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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活動報名日期：普通活動報名日期：

1月11日（三）、2月8日（三）、3月8日（三）1月11日（三）、2月8日（三）、3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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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籤活動）登記日期：超熱門活動（抽籤活動）登記日期：

1月12日（四）、2月9日（四）、3月9日（四）1月12日（四）、2月9日（四）、3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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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熱門活動普通活動&超熱門活動

報名時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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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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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3月
月會會員通告

2023-2024年度續會安排預告：2023-2024年度續會安排預告：

1-3月月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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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季我地除左係月會作分享中心公告、宣傳及報告中

心活動。我地會推出「月會會員」專屬活動，我地仲

會供月會會員可報「超熱門活動」（抽籤活動）。

	 	 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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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如需報名其他每月的

恆常活動，請按照以往「普通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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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月9日 1月3日 1月5日 1月5日 1月7日

2月 2月6日 2月7日 2月2日 2月2日 2月4日

3月 3月6日 3月7日 3月2日 3月2日 3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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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會通告：
月會可以登記抽籤超熱門活動，歡迎會員到場！

（不會即場抽籤，中籤者會有通知，請留意電話及活動日期）

如欲報名參加2023年4月活動，請務必在參加

活動前完成2023-2024年度的續會手續。

續會費用：＄21

月會會員：會員請依照其所屬月會日期，

	 	 	 	 	 於當日月會後在中心辦理續會手續。

一上 二下 四上 四下 六上

時間
10:00-
12:30

2:30-
5:00

10:00-
12:30

2:30-
5:00

10:00-
12:30

4月 4月3日 4月4日 4月6日 4月6日 4月1日

如果月會會員在以上時段，未有時間到中心續會，請於17/4/2022後於續會開放時段內到中心續會。

通訊會員：會員可於2022年4月20日起到中心進行續會手續

續會時間：上午9:00至下午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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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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2月 3月

普通

活動

普通活動報名日 1月11日（三） 2月8日（三） 3月8日（三）

*後備普通	活動報名日 1月12日（四） 2月9日（四） 3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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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

*倘遇風球∕暴雨訊號懸掛，引致專線報名日期需要更改，請參考後備報名日期。

超熱門
活動

超熱門活動 登記日 1月12日（四） 2月9日（四） 3月9日（四）

結束登記日 1月14日（六） 2月11日（六） 3月11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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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熱門活動超熱門活動
不是先到先得不是先到先得

2023年1-3月 活動報名安排

Caution

重要！重要！重要！重要！重要！重要！
2023年1-3月份

活動報名：以「活動報名專線」方式進行報名

月    會：恢復實體月會 

如有疑問可致電2805 1250查詢或留意中心Facebook公告

只限只限

首天首天

33



火
處理易燃物品

⚠	 把煙蒂完全弄熄，方可丟棄

⚠	 切勿在床上吸煙

⚠	 香燭冥鏹要放進器皿焚燒，

灰燼要用水完全澆熄，方可

傾倒

⚠	 切勿貯存過量香薰油，亦應

將之放在沒有陽光直接照射

而且兒童不能觸及的地方

⚠	 點着蠟燭後勿置之不顧

⚠	 切勿把燃點的蠟燭放置在床

或窗簾附近

使用電器

⚠	 每個插座最多插上一個萬

能插蘇，以防電力線路負

荷過重

⚠	 關掉長時間內不會使用的

電器電源

⚠	 切勿長時間將充電器∕火

牛駁上電源，使用後應即

時拔下插頭

⚠	 如發現充電器∕火牛使用

時出現過熱情況，應即時

關閉電源並拔下插頭

使用煮食爐具

⚠	 不應在爐具四周堆

放雜物，尤其是易

燃物品

⚠	 如發現爐火不正常

燃燒，應立即關上

煮食爐及進行檢查

⚠	 煮食時應看顧爐火

1)	保持鎮定

2)	聽從職員指示

3)	留意環境安全

中心危急中心危急
走火路線圖走火路線圖

家居防家居防 勿疏忽勿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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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動向職員動向
劉銳恒	 資訊科技項目主任	 新入職劉銳恒	 資訊科技項目主任	 新入職
大家好，我係聖雅各福群會中西

區長者地區中心新入職的劉先

生，好開心能在這裏為大家服

務，歡迎大家同我打招呼、傾

計，多多指教！

張麗珍	 社工	 新入職張麗珍	 社工	 新入職
大家好！我係雲妮莎(Vanessa)，

係「賽馬會友伴同盟護老者支援

計劃」的社工同事。各位護老者

及照顧者如需義工提供到戶看顧

長者服務∕陪診∕陪伴長者外出及其他支援服務……

可致電5110 0354，希望我哋幫到你幫到你。

尹柏心先生	職業治療師	尹柏心先生	職業治療師	 調調職職
大家好，我係剛剛到職的職

業治療師尹先生，主要負責

認知障礙智友醫社服務。期

望在中心同各位老友記認識

及為有需要的老友記服務。

楊峻希	 項目主任	 調職楊峻希	 項目主任	 調職
各位老友記，大家好！我係

負責公益金頤康護老者服務

計劃的阿希，好開心終於可

以係中心同大家見面，為大

家提供唔同嘅護老者服務。

期望與各位認識更多！

已離職同事：馮翊崙先生、楊麗萍姑娘已離職同事：馮翊崙先生、楊麗萍姑娘

羅卓盈	 社工	 調職羅卓盈	 社工	 調職
大家好！我是頤康護老

者服務計劃的社工羅卓

盈姑娘Sharon，很高興於

中心與各位照顧者及老

友記相遇。

本計劃除了夥拍656照顧

者好幫搜分享照顧錦囊

及資源外，還會舉行子親活動、線上ZOOM講

座及真人圖書館照顧者小組等，為各位照顧

者的道路上提供養份、連結同路人。

期待在不同的活動與你們有更多的交流！

鄧良憲	 項目主任	 調職鄧良憲	 項目主任	 調職
我叫Benny，是新加入負

責「賽馬會友伴同盟護

老者支援計劃」的項目

主任，歡迎大家見到面

同我打聲招呼吹下水！

劉致玉	 社工	 新入職劉致玉	 社工	 新入職
大家好！我係新入職負

責會員服務嘅社工劉致

玉姑娘，陸續會舉辦唔

同 嘅 活 動 與 大 家 一 齊

玩 ， 希 望 大 家 多 多 支

持！期待係中心見到大

家同大家傾計！

楊惠玲姑娘	 社工	 新入職楊惠玲姑娘	 社工	 新入職
各位老友記，大家好！

我係新入職負責會員服

務嘅社工楊惠玲姑娘，

大 家 可 以 叫 我 做 楊 姑

娘！期待喺中心同大家

傾計，一齊喺唔同活動

上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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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年希望為會員送上祝福，中心特意準備一份新年禮物送贈給大家！！新一年希望為會員送上祝福，中心特意準備一份新年禮物送贈給大家！！

領取時段：2023年2月1日至3月18日領取時段：2023年2月1日至3月18日

（中心按會員出生年份分成6組，請會員按以下的時段領取）（中心按會員出生年份分成6組，請會員按以下的時段領取）

領取日期如下：

組別

出生年份

2022年11月30日或以前

之有效中心會員(#CWD00001 - #CWD05389)

領取日期 

1 1933年或之前（85歲或以上） 2023年2月1日至2月7日

2 1945年或之前（78歲或以上） 2023年2月8日至2月14日

3 1950年或之前（73歲或以上） 2023年2月15日至2月21日

4 1954年或之前（69歲或以上） 2023年2月22日至2月28日

5 1959年或之前（64歲或以上） 2023年3月1日至3月7日

6 1973年或之前（50歲或以上） 2023年3月8日至3月14日

領取時間：星期一至六上午9:00至下午5:00

領取地點：本中心

對	 	 象：於2022年11月30日或以前之有效中心會員		

領取細則：1.	會員憑有效會員證及身份證領取

	 	 	 	 	 	 （有效會員為2022年11月30日或之前完成續會或入會之會員）

	 	 	 	 	 2.	中心按會員出生年份分成6組，請會員按以上的時段領取禮物，

	 	 	 	 	 	 會員請勿於非所屬時段領取

	 	 	 	 	 3.	2023年3月19日為最後的領取日，逾期不獲派發!

