地

☺	 大腦健身房	

……

運動元素為主活動
☺	 易筋棒

☺	 腦「帶」總動員

☺	 睇睇體腦適能

☺	 BOCCIA硬地滾球

☺	 球球是道

☺	 肌力加油站

☺	 鏢皇鏢后

☺	 MOLKKY芬蘭木柱

……

藝術元素為主活動
☺	 卡耆樂團

☺	 音樂律動小組

☺	 繪話

☺	 聞所味聞

……

家人同樂活動
☺	 求之不得保齡球

☺	 同遊迪士尼

☺	 冬日樂悠悠

……

計劃∕社區資源介紹
☺	 認知障礙症篩查

☺	 智友醫社同行計劃

☺	 「彩」「憶」計劃

☺	 「智」享生活計劃

☺	 灣仔健智支援服務中心—家庭為本到戶支援服務

……

如你對認知障礙症服務有查詢，歡迎致電或Whatsapp6911	7537與社工林先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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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健康活動
靜‧好眠-睡眠小組 JOYCW358/22
最近你睡得好嗎？入睡後會否作很多夢或半夜醒來？那你的睡眠質素可能需要改善了！一起來瞭解自

己的睡眠狀況，並嘗試透過靜觀及伸展練習，頌缽體驗，放鬆自己的心情，提升睡眠質素。

日	 	 期：2022年10月25日至11月29日（星期二）（共6節）

時	 	 間：下午2:30-3:30 對	 	 象：受失眠困擾之人士

地	 	 點：上環文娛中心七樓舞蹈練習室 名	 	 額：8位

費	 	 用：全免 負責同事：羅璇姑娘

報名方法：可於10月12日（星期三）公開報名日開始報名登記，負責職員稍後致電安排評估

備	 	 注：報名後需經由職員作進一步評估，才確實其參加資格

疫下好心情小組 JOYCW378/22
在疫症下無論你曾否染疫，亦難免會受到影響及感到擔憂。歡迎你參加疫下好心情小組，學習關顧自

己身心靈。

日	 	 期：2022年10月13日至2022年12月1日（逢星期四）（共8節）

時	 	 間：上午10:00-11:30 費	 	 用：全免

地	 	 點：聚賢點 名	 	 額：8人

對	 	 象：曾確診或擔心確診新冠病毒之人士 負責同事：葉美茵姑娘，何浩然先生

報名方法：即日起致電2805	1250報名

備	 	 註：1.	報名後需經由職員作進一步評估，才確實其參加資格。	 2.	其中一節外出活動。

招募「樂齡友里」義工 JOYCW357/22
如果你是50歲或以上，有基本書寫能力、願意做義工及學習支援有抑鬱情緒長者之態度、知識、技巧

等，並想一起在社區中推廣晚年心理健康，歡迎你加入我們這個助人自助的培訓計劃！

日	 	 期：2022年10月13、20、27日、11月3、10、17日（星期四）

時	 	 間：下午2:00-5:00（10月13日）、下午2:30-4:30、下午1:30-5:30（11月17日）（共19小時）

地	 	 點：灣仔堅尼地道100號14樓（最後一節）

費	 	 用：全免

對	 	 象：50歲或以上及有基本書寫能力

（社工會在活動前，為每個參加者作簡單評估，並介紹本計劃）

名	 	 額：15人

報名方法：即日起接受報名

負責同事：何浩然先生、陳玉琪姑娘

備	 	 註：完成培訓後：1.	義工可獲由香港心理衞生會發出之「精神健康急救課程」修業證書。

2.	於培訓課後，再完成4小時Ebuddy課程及進行6小時服務時數，

				可獲頒由香港大學發出的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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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抒我心鬆鬆我身—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JOYCW363/22
「日頭猛做，有邊刻輕鬆下」小組透過表達藝術（視覺藝術、音樂、舞蹈、戲劇、寫作）創作，減低壓力

及焦慮感，並透過藝術創作認識自己的壓力源。並與身體連結、抒發感受，提升自我覺察的能力、創造力

和自癒能力，一齊鬆一口氣、愛惜自己。

日	 	 期：2022年11月16日-2023年1月4日（星期三）（共8節）

時	 	 間：下午14:30-16:30 對	 	 象：受情緒困擾之人士

地	 	 點：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38號海港政府大樓4樓 名	 	 額：8人

費	 	 用：全免 負責同事：陳玉琪姑娘

報名方法：可於10月12日（星期三）公開報名日開始報名登記，負責職員稍後致電安排評估

備	 	 註：報名後需經由職員進行一節的評估，才確實其參加資格

報名及查詢 報名及查詢 

參與是次參與是次計劃費用全免計劃費用全免，，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5110 03545110 0354與計劃職員聯絡。與計劃職員聯絡。

聖雅各福群會聖雅各福群會  

賽馬會友「伴」同盟護老者支援計劃（香港島）賽馬會友「伴」同盟護老者支援計劃（香港島）

計劃背景：
聖雅各福群會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於2021年撥款捐助為期兩年的賽馬會友

「伴」同盟護老者支援計劃（香港島），期望透過多元化活動及工作坊，讓護老者

了解自己的需要，學習善待自己及尋找喘息空間，提升護老者身體及精神健康，令

照顧長者的壓力減少，從而提升長者及護老者的生活質素。另外，計劃已招募退役

護老者，培訓成為「友伴大使」及「替假護老者」，透過交流照顧經驗，以建立互

助網絡及傳承照顧技巧，並會為雙老至貧乏護老者家庭提供到戶看顧計劃，提供喘

息輕間予護老者，加強其社會網絡，減輕護老者的照顧壓力。

計劃內容：
☺ 護老者友善網絡平台

 �  身心社靈活動：講座、活動

 �   護老在線：以護老者及長者角度出發，
於線上發放關於護老者及長者短片

 �  護老伴行聚會：護老者及同路人定期聚會

     健康樂動：健康檢查

☺ 友伴大使定期關顧

 "  電話慰問

 #  探訪

 $  與大使一同參加活動

☺ 替假護老者服務

 &  上門陪伴

 '  家居認知、運動、社交活動

 (  外出陪伴

服務對象：服務對象：
☺	新手護老者

☺ 潛危護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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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雅各福群會聖雅各福群會  

