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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通訊想與大家分享財政預算案與會員

的關係：

１	 	向領取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

貼或傷殘津貼的人士發放額外1個月

津貼；

２	 	一次性提供額外1,000元長者醫療券

金額，累積上限提高	至8,000元；

３	 	獎券基金撥款2億元，為社福機構提

供無線上網服務，鼓勵使用科技產品

提升服務；

４	 	增加500個安老院宿位和300個資助

日間護理名額，以及推行試驗計劃，

為私營院舍提供外展服務。

如大家對今年的預算案有什麼意見，歡

迎與我們提出。

2019年4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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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往九個月情牽兩手 - 情牽煮義我地共舉辦 20 個小組，服務了 103

位長者及 113 位青少年。讓長者及青少年可以透過三節小組互相合作及參與

互動式體驗活動，彼此交流兩代獨有文化與價值，增加跨代間了解及尊重，

在社會層面上實踐跨代共融理念。除此之外，亦會為長者及青少年設置共同

目標，舉辦了 8 次社區服務，包括攤位營運、中心探訪及上門探訪，為 700

位社區人士提供服務，推動跨代共融。

　　是次烹飪比賽主題是烹調融合傳

統及現代特色的健康菜式，推動跨代飲

食文化交流，所以評分除了比拼味道

外，評分準則包括貼題、合作及創意。

　　最後我地 1月 26 日舉行烹飪小派

對有 15 隊參賽隊伍，經歷 1月份進行

的初賽，最後有 4隊加者出線，參加 2

月 23 日社區烹飪大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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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牽煮義」
【百BRUN 滋味在心頭】烹飪比賽

暨  義工嘉許禮

聖雅各福群會

賽馬會「長幼情」跨代共融計劃 -「情牽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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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軍隊伍�

　　　　　　隊伍：同煑同樂組
　　　　　　成員：甘瑞雲、何婷芬、朱琪森

　　　　　　菜式：情"森"紅酒燉牛肉

嘉許義工

冠軍隊伍�

隊伍：寶寶好肚餓，好想食堡堡

成員：邱以球、林雪冰、林雪瑜

菜式：迷你豆雞漢寶

季軍隊伍�

隊伍：三人行

成員：黃靄玲、張汝添、曾羨雯

菜式：黃金滿屋

殿軍隊伍�

隊伍：老少好「煮」意

成員：鄭秀琴、楊慧、譚紹儀

菜式：哈哈笑金玉滿堂

        當日活動得以順利舉行，嗚謝各位星級評判包括聖雅各福群會總幹事李

玉芝女士、賽馬會「長幼情」跨代共融計劃  聯合首席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醫

學院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黃麗儀教授、李錦記家族基金經理 – 發

展及運作劉明燕女士、歷耆者行政總監陳浩民先生、上有高堂聯合創辦人黃

炳建先生及母親黃悅柳女士以及一眾參加者、義工及觀眾評判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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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宣傳

情牽煮義系列
內容：�學習製作新「潮」食物，營養師講座及與青少年共同自創特色食譜。

日期：2019年5月4、11及18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0:00-12:15	及下午14:30-16:45

地點：浣紗長者中心	 	 	 	 費用：$20

名額：每組8人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額滿

活動查詢：29150093	李兆麟先生/蔡靜姑娘/林宝宝姑娘

賽馬會「長幼情」跨代共融計劃 -「情牽兩手」
喺活動之中會同青少年一齊玩一齊學，之後加入義工組，跨代共融
牽手做義工，好玩又咁有意義，點會唔預你！

長幼飛鏢同樂日 
以攤位形式進行，由義工

導師教授參加者：站立姿

勢、握鏢投鄭技巧及基本

禮儀。

時間：上午11:30-12:30	

地點：柴灣青年廣場	

對象：社區人士

長幼飛鏢團隊賽  
活動日期：2019年4月28日(星期日)	
時間：初賽	(下午2:00-	4:00)	、	決賽	(下午4:00-4:30)	
地點：柴灣青年廣場	
名額：12隊	(隊伍必須有長者及青少年混合長者不少於1人，青少年不多於2人)	
賽制：701	cricket		choice	(3局2勝)	

長幼混合飛鏢新手賽 
活動日期：2019年4月28日(星期日)	
時間：初賽	(上午12:00-1:00)	
　　　決賽	(下午3:30-4:00)	
地點：柴灣青年廣場	
對象：�12至30歲青少年及60歲以上人士	