	 	 	 	 	 4.	行動不便之會員，只接受親屬憑會員之有效會員證及身份證代領

	 	 	 	 	 5.	如會員於以下四間中心**已是有效會員，也只能在其中一間有會

	 	 	 	 	 	 藉之中心領取最多一份禮物（例：如長者是中西區長者地區中心

	 	 	 	 	 	 的會員，同時為灣仔長者地區中心之會員，只能在其中一間中心領取禮物）

	 	 	 	 	 **	1.	中西區長者地區中心	 2.	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3.	蘇屋長者鄰舍中心	 	 4.	懷愛長者鄰舍中心

號外號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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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單》《菜單》
01.鴻運脆皮乳豬	 02.翡翠炒蝦球蚌片	 03.百花釀蟹鉗	
04.瑤柱扒瓜鋪	 05.高湯海皇燴竹笙	 06.清蒸海石斑	
07.蠔皇花姑扒菜苗	 08.脆皮吊燒雞	 09.瑤柱蛋白炒飯	
10.鮑汁炆伊麵	 11.精美甜品

玉兔迎春
玉兔迎春  添新象添新象

春茗晚宴
春茗晚宴

活動編碼：CW564/22活動編碼：CW564/22

日	 	 期：2023年2月10日（星期五）

時	 	 間：下午5時（進場）；晚上6時（開席）

地	 	 點：嘉豪酒家（上環皇后大道中328號中源廣場一樓）

費	 	 用：會員$200∕非會員$250

對	 	 象：中心會員及其家屬

名	 	 額：240人（預計12人一席，視乎當時防疫規例）

報名方法：1月10日（二）起親身到中心報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由於名額有限，每位報名人士（包括自己）只能報個四個名額。

負責同事：楊惠玲姑娘，劉致玉姑娘，楊諾謙先生，朱君情姑娘

報名安排：1.	1月10日（二）上午九時起派籌及處理報名程序。

2.	報名當天人數眾多，處理程序需時請預留時間及耐心等待。

3.	報名時會安排付款及劃位，如會員想幫其他人報名請出示所有

	 	報名者之會員證正本或副本（照片記錄亦可）。

4.	春茗當天憑票入席、領取紀念品及抽獎，請攜票出席。

過去兩
年因為

疫情我
地冇得

係新春
相聚，

過去兩
年因為

疫情我
地冇得

係新春
相聚，

兔年等
我地全

體同事
同大家

一齊喜
迎新歲

，

兔年等
我地全

體同事
同大家

一齊喜
迎新歲

，

開個好
年，重

拾悉日
的熱鬧

！！

開個好
年，重

拾悉日
的熱鬧

！！

約定你
啦！

約定你
啦！

*因應政府防疫規例，*因應政府防疫規例，

參加者進入餐廳必需使用參加者進入餐廳必需使用

安心出行及出示疫苗通行證。安心出行及出示疫苗通行證。

*活動安排可能因疫情有所變更，*活動安排可能因疫情有所變更，

如有變更，會盡快通知各參加者。如有變更，會盡快通知各參加者。

*菜單只供參考，最後以當天酒家安排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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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到迎人福到迎人兔兔躍新程躍新程
為與一眾會員共慶新春，於2023年1月26日為與一眾會員共慶新春，於2023年1月26日

（星期四）至2月3日（星期五），（星期四）至2月3日（星期五），

憑有效中心會員證親臨中心憑有效中心會員證親臨中心「「詢問處詢問處」」，，

每位會員可獲一次抽獎機會（只限一次），每位會員可獲一次抽獎機會（只限一次），

數量有限，萬勿錯過！數量有限，萬勿錯過！

超熱門活動推介長幼融樂聚繽紛（第三∕四回）
和小朋友一起玩遊戲、整手工，開心相聚一朝。

日    期：2023年1月17日（星期二） 活動編號： CW562/22（第三回）

2023年1月17日（星期二） CW563/22（第四回）

時    間：上午09:00-10:00 活動編號： CW562/22（第三回）

上午10:30-11:30 CW563/22（第四回）

報  名  方  法：1月12日（星期四）起三個工作天內以電話登記地  點： 中心大房

公佈中籤日期：1月16日（星期一），中籤者將有專人通知 費  用： 全免

備    註：此活動與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合作 對  象： 中心會員（只限通訊會員）

負  責  同  事：楊諾謙先生 名  額： 8人

DreamCatcher捕夢網	 EMCW460/22
製作捕夢網是一種有助於放鬆的舒緩活動。

日    期：2023年1月18日（星期三）

地    點：中心大房

地    點：上午10:00-12:00

費    用：$10

對    象：6人

報  名  方  法：由1月12日（星期四）起三個工作天內以電話登記

公佈中籤日期：1月16日（星期一），中籤者將有專人通知

負  責  同  事：BIBI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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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熱門活動推介4合1綜合Keepfit運動班	

CW5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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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18日；2月1，8，15日

及3月1，8，15，22日（逢星期三），共8堂

時    間：上午11:00-中午12:00

地    點：上環體育館11樓舞蹈室

對    象：適合有運動習慣或對運動有興趣之長者

報  名  方  法：由1月12日（星期四）起三個工作天內以電話登記

費    用：$160 

名    額：20人

負  責  同  事：朱君情姑娘及楊諾謙先生

公佈中籤日期：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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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註：本活動包括中等至高強度的運動，參加者須自行評估身體狀況是否適合。

1+1帶氧伸展運動班	 CW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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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18日；2月1，8，15日

及3月1，8，15，22日（逢星期三），共8堂

時    間：中午12:00-下午1:00

地    點：上環體育館11樓舞蹈室

對    象：適合有運動習慣或對運動有興趣之長者

報  名  方  法：由1月12日（星期四）起三個工作天內以電話登記

費    用：$160 

名    額：24人

負  責  同  事：朱君情姑娘及楊諾謙先生

公佈中籤日期：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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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註：本活動包括中等至高強度的運動，參加者須自行評估身體狀況是否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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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耆筷算	 CW580/22
嶄新運算方式，易學易精、新奇有趣，齊齊動動腦筋，考考智慧。

日    期：2023年1月27（星期五）、1月31（星期二）、

2月2（星期四）、7、14、28日（星期二）（共6堂）

時    間：下午2:30-4:00

地    點：大房

費    用：$50

對    象：中心會員

名    額：12人

報  名  方  法：1月12日（星期四）起三個工作天內以電話登記

公佈中籤日期：1月19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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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註：2月2日（星期四）上堂時間（上午11:00-下午12:30）

活  動  查  詢：李永達先生

超熱門活動推介

情人節乾花燈製作	 CW498/22
情人節氣氛最為重要，透過製作乾花燈，在浪漫的節日為自己或另一半送上禮物。

日    期：2023年2月14日（星期一）

時    間：上午9:00-10:30

地    點：中心大房

費    用：$20

對    象：中心會員

名    額：10人

報  名  方  法：由2月9日（星期四）起三個工作天內

以電話登記

公佈中籤日期：2月13日（星期一）中籤者將有專人通知

活  動  查  詢：楊婷婷姑娘

1010



乾花擴香石	 CW478/22
情人節又點少得了花呢﹐但鮮花好快謝擺唔耐，所以今次同大家整乾花擴香石，唔只啲花放得耐香

味都留得耐架！

日    期：2023年2月14日（星期一）

時    間：上午11:00-下午12:30

地    點：中心大房

費    用：全免

對    象：中心會員

名    額：8人

報  名  方  法：由2月9日（星期四）起三個工作天內以電話登記

公佈中籤日期：2月13日（星期一）中籤者將有專人通知

活  動  查  詢：劉致玉姑娘

超熱門活動推介

Bingo樂滿Fun	 CW583/22
「Bingo」「Bingo」！！一個與眾同樂嘅遊戲，給你小小禮物多多樂趣，千奇唔好錯過呀！

日    期：2023年2月23日（星期四） 費    用：全免

時    間：上午10:00-11:30 對    象：中心會員

地    點：中心（飯堂） 名    額：25人

報  名  方  法：由2月9日（星期四）起三個工作天內以電話登記

公佈中籤日期：2月13日（星期一）中籤者將會專人通知。

活  動  查  詢：李永達先生

*中獎者可獲精美禮物乙份

植物心友會
由園藝義工籌備及推行，與熱愛花花草草的您，一齊分享園藝樂趣。

日期 活動內容 編號

2023 年 2 月 16 日 ( 四 ) 鮮花擺設 CW613/22

2023 年 3 月 16 日 ( 四 ) 水苔球 CW614/22 

時  間：下午3:30-5:00 費  用︰全免 對  象：中心會員

地  點：中心大房 名  額：10人 負責同事︰何欣曉姑娘

報名方法：由2月9日（星期四）起三個工作天內以電話登記

公佈中籤日期：2月13日（星期一）中籤者將有專人通知

1111



水晶巴士綠色生活遊	 CW532/22
乘坐由外國貼石專家團隊精心鑲貼十多萬粒Swarovski

水晶裝飾的雙層觀光巴士遊覽香港景點，品嘗香港美食。

日       期： 2023年3月8日（星期三）

集 合 及 回 程 時 間： 下午12:30集合，下午04:15回程

集   合   地   點： 上環中源中心

行   程   內   容：� 到太子【一點心】用膳

� 乘坐水晶巴士欣賞青嶼幹線美景

� 到達【馬灣公園】及【迪欣湖】下車觀光

費       用： $100

對       象： 中心會員

名       額： 23人

報   名   方   法： 由2月8日（星期三）起三個工作天內以電話登記。

公  佈  中  籤 日  期： 2月13日（星期一），中籤者將有專人通知

備       註： 1.	當日出發前，參加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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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有藍碼疫苗通行證∕有效康復紀錄二維碼）