賽馬會友「伴」同盟護老者支援計劃（香港島）賽馬會友「伴」同盟護老者支援計劃（香港島）

情繫社區之義工聖誕卡製作 CW13/22
教授義工聖誕卡設計，完成後會轉贈探訪長者。

日	 	 期：2022年11月24日（星期四） 對	 	 象：10名已登記義工

時	 	 間：下午2:00-4:00 地	 	 點：聚賢點

費	 	 用：免費 負責同事：羅小燕姑娘

報名方法：由11月8日（二）起於義工活動專線（6586	5402）報名，滿額即止

耆義樂聚之聖誕樂聚旅行 CW395/22
與義工相聚，互相認識，建立關係。

日	 	 期：2022年12月13日（星期二） 費	 	 用：$50

時	 	 間：上午9:00-下午2:00

名額與對象： 25名（由4/2022起已有義工服務5小時或以上的已登記義工，並需符合當時疫苗通行證要求

負責同事：羅小燕姑娘、胡偉倫先生

報名方法：由12月1日早上9時起，致電義工活動專線（6586	5402）報名，滿額即止。

<耆義種杍>義工活動

外展街站活動 CW12/22
透過義工協助為街坊量度血壓，以促進居住於社區中的長者認識中心服務。

日	 	 期：10月19日∕11月16日∕12月14日（星期三） 地	 	 點：上環街市

時	 	 間：上午9:30-11:30	 費	 	 用：免費

對	 	 象：已登記的義工 名	 	 額：每個活動每節2位義工

備	 	 註：參加者可以選1節或多節 負責同事：胡偉倫先生

報名方法：由10月10日（一）起於義工活動專線（6586	5402）報名，滿額即止

義賣愛心券街站活動 CW381/22
中上環區義賣愛心券。

日	 	 期： 時	 	 間：

10月22日（六） 下午2:00至4:30

10月23日（日） 上午10:00至下午12:30或下午2:00至4:30

10月26日（三） 上午10:00至下午12:30或下午2:00至4:30

10月29日（六） 下午2:00至4:30

10月30日（日） 上午10:00至下午12:30或下午2:00至4:30

招募義工！耆義部落格

費	 	 用：免費

對	 	 象：已登記的義工

名	 	 額：每個活動每節6位義工

負責同事：胡偉倫先生

備	 	 註：參加者可以選1節或多節

報名方法：由10月10日（一）起於義工活動專線（6586	5402）報名，滿額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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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義工訓練 NCCW396/22
義工學習使用WhatsApp、Zoom、Youtube等程式，完成後，定期陪伴長者利用智能產品，參與網

上活動或協助與在外親友聯繫。

日	 	 期︰2022年10月21日及10月28日（逢星期五）

時	 	 間︰下午4:00-5:30

地	 	 點︰本中心

費	 	 用︰全免

對	 	 象︰有志服務長者的社區人士或已登記義工

名	 	 額︰10人

報名方法︰由10月10日（一）起於義工活動專線（6586	5402）報名，報名後需經由職員進一步

評估，才確實其參加資格。

負責同事︰何欣曉姑娘

義工培訓

時	 	 間：下午2:00-3:30（請3:00前到達）

對	 	 象：60歲或以上並居住於中西區內缺乏支援、經濟困難及未能落樓的獨居∕兩老體弱長者

報名方法：請於上述報名日期致電中心電話2805	1250報名，滿額即止

費	 	 用：$10∕$5（領取綜援人士）

負責同事：杜煒樑先生

備	 	 註：（一）參加者請在剪髮前洗頭

（二）經社工評估而需上門剪髮服務之長者，會另行通知服務日期及時間

剪髮服務
為居住於中西區內缺乏支援、經濟困難（即領取綜援或長者生活津貼）及未能落樓的獨居∕兩老體弱

長者提供剪髮服務

日期： 報名日期： 編號：

2022年10月24日（一） 2022年9月26日（一）上午9時正起 CW129/22（1）

2022年11月28日（一） 2022年10月24日（一）上午9時正起 CW129/22（2）

2022年12月19日（一） 2022年11月28日（一）上午9時正起 CW129/22（3）

耆義剪藝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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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贈園地善贈園地
「寸草心」活動計劃「寸草心」活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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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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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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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飯助

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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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長名單善長名單
2022年6月18日至2022年9月22日

Dominant	Garments	Fty.	Ltd. 許水浚先生夫人

Miss	Wong	Kam	Shun 陳麗霞小姐

Miss	Wong	Wai	Fong	Jose 陳權鼎醫生夫人

王渭濱先生夫人 曾兆中醫生夫人

王翠玲女士 楊協和醫生

丘建岳先生 楊嘉成先生夫人

何永強先生 楊德明醫生夫人

何惠冰女士 劉秉然小姐

吳萬邦先生夫人 劉秉濂先生

李承光醫生夫人 謝荔芳女士

林立權先生夫人 羅玉琼小姐

姜濤先生及姜糖 譚佩娟小姐

崔元光先生夫人 胡伯良先生夫人

張漢光醫生夫人 海天堂有限公司

捐助「寸草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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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涼風贈贈計劃涼風贈贈計劃
夏日炎炎，今年夏天氣溫連續多日錄得高達35

度，簡直暑氣逼人。惟並非所有長者有幸能在

涼風中安然渡過炎暑，高溫難耐，嚴重危害長

者的健康。幸得善長的細心及迅速回應，購買

電風扇予區內有需要的長者，讓他們在涼風下

渡過酷熱天氣，減低中暑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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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飯助膳計劃熱飯助膳計劃
陳伯伯是三老家庭（與太太及99歲母親同住），三人都是領取綜援。陳伯伯患有肺阻塞已有18

年，並需長期使用氧氣樽協助呼吸，需使用輪椅行

動，在家中長時間臥床，能夠自行進食及如廁，需要

太太協助洗澡。原本陳太太為主要照顧者，但陳太太

因腰部劇痛近月數度入院，亦於這段疫情期間斷症多

種長期病患，包括心臟病，泌尿問題現需長期插尿喉

及白內障等等，整個家庭頓失依靠。故負責社工安排

同事∕義工陪同陳太太到醫院覆診，較早前亦為他們

申請輪侯家居照顧服務，於輪候期間以寸草心資助他

們膳食及安排義工送膳，以解決此方面困難。

中秋活動花絮中秋活動花絮

中秋關懷贈耆老中秋關懷贈耆老
縱使疫情下未能相聚聚餐，善長們親力親為，來

臨中心為中西區內有需要

的長者送上應節的月餅、

水果及利是，並關懷長者

於疫情下的生活及需要。

藉着善長小小心意，讓長

者感受到大大的祝福及關

懷，感受節日氣氛，歡度

中秋節。

樂聚南丫慶中秋 樂聚南丫慶中秋 
適逢中秋節，我們與義工於9月

4日到南丫島進行端午探訪。義

工攀山涉水，探訪長者村民，

送上寸草心資助的月餅及禮

物。受惠長者感謝善長的心意

及義工的關懷，期盼大家身體

健康，疫情盡快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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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有需要的支援有需要的護老者護老者
以下所有活動的日期、時間、地點、參加人數等，或會因應疫情發展而作出修改。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5118 5704與中心護老者服務團隊的同事聯絡，敬請注意！

園藝治療︰空氣草盆栽 NCCW400/22 
透過製作空氣草盆栽，療癒心靈，讓護老者鬆一鬆。

日	 	 期：2022年10月22日（星期六） 費	 	 用︰全免

時	 	 間：上午11:00-12:30 名	 	 額︰8人

地	 	 點：本中心 負責同事︰何欣曉姑娘

對	 	 象：有照顧壓力的護老者（優先）、護老者會員

報名方法：10月10日至10月12日期間接受電話或Whatsapp（號碼：5118	5704）報名，報名後需

經由職員進一步評估，才確實其參加資格。

備	 	 註：本活動設有長者暫託服務，報名時請表明，以便預算人數。

好戲「Fun」護老電影院 NCCW398/22 
與護老者一起分享不同的電影，讓他們一起討論護老政策、壓力、照顧心得等，藉此讓參加者得到

舒緩，同時更加關心自己的健康。

日	 	 期：2022年10月13日（星期四） 費	 	 用︰全免

時	 	 間：下午2:30-4:00 名	 	 額︰10人

地	 	 點：聚賢點 負責同事︰盧保文先生

對	 	 象：有照顧壓力的護老者（優先）、護老者會員

報名方法：10月10日至10月12日期間接受電話或Whatsapp（號碼：5118	5704）報名，報名後需

經由職員進一步評估，才確實其參加資格。

陶藝小組 NCCW399/22 
透過與陶土互動，包括捏泥、為泥件塑造造型或為泥件上釉彩，從而使內在的失衡狀況得以統整，

身心得以平衡，讓護老者鬆一鬆。

日	 	 期：2022年10月21、28、11月4、11及18日（逢星期五，共5節）

時	 	 間：上午9:30-11:30 費	 	 用︰全免

地	 	 點：聚賢點 名	 	 額︰6人

對	 	 象：有照顧壓力的護老者（優先）、護老者會員 負責同事︰盧保文先生

報名方法：10月10日至10月12日期間接受電話或Whatsapp（號碼：5118	5704）報名，報名後需

經由職員進一步評估，才確實其參加資格。

備	 	 註：整個小組活動完結後，可獲得一件陶藝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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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皮革班—皮革匙釦製作 NCCW374/22 
患上認知障礙症的老友記也許有機會走失，作為護老者常常為此擔憂，本活動除了讓護老者互相分