(Rating	不多於6.99)	
名額：24隊	
賽制：301	count	up	choice	(3局2勝)	

日期：2019年4月28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11:30-下午5:30　		地點：柴灣青年廣場Y劇場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額滿		　活動查詢：李兆麟先生/蔡靜姑娘/林宝宝

賽馬會「長幼情」跨代共融計劃 -「情牽兩手」
情牽GOAL飛 - 長幼飛標比賽暨義工嘉許禮

備　　註：１  參加者需年滿60歲或以上

　　　　　２  活動只限未曾參與情牽煮義及情牽GOAL飛的人士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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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職員動向

中心文員 - 鄺玉梅
大家好，我係中心文員
鄺玉梅，大家可以叫我
「GRACE」， 好 開 心 加
入聖雅各福群會，可以
服務大家。

職位調動
長者支援及隱蔽長者服務 - 經理王敬華
已於 2019 年 1 月 20 日調往雅明灣畔
護養院擔任院長一職。

中心會員服務 - 經理屠自強先生已
於 2019 年 2 月 1 日 起 調 任 長 者 支
援及隱蔽長者服務經理一職。

  

同工離職
智友醫社計劃 - 職業治療師林慧心姑娘
已於 2019 年 3 月 15 日離職。中心多
謝她多年來對中心的貢獻，祝生活愉快 !

退休人士服務中心 
中心事務員 - 蔡月紅
大家好，我係中心事務員
蔡月紅，大家可以叫我(
阿紅)，好開心加入聖雅
各福群會退休中心

歡迎加入聖雅各福群會大家庭

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中心經理 - 秦家華
各位老友記好！很高興重
回聖雅各福群會大家庭！

我從事長者院舍服務多
年，今次希望能為日間社
區長者提供多元化服務。
有空歡迎與我分享你們的經驗。請多多
指教。

  

個人照顧員 - 余美芳
大家好，我係余美芳，大
家可叫我「美芳」，好開
心加入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這個大家庭。

  

個人照顧員 - 姚思慧
大家好，我係姚思慧，大
家可以叫我「思慧」，很
高興能再次加入聖雅各的
大家庭，回顧兩年前因參
加了青年啟航的長者護理
課程，有幸在機構實習，把護理的專業
知識實踐。

畢業後亦感謝再次有機會加入本會-護
老者支援服務，為社區有需要的長者及
護老者出一份力！

中心通告



攝氏

請留意 的天氣情況：

四月至六月份
製作「傘繩手鏈」送給會員的一點心意，
既精緻又實用；方便外出活動時候使用。
凡四月至六月份生日的會員，凴有效會員
證，可在生日月份親臨中心，免費領取這
份滿有心意的生日禮物乙份，感受中心的
無微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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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南分區嘉年華開幕禮

聖誕歡樂松柏宴2018

迎春接福共賀浣紗團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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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入伍登陸SHOW大動

退休人士服務中心參加者

浣紗長者中心參加者 灣仔長者地區中心參加者



李添勝大合照

自助山。自助餐

金剛盧雄再續未了緣 9

活動花絮

賽馬會齡活城市-活齡活現-共建灣仔長者友善社區

齡活大使嘉許

I.T大使委任



九十後的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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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義工聚餐   
   義工聚餐   

堅NET義工

飯堂之友

耆義力量+出版發行義工組

松柏委員會

紅十字會耆英團

家委會 義得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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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義工聚餐   

耆義力量+出版發行義工組

浣紗中心 好人計劃

退休人士服務中心 退休人士義務工作協會

退休人士義務工作協會
退休人士義務工作協會

社會福利署義工嘉許禮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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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逍遙組聚會

義得樂16週年聚餐

金豬呈祥賀新春

認知障礙服務



海天一色遊龍蝦		 活動編號：WC037/19
龍蝦灣位於清水灣東面的一個小海灣，風景優美，大海一望無際，海水清澈，是潛水、放風
箏及郊遊的理想勝地。附近的風箏場供遊客盡享放風箏的樂趣，無須理會距離機場太近而受
罰。而在此的一條龍蝦灣郊遊徑，可把我們的眼睛帶到更高的地方，盡情欣賞在龍蝦灣看不
到的牛尾海及清水灣景色。