3.	由於須為每位參加者購買乘客保險，因此，中心會將參加者中、英文全

	 名及身份證號碼尾4個數字交予水晶巴控股有限公司，辦理保險之事宜。

負   責   同   事： 朱君情姑娘 

超熱門活動推介

白色情人節節目：香薰蠟燭	 CW482/22
白色情人節搞搞新意，整個特別嘅香薰蠟燭，

可以聞仲可以搽上身，送比自己同送比另一半都得啦！

日    期：2023年3月14日（星期一）

時    間：上午11:00-下午12:30

地    點：中心大房

費    用：全免

對    象：中心會員

名    額：8人

公佈中籤日期：3月13日（星期一）中籤者將有專人通知

報  名  方  法：由3月9日（星期四）起三個工作天內以

電話登記

活  動  查  詢：劉致玉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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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焙小教室：免焗藍莓芝士蛋糕	 CW541/22
芝士蛋糕口味眾多，最經典的口味一定是藍莓芝士蛋糕。

歡迎喜愛整甜品的老友記一起製作健康又低脂的藍莓芝士蛋糕！

日    期：2023年3月23日（星期四）

時    間：下午2:00-4:00

地    點：中心飯堂

費    用：$20

對    象：中心會員

名    額：6人

報  名  方  法：由3月9日（星期四）起三個工作天內以電話登記

公佈中籤日期：3月13日（星期一）中籤者將有專人通知

活  動  查  詢：楊婷婷姑娘

烘焙小教室：巴斯克芝士蛋糕	 CW554/22
巴斯克芝士蛋糕來自西班牙，以忌廉芝士、鮮忌廉和雞蛋等作為材料，打造成帶有焦香味的芝士蛋糕並風

摩香港。歡迎喜愛整甜品的老友記一起製作香噴噴而具人氣的巴斯克芝士蛋糕！

日    期：2023年3月30日（星期四） 費  用： $20

時    間：下午2:00-4:00 對  象： 中心會員

地    點：中心飯堂 名  額： 8人

報  名  方  法：由3月9日（星期四）起三個工作天內以電話登記 活動查詢： 楊婷婷姑娘

公佈中籤日期：3月13日（星期一）中籤者將有專人通知

烘焙小教室：香蕉蛋糕	 CW499/22
歡迎喜愛整甜品的老友記一起製作香噴噴又健康的香蕉蛋糕！

日    期：2023年2月16日（星期一）

時    間：下午2:00-4:00

地    點：中心飯堂

費    用：$20

對    象：中心會員

名    額：10人

活  動  查  詢：楊婷婷姑娘

報  名  方  法：由2月9日（星期四）起三個工作天內以電話登記

公佈中籤日期：2月13日（星期一）中籤者將有專人通知

活  動  查  詢：楊婷婷姑娘

超熱門活動推介烘焙小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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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士郊遊遊	 CW589/22
男士們一同漫步香港仔水塘，外出走走，呼吸大自然空氣。

日  期： 2023年3月21日（星期二） 費  用： 全免

時  間： 上午10:00-下午1:00      對  象： 中心男士會員

地  點： 香港仔水塘 名  額： 6人

報名方法： 由3月8日（星期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負責同事： 楊諾謙先生，李永達先生

備  註： 1. 報名前需自行評估自己的身體狀況，是否合適參與此項郊遊活動。

2. 參加者需自備足夠的現金∕八達通以支付去程∕回程的車費。

男士天地系列

歡迎50-65歲剛退休的你，為第二人生作準歡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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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生涯，活出完美的二次人生。

中
心

動活

隨心所欲一齊玩~情心心我想寫給你……	 CW526/22
愛要說出口！但真係好怕醜……？不要錯過這活動，一起做【心形玫瑰花束卡片】一於把愛寫出來，

送給你心愛的人！

日  期： 2023年2月2日（星期四） 費  用： 全免

時  間： 下午2:30-4:30 對  象： 50-65歲中心會員

地  點： 聚賢點 名  額： 6人

報名方法： 由1月11日（星期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 朱君情姑娘

健老活動系列

繪多一點點	 CW582/22
藉着色彩和繪畫，增加藝術興趣，男士們表達內心感受。

日  期： 2023年2月21日（星期二） 

時  間： 下午2:30-4:00

地  點： 中心大房

費  用： 全免

對  象： 中心男士會員

名  額： 12人

報名方法： 由2月8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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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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手郁腳開心玩1月∕2月∕3月
遊玩不同運動類電玩，讓長者接觸電玩同時郁動身體，提升手眼協調，增加趣味。

1月A班	CW466/22 1月B班	CW467/22

日  期： 2023年1月19日（星期四） 日  期： 2023年1月26日（星期四）

時  間： 上午09:00-10:30 時  間： 上午11:00-12:30

2月A班	CW468/22 2月B班	CW469/22

日  期： 2023年2月08日（星期三） 日  期： 2023年2月15日（星期三）

時  間： 上午11:00-12:30 時  間： 上午11:00-12:30

3月A班	CW470/22	 3月B班	CW471/22

日  期： 2023年3月15日（星期三） 日  期： 2023年3月22日（星期三）

時  間： 上午11:00-12:30 時  間： 上午11:00-12:30

費  用： 全免 名  額： 8人

對  象： 中心會員 負責同事： 楊諾謙先生

備  註： 同款活動每一位會員每月只能夠報一次 地  點： 大房

報名方法： 1月A班，B班，2月A班由1月11日（三）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2月B班由2月8日（三）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3月A班，B班由3月8日（三）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懷舊金曲識唔識	 CW540/22
播一些懷舊金曲，要估中歌曲名稱和歌手名稱	。

日  期： 2022年2月2日（星期四）

時  間： 上午10:00-中午12:00      

地  點： 聚賢點

費  用： 全免

對  象： 中心會員

名  額： 10名

報名方法： 由1月11日（星期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職員： 劉銳恒先生

齊齊玩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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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間加油站	 CW531/22
各位會員，午間加油站要回歸了！！！

透過音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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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22日（星期三）

時  間： 下午2:00-3:00

地  點： 飯堂

費  用： 全免

對  象： 中心會員

名  額： 30個

報名方法： 歡迎即場參加，額滿即止

負責職員： 朱君情姑娘

備  註： 1. 點唱紙可於「午間加油站」舉行當日上午9:15以先到先得的形式索取，名額為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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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活動受社區疫情影響，將會改以網上平台Facebook直播舉行 

中心迎新會	 CW601/22
各位新加入嘅老友記，大家好！唔知你對中心的印象係點樣呢？

對於中心的服務又認識幾多？中心平時的運作又係點？今次嘅「中心迎新會」係一個好機會，

讓你地全面咁認識我地，同時亦希望讓我地職員們能認識你地更加多。

日  期： 2023年3月23日（星期四） 費  用： 全免

時  間： 上午10:00-11:00 地  點： 本中心

對  象： 中心新會員（2022年9月至2023人3月入會會員） 名  額： 20個

報名方法： 由3月8日（星期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職員： 劉致玉姑娘

年年賀你有今日生日會1-3月	 CW530/22
1-3月生日的會員生日快樂！一起來高興慶祝、分享喜悅！

當中有好玩遊戲、豐富禮物、歡唱環節！千萬不要錯過啊！

日  期： 2023年3月30日（星期四）

時  間： 下午2:00-3:30 

地  點： 中心大房

費  用： $40

對  象： 中心會員

名  額： 30人

報名方法： 由3月8日（星期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職員： 朱君情姑娘

齊齊玩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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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第八話	 CW578/22
延續日語第七話，了解日本文化、

認識日語文法，完全「大丈夫」。

日  期： 2023年1月18（星期三）、2月1、8、15日（星期三）共4堂

時  間： 下午2:30-4:00 

地  點： 中心大房 

費  用： 免費

對  象： 中心會員

名  額： 10人

報名方法： 由1月11日（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 李永達先生

點紙拼貼咁簡單	 CW579/22
利用紙張拼湊想像、貼出不一樣的創意與藝術。

日  期： 2023年1月20日（星期五） 費  用： 全免

時  間： 上午10:30-12:00 對  象： 中心會員

地  點： 聚賢點 名  額： 8人

報名方法： 由1月11日（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 李永達先生

隨心所欲一齊玩~新年柑柑柑	 CW525/22
誠邀各位老友記參與，一起做新年手工柑掛飾，為家裡增添過新年的節日氣氛~！

日  期： 2023年1月19日（星期四） 地  點： 聚賢點

時  間： 下午2:30-4:00 費  用： $10

對  象： 中心會員 名  額： 6人

報名方法： 由1月11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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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到迎兔年	 CW555/22
迎新春當然唔少得要寫揮春裝飾屋企啦，今次同大家一齊係中心寫揮春發揮創意，傾下大家新年有咩

習俗。

日  期： 2023年1月19日（星期四） 費  用： 全免

時  間： 上午09:30-11:00 對  象： 中心會員

地  點： 中心飯堂 名  額： 20人

報名方法： 歡迎即場參加，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 劉致玉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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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認識香薰精油(A)(B)	
香薰精油用途多，識得用可以舒緩日常生活上常見嘅身體不適,如頭痛，失眠及