享及支持外，也會製作一個皮革匙釦，並在匙釦中打上護老者的電話號碼，萬一老友記走失，他們

或熱心人士也可以透過匙釦上的電話號碼，聯絡護老者。

日	 	 期：2022年11月9日（星期三） 費	 	 用︰全免

時	 	 間：上午10:00-11:30 名	 	 額︰6人

地	 	 點：中心大房 負責同事︰盧保文先生

對	 	 象：正在照顧患上認知障礙症的老友記及有照顧壓力的護老者（優先）

報名方法：10月10日至10月12日期間接受電話或Whatsapp（號碼：5118	5704）報名，報名後需

經由職員進一步評估，才確實其參加資格。

園藝治療︰乾花籃及香草瓶 NCCW401/22 
透過製作乾花籃及香草瓶，刺激五感，療癒心靈，讓護老者鬆一鬆。

日	 	 期：2022年11月12日（星期六） 費	 	 用︰全免

時	 	 間：上午11:00-12:30 名	 	 額︰8人

地	 	 點：本中心 負責同事︰何欣曉姑娘

對	 	 象：有照顧壓力的護老者（優先）、護老者會員

報名方法：10月10日至10月12日期間接受電話或Whatsapp（號碼：5118	5704）報名，報名後需

經由職員進一步評估，才確實其參加資格。

備	 	 註：本活動設有長者暫託服務，報名時請表明，以便預算人數。

穴位鬆一鬆 NCCW402/22 
正所謂「不通則痛」，透過穴位按摩來消除每天生活中感受到的稍稍不適，體驗一段輕鬆的旅程。

日	 	 期：2022年11月4及11日（星期五） 費	 	 用︰全免

時	 	 間：上午10:00-11:00 名	 	 額︰10人

地	 	 點：飯堂 負責同事︰何欣曉姑娘

對	 	 象：有照顧壓力的護老者（優先）、護老者會員

報名方法：10月10日至10月12日期間接受電話或Whatsapp（號碼：5118	5704）報名，報名後需

經由職員進一步評估，才確實其參加資格。

半天旅行團 NCCW403/22 
與護老者一起外出逛逛，享受半天悠閒時光。

日	 	 期：2022年11月12日（星期六） 費	 	 用︰全免

時	 	 間：上午9:00-下午1:00 名	 	 額︰14人

地	 	 點：飛機維修區 負責同事︰盧保文先生

對	 	 象：有照顧壓力的護老者（優先）、護老者會員

報名方法：10月10日至10月12日期間接受電話或Whatsapp（號碼：5118	5704）報名，報名後需

經由職員進一步評估，才確實其參加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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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甜點製作班 NCCW404/22 
又到聖誕~又到聖誕~今個聖誕想約定您一齊黎中心自製聖誕甜點過節！

日	 	 期：2022年12月10日（星期六）

時	 	 間：上午10:00-12:00

地	 	 點：飯堂

費	 	 用︰全免

名	 	 額︰有照顧壓力的護老者（優先）、護老者會員

對	 	 象：10人

報名方法：11月8日至11月10日期間接受電話或Whatsapp（號碼：5118	5704）報名，報名後需

經由職員進一步評估，才確實其參加資格。

負責同事︰何欣曉姑娘

備	 	 註：本活動設有長者暫託服務，報名時請表明，以便預算人數。

軟餐小組 NCCW405/22 
與有需要的照顧者一同升Lv，認識吞嚥困難，一同了解品嚐及製作軟餐。

日	 	 期：2022年12月1、8、15及22日（逢星期四，共4節）

時	 	 間：上午9:30-11:30

地	 	 點：飯堂

費	 	 用︰全免

名	 	 額︰正在照顧有吞嚥困難的老友記及有照顧壓力的護老者（優先）

對	 	 象：6人

報名方法：11月8日至11月10日期間接受電話或Whatsapp（號碼：5118	5704）報名，報名後需

經由職員進一步評估，才確實其參加資格。

負責同事︰盧保文先生

備	 	 註：本活動設有長者暫託服務，報名時請表明，以便預算人數。

愛己如人—和諧粉彩心意卡 NCCW375/22 
護老者可以一起製作和諧粉彩心意卡，送給自己或親友表達關懷或謝意。

日	 	 期：2022年11月30日（星期三）

時	 	 間：上午10:00-11:30

地	 	 點：中心大房

費	 	 用︰全免

名	 	 額︰6人

對	 	 象：正在照顧患上認知障礙症的老友記及有照顧壓力的護老者（優先）

報名方法：11月8日至11月10日期間接受電話或Whatsapp（號碼：5118	5704）報名，報名後需

經由職員進一步評估，才確實其參加資格。

負責同事︰羅小燕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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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者支援服務護老者支援服務
活動報名須知
報名資格： 本中心已登記之護老者會員

報名手續： 1） 因應疫情關係，本季將安排透過電話專線，由10月12日（三）起接受電話報名（號

碼：5118 5704），負責職員會稍後致電∕WhatsApp確認；

 2） 請預備護老者姓名及護老者會員編號（CWCRCXXXX）供報名用；

 3） 請留意各項活動報名日期及參加資格；

「周六鬆一鬆」護老者聚會 CWCRC12/22 
為護老者提供平台以互相交流照顧經驗及分享感受，並為護老者送上最新護老資訊。

日	 	 期：2022年10月15日、11月12日、12月10日（逢星期六，共3次）

時	 	 間：上午9:30-10:30 費	 	 用：免費

地	 	 點：中心大房 對	 	 象：護老者

名	 	 額：15人（報名即代表參加3次活動） 負責職員：陳綺婷姑娘

報名方法：由10月5日（三）起接受電話報名（號碼：5118	 5704），負責職員會稍後致電

∕WhatsApp確認。

備	 	 註：如活動受社區疫情影響，為保持安全社交距離，本中心或會安排每位護老者只出席其中

一次聚會。

睡眠健康講座 CWCRC38/22 
由註冊護士講解長期失眠的成因、影響及一些不適當的處理方法；並教授如何建立健康的睡眠習慣。

日	 	 期：2022年10月13日（四） 費	 	 用：免費

時	 	 間：上午10:00-11:00 對	 	 象：護老者

地	 	 點：中心飯堂 名	 	 額：20人

負責職員：陳綺婷姑娘 講	 	 者：衞生署長者健康服務註冊護士

報名方法：由10月5日（三）起接受電話報名（號碼：5118	 5704），負責職員會稍後致電

∕WhatsApp確認。

照顧及支援弱聽長者講座 CWCRC42/22 
了解弱聽長者的需要、可使用的社區資源及建議溝通要點。

日	 	 期：2022年10月7日（五） 費	 	 用：免費

時	 	 間：下午2:30-4:00 對	 	 象：護老者

地	 	 點：中心飯堂 名	 	 額：20人

負責職員：陳綺婷姑娘 講	 	 者：香港聾人協進會

報名方法：由10月5日（三）起接受電話報名（號碼：5118	 5704），負責職員會稍後致電

∕WhatsApp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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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者支援服務護老者支援服務——專題講座專題講座