　　日期 2019年5月10日(星期五) 　　名額 30名
　　時間 上午9:30至下午5:00 　　費用 $20 (會員)
集合地點 將軍澳港鐵站C出口閘外大堂 報名日期 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

上午九時半起至額滿集合時間 上午9:30
　　內容 集合地點轉乘小巴到大坳門起步大

坑墩(龍蝦灣效遊徑起點)登上291米
大嶺峒山頂龍蝦灣郊野公園(郊遊徑
終點)沿龍蝦灣路步行至大坳門再轉
乘小巴到將軍澳港鐵站解散乘小巴到將
軍澳港鐵站解散

活動查詢 陳志堅先生 29150093(浣紗)
謝嘉希姑娘 28354324(灣仔)

　　備註 ① 此費用乃行政費及意外保險費用，車費及午餐需自備。
②  此路程難度中等，總長6.5公里及上落差大，沿清水灣道步行入清水灣郊野公
園需20分鐘，沿龍蝦灣路步行至大坳門需時1小時，對體力及腳力有一定的考
驗。不適合較少行山及使用柺杖人士參加，參加者必須考慮個人身體狀況及
體能是否適合參加。

③  參加者報名前必須填寫健康申報表，中心因應參加者的身體狀況，中心有最
終決定權是否適合參加本活動的權利。

④  此活動只限在灣仔及浣紗中心報名。

識飲識食識旅行		 活動編號：WC064/19
內容及行程：參觀恆香老餅家廠蔚豪私房菜用膳壽桃牌專門店參觀參觀全新開放蘆
薈種殖場（每位圍友更可免費享用蘆薈下午茶，包括有：龜靈紅豆湯、蘆薈蛋餅治）參
觀有〔韜哥頭抽工場〕之稱河上鄉美味棧

　　日期 2019年6月14日（星期五） 　　時間 上午9:10至下午4:30
集合地點 第一車：灣仔石水渠街85號1樓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第二車：①浣紗長者中心
　　　　② 北角福蔭道7號銅鑼灣社

區中心地下(退休人士服
務中心)

集合時間 上午9:00
　　名額 114名
　　費用 會員$140   非會員$190
報名日期 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

上午九時半起至滿額
活動查詢 張秋儀姑娘 2882 8750(退休中心)

盧卓欣姑娘 2835 4324(灣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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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灣仔長者地區中心會員、浣紗長者中心、
退休人士服務中心 重點活動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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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灣仔長者地區中心會員、浣紗長者中心、
退休人士服務中心重點活動推介

健康第三步	-「健步之旅」	 活動編號：CS015/19

內容及行程：	健腦遊戲及健腦操、職業治療師/社工主持健腦知識教育講座個
別測試報告以掌握個別認知能力狀況（油麻地房屋協會）金滿
海鮮坊用膳、饒宗頤文化館荔枝角公園暢遊嶺南之風。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星期五) 　　時間 上午9:00至下午4:00
集合時間 上午9:00 / 9:20
集合地點 北角福蔭道七號銅鑼灣社區中心地下活動室

（退休人士服務中心）/ 灣仔胡忠大廈地下
　　費用 會員$115  非會員$165
　　名額 48名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滿額
活動查詢 張秋儀姑娘 2882 8750 
　　備註 參加者可獲最少一份禮物

STEAM	Drawing
活動編號：WC063/19 

　　日期 6月11,18,25日（星期二）（共3堂）
　　時間 上午9:30至下午 11:00 
　　地點 北角福蔭道七號銅鑼灣社區中心地

下活動室（退休人士服務中心）
　　內容 STEAM Drawing 是一種工具簡單

而且容易學習的作畫方式，活動著
重不同方面的思考和意念不同的人
共同創作，透過共同創作，參加者可
以增加互相溝通和互動，從中增加
雙互認識。 

　　費用 $120（會員）
　　名額 20名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滿額
活動查詢 倫慧宜姑娘 2882 8726

躲避盤班		 活動編號：CS014/19 
　　日期 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
　　時間 上午9:30至中午12:00
　　地點 北角福蔭道七號銅鑼灣社區中心地下活動室

（退休人士服務中心）
　　內容 活動透過使用安全帶尼龍軟飛碟作傳接

及進行體育遊戲，鍛練重心轉移和旋轉
，訓練肌力、大腿力和平衡感，改善肢
體協調及平衡力，減低跌倒的機會，且
能強化手眼協調及反應，增強手臂力量
及膊頭柔軟度，協助肩關節及手肘關節
的伸展預防五十肩。參加者即可同時參
與以同學組成的「躲避盤小組」，於中
心或其他地方進行練習和砌磋比賽。