暈車暈船等，一齊了解下點樣善用香薰精油同制作旁身小幫手啦！

日  期： (A)組2023年1月31日（星期一） 活動編號： CW476/22

(B)組2023年 2月28日（星期一） CW480/22

時  間： 上午11:00-中午12:00 對  象： 中心會員

地  點： 中心大房 費  用： 全免

報名方法： (A)組由1月11日（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名  額： 8人

(B)組由2月8日日（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 劉致玉姑娘

輕鬆教˙輕鬆學系列

馬魯拉髮尾油	 CW477/22
冬天頭髮乾燥靜電多，一齊邊討論頭髮點保養，邊制作髮尾油解決靜電問題。

日  期： 2023年2月7日（星期二）

時  間： 上午11:00-中午12:00        

地  點： 中心大房

費  用： $20

對  象： 中心會員

名  額： 8人

報名方法： 由1月11日（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 劉致玉姑娘

甜杏仁沐浴油	 CW479/22
冬天皮膚乾燥，除左搽身體乳外，沖涼都可以用自制嘅沐浴油增加滋潤程度架！

日  期： 2023年2月21日（星期二）

時  間： 上午11:00-中午12:00        

地  點： 中心大房

費  用： $20

對  象： 中心會員

名  額： 8人

報名方法： 由2月8日（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 劉致玉姑娘

妙用精油DIY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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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磨砂梘	 CW484/22
利用咖啡渣作原材料，廢物利用之外，更是天然的磨砂物料，配合精油增加滋潤度。

日  期： 2023年3月28日（星期二）

時  間： 上午11:00-中午12:00        

地  點： 大房

費  用： $20

對  象： 中心會員

名  額： 8人

報名方法： 3月8日（星期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 劉致玉姑娘

滋潤潤唇膏	 CW481/22
潤唇膏係一年四季嘅必需品，自己整就可以挑選心儀味道，用得更開心。

日  期： 2023年3月7日（星期二）

時  間： 上午11:00-中午12:00        

地  點： 中心大房

費  用： $20

對  象： 中心會員

名  額： 8人

報名方法： 由2月8日(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 劉致玉姑娘

橄欖甜杏潤手霜	 CW483/22
市面上潤手霜種類多，唔知點揀好？不如自己親手整，了解入面有咩成份又用得安心。

日  期： 2023年3月21日（星期二）

時  間： 上午11:00-中午12:00        

地  點： 中心大房

費  用： $20

對  象： 中心會員

名  額： 8人

報名方法： 3月8日（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 劉致玉姑娘

輕鬆教˙輕鬆學系列妙用精油DIY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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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與你分享	 CW581/22
從相片中分享樂趣、從描繪中發揮創作。

相片+繪畫表達個人特質。

日  期： 2023年2月3日（星期五）

時  間： 下午2:30-3:30

地  點： 聚賢點 

費  用： 全免

對  象： 中心會員

名  額： 8人

負責同事： 李永達先生

報名方法： 由2月8日（星期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輕鬆教˙輕鬆學系列

隨心所欲一齊玩~刮刀壓克力畫	 CW527/22
你知道嗎？畫畫不止是用畫筆的！這次會教大家用美術刮刀加上壓克力顏料，畫出一幅讓你心感溫暖

的作品！

日  期： 2023年2月17日（星期五）

時  間： 下午2:30-4:00

地  點： 聚賢點 

費  用： $20

對  象： 中心會員

名  額： 6人

報名方法： 由2月8日（星期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 朱君情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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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圖秀秀基礎班(A)(B)
P圖大家有冇聽過呢？原來只要有智能電話就可以輕鬆P圖，令你個靚樣更上一層樓。

日  期： (A)組2023年1月16日（星期一) 活動編號： CW448/22

(B)組2023年2月13日（星期一) CW449/22

時  間： 上午09:00-10:00 

費  用： $20

對  象： 中心會員

地  點： 中心大房

名  額： 8人

負責同事： 劉致玉姑娘

報名方法： 由1月11日（星期三）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數碼新世代系列

Facebook應用基本班1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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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23年1月19日（星期四） 活動編號： CW472/22

(2) 2023年2月09日（星期四） CW473/22

時  間： 下午2:00-3:00 

對  象： 使用智能電話之中心會員

地  點： 中心大房

名  額： 8

負責同事： 楊諾謙先生

報名方法： 由1月11日（星期三）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Facebook	Live—相機食先
透過Facebook直播拍攝上環區內美食，鼓勵老友記外出和了解社區，仲有有獎問答環節，大家記得抄

低個日子，一齊係Facebook見面啦！

日  期： 2023年1月20日（星期五） 活動編號： CW487/22

2023年2月23日（星期四） CW488/22

2023年3月29日（星期三） CW489/22

時  間： 下午2: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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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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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月∕3月	E—class班	

CW494/22
教授老友記如何使用E-class進行活動報名以及獲取中心最近消息！

日  期：1月20日（星期五）

時  間：上午9:30-10:30

報名方法：由1月11日（星期三）起三個工作天內以電話登記

日  期：2023年2月15日（星期三）或2023年2月22日（星期三）

時  間：上午9:30-10:30

報名方法：由2月8日（星期三）起三個工作天內以電話登記

日  期：2023年3月10日（星期五）或3月23日（星期四）

時  間：下午2:00-3:00

報名方法：由3月8日（星期三）起三個工作天內以電話登記

地  點：中心大房 費  用：全免

對  象：中心會員 名  額：每班10人 

負責同事：楊婷婷姑娘

數碼新世代系列

手機拍照app分享(A)(B)
打卡、相機食先成為左好多人嘅日常，有好多app不但免費仲可以幫助你影到獨一無二嘅靚相，想知

道係咩app同點用就快d參加啦!

日  期： 時  間： 活動編號：

(A)組 2023年1月30日，2月6日（星期一） 下午02:30-03:30 CW450/22

(B)組 2023年2月20，27日（星期一） 上午09:00-10:00 CW451/22

時  間：上午09:00-10:00

對  象：中心會員

地  點：中心大房

名  額：8人

費  用：全免

負責同事：劉致玉姑娘

報名方法：(A)組由1月11日（三）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B)組由2月8日（三）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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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地圖大教學	 CW533/22
教你點用手機地圖，更快捷咁去你想去嘅目的地。

日  期： 2023年1月31日（星期二）

時  間： 上午9:00-10:30       

地  點： 中心大房

費  用： 全免

對  象： 中心會員，需有智能電話

名  額： 15名

報名方法： 由1月11日（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 劉銳恒先生

巴士幾點到	 CW534/22
教你點用巴士APP，預返時間去搭巴士。

日  期： 2023年2月1日（星期三）

時  間： 上午9:00-10:30       

地  點： 中心大房

費  用： 全免

對  象： 中心會員，需有智能電話

名  額： 15名

報名方法： 由1月11日（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 劉銳恒先生

Android手機應用班—即時通訊軟件	 CW523/22
了解WhatsApp及微信的運作；單元包括：

+	WhatsApp與群組管理	 +	WhatsApp動態

+	運用USB保存WhatsApp照片及短片	 +	微信與群組管理

+	微信支付電子錢包	 +	WhatsApp及微信間內容互轉

+	微信進階功能，包括接龍，視像會面，朋友圈

日    期：2022年2月6，13，20，27日及3月6，13，20，27日（逢星期一），共8堂

時    間：上午11:00-中午12:30 地  點： 中心大房

對    象：適合對使用WhatsApp及微信有興趣之長者 費  用： $160

報  名  方  法：由1月12日（星期四）起三個工作天內以電話登記 名  額： 16人

公佈中籤日期：1月16日（星期一），中籤者將有專人通知 負責同事： 朱君情姑娘及楊諾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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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碼新世代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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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卡實名登記你要知	

CW561/22
買咗新嘅電話儲值卡，又未登記實名嘅話就好快啲參加啦。

日  期： 2023年2月10日（星期五）∕2023年2月17日（星期五）

時  間： 下午14:00-17:30      

地  點： 大會客室

費  用： 全免

對  象： 中心會員

名  額： 7名（每30分鐘1名）

報名方法： 由1月11日（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 劉銳恒先生

輕鬆學．享受畫Facebook直播
馬克筆除了用來標記在物件上，亦能畫出一幅令自己心情舒暢的畫？！想知道當中的秘訣，可以在家

中預備一張白紙和一支馬克筆，在以下時間觀看Facebook	Live，一起輕鬆學．享受畫吧！

日  期： 2022年2月16日（星期四） 馬克筆治癒畫(1) 

2022年3月10日（星期五） 馬克筆治癒畫(2)

時  間： 上午11:00-12:00

負責同事： 朱君情姑娘

Zoom應用基本班（2月∕3月）	 CW474/22	 CW4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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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23年2月16日（星期四） (2) 2023年3月16日（星期四） 

時  間： 下午2:00-3:00 

對  象： 使用智能電話之中心會員

地  點： 中心大房

名  額： 8位

報名方法： 由2月8日（三）、3月16日（三）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 楊諾謙先生

備  註： 需自備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

數碼新世代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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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測試（1月∕2月∕3月）	

CW575/22	 CW576/22	 CW57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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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2年1月14日（星期六）；2022年2月25日（星期六）；2022年3月25日（星期六）