認識軟餐講座 CWCRC43/22 
講解認識軟餐的特點、認識完善的軟餐製作技巧、示範菜式（飯、菜、鼓油雞脾、湯或果汁或茶）及

提供試食（薑汁紅豆湯圓）供取走。

日	 	 期：2022年11月11日（五） 費	 	 用：$10

時	 	 間：下午2:00-4:30 對	 	 象：護老者（需照顧有吞嚥困難者優先）

地	 	 點：中心飯堂 名	 	 額：20人

負責職員：陳綺婷姑娘 講	 	 者：The	Project	Futurus軟餐俠

報名方法：由10月12日（三）起接受電話報名（號碼：5118	 5704），負責職員會稍後致電

∕WhatsApp確認。

長者的口腔健康講座 CWCRC39/22 
由註冊護士糾正長者對口腔健康的錯誤觀念、讓長者知道蛀牙及牙周病的原因、正確清潔牙齒及假牙

托的方法及讓長者明白定期檢查牙齒的重要性。

日	 	 期：2022年11月17日（四） 費用：免費

時	 	 間：上午10:00-11:00 對象：護老者

地	 	 點：中心飯堂 名額：20人

負責職員：陳綺婷姑娘 講者：衞生署長者健康服務註冊護士

報名方法：由11月8日（二）起接受電話報名（號碼：5118	 5704），負責職員會稍後致

∕WhatsApp確認。

忙裡偷閒玩一玩C CWCRC19/22 
透過伸展運動及電玩體感遊戲，讓護老者得以放鬆及紓壓。

日	 	 期：2022年11月1、8、15及22日（逢星期二，共4節） 費	 	 用： 免費

時	 	 間：上午10:00-11:30 對	 	 象： 護老者

名	 	 額：10人 負責職員： 陳綺婷姑娘

地	 	 點 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健智匯1樓（西環德輔道西466號）

報名方法：由10月12日（三）起接受電話報名（號碼：5118	 5704），負責職員會稍後致電

∕WhatsApp確認。

護老同遊「樂齡科技博覽2022」 CWCRC46/22
讓護老者認識近距離接觸及認識樂齡科技產品。

日	 	 期：2022年11月3日（星期四） 費	 	 用： 免費

時	 	 間：下午2:00-5:00 對	 	 象： 護老者

地	 	 點：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1A-C（中心將安排旅遊巴往返上環）

名	 	 額：30人（視乎政府防疫規定，或有所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報名方法：由10月12日（三）起接受電話報名（號碼：5118	 5704），負責職員會稍後致電

∕WhatsApp確認。

負責職員：陳綺婷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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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科急症及處理講座 CWCRC44/22 
講解心臟病、糖尿病、中風等急救處理。

日	 	 期：2022年12月9日（五） 費用：免費

時	 	 間：下午2:30-4:00 對象：護老者

地	 	 點：中心飯堂 名額：20人

負責職員：陳綺婷姑娘 講者：「五星健康五星家」香港紅十字會健康教育計劃

報名方法：由11月8日（二）起接受電話報名（號碼：5118	 5704），負責職員會稍後致電

∕WhatsApp確認。

冬季食療講座 CWCRC41/22 
由註冊中醫師講解冬季飲食食療及注意事項。

日	 	 期：2022年11月25日（五） 費用：免費

時	 	 間：上午10:00-11:00 對象：護老者

地	 	 點：中心飯堂 名額：10人

負責職員：陳綺婷姑娘 講者：陳偉文中醫師

報名方法：由11月8日（二）起接受電話報名（號碼：5118	 5704），負責職員會稍後致電

∕WhatsApp確認。

精明使用長者醫療券講座 CWCRC40/22 
由註冊護士講解長者醫療券計劃內容概要、使用長者醫療券方法與個案分享及注意事項。

日	 	 期：2022年12月9日（五） 費用：免費

時	 	 間：上午10:00-11:00 對象：護老者

地	 	 點：中心飯堂 名額：20人

負責職員：陳綺婷姑娘 講者：衞生署長者健康服務註冊護士

報名方法：由11月8日（三）起接受電話報名（號碼：5118	 5704），負責職員會稍後致電

∕WhatsApp確認。

個人輔助器材清潔消毒服務
年近歲晚，又係時候洗邋遢。疫情下老友記使用的輪椅、拐杖

等每日接觸戶外環境，有機會成為病毒傳播媒介。中心為會員

提供「個人輔助器材清潔消毒服務」，以優惠價錢幫老友記的

輪椅、沐浴椅、便椅、助行架及拐杖進行大清洗及消毒。

器材會交由聖雅各福群會營運的「樂齡科技清潔及保養服務中

心」，使用日本最先進的設備包括臭氧殺菌裝置、輪椅車輪洗

淨機、全自動輪椅洗淨機等進行徹底清潔、消毒、除臭及乾

燥，有效減少細菌數量達99.9%，防止器材成為傳播病菌媒

介，保障老友記及屋企人的健康。希望大家都將呢個服務推薦

給有需要的親戚朋友啦。

器材種類	
原價
（港幣）

優惠價
（港幣）

拐杖	 $50 $30

浴室扶手	 $50 $30

助行架 $50 $30

輪椅 $85 $60

沐浴椅 $85 $60

沐浴便椅
（有轆∕無轆）

$85 $60

輪椅外置坐墊
或背墊

每件$50 每件$30

可清洗器材種類：手動輪椅、沐浴椅、便椅、助行架、拐杖及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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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康用品大掃除 CWCRC49/22
會員可於2023年1月7日（星期六）將需要清洗的器材交到