　　費用 $35（會員）　　名額│40人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滿額
活動查詢 倫慧宜姑娘 2882 8726

長者安居協會	-	
			Android手機班基礎班
活動編號：WC013/19

　　日期 2019年4月23日（星期二）
　　時間 上午9:00至10:30
　　地點 北角福蔭道七號銅鑼灣社區中心地

下活動室（退休人士服務中心）
　　內容 介紹手機基本操作，Wifi應用等。
　　費用 會員$10,非會員$60（行政費）
　　名額 30人
活動查詢 張秋儀姑娘 2882 8726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滿額
　　備註 請自備Android型號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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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同樂齊歡聚2019
活動編號：WC012/19 
　　日期 2019年6月5日(星期三)
　　時間 下午2:30至4:30
　　地點 灣仔總會四樓明華堂
　　內容 表演、遊戲、節日慶祝
　　費用 $10(會員) 
　　名額 300名
活動查詢 余仲康先生 林嘉欣姑娘 2835 4324 (灣仔)
報名日期 例會/紅棉例會在4月例會報名

通訊/紅棉通訊會員2019年4月10日（三）
上午九時半起至額滿



		以上所有活動由賽馬會e健康電子健康管
理計劃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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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灣仔長者地區中心會員、浣紗長者中心、
退休人士服務中心 重點活動推介

健康講座	-	防跌運動講座
活動編號﹕WC055/19

　　日期 2019年4月27日 (星期六)
　　時間 上午10:00至11:30
　　地點 灣仔總會1樓大堂
　　講員 註冊物理治療師
　　內容 由物理治療師教授一系列防跌運動的

技巧
　　費用 全免
　　名額 45人 (會員)
報名日期 2019年4月10日（三）上午九時半起至額滿
活動查詢 林嘉欣姑娘 2835 4324

「愛錫自己」-
香薰自我按摩講座
活動編號﹕WC057/19

　　日期 2019年6月12日 (星期三)
　　時間 下午3:00至4:00
　　地點 灣仔總會1樓大堂
　　講員 註冊香薰治療師主講 
　　內容 由香薰治療師主講自我按摩的技巧
　　費用 全免
　　名額 40人 (會員)
報名日期 2019年5月15日（三）上午九時半起至額滿
活動查詢 林嘉欣姑娘 2835 4324

健康講座	-	紓壓有辦法
活動編號﹕WC029/19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星期一)
　　時間 下午2:00至3:00
　　地點 浣紗長者中心
　　導師 IFA香薰治療師Catherine Ho
　　內容 香薰治療師介紹多種精油，有助

紓緩失眠及痛症的困擾，以達至
身心平衡的狀態。

　　費用 全免
　　名額 40人 (會員)
報名日期 2019年4月10日（三）上午九時半起至額滿
活動查詢 陳慕斯姑娘 2915 0093

健康系列

		以上所有活動由賽馬會e健康電子健康管
理計劃贊助

詠春體驗工作坊
活動編號：WC056/19

　　日期 2019年4月18,25日 (星期四)
2019年5月23日 (星期四)
2019年6月27日 (星期四)

　　時間 下午2:30至4:30
　　地點 灣仔總會3樓視聽室
　　導師 古賢聚協會義工隊
　　名額 25人 (會員)
　　費用 全免
報名日期 2019年4月10日（三）上午九時半起

至額滿
活動查詢 林嘉欣姑娘 2835 4324

禪繞畫工作坊
活動編號：WC058/19

　　日期 2019年5月11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2:30至4:30
　　地點 灣仔總會3樓視聽室
　　導師 禪繞畫認證導師 陳進耀先生
　　內容 禪繞畫是一種心靈療癒的繪畫活動

，在作畫的同時，讓繃緊的身心放
鬆，提升集中力與創造力。

　　名額 12人  (會員)
　　費用 全免
報名日期 2019年4月10日（三）上午九時半起

至額滿
活動查詢 林嘉欣姑娘 2835 4324

靜觀紓壓練習工作坊
活動編號：WC030/19

　　日期 2019年5月6日(星期一) 
　　時間 下午2:00至3:30
　　地點 浣紗長者中心
　　內容 透過靜觀練習，放鬆心情減減壓

，提升正面情緒
　　導師 IFA香薰治療師Catherine Ho
　　名額 15人 (中心會員)
　　費用 全免
報名日期 2019年4月10日（三）上午九時半起