時  間： 上午9:00-10:00

地  點： 聚賢點

報名方法： 每月普通活動報名日開放報名，額滿即止

費  用： $15（會員）∕$30（非會員）

名  額： 15名

負責職員： 楊婷婷姑娘

**測試前8小時需禁食，只可飲用少量清水！

「長者健體計劃」外展活動

（1月∕3月）CW557/22	 CW55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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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023年1月20日（星期五） 3月：2023年3月24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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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  用： 全免 負責同事： 陳振華先生

報名方法： 1月：由1月11日（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3月：由3月8日（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運動及健康系列

護師「的」健康講座—認識認知障礙症	 CW559/22
近來我發現自己越來越無記性，剛剛想起要做一件事，轉頭卻又忘記了，究竟我是否患了認知障礙

症呢？不如聽下由資深註冊護師講解有關「認識認知障礙症」的主題講座啦。

日  期： 2023年2月22日（星期三）

時  間： 10:00-11:30

地  點： 中心飯堂

費  用： 全免

對  象： 中心會員

名  額： 30人

負責同事： 胡藹的姑娘∕陳振華先生

報名方法： 由2月8日（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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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奶粉展銷
日	 	 期： 2023年3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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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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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睇電影1月∕2月∕3月
透過觀賞電影，了解流行文化，學習新事物，和朋友共度美好時光。

日  期： 2023年1月6、27日 (星期五) 活動編號： CW535/22 

2023年2月3、24日 (星期五) CW536/22 

2023年3月10、24日 (星期五) CW537/22 

時  間： 下午2:00-4:30 對  象： 中心會員

地  點： 中心電視區 名  額： 15人

費  用： 全免 負責同事： 楊諾謙先生

報名方法： 歡迎即場參加，額滿即止

備  註： 歡樂賀新春 《家有囍事2009》（1月6日）、《熊抱青春記》（1月27日）

生死教育 《靈魂奇遇記》（2月3日）、《玩轉極樂園》（2月24日）

勵志之月 《1秒拳王》（3月10日）、《葉問外傳：張天字》（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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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額： 12人

時  間： 下午2:30-4:30

備  註： 1.	參加者若超過12人，義工將會在2:00進行抽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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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每位會員每次只限唱一首4分鐘以內歌曲

4.	會員需以會員証按簽到次序輪候唱歌

負責同事： 楊婷婷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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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7，14，21，28日，2月4，11，18，25日，3月4，11，18，25日（逢星期六）

時  間： 下午2:30-4:30

負責同事： 朱君情姑娘

備  註： 如想獲得有關飛鏢樂最新資訊，歡迎致電中心表示想加入飛鏢whatsapp群組

以下活動無需報名，會員可因應個人喜好即場以下活動無需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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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活動，唯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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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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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蚊腦力下午茶	 DPCW5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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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月20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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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人

報名方法： 由1月11日（星期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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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同事： 陳振華先生、馮伍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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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PCW5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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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月27日（星期五）（CW501a/22）

2023年2月24日（星期五）（CW501b/22）

2023年3月31日（星期五）（CW501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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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星期三）、2月8日（星期三）及3月8日（星期三）

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 陳振華先生∕馮伍祥先生

關注腦部健康
會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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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力多月聚	 DPCW5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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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星期五），2月24日（星期五），3月31日（星期五）（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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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星期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登記，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 王心君姑娘

健腦桌上遊	 DPCW5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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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3日（星期五） 費  用： 全免

時  間： 下午2:00-3:30 對  象： 關注腦部健康的會員

地  點： 中心大房 名  額： 10人

報名方法： 由1月11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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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PCW5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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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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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星期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登記，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 王心君姑娘∕陳啟豪先生∕馮伍祥先生∕陳振華先生

健腦活腦流動站	 DPCW5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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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月18日（星期三） 2023年3月15日（星期三）

時  間： 上午10:00-中午12:00 對  象： 社區人士

費  用： 全免 負責同事： 陳振華先生

友善社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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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健康活動

好心情靜觀小組	 JOYCW618/22
有時遇到情緒低落、各式各樣的擔心，很容易讓我們坐立不安、甚至難以安睡，透過靜觀練習讓我們建

立自在輕鬆心情啦！

日  期： 2023年2月3、10、17、24日（星期五）、3月2、9、16、23日（星期四）

時  間： 上午10:00-上午11:30

地  點： 中環中心H6 Conet

費  用： 全免

對  象： 60歲以上人士

名  額： 8人

負責同事： 何浩然先生

報名方法： 月會會員於1月月會報名；通訊會員可於1月11日（星期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登記，

負責職員稍後電話確認

備  注： 報名後需經由職員作進一步評估，才確實其參加資格

食出好心情—中醫講座（1月）	 JOYCW545/22
食療除了可以調理身體，還可以藉由「食」來放鬆心情、舒緩壓力，讓我們一起聽聽中醫有什麼竅妙！

日  期： 2023年1月14日（星期六） 費  用： 全免

時  間： 上午10:30-中午12:00  地  點： 中環中心H6 Conet

對  象： 中心會員或有興趣之社區人士 名  額： 30人

報名方法： 月會會員於1月月會報名；通訊會員可於即日起至1月11

日（星期三）開始接受電話報名登記，負責職員稍後電

話確認

負責同事： 何浩然先生、

陳玉琪姑娘

穴撳越開心—中醫講座（2月）	 JOYCW546/22
透過學穴位按摩，幫自己鬆鬆身、鬆鬆心。

日  期： 2023年2月17日（星期五） 費  用： 全免

時  間： 下午3:00-下午4:30   地  點： 中環中心H6 Conet

對  象： 中心會員或有興趣之社區人士 名  額： 30人

負責同事： 何浩然先生、陳玉琪姑娘

報名方法： 月會會員於2月月會報名；通訊會員可於2月8日（星期三）起至2月14日（星期二）開始

接受電話報名登記，負責職員稍後電話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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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健康活動

悟生悟死—生命歷情體驗（3月）	 JOYCW547/22
參觀方舟生命教育館，透過遊戲體驗，反思人生，探索與生死的關係。

日  期： 2023年3月31日（星期五）

時  間： 下午1:00-5:00   

地  點： 方舟生命教育館

對  象： 中心會員或有興趣之社區人士

負責同事： 何浩然先生、陳玉琪姑娘

費  用： 全免

名  額： 30人

報名方法： 月會會員於3月月會報名；通訊會員可於3月8日（星期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登記，

負責職員稍後電話確認

藝聊我心—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JOYCW548/22
由香港大學表達藝術治療碩士課程實習生帶領，透過表達藝術（視覺藝術、音樂、舞蹈、戲劇、寫作）

創作，探索自己，回望過去與自己、與他人的關係，尋找妳內心的需要，更認識自己之餘，也一同展望

一個人的老後。

日  期： 2023年3月7日-2023年5月16日（星期二）（5月9日除外）

時  間： 下午2:30-4:30

地  點： 中環中心H6 Conet

費  用： 全免

對  象： 60歲以上未婚女士

名  額： 8人

負責同事： 陳玉琪姑娘

報名方法： 月會會員於2月月會報名；通訊會員可於1月11日（星期三）起開始接受電話報名登記，

負責職員稍後電話確認

備  注： 報名後需經由職員作進一步評估，才確實其參加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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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街站活動	 CW5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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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月18日∕2月15日∕3月15日（星期三）

時  間： 上午9:30-11:30 

對  象： 已登記的義工

地  點： 上環文化廣場

費  用： 免費

名  額： 每個活動每節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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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時請註明

報名方法：由1月3日（星期二）開始，致電義工活動專線	（6586	5402）報名，滿額即止

耆義部落格

義工社區資源分享之平安三寶	 CW553/22
介紹平安三寶，以便提升義工對長者長遠計劃的認識。

日  期： 2023年3月8日（星期三）

時  間： 上午10:00-11:30

對  象： 已登記的義工

名  額： 25人

地  點： 大房

費  用： 免費

負責同事： 羅小燕姑娘

報名方法：由3月1日（三）開始致電義工活動專線（6586	5402）報名，額滿即止

<耆義種杍>義工活動

義工活動

義工招募！

耆義樂聚聚一聚	 CW552/22
與義工樂聚，互相認識。

日  期： 2023年1月12日（星期四）

時  間： 下午3:30-5:30

對  象： 已登記的義工及有服務時數5小時以上

名  額： 20人

地  點： 大房

費  用： 免費

負責同事： 羅小燕姑娘

報名方法：由1月3日（二）開始致電義工活動專線（6586	5402）報名，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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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義部落格 義工服務
抗疫同行•敬老護牙	 CW611/22
與香港大學牙醫學院合作，為長者進行簡單牙齒檢查及

教授假牙護理，以促進長者對護齒及假牙護理的知識。

日  期︰ 2023年1月15日（星期日）

時  間︰ 上午10:00-下午5:00

地  點︰ 本中心

對  象︰ 60歲或以上並居住於中西區內的獨居長者或雙老家庭

費  用︰ 全免

名  額︰ 50人

負責同事︰ 蔡銘鏵姑娘及胡偉倫先生

報名方法︰由1月11日（星期三）開始致電中心電話2805	1250報名，滿額即止 

備  註： （1）參加者需已注射三針疫苗或符合當時疫苗通行證條件

（2）長者曾接受心臟手術，則不建議參與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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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困難及行動不便的獨居長者或雙老家庭    