中心，器材會由「樂齡科技清潔及保養服務中心」進行清洗

消毒。完成後，會員可於2023年1月14日（星期六）到中

心取回器材。

費	 	 用：免費					

對	 	 象：長者於中西區居住之護老者	

名	 	 額：10人 負責職員：何欣曉姑娘

報名方法：由 12 月 7 日（三）起接受電話報名（號碼：

5118	5704），負責職員會稍後致電∕WhatsApp

確認及安排時間把復康用品送到中心。

「生命自覺。與己同行」護老者心靈滋養工作坊 CW412/22
「護老者」是一個角色，內裡有愛、有照顧、有責任等；有些時候，部份作為護老者的朋友，忙著照

顧，卻忘卻了原本的愛，如何去愛自己、如何讓愛可在家流動。當我們能對自身多一份覺察，培養自己

有陪伴自己的技巧及能力，帶著寬容友善的態度，或者能再次連繫心底裡原本有的愛。

本工作坊是以「生命自覺」（又稱聚焦治療）及「沙維雅家庭治療模式」為理論基礎，

在專業導師的帶領下，一起進行體驗式專題練習及默想活動，讓自己可以騰出一點空

間，體驗「與己同行」的力量，滋養心靈。

內	 	 容：主題教學及分享，體驗式專題練習及默想活動，學習照顧自己身心需要

日	 	 期：2022年11月29日（星期二）							 對	 	 象：有興趣一起學習滋養心靈的護老者

「與己同行，好好陪自己」心靈滋養工作坊 CW413/22
本工作坊是以「生命自覺」（又稱聚焦治療）及「沙維雅家庭治療模式」為理論基礎，在

專業導師的帶領下，與老友記一起進行體驗式專題練習及默想活動，學習好好陪自己，體

驗「與己同行」的力量，滋養心靈，成為護老者的好拍檔，學習被照顧，被愛護的長者。

內	 	 容：主題教學及分享，體驗式專題練習及默想活動，學習照顧自己身心需要

日	 	 期：2022年12月20日（星期二）							 對	 	 象： 有興趣一起學習滋養心靈的長者

時	 	 間：下午2:30-4:30 主講導師： 張包意琴博士、張家興博士及吳浣玲姑娘

地	 	 點：上環文娛中心7/F排練廳 名	 	 額： 各50人（只限報以上活動一次）

負責職員：羅卓盈姑娘 費	 	 用： $20

報名方法：由11月9日（星期三）起接受電話（號碼：2805	1250）負責職員稍後致電∕WhatsApp確認

備	 	 註：1） 參加者請穿著輕便衣服；2） 參加者活動前需面見社工進行評估

3） 導師資歷

 ◆ 張包意琴博士（天行家人心靈互動協會專業臨床總監、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

政學系客席助理教授、認證生命自覺培訓師、兒童自覺培訓師；42年來專注運用沙

維雅(V.	Satir)輔導模式於個人、婚姻輔導及家庭治療工作上，並為不同機構作臨床

顧問，同工督導）

 ◆ 張家興博士（天行家人心靈互動協會執行總監、國際生命自覺協會協調員和認證生

命自覺培訓師、香港生命自覺協會創辦人）

 ◆ 吳浣玲姑娘（資深輔導社工、國際生命自覺協會受訓協調員、認證生命自覺培訓

師、註冊社工；近年專注發展靜觀為本、生命自覺心理治療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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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護老用品租借及二手售賣

借用者須知：
˙必需登記成為護老者會員	

˙請先致電了解復康用具存貨

˙借用人必須自行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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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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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中心備有的存貨已全部租出，服務使用者需登記輪候

輪椅 沐浴便廁椅 沖涼椅 輔行架 活動靠背架 拐杖∕四腳叉 氣墊床 床邊扶手

復康用具租借        

二手用品售賣   

易「租」易「還」

應急輪椅服務
	 	 不少家人都會遇上突發情況需要使用

輪椅，本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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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公眾假期除外）

服務收費：$5

服務對象：60歲以上長者

聯絡電話：2805	1250（中西區）

如欲申請服務，請先致電查詢及預約

港島西醫院聯網醫家友支援計劃照顧者學堂

照顧者學堂模式：
—	每月1次；每次約1小時30分鐘

—	形式：Zoom網上會議

—	活動詳情及報名：請瀏覽「醫家友支援計劃」Facebook，

	 有興趣參與的護老者可填寫網上表格或致電2255	4343向瑪麗醫院病人資源中心報名。

—	前半部份由瑪麗醫院不同部門分享照顧者資訊；後半部份由港島區社區機構分享護老服務。

—	未來一季「照顧者學堂」安排：

日期 時間

2022 年 10 月 28 日（五）

下午 2:00-3:302022 年 11 月 25 日（五）

2022 年 12 月 23 日（五）

	 	 由港島西醫院聯網及5間社區機構主辦「照顧者學堂」，配合照顧者的需要，每月舉辦不同主

題的講座。除了在社區機構安排訓練外，亦會利用網上平台即時直播訓練內容，配合照顧者的學

習需要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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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即下載

GOODS-CO物送其用 一站式物品配對平台
	 	 GOODS-CO為一站式物品配對平台，用戶可以

接收或分享有用資源，盡顯物「送」其用嘅精神！

	 	 聖雅各福群會獲滙豐銀行慈善基金支持，推出

GOODS-CO物送其用一站式物品配對平台。GOODS-

CO會聯同社會上不同的合作伙伴，將有用的物品

運送至有需要的人士手上；同時致力推動可持續發

展文化，鼓勵二手重用，為環保出一分力。

姓名 捐贈內容 姓名 捐贈內容 姓名 捐贈內容

林先生 輔行架 朱先生 輔行架、紙尿片 張女士 蛋白粉

李女士 營養奶 馬女士 紙尿片 黃太 紙尿褲

黃小姐 尿片、淋浴椅 姜女士 腳踏單車

鳴謝下列人士於2022年5至7月下列人士捐贈復康用具予本中心，

作護老者服務之用，感謝至深，特此言謝。 鳴謝

2.Facebook 
本會已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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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js ica re r或

FACEBOOK搜尋列輸入聖雅各

福群會	護老者資源中心

安加適成人尿片及專業皮膚護理用品

產品類別包括：
˙彈性金裝紙尿片

˙活動紙尿褲

˙失禁護理用品（如床墊、片芯、失禁墊等）

˙個人清潔護理用品

˙失禁皮膚護理用品

★如有需要，可先索取免費試用裝

營養品
˙旨在減輕護老者之照顧壓力

˙只供本中心有效之護老者會員

產品系列包括：
˙癌症治療專用

˙洗腎專用

˙肺病專用

˙口服∕管飼專用

˙特殊膳餐

˙吞嚥及咀嚼困難專用

˙早期認知及記憶力衰退專用

如欲了解產品詳情及價目，請致電2805	1250或WhatsApp	5118	5704與陳綺婷姑娘聯絡。

護老用品 代購

1.Whatsapp 服務

（電話：5118 5704）：
◆	此服務供查詢護老者服務查詢、安排復康用品租借及捐贈之用。

◆	如欲租借，請WhatsApp所需器材、預計租借日期及長度，職員將

回覆及跟進。

◆	如欲捐贈，請WhatsApp現有器材或用品之相片、款式及數量，以

便安排送到中心之時段（捐贈者需自行安排送到中心）。

◆	備註：WhatsApp服務作非緊急用途，如有查詢請致電2805	1250

與中心職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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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2022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國慶日

2 3 4 5 6 7 8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一上月會

重陽節假期
中心休息

10:00 認知刺激治療小組
10:30 老友齊玩桌上遊A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四上月會
10:00	 卡耆樂團
2:30 四下月會

9:45		 易筋棒
10:00	 大腦健身房
11:00	 眼睛去旅行 Facebook 直播
2:00	 開心睇電影
2:00	 耆義攝影 B
2:30	 照顧及支援弱聽長者講座
2:30	 五蚊腦力下午茶

10:00	 六上月會
2:00		 長新冠食療講座（一）
2:00		 飛鏢樂
2:30	 卡拉之星

11 10 11 12 13 14 15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9:45 腦帶總動員
2:30	 五蚊腦力下午茶
2:30 激腦娛樂房A組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Ａ
10:00	 卡通氣球造型A
11: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 B
2:30	 二下月會
2:30 睇睇體腦適能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認知刺激治療小組
10:00 Facebook	直播
2:30 腦動日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疫下好心情小組
10:00	 睡眠健康講座
2:00	 耆義攝影 A
2:30	 好戲 FUN護老電影院
2:30	 樂齡友里義工活動

9:45	 易筋棒
2:30 日語第七話
2:00 巴基斯坦炒飯

9:00	 血糖測試
9:30	 周六鬆一鬆護老者聚會
1:30	 「靚湯網絡」探訪活動
2:00	 耆義攝影
2:30	 卡拉之星

16 17 18 19 20 21 22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9:45 腦帶總動員
10:30	 Android 手機班
2:30	 神耆筷算
4:00	 Facebook 應用班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Ａ
10:00	 卡通氣球造型A
11: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 B
1:00 懷舊滾軸之旅
2:30 睇睇體腦適能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2:30	 神耆筷算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2:30		 腦動日