至額滿
活動查詢 陳慕斯姑娘 2915 0093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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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灣仔長者地區中心會員、浣紗長者中心、
退休人士服務中心重點活動推介

養生拍打功工作坊
活動編號：WC043/19 

　　日期 2019年5月2日(星期四) 
　　時間 上午10:00-11:00
　　地點 浣紗長者中心
　　導師 古賢聚協會義工隊
　　名額 20人(60歲以上會員)
　　費用 全免(會員)
報名日期 2019年4月10日（三）上午九時半起

至額滿
活動查詢 馮愛莉姑娘 2576 8838
　　備註 學員上課堂日請穿著寬鬆舒適的衣服。

綠綠體驗工作坊
活動編號：WC031/19

　　日期 2019年6月3日(星期一) 
　　時間 下午2:00至3:30
　　地點 浣紗長者中心
　　內容 完成草本植物組合盤栽一盤(約5吋)
　　導師 ACP 認證園藝治療師  Catherine Ho 
　　名額 15人 (中心會員)
　　費用 全免
報名日期 2019年4月10日（三）上午九時半起至額滿
活動查詢 陳慕斯姑娘 2915 0093

「禪繞畫」體驗工作坊
活動編號：WC032/19

　　日期 2019年7月8日(星期一) 
　　時間 下午2:00至4:00
　　地點 浣紗長者中心
　　內容 放下日常的緊張和焦慮，輕輕鬆鬆完成

作品一幅。
　　導師 Chris (Certified Zentangle Teacher CZT )
　　名額 15人 (中心會員)
　　費用 全免
報名日期 2019年5月15日（三）上午九時半起至額滿
活動查詢 陳慕斯姑娘 2915 0093

		以上所有活動由賽馬會e健康電子健康管理計劃贊助

毛冷「兔仔小飾物」DIY
活動編號：WC035/19

　　日期 2019年6月12日及19日(逢星期三) 
　　時間 上午10:30至中午12:00
　　地點 浣紗長者中心
　　名額 8名 
　　費用 $10 (會員)  (凡一經報名需繳交$40

材料費，於堂上繳交) 
活動查詢 馮愛莉姑娘 29150093
報名日期 2019年5月15日(三)上午九時半起

至額滿
　　備註 參加者需自備織針一對(9號或10號)。

香花植物介紹
活動編號：WC036/19

　　日期 2019年5月21日(星期二)
　　時間 上午10:30至12:30
　　地點 浣紗長者中心
　　內容 講者將介紹有香味的植物，藉以美

化家中擺設
　　名額 30名 (會員)
　　費用 免費
報名日期 2019年4月10日(三)上午九時半起

至額滿
活動查詢 馮愛莉姑娘 29150093

日本和諧粉彩體驗工作坊(一)
活動編號：WC 040/19

　　日期 2019年6月4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2:00至4:00
　　地點 浣紗長者中心
　　內容 以指尖及色彩繽紛的硬粉彩創作畫作

，從中釋放壓力，達至平和，並建立信
心。參加者無需要有繪畫技巧。

　　導師 Caroline Cheung (JPHAA日本和諧
粉彩正指導師)

　　費用 全免
　　名額 15人 (中心會員)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滿額
活動查詢 陳慕斯姑娘 2915 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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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灣仔長者地區中心會員、浣紗長者中心、
退休人士服務中心 重點活動推介

中醫實務專題－護治濕疹有法
活動編號：WC016/19

濕疹是由多種內外因素引起的皮膚病，患者往往
出現皮膚乾燥、紅疹等症狀，痕癢難當，嚴重者
更有流濃或滲液，影響日常生活。要護治此病，單
純控制症狀是不足夠的；中醫著重排走毒素，強
調治本，是次講座，為你詳細解構箇中原由。