費  用： $10∕$5（領取綜援人士）

負責同事： 杜煒樑先生

報名方法：於上述報名日期開始，致電中心電話2805	1250報名，滿額即止

備  註： （1）參加者請在剪髮前洗頭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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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耆義剪藝計劃>剪髮服務
為居住於中西區內缺乏支援、經濟困難及行動不便的獨居長者或雙老家庭提供剪髮服務。

日期： 報名日期： 編號：

2023年1月16日（一） 2022年12月19日（一）上午9:00起 CW464/22（1）

2023年2月27日（一） 2023年01月16日（一）上午9:00起 CW464/22（2）

2023年3月27日（一） 2023年02月27日（一）上午9:00起 CW46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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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贈善贈園地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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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至2022年12月9日

Dominant Garments Fty. Ltd. 林立權先生夫人 楊秉剛先生夫人

Mrs. Yuen Lee Chi Kuen Shirley 姜濤先生及姜糖 楊德明醫生夫人

Ms. Wong Wai Tung Jose 張愛嬌女士 董觀國先生夫人

王渭濱先生夫人 莫志玲女士 劉秉然小姐

丘建岳先生 許碧金女士 劉秉濂先生

何永強先生 馮仲良先生夫人 鄭兆鈞先生

吳萬邦先生夫人 黃輝寧女士 羅玉琼女士

岑南珠醫生 楊志誠堂有限公司 譚佩娟小姐

李承光先生夫人 楊協和醫生夫人 懿平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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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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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草心：新春開年飯	 CWT25/08	 CW615/22
一餐開年飯，為獨居長者及兩老同住家庭帶來溫暖，善長將長者玩新春遊戲及抽獎，共聚午膳，

一同感受佳節氣氛及善長關懷，開心度兔年！

日    期：2023年2月18日（星期六）

時    間：中午12時至下午2時

地    點：上環嘉豪酒樓

費    用：全免

對    象：60歲或以上並居住於中西區內的獨居長者或雙老家庭

名    額：100人

報  名  方  法：由2月1日（星期三）開始，三個工作天內致電中心電話2805 1250登記

公佈中籤日期：2月7日（星期二），中籤者將有專人通知

負  責  同  事：何欣曉姑娘

備    註：1.	如屬雙老家庭，需2名長者分別登記報名。

2.	中籤者需於2月8日（三）至2月10日（五）到中心取票，並出示「新冠疫苗

接種紀錄」，以證明符合當時疫苗通行證條件。如未能在指定時間內取票，

名額將會由後備補上。

3.	按政府防疫指引，參加者需已注射三針疫苗或符合當時疫苗通行證條件，並

於進入餐廳前，必須進行新冠病毒快速測試並呈陰性。

寸草心寸草心——熱飯助膳計劃熱飯助膳計劃

疫情嚴峻兼且百物騰貴，不少長者受著雙重打擊，影響生活。感謝寸

草心善長推行「熱飯助膳計劃」，為經濟困難及欠缺支援的長者提供

熱餐。在這艱難的時期，善長們更提供額外贊助，讓多10位長者能夠

受惠。

這個飯餐除了為長者提供足

夠營養，讓他們在疫情下仍

能飽受暖意，更有助減輕長

者的經濟及精神壓力。再次

感謝善長的慷慨解囊，令長

者可健康無憂地繼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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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者支援服務護老者支援服務
護老者服務專線護老者服務專線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六	上午9時至下午5時；服務時間：星期一至六	上午9時至下午5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周六鬆一鬆」護老者聚會	 CWCRC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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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月14日、2月4日、3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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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職員： 陳綺婷姑娘 名  額： 15人（報名即代表參加3次活動）

報名方法： 由1月11日（三）開始，致電護老服務專線(5118 5704)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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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裡偷閒玩一玩D	 CWCRC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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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7、14、21及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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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點： 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健智匯1樓（西環德輔道西466號） 名  額： 10人

報名方法： 由1月11日（三）開始，致電護老服務專線(5118 5704)報名，負責職員會稍後致電∕WhatsApp確認

負責職員： 陳綺婷姑娘

5118 57045118 5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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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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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
報名
須知

長期護理服務知多些		 CWCRC60/22	
由社工講解長期護理服務的內容概要及申請流程。

日  期： 2023年1月20日（五） 費  用： 免費

時  間： 下午2:30-3:30 對  象： 護老者

地  點： 中心大房     名  額： 20人

負責職員： 陳綺婷姑娘

報名方法： 由1月11日（三）開始，致電護老服務專線(5118 5704)報名，負責職員會稍後致電∕WhatsApp確認

3636



「周六鬆一鬆」護老者聚會	 CWCRC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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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月14日、2月4日、3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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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職員： 陳綺婷姑娘 名  額： 15人（報名即代表參加3次活動）

報名方法： 由1月11日（三）開始，致電護老服務專線(5118 5704)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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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食療講座	 CWCRC61/22	
由註冊中醫師講解春季飲食食療及注意事項。

日  期： 2023年3月9日（四）

時  間： 上午10:00-11:00

地  點： 中心飯堂

費  用： 免費

對  象： 護老者

名  額： 20人

講  者： 陳偉文中醫師

報名方法： 由2月8日（三）開始，致電護老服務專線(5118 5704)報名，負責職員會稍後致電∕WhatsApp確認

負責職員： 陳綺婷姑娘

活力強肌運動帶操	 CWCRC62/22	
透過教授簡單6式運動帶操，有助護老者強健肌肉及增強體力。

日  期： 2023年2月24日（五）

時  間： 上午9:30-10:30

地  點： 中心大房 

費  用： 免費 

對  象： 護老者 

名  額： 12人

講  者： 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報名方法： 由2月8日（三）開始，致電護老服務專線(5118 5704)報名，負責職員會稍後致電∕WhatsApp確認

負責職員： 陳綺婷姑娘

護老同遊—「智友善」家居探知館	 CWCRC57/22	
讓護老者認識適合認知障礙症患者的家居設計原則及應用，參觀超過100項應用智友善設計及輔助工具。

日  期： 2023年2月18日（星期六）

時  間： 上午9:00-下午1:00（中心將安排旅遊巴往返上環，已包括車程時間）

地  點： 房協長者安居資源中心（九龍油麻地眾坊街3號駿發花園地下A-C舖）

名  額： 15人（視乎政府防疫規定，或有所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費  用： 免費

對  象： 護老者

報名方法： 由1月11日（三）開始，致電護老服務專線(5118 5704)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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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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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花賀年咭	 NCCW585/22	
親手設計及製作押花賀年咭，刺激五感，讓護老者鬆一鬆。

日  期： 2023年1月21日（星期六）

時  間： 上午11:00-12:30

地  點： 本中心

對  象： 有照顧壓力的護老者（優先）、護老者會員

費  用︰ 免費 

名  額︰ 8人

負責同事︰ 何欣曉姑娘

報名方法： 1月11日至1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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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老皮革班—皮革匙釦製作	 NCCW58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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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23日（星期四）

時  間： 下午2:30-4:00

地  點： 中心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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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  用︰ 免費 

名  額︰ 6人

負責同事︰ 盧保文先生

報名方法： 2月9日至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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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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治療︰水栽組合盆栽	 NCCW586/22	
透過製作水栽組合盆栽，療癒心靈，讓護老者鬆一鬆。

日  期： 2023年3月18日（星期六）

時  間： 上午11:00-12:30

地  點： 本中心

對  象： 有照顧壓力的護老者（優先）、護老者會員

費  用︰ 免費 

名  額︰ 8人

負責同事︰ 何欣曉姑娘

報名方法： 2月9日至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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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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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鬆一鬆治癒畫一畫	 NCCW588/22	
與其說是畫畫，倒不如說是填顏色。透過重覆進行簡單工作不但不會消耗大量腦力，

反而能令大腦暫停處理雜亂信息，令人心平氣靜，提高專注度。

日  期： 2023年3月9日（星期四）

時  間： 上午9:30-11:00

地  點： 中心大房

對  象： 有照顧壓力的護老者（優先）、護老者會員

費  用︰ 免費 

名  額︰ 8人

負責同事︰ 盧保文先生

報名方法： 2月9日至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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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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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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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者

2023 年 1 月 19 日（四）

下午 2:00-3:30

1）瑪麗醫院
2）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康山中心

2023 年 2 月 24 日（五）
1）瑪麗醫院
2）香港聖公會西環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2023 年 3 月 31 日（五）
1）瑪麗醫院
2）聖雅各福群會中西區長者地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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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女士 輪椅、四腳叉 趙太 快凝寶、鋅氧膏、手套 陳女士 造口袋

鳴謝下列人士於2022年8至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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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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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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一月一日翌日
中心休息