10:00 卡耆樂團
10:00 疫下好心情小組
11:00 飯堂之友大會A
12:30 求之不得保齡球
1:00 飯堂之友大會 B
2:00 耆義攝影A
2:30 樂齡友里義工活動

9:30 陶藝小組
9:45 易筋棒
10:00 「長者健體計劃」外展活動
10:00 音樂律動小組
2:00 開心睇電影
2:00 耆義攝影 B
2:30 日語第七話
4:00 科技義工訓練

11:00	 園藝治療：空氣草盆栽
2:00	 長新冠食療講座（二）
2:00	 飛鏢樂
2:30	 卡拉之星
3:00	 與EM小朋友製作甜品

23 24 25 26 27 28 29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9:45 腦帶總動員
10:30 Android 手機班
2:30 物理治療講座：防跌
2:00 耆義剪藝計劃
4:00 網絡防騙你要知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Ａ
10:00 卡通氣球造型 B
11: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 B
12:00 神耆筷算
2:30 靜．好眠—睡眠小組
2:30 睇睇體腦適能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學色多點點
10:00 音樂律動小組
11:00 四合一綜合 KeepFit 運動班
12:00 1+1 帶氧伸展運動班
2:00 耆義攝影A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卡耆樂團
10:00	 疫下好心情小組
3:00	 眾樂樂．桌上遊 Café	(A)
2:30	 樂齡友里義工活動

9:30 陶藝小組
9:45 易筋棒
10:00 麻雀麻雀腦愛你
10:00 音樂律動小組
2:00 照顧者學堂
2:00 耆義攝影 B
2:30 日語第七話
2:30 憶力多月聚
4:00 科技義工訓練

2:00	 飛鏢樂
2:30	 卡拉之星

30 31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2:30 激腦娛樂房 B組
4:00 Zoom基本教學班

4242



十月
2022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國慶日

2 3 4 5 6 7 8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一上月會

重陽節假期
中心休息

10:00 認知刺激治療小組
10:30 老友齊玩桌上遊A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四上月會
10:00	 卡耆樂團
2:30 四下月會

9:45		 易筋棒
10:00	 大腦健身房
11:00	 眼睛去旅行 Facebook 直播
2:00	 開心睇電影
2:00	 耆義攝影 B
2:30	 照顧及支援弱聽長者講座
2:30	 五蚊腦力下午茶

10:00	 六上月會
2:00		 長新冠食療講座（一）
2:00		 飛鏢樂
2:30	 卡拉之星

11 10 11 12 13 14 15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9:45 腦帶總動員
2:30	 五蚊腦力下午茶
2:30 激腦娛樂房A組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Ａ
10:00	 卡通氣球造型A
11: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 B
2:30	 二下月會
2:30 睇睇體腦適能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認知刺激治療小組
10:00 Facebook	直播
2:30 腦動日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疫下好心情小組
10:00	 睡眠健康講座
2:00	 耆義攝影 A
2:30	 好戲 FUN護老電影院
2:30	 樂齡友里義工活動

9:45	 易筋棒
2:30 日語第七話
2:00 巴基斯坦炒飯

9:00	 血糖測試
9:30	 周六鬆一鬆護老者聚會
1:30	 「靚湯網絡」探訪活動
2:00	 耆義攝影
2:30	 卡拉之星

16 17 18 19 20 21 22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9:45 腦帶總動員
10:30	 Android 手機班
2:30	 神耆筷算
4:00	 Facebook 應用班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Ａ
10:00	 卡通氣球造型A
11: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 B
1:00 懷舊滾軸之旅
2:30 睇睇體腦適能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2:30	 神耆筷算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2:30		 腦動日

10:00 卡耆樂團
10:00 疫下好心情小組
11:00 飯堂之友大會A
12:30 求之不得保齡球
1:00 飯堂之友大會 B
2:00 耆義攝影A
2:30 樂齡友里義工活動

9:30 陶藝小組
9:45 易筋棒
10:00 「長者健體計劃」外展活動
10:00 音樂律動小組
2:00 開心睇電影
2:00 耆義攝影 B
2:30 日語第七話
4:00 科技義工訓練

11:00	 園藝治療：空氣草盆栽
2:00	 長新冠食療講座（二）
2:00	 飛鏢樂
2:30	 卡拉之星
3:00	 與EM小朋友製作甜品

23 24 25 26 27 28 29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9:45 腦帶總動員
10:30 Android 手機班
2:30 物理治療講座：防跌
2:00 耆義剪藝計劃
4:00 網絡防騙你要知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Ａ
10:00 卡通氣球造型 B
11: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 B
12:00 神耆筷算
2:30 靜．好眠—睡眠小組
2:30 睇睇體腦適能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學色多點點
10:00 音樂律動小組
11:00 四合一綜合 KeepFit 運動班
12:00 1+1 帶氧伸展運動班
2:00 耆義攝影A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卡耆樂團
10:00	 疫下好心情小組
3:00	 眾樂樂．桌上遊 Café	(A)
2:30	 樂齡友里義工活動

9:30 陶藝小組
9:45 易筋棒
10:00 麻雀麻雀腦愛你
10:00 音樂律動小組
2:00 照顧者學堂
2:00 耆義攝影 B
2:30 日語第七話
2:30 憶力多月聚
4:00 科技義工訓練

2:00	 飛鏢樂
2:30	 卡拉之星

30 31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2:30 激腦娛樂房 B組
4:00 Zoom基本教學班

4343



十一月
2022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2 3 4 5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Ａ
10:00 卡通氣球造型 B
11: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 B
2:30 靜．好眠—睡眠小組
2:30 二下月會

10:00 音樂律動小組
10:30 老友齊玩桌上遊 B
11:00 四合一綜合 KeepFit 運動班
12:00 1+1 帶氧伸展運動班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聞所未聞
10:00  四上月會
10:00 疫下好心情小組
12:00 神耆筷算
2:00 耆義攝影C
2:30 樂齡友里義工活動
2:00 護老同遊：樂齡科技

9:30 陶藝小組
10:00 穴位鬆一鬆
2:00 開心睇電影
2:00 耆義攝影D
2:30 日語第七話
2:30 健腦桌上遊
2:30  四下月會

10:00 六上月會
2:00 長新冠食療講座（三）
2:00 飛鏢樂
2:30 卡拉之星

6 7 8 9 10 11 12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30 Android 手機應用班
2:30 腦友大笪地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Ａ
11: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 B
2:30 靜．好眠—睡眠小組
2:30 睇睇體腦適能

10:00 音樂律動小組
10:00 護老皮革班
11:00 四合一綜合 KeepFit 運動班
12:00 1+1 帶氧伸展運動班
2:30 BOCCIA 硬地滾球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聞所未聞
10:00 疫下好心情小組
11:30 耆色異彩
2:00 耆義攝影C
2:30 樂齡友里義工活動

9:30 陶藝小組
10:00 穴位鬆一鬆
2:00 認識軟餐講座
2:00  耆義攝影D

9:00 血糖測試
9:00 半天旅行團
9:30 周六鬆一鬆護老者聚會
11:30 園藝治療：乾花藍及香草瓶
2:00  飛鏢樂
2:30  卡拉之星
3:00 與EM小朋友畫彩繪

13 14 15 16 17 18 19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9:45	 球球是道
10:30	 Android 手機應用班
2:30	 神耆筷算
2:30	 腦友大笪地