　　日期 2019年4月25日（星期四）
　　時間 下午2:30至4:00
　　地點 總會三樓視聽室
　　內容 分辨濕疹症型、了解成因、護治方

法及享用合時保健飲食等
　　費用 $30（會員）
　　講者 劉歡團註冊中醫師
　　名額 60人
報名日期 例會／紅棉例會：3月份例會

通訊／紅棉通訊：2019年4月10日（三）
上午九時半起至額滿

活動查詢 陳惠芳姑娘 28354324

養生保健系列

長廚滋味下午茶－焗酥皮三文魚
活動編號：WC015/19

三文魚含有豐富的不飽和脂肪酸，不飽和脂肪酸
是保證細胞正常生理功能不可缺少的元素。人體
保持正常含量的不飽和脂肪酸，可提高腦細胞的
活性和提升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從而防治心血
管疾病。是次以三文魚作為食材，讓你吃得有營
又健康，在享用美食的同時，還可品茗合時的草
本茶，能清熱明目安神，適合任何年齡及體質的
人士飲用。不妨相約三五知己聚一聚，談談天、
說說地，共度溫馨下午茶時光。
　　日期 2019年4月16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3:00至4:00
　　地點 總會三樓長者飯堂
　　內容 享用焗酥皮三文魚、菊花杞子元肉茶
　　費用 會員$38
　　名額 40人
報名日期 例會／紅棉例會：3月份例會

通訊／紅棉通訊：2019年4月10日（三）
上午九時半起至額滿

　　備註 已購票會員需於3時至3時30分期間
光臨，享用時間至4時完結

長廚系列

扭扭樂工作坊
活動編號：WC033/19

　　日期 2019年4月15日(星期一) 
　　時間 下午2:00 至 4:00
　　地點 浣紗長者中心
　　內容 教授氣球基本紮作，教授內容：兔

仔氣球及小蘿蔔各一個。
　　導師 珊珊導師 (Qualatex Balloon Net-

work (QBN)會員)
　　名額 15人 (中心會員)
　　費用 $70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滿額
活動查詢 陳慕斯姑娘 2915 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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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群賀壽樂悠遊
活動編號：WC044/19
內容及行程：	集合地點南豐紗廠午膳(金

滿海鮮坊)啟德舊機場跑道公
園 (「捷流2型」定翼機) 尖沙
咀星光大道回程

　　日期 2019年4月30日(星期二)
　　時間 上午9:30至下午4:30
集合時間 上午9:15
集合地點 一車：灣仔長者地區中心一樓大堂

二車：浣紗長者中心
　　名額 114名
　　費用 4-6月生日會員 $120

非生日會員 $135　非會員 $185
報名日期 例會/紅棉例會3月份開始報名

通訊/紅棉通訊即日起至額滿
活動查詢 謝嘉希姑娘(灣仔)2831 3213

陳志堅先生(浣紗)2915 0093

浣紗長者中心活動



迎新會(一)
活動編號：
　　日期 2019年6月28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2:30至3:45
　　地點 總會三樓視聽室
　　內容 透過活動讓新會員相聚，並由職員深

入介紹活動及服務，並設茶點招待
　　名額 20人 (歡迎2019年4-6月新加入灣仔

會員)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額滿
活動查詢 余仲康先生 2835 4324
　　備註 ①  此活動只限灣仔會員，不設非會員

②  活動由港燈送暖樂社群計劃贊助

18

會員：�灣仔長者地區中心會員、浣紗長者中心、
退休人士服務中心重點活動推介

浣紗長者中心

提拉米蘇TIRAMISU	DIY
活動編號：WC034/19

　　日期 2019年5月28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2:00開始
　　地點 浣紗長者中心
　　名額 12名
　　費用 $100 (會員)  $150 (非會員) 
活動查詢 馮愛莉姑娘 29150093
報名日期 2019年4月10日(三)上午九時半起

至額滿
　　備註 請自備食物盒

樂聚一天
活動編號：WS001/19、WS002/19

　　日期 2019年5月27日、6月24日(星期一) 
　　時間 下午3:00至5:00
　　地點 浣紗長者中心
　　內容 由善長贊助於中心內享用素小食，並

欣賞精彩表演及帶領做保健運動。
　　名額 10名(每場)
　　費用 免費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額滿
活動查詢 陳志堅先生 2915 0093
　　備註 ① 請提早15分鐘入場等候