2:30	 二下月會 10:00	 四上月會
2:30	 四下月會

2:00 開心睇電影 10:00	 六上月會
2:30	 卡拉之星
2:30	 飛鏢樂

8 9 10 11 12 13 14
10:00	 一上月會 4:00	 利是封燈籠迎新春 10:00	 身心靈講座

3:30	 耆義樂聚聚一聚
9:00 迎春「摺」福 9:00	 血糖測試

9:30 「周六鬆一鬆」護老者聚會
10:30 食出好心情—
 中醫講座（1月）
11:00 園藝治療︰押花賀年咭
2:30 卡拉之星
2:30	 飛鏢樂

15 16 17 18 19 20 21
10:00 
抗疫
同行
—
敬老
護牙

9:00 美圖秀秀基礎班（A組）
2:00	 <耆義剪藝計劃>剪髮服務

9:00	 長幼融樂聚繽紛(3)
10:30 長幼融樂聚繽紛(4)

9:30	 外展街站活動
10:00	 Dream	Catcher捕夢網
10:00 健腦活動流動站
11:00	 4合1綜合Keep	fit運動班
12:00	 1+1帶氧伸展運動班
2:30	 日語第八話

9:00	 郁手郁腳開心玩（A組）
9:30	 褔到迎兔年
2:00	 Facebook應用基本班
2:30 隨心所欲一齊玩~新年柑柑柑

9:30	 1月E-class班
10:00	 「長者健體計劃」外展活動
10:30	 點紙拼貼咁簡單
2:00 Facebook	Live—相機食先
2:30	 5蚊腦力下午茶
2:30	 長期護理服務知多些

11:00	 園藝治療：押花賀年咭
2:30	 卡拉之星
2:30	 飛鏢樂

22 23 24 25 26 27 28
農曆年初二
中心休息

農曆年初三
中心休息

農曆年初四
中心休息

11:00	 郁手郁腳開心玩(B班) 10:00	 麻雀麻雀腦愛你
2:00	 開心睇電影
2:30	 神耆筷算
2:30	 憶力多月聚

2:30	 卡拉之星
2:30	 飛鏢樂

29 30 31
2:30 手機拍照app分享（A組） 9:00	 手機地圖大教學

11:00 齊來認識香薰精油（A組）
2:30	 神耆筷算

4242



一月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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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一月一日翌日
中心休息

2:30	 二下月會 10:00	 四上月會
2:30	 四下月會

2:00 開心睇電影 10:00	 六上月會
2:30	 卡拉之星
2:30	 飛鏢樂

8 9 10 11 12 13 14
10:00	 一上月會 4:00	 利是封燈籠迎新春 10:00	 身心靈講座

3:30	 耆義樂聚聚一聚
9:00 迎春「摺」福 9:00	 血糖測試

9:30 「周六鬆一鬆」護老者聚會
10:30 食出好心情—
 中醫講座（1月）
11:00 園藝治療︰押花賀年咭
2:30 卡拉之星
2:30	 飛鏢樂

15 16 17 18 19 20 21
10:00 
抗疫
同行
—
敬老
護牙

9:00 美圖秀秀基礎班（A組）
2:00	 <耆義剪藝計劃>剪髮服務

9:00	 長幼融樂聚繽紛(3)
10:30 長幼融樂聚繽紛(4)

9:30	 外展街站活動
10:00	 Dream	Catcher捕夢網
10:00 健腦活動流動站
11:00	 4合1綜合Keep	fit運動班
12:00	 1+1帶氧伸展運動班
2:30	 日語第八話

9:00	 郁手郁腳開心玩（A組）
9:30	 褔到迎兔年
2:00	 Facebook應用基本班
2:30 隨心所欲一齊玩~新年柑柑柑

9:30	 1月E-class班
10:00	 「長者健體計劃」外展活動
10:30	 點紙拼貼咁簡單
2:00 Facebook	Live—相機食先
2:30	 5蚊腦力下午茶
2:30	 長期護理服務知多些

11:00	 園藝治療：押花賀年咭
2:30	 卡拉之星
2:30	 飛鏢樂

22 23 24 25 26 27 28
農曆年初二
中心休息

農曆年初三
中心休息

農曆年初四
中心休息

11:00	 郁手郁腳開心玩(B班) 10:00	 麻雀麻雀腦愛你
2:00	 開心睇電影
2:30	 神耆筷算
2:30	 憶力多月聚

2:30	 卡拉之星
2:30	 飛鏢樂

29 30 31
2:30 手機拍照app分享（A組） 9:00	 手機地圖大教學

11:00 齊來認識香薰精油（A組）
2:30	 神耆筷算

4343



二月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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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巴士幾點到
11:00	 4合1綜合Keep	fit運動班
12:00	 1+1帶氧伸展運動班
2:30	 日語第八話

10:00	 四上月會
10:00	 懷舊金曲識唔識
11:00	 神耆筷算
2:30	 隨心所欲一齊玩~
	 情心心我想寫給你……
2:30	 四下月會

10:00	 好心情靜觀小組
10:00	 懷舊金曲識唔識
2:00	 開心睇電影
2:30	 相與你分享
2:30	 健腦桌上遊

9:30	 「周六鬆一鬆」護老者聚會
10:00	 六上月會
2:30	 卡拉之星
2:30	 飛鏢樂

5 6 7 8 9 10 11
10:00	 一上月會
11:00	 Android手機應用班
 —實用政府軟件
2:30 手機拍照app分享(A)組

10:00	 忙裡偷閒玩一玩D
11:00 馬魯拉髮尾油
2:30	 神耆筷算
2:30	 二下月會

11:00	 4合1綜合Keep	fit運動班
11:00	 郁手郁腳開心玩（A班）
12:00	 1+1帶氧伸展運動班
2:30	 日語第八話

2:00	 Facebook應用基本班 10:00	 好心情靜觀小組
2:00	 電話卡實名登記你要知
5:30	 玉兔迎春添新象春茗晚宴

9:00	 護老同遊—「智友善」
	 家居探知館
2:30	 卡拉之星
2:30	 飛鏢樂

12 13 14 15 16 17 18
9:00美圖秀秀基礎班（B組）
11:00	 Android手機應用班
 —實用政府軟件

9:00	 情人節乾花燈製作
10:00	 忙裡偷閒玩一玩D
11:00 情人節特輯
 乾花擴香石
2:30	 神耆筷算

9:30	 2月E-class班
9:30	 外展街站活動
11:00	 4合1綜合Keep	fit運動班
11:00	 郁手郁腳開心玩（B班）
12:00	 1+1帶氧伸展運動班
2:30	 日語第八話

11:00	 輕鬆學．享受畫
	 Facebook直播
2:00	 烘焙小教室：香蕉蛋糕
2:00	 Zoom應用基本班
3:30	 植物心友會

10:00	 身心靈講座
10:00	 好心情靜觀小組
2:00 電話卡實名登記你要知
2:30	 隨心所欲一齊玩~
 刮刀壓克力畫
3:00	 穴撳越開心—
 中醫講座（2月）

9:00	 護老同遊—「智友善」
 家居探知館
12:00	 寸草心：新春開年飯
2:30 卡拉之星
2:30	 飛鏢樂

19 20 21 22 23 24 25
9:00	 手機拍照app分享(B)組
11:00	 Android手機應用班
 —實用政府軟件

10:00	 忙裡偷閒玩一玩D
11:00	 甜杏仁沐浴油
2:30	 繪多一點點

9:30	 2月E-class班
10:00 護師「的」健康講座—
 認識認知障礙症
11:00	 4合1綜合Keep	fit運動班
12:00	 1+1帶氧伸展運動班
2:00 午間加油站

10:00	 Bingo樂滿Fun
10:00	 認知大搜查
2:00	 Facebook	Live—
 相機食先
2:30	 護老皮革班—
 皮革匙釦製作

9:30	 活力強肌運動帶操
10:00	 好心情靜觀小組
10:00	 麻雀麻雀腦愛你
2:00	 開心睇電影
2:30	 憶力多月聚

9:00	 血糖測試
2:30 卡拉之星
2:30	 飛鏢樂

26 27 28
9:00手機拍照app分享（B組）
11:00 Android手機應用班
 —實用政府軟件
2:00	 「耆義剪藝計劃」
	 剪髮服務

10:00	 忙裡偷閒玩一玩D
11:00	 齊來認識香薰精油（B組）
2:30	 神耆筷算

4444



二月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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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巴士幾點到
11:00	 4合1綜合Keep	fit運動班
12:00	 1+1帶氧伸展運動班
2:30	 日語第八話