9:45	 肌力加油站
10: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Ａ
10:30	 同心同繪
11: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 B
2:30 靜．好眠—睡眠小組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9:00	 汀角灣 BBQ之旅（一）
10:00	 音樂律動小組
11:00	 四合一綜合 KeepFit 運動班
12:00	 1+1 帶氧伸展運動班
2:00	 耆義攝影 C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2:30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10:00 聞所未聞
10:00 長者的口腔健康講座
10:00	 小黑炭熔岩烘培 1+1 義工班
10:00 疫下好心情小組
12:00 神耆筷算
12:30 求之不得保齡球
2:00	 耆義攝影D
2:30	 樂齡友里義工活動

9:30	 陶藝小組
9:30	 流感疫苗注射服務
10:00	 小黑炭熔岩烘培 1+1
2:00 認識巴基斯坦文化 (1)
2:00	 開心睇電影

2:00	 飛鏢樂
2:30	 卡拉之星
3:00 隨心所欲一齊玩~快樂聚繪

20 21 22 23 24 25 26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9:45	 球球是道
2:30	 激腦娛樂房 A組
2:30	 腦友大笪地
4:00	 ZOOM基本應用班

9:45	 肌力加油站
10:00	 Facebook	 Live
10: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Ａ
11: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 B
2:30	 繪話
2:30 靜．好眠—睡眠小組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音樂律動小組
11:00 四合一綜合 KeepFit 運動班
12:00	 1+1 帶氧伸展運動班
2:30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3:00 眾樂樂．桌上遊Café	B

10:00	 認知大搜查
10:00		疫下好心情小組
10:00		麻雀麻雀腦愛你
10:30 耆義攝影C
2:00	 義工聖誕卡製作

10:00	 冬季食療講座
11:00	 眼睛去旅行 Facebook 直播
2:00	 耆義攝影D
2:30	 BINGO樂滿 Fun
2:30	 憶力多月聚

2:00	 飛鏢樂
2:30	 卡拉之星

27 28 29 30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9:45	 球球是道
2:30	 激腦娛樂房 B組
2:30	 腦友大笪地
2:00	 耆義剪藝計劃
2:30	 網絡防騙你要知

9:45	 肌力加油站
2:30	 繪話
2:30 靜．好眠—睡眠小組
2:30 「生命自覺，與己同行」
 護老者心靈滋養工作坊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9:00 汀角灣 BBQ之旅（二）
10:00	 和諧粉彩心意卡
10:00 音樂律動小組
11:00 四合一綜合 KeepFit 運動班
12:00	 1+1 帶氧伸展運動班
2:30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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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2022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2 3 4 5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Ａ
10:00 卡通氣球造型 B
11: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 B
2:30 靜．好眠—睡眠小組
2:30 二下月會

10:00 音樂律動小組
10:30 老友齊玩桌上遊 B
11:00 四合一綜合 KeepFit 運動班
12:00 1+1 帶氧伸展運動班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聞所未聞
10:00  四上月會
10:00 疫下好心情小組
12:00 神耆筷算
2:00 耆義攝影C
2:30 樂齡友里義工活動
2:00 護老同遊：樂齡科技

9:30 陶藝小組
10:00 穴位鬆一鬆
2:00 開心睇電影
2:00 耆義攝影D
2:30 日語第七話
2:30 健腦桌上遊
2:30  四下月會

10:00 六上月會
2:00 長新冠食療講座（三）
2:00 飛鏢樂
2:30 卡拉之星

6 7 8 9 10 11 12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30 Android 手機應用班
2:30 腦友大笪地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Ａ
11: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 B
2:30 靜．好眠—睡眠小組
2:30 睇睇體腦適能

10:00 音樂律動小組
10:00 護老皮革班
11:00 四合一綜合 KeepFit 運動班
12:00 1+1 帶氧伸展運動班
2:30 BOCCIA 硬地滾球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聞所未聞
10:00 疫下好心情小組
11:30 耆色異彩
2:00 耆義攝影C
2:30 樂齡友里義工活動

9:30 陶藝小組
10:00 穴位鬆一鬆
2:00 認識軟餐講座
2:00  耆義攝影D

9:00 血糖測試
9:00 半天旅行團
9:30 周六鬆一鬆護老者聚會
11:30 園藝治療：乾花藍及香草瓶
2:00  飛鏢樂
2:30  卡拉之星
3:00 與EM小朋友畫彩繪

13 14 15 16 17 18 19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9:45	 球球是道
10:30	 Android 手機應用班
2:30	 神耆筷算
2:30	 腦友大笪地

9:45	 肌力加油站
10: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Ａ
10:30	 同心同繪
11: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 B
2:30 靜．好眠—睡眠小組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9:00	 汀角灣 BBQ之旅（一）
10:00	 音樂律動小組
11:00	 四合一綜合 KeepFit 運動班
12:00	 1+1 帶氧伸展運動班
2:00	 耆義攝影 C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2:30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10:00 聞所未聞
10:00 長者的口腔健康講座
10:00	 小黑炭熔岩烘培 1+1 義工班
10:00 疫下好心情小組
12:00 神耆筷算
12:30 求之不得保齡球
2:00	 耆義攝影D
2:30	 樂齡友里義工活動

9:30	 陶藝小組
9:30	 流感疫苗注射服務
10:00	 小黑炭熔岩烘培 1+1
2:00 認識巴基斯坦文化 (1)
2:00	 開心睇電影

2:00	 飛鏢樂
2:30	 卡拉之星
3:00 隨心所欲一齊玩~快樂聚繪

20 21 22 23 24 25 26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9:45	 球球是道
2:30	 激腦娛樂房 A組
2:30	 腦友大笪地
4:00	 ZOOM基本應用班

9:45	 肌力加油站
10:00	 Facebook	 Live
10: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Ａ
11:00	 預防痛症伸展操班 B
2:30	 繪話
2:30 靜．好眠—睡眠小組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音樂律動小組
11:00 四合一綜合 KeepFit 運動班
12:00	 1+1 帶氧伸展運動班
2:30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3:00 眾樂樂．桌上遊Café	B

10:00	 認知大搜查
10:00		疫下好心情小組
10:00		麻雀麻雀腦愛你
10:30 耆義攝影C
2:00	 義工聖誕卡製作

10:00	 冬季食療講座
11:00	 眼睛去旅行 Facebook 直播
2:00	 耆義攝影D
2:30	 BINGO樂滿 Fun
2:30	 憶力多月聚

2:00	 飛鏢樂
2:30	 卡拉之星

27 28 29 30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9:45	 球球是道
2:30	 激腦娛樂房 B組
2:30	 腦友大笪地
2:00	 耆義剪藝計劃
2:30	 網絡防騙你要知

9:45	 肌力加油站
2:30	 繪話
2:30 靜．好眠—睡眠小組
2:30 「生命自覺，與己同行」
 護老者心靈滋養工作坊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9:00 汀角灣 BBQ之旅（二）
10:00	 和諧粉彩心意卡
10:00 音樂律動小組
11:00 四合一綜合 KeepFit 運動班
12:00	 1+1 帶氧伸展運動班
2:30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4545



十二月
2022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2 3

9:30	 軟餐小組
10:00	 鏢皇鏢后
10:00	 四上月會
10:00 疫下好心情小組
2:00	 耆義攝影 C
2:00		 大腦健身房
2:30	 四下月會

2:00	 開心睇電影
2:00	 耆義攝影D

10:00	 六上月會
2:00	 飛鏢樂
2:30	 齊畫聖誕塑膠彩A
2:30	 卡拉之星
3:30	 齊畫聖誕塑膠彩 B

4 5 6 7 8 9 10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一上月會
10:00	 參觀M+博物館
10:30	 Android 手機應用班
2:30	 激腦娛樂房