②  歡迎灣仔、浣紗、退休中心通訊
會員報名參加，以上日期三選一

健康講座-	
四季節慶營飲食之春夏篇
活動編號：CS019/19

　　日期 2019年7月2日 (星期二)     
　　時間 下午2:00至4:00
　　地點 浣紗長者中心
　　內容 講者介紹春季時令食材、食譜、要

點，飲食建議 等，當日以優惠價售
賣三花奶粉

　　名額 50名 (會員)
　　費用 免費
報名日期 2019年5月15日(三)上午九時半起

至額滿
活動查詢 馮愛莉姑娘 29150093

長者飯堂活動

飯堂服務－飯堂會員大會
活動編號：WC020/19

　　日期 2019年6月20日（星期四）
　　時間 上午10:30至11:30
　　地點 總會三樓視聽室
　　內容 熱身遊戲、服務報告、溝通與分享及意

見跟進等
　　名額 70人
　　費用 全免
　　對象 飯堂之友

（持有有效之飯堂服務証使用者）
活動查詢 陳惠芳姑娘　28354324
　　備註 合條件對象按時出席參與

「心花放」藝術工作坊
活動編號：WC020/19

　　日期 2019年6月19日 (星期三) A班
2019年6月26日 (星期三) B班

　　時間 上午9:30至11:30
　　地點 總會三樓視聽室
　　內容 透過使用和諧粉彩去表達個人心情
　　名額 每班8位
　　費用 全免
　　對象 長者
活動查詢 羅愛弟姑娘 2835 4324
　　備註 每位參加者只能報選其中一班



流金歲月系列 車淑梅與您笑笑說說想想		活動編號：WC038/19

車淑梅，資深廣播人，從事電台工作接近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連續多年蟬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
劃《全港電台收聽調查》十大最受歡迎電台節目主持人第一位，因此被封為「香港金牌
DJ」；1992年被獲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她多年來熱心公益事務，更於2005年榮獲
第一屆香港傑出義工獎。她擅長人物專訪，受訪嘉賓無數，訊息正面積極，為社會
發放正能量，深受廣大市民歡迎！中心很榮幸邀請到車淑梅親臨中心與大家會面！

　　日期 2019年5月10日(星期五) 　　費用 全免(只限會員)

　　時間 下午2:30-4:00 　　名額 80人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85號一樓中心大堂  活動查詢 王淑珍姑娘　28313212

　　嘉賓 車淑梅小姐 報名日期 通訊會員 即日起至額滿

　　備註 如遇嘉賓車淑梅小姐於10/5因事未能出席，活動將會取消，敬請留意中心通告，或先致電
了解，中心不會個別致電通知，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 偶到服務
備註 : 以下活動毋須報名，會員可因應個人喜好而即日出席有關活動，唯額滿即止

日期 活動名稱 時間 內容 名額 負責職員

1/4/2019
(星期一)

與你共聚
快樂時

2:30-
3:30pm

為了使長者有歡樂的星期一，本
中心特意邀請不同的義工團體
籌辦遊戲，與長者玩遊戲，以達
至共享歡樂時光義工團體 : 社
區綜藝服務隊 (1/4)

40 余仲康
先生

4月至6月
(逢星期二)

量血壓服務
1:45派籌

2:00-
4:00pm

義工免費為中心會員量血壓
80

何翠華
姑娘4月至6月

(逢星期二)
量血壓服務
8:45派籌

9:00-
11:00am 60

30/4/2019 
28/5/2019 
25/6/2019
(星期二)

松柏團契 9:30-
10:30am

基督教訊息分享、禱告、唱詩、
遊戲導師：由聖公會聖士提反堂
、聖公會聖保羅堂及聖公會聖
彼得堂三間教會的婦女組輪流
帶領。

30 王淑珍
姑娘

4月至6月
(逢星期四)

長者健康操 10:00-
11:00am

為了讓長者的身體健壯，減少身
體上的病痛，特此為長者舉辦此
項活動。

30 林嘉欣
姑娘

4月至6月
(逢星期四)

時事熱點 11:00-
11:30am

中心職員和義工為長者分享最
新的新聞，讓長者能知更多時
事，並提供他們渠道互相分享。

30 林嘉欣
姑娘

地點 : 中心一樓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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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灣仔長者地區中心會員、浣紗長者中心、
退休人士服務中心 偶到及健康服務

會員：�灣仔長者地區中心會員、浣紗長者中心、
退休人士服務中心 重點活動推介



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 健康服務  (主講：衛生署陳姑娘)

日期 活動名稱 時間 內容 名額 負責職員

24/4/2019 
(星期三)

長者
保健運動

10:00-
11:00am

講解：①  運動的益處                                                                          
　　　②  如何選擇合適長者之運動                                                  
　　　③  運動期間應注意事項                                                           
　　　④  熱身、伸展