10:00	 四上月會
10:00	 懷舊金曲識唔識
11:00	 神耆筷算
2:30	 隨心所欲一齊玩~
	 情心心我想寫給你……
2:30	 四下月會

10:00	 好心情靜觀小組
10:00	 懷舊金曲識唔識
2:00	 開心睇電影
2:30	 相與你分享
2:30	 健腦桌上遊

9:30	 「周六鬆一鬆」護老者聚會
10:00	 六上月會
2:30	 卡拉之星
2:30	 飛鏢樂

5 6 7 8 9 10 11
10:00	 一上月會
11:00	 Android手機應用班
 —實用政府軟件
2:30 手機拍照app分享(A)組

10:00	 忙裡偷閒玩一玩D
11:00 馬魯拉髮尾油
2:30	 神耆筷算
2:30	 二下月會

11:00	 4合1綜合Keep	fit運動班
11:00	 郁手郁腳開心玩（A班）
12:00	 1+1帶氧伸展運動班
2:30	 日語第八話

2:00	 Facebook應用基本班 10:00	 好心情靜觀小組
2:00	 電話卡實名登記你要知
5:30	 玉兔迎春添新象春茗晚宴

9:00	 護老同遊—「智友善」
	 家居探知館
2:30	 卡拉之星
2:30	 飛鏢樂

12 13 14 15 16 17 18
9:00美圖秀秀基礎班（B組）
11:00	 Android手機應用班
 —實用政府軟件

9:00	 情人節乾花燈製作
10:00	 忙裡偷閒玩一玩D
11:00 情人節特輯
 乾花擴香石
2:30	 神耆筷算

9:30	 2月E-class班
9:30	 外展街站活動
11:00	 4合1綜合Keep	fit運動班
11:00	 郁手郁腳開心玩（B班）
12:00	 1+1帶氧伸展運動班
2:30	 日語第八話

11:00	 輕鬆學．享受畫
	 Facebook直播
2:00	 烘焙小教室：香蕉蛋糕
2:00	 Zoom應用基本班
3:30	 植物心友會

10:00	 身心靈講座
10:00	 好心情靜觀小組
2:00 電話卡實名登記你要知
2:30	 隨心所欲一齊玩~
 刮刀壓克力畫
3:00	 穴撳越開心—
 中醫講座（2月）

9:00	 護老同遊—「智友善」
 家居探知館
12:00	 寸草心：新春開年飯
2:30 卡拉之星
2:30	 飛鏢樂

19 20 21 22 23 24 25
9:00	 手機拍照app分享(B)組
11:00	 Android手機應用班
 —實用政府軟件

10:00	 忙裡偷閒玩一玩D
11:00	 甜杏仁沐浴油
2:30	 繪多一點點

9:30	 2月E-class班
10:00 護師「的」健康講座—
 認識認知障礙症
11:00	 4合1綜合Keep	fit運動班
12:00	 1+1帶氧伸展運動班
2:00 午間加油站

10:00	 Bingo樂滿Fun
10:00	 認知大搜查
2:00	 Facebook	Live—
 相機食先
2:30	 護老皮革班—
 皮革匙釦製作

9:30	 活力強肌運動帶操
10:00	 好心情靜觀小組
10:00	 麻雀麻雀腦愛你
2:00	 開心睇電影
2:30	 憶力多月聚

9:00	 血糖測試
2:30 卡拉之星
2:30	 飛鏢樂

26 27 28
9:00手機拍照app分享（B組）
11:00 Android手機應用班
 —實用政府軟件
2:00	 「耆義剪藝計劃」
	 剪髮服務

10:00	 忙裡偷閒玩一玩D
11:00	 齊來認識香薰精油（B組）
2:30	 神耆筷算

4545



三月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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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4合1綜合KEEP	FIT運動班
12:00	 1+1帶氧伸展運動班

10:00	 四上月會
10:00	 好心情靜觀小組
2:30	 四下月會

9:30	 「周六鬆一鬆」護老者聚會
10:00	 六上月會
2:30	 卡拉之星
2:30	 飛鏢樂

5 6 7 8 9 10 11
10:00	 一上月會
11:00	 Android手機應用班
 —實用政府軟件

11:00	 滋潤潤唇膏
2:30	 藝聊我心—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2:30	 二下月會

10:00	 義工社區資源分享之
 平安三寶
11:00	 4合1綜合KEEP	FIT運動班
12:00	 1+1帶氧伸展運動班
12:30	 水晶巴士綠色生活遊

9:30	 鬆一鬆治癒畫一畫
10:00	 好心情靜觀小組
10:00	 春季食療講座

11:00 輕鬆學．享受畫
 Facebook直播
2:00	 3月E-class班
2:00 開心睇電影

2:30 卡拉之星
2:30	 飛鏢樂

12 13 14 15 16 17 18
11:00	 Android手機應用班
 —實用政府軟件

11:00 白色情人節特輯香薰蠟燭
2:30	 藝聊我心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9:30	 外展街站活動
10:00 健腦活腦流動站
11:00 郁手郁腳開心玩（A班）
11:00	 4合1綜合KEEP	FIT運動班
12:00	 1+1帶氧伸展運動班

10:00	 好心情靜觀小組
2:00	 Zoom應用基本班
3:30	 植物心友會

9:30	 3月份奶粉展銷 11:00	 園藝治療：水栽組合盆栽
2:30 卡拉之星
2:30	 飛鏢樂

19 20 21 22 23 24 25
11:00	 Android手機應用班
 —實用政府軟件

10:00 男士郊遊遊
11:00	 橄欖甜杏潤手霜
2:30	 藝聊我心—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11:00	 4合1綜合KEEP	FIT運動班
11:00	 郁手郁腳開心玩（B班）
12:00	 1+1帶氧伸展運動班

10:00	 中心迎新會
10:00	 好心情靜觀小組
2:00	 3月E-class班
2:00	 烘焙小教室
	 免焗藍莓芝士蛋糕

10:00	 「長者健體計劃」外展活動
2:00 開心睇電影

9:00	 血糖測試
10:00	 春季食療講座
2:30	 卡拉之星
2:30	 飛鏢樂

26 27 28 29 30 31
11:00	 Android手機應用班
 —實用政府軟件
2:00	 <耆義剪藝計劃>
	 剪髮服務

11:00	 咖啡磨砂梘
2:30	 藝聊我心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2:00	 Facebook	Live-相機食先
2:00	 身心靈講座

2:00	 年年賀你有今日生日會
2:00	 烘焙小教室
 巴斯克芝士蛋糕

10:00	 麻雀麻雀腦愛你
1:00	 悟生悟死—生命歷情體驗
2:30	 憶力多月聚

4646



三月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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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4合1綜合KEEP	FIT運動班
12:00	 1+1帶氧伸展運動班

10:00	 四上月會
10:00	 好心情靜觀小組
2:30	 四下月會

9:30	 「周六鬆一鬆」護老者聚會
10:00	 六上月會
2:30	 卡拉之星
2:30	 飛鏢樂

5 6 7 8 9 10 11
10:00	 一上月會
11:00	 Android手機應用班
 —實用政府軟件

11:00	 滋潤潤唇膏
2:30	 藝聊我心—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2:30	 二下月會

10:00	 義工社區資源分享之
 平安三寶
11:00	 4合1綜合KEEP	FIT運動班
12:00	 1+1帶氧伸展運動班
12:30	 水晶巴士綠色生活遊

9:30	 鬆一鬆治癒畫一畫
10:00	 好心情靜觀小組
10:00	 春季食療講座

11:00 輕鬆學．享受畫
 Facebook直播
2:00	 3月E-class班
2:00 開心睇電影

2:30 卡拉之星
2:30	 飛鏢樂

12 13 14 15 16 17 18
11:00	 Android手機應用班
 —實用政府軟件

11:00 白色情人節特輯香薰蠟燭
2:30	 藝聊我心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9:30	 外展街站活動
10:00 健腦活腦流動站
11:00 郁手郁腳開心玩（A班）
11:00	 4合1綜合KEEP	FIT運動班
12:00	 1+1帶氧伸展運動班

10:00	 好心情靜觀小組
2:00	 Zoom應用基本班
3:30	 植物心友會

9:30	 3月份奶粉展銷 11:00	 園藝治療：水栽組合盆栽
2:30 卡拉之星
2:30	 飛鏢樂

19 20 21 22 23 24 25
11:00	 Android手機應用班
 —實用政府軟件

10:00 男士郊遊遊
11:00	 橄欖甜杏潤手霜
2:30	 藝聊我心—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11:00	 4合1綜合KEEP	FIT運動班
11:00	 郁手郁腳開心玩（B班）
12:00	 1+1帶氧伸展運動班

10:00	 中心迎新會
10:00	 好心情靜觀小組
2:00	 3月E-class班
2:00	 烘焙小教室
	 免焗藍莓芝士蛋糕

10:00	 「長者健體計劃」外展活動
2:00 開心睇電影

9:00	 血糖測試
10:00	 春季食療講座
2:30	 卡拉之星
2:30	 飛鏢樂

26 27 28 29 30 31
11:00	 Android手機應用班
 —實用政府軟件
2:00	 <耆義剪藝計劃>
	 剪髮服務

11:00	 咖啡磨砂梘
2:30	 藝聊我心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2:00	 Facebook	Live-相機食先
2:00	 身心靈講座

2:00	 年年賀你有今日生日會
2:00	 烘焙小教室
 巴斯克芝士蛋糕

10:00	 麻雀麻雀腦愛你
1:00	 悟生悟死—生命歷情體驗
2:30	 憶力多月聚

4747



督印人：高級經理	蔡嘉儀姑娘	 總編輯：林頌銘先生	 印刷數量25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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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