2:30	 繪話
2:30	 二下月會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音樂律動小組
11:00 四合一綜合KeepFit 運動班
12:00	 1+1 帶氧伸展運動班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2:30	 MOLKKY 芬蘭木柱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2:30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9:30	 軟餐小組
10:00	 鏢皇鏢后
2:00	 耆義攝影 C
2:00		 大腦健身房
3:00	 一起製作木糠布甸

10:00	 精明使用長者醫療券講座
2:00	 耆義攝影D
2:30	 內科急症及處理講座

9:00	 血糖測試
9:30	 周六鬆一鬆護老者聚會
10:00	 聖誕甜點製作班
1:30	 「靚湯網絡」探訪活動
2:30	 齊畫聖誕塑膠彩 C
2:30	 卡拉之星
3:30	 齊畫聖誕塑膠彩D

11 12 13 14 15 16 17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30	 Android 手機應用班
4:00	 Facebook	 基本應用
班

9:00	 耆義樂聚之聖誕樂聚旅行
10:00	 Facebook 月月有得 live
2:30	 網絡防騙你要知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音樂律動小組
10:30	 男士本色
11:00 四合一綜合KeepFit 運動班
12:00	 1+1 帶氧伸展運動班
2:30	 嘻嘻哈哈過聖誕	X	
 10-12 月生日會
2:30	 MOLKKY 芬蘭木柱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2:30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9:30	 軟餐小組
10:00	 鏢皇鏢后
2:00	 耆義攝影 C
2:30	 冬日樂悠遊
3:00	 Henna(1) 漢娜彩繪

9:30	 十二月奶粉展銷
2:00	 開心睇電影
2:00	 耆義攝影D
2:00	 聖誕節旅行冬日樂悠悠

9:00	 愛心義賣嘉年華

18 19 20 21 22 23 24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30	 Android 手機應用班
2:00	 耆義剪藝計劃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2:30 「與己同行，好好陪自己」
 心靈滋養工作坊

10:00 音樂律動小組
1:45	 射箭眾樂體驗日
2:30 激腦娛樂房
2:30	 MOLKKY 芬蘭木柱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2:30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9:30	 軟餐小組
2:00		 大腦健身房
2:00	 耆義攝影 C

10:00 長者健體計劃外展活動
2:00	 耆義攝影D

2:00	 飛鏢樂
2:30	 卡拉之星

25 26 27 28 29 30 31
聖誕節翌日
中心休息

聖誕節翌日補假
中心休息

10:00	 音樂律動小組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2:30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10:00 精明使用長者醫療券講座
2:00	 認識巴基斯坦文化 (2)

10:00	 麻雀麻雀腦愛你	
2:30	 激腦娛樂房
2:30	 憶力多月聚

10:00	 和諧粉彩慶除夕
2:00	 與EM小朋友玩遊戲
2:00	 飛鏢樂
2:30 卡拉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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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2022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2 3

9:30	 軟餐小組
10:00	 鏢皇鏢后
10:00	 四上月會
10:00 疫下好心情小組
2:00	 耆義攝影 C
2:00		 大腦健身房
2:30	 四下月會

2:00	 開心睇電影
2:00	 耆義攝影D

10:00	 六上月會
2:00	 飛鏢樂
2:30	 齊畫聖誕塑膠彩A
2:30	 卡拉之星
3:30	 齊畫聖誕塑膠彩 B

4 5 6 7 8 9 10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一上月會
10:00	 參觀M+博物館
10:30	 Android 手機應用班
2:30	 激腦娛樂房

2:30	 繪話
2:30	 二下月會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音樂律動小組
11:00 四合一綜合KeepFit 運動班
12:00	 1+1 帶氧伸展運動班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2:30	 MOLKKY 芬蘭木柱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2:30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9:30	 軟餐小組
10:00	 鏢皇鏢后
2:00	 耆義攝影 C
2:00		 大腦健身房
3:00	 一起製作木糠布甸

10:00	 精明使用長者醫療券講座
2:00	 耆義攝影D
2:30	 內科急症及處理講座

9:00	 血糖測試
9:30	 周六鬆一鬆護老者聚會
10:00	 聖誕甜點製作班
1:30	 「靚湯網絡」探訪活動
2:30	 齊畫聖誕塑膠彩 C
2:30	 卡拉之星
3:30	 齊畫聖誕塑膠彩D

11 12 13 14 15 16 17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30	 Android 手機應用班
4:00	 Facebook	 基本應用
班

9:00	 耆義樂聚之聖誕樂聚旅行
10:00	 Facebook 月月有得 live
2:30	 網絡防騙你要知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00	 音樂律動小組
10:30	 男士本色
11:00 四合一綜合KeepFit 運動班
12:00	 1+1 帶氧伸展運動班
2:30	 嘻嘻哈哈過聖誕	X	
 10-12 月生日會
2:30	 MOLKKY 芬蘭木柱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2:30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9:30	 軟餐小組
10:00	 鏢皇鏢后
2:00	 耆義攝影 C
2:30	 冬日樂悠遊
3:00	 Henna(1) 漢娜彩繪

9:30	 十二月奶粉展銷
2:00	 開心睇電影
2:00	 耆義攝影D
2:00	 聖誕節旅行冬日樂悠悠

9:00	 愛心義賣嘉年華

18 19 20 21 22 23 24
9: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10:30	 Android 手機應用班
2:00	 耆義剪藝計劃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2:30 「與己同行，好好陪自己」
 心靈滋養工作坊

10:00 音樂律動小組
1:45	 射箭眾樂體驗日
2:30 激腦娛樂房
2:30	 MOLKKY 芬蘭木柱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2:30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9:30	 軟餐小組
2:00		 大腦健身房
2:00	 耆義攝影 C

10:00 長者健體計劃外展活動
2:00	 耆義攝影D

2:00	 飛鏢樂
2:30	 卡拉之星

25 26 27 28 29 30 31
聖誕節翌日
中心休息

聖誕節翌日補假
中心休息

10:00	 音樂律動小組
2:30	 智友醫社：歡樂今天
2:30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10:00 精明使用長者醫療券講座
2:00	 認識巴基斯坦文化 (2)

10:00	 麻雀麻雀腦愛你	
2:30	 激腦娛樂房
2:30	 憶力多月聚

10:00	 和諧粉彩慶除夕
2:00	 與EM小朋友玩遊戲
2:00	 飛鏢樂
2:30 卡拉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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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長者地區中心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六

上午8:30-下午5:30

收費時間：上午9:00-下午4:30

地址：香港上環皇后大道中

	 	 	 345號上環市政大廈11樓

電話：2805	1250			

傳真：2815	4866		

電郵：cwdecc@sjs.org.hk

上環
市政大廈

干諾道中

上環港鐵站	A2 出口
德輔道中

永樂街

文咸東街

文咸
東街

皇后大道中

上環

摩
利
臣
街

天氣情況

中心服務

（包括：洗衣、浴室及

護老者資源中心）

飯堂服務 中心內活動 戶外活動

或1號風球

或3號風球

或8號風球	

8號	 	 	 3號

早上9時前改掛上午
早上7時前改掛早餐

早上9時半前改掛

午餐（星期六除外）

下午2時半前改掛下午 下午2時半前改掛

晚餐（星期六除外）

3號	 	 	 1號

早上7時半前改掛全日 早上7時半前改掛全日

中午12時半前改掛下午 中午12時半前改掛下午

紅雨

紅雨

紅雨

黑雨

黑雨

黃雨

黃雨

熱帶氣旋或暴雨警告下之服務安排熱帶氣旋或暴雨警告下之服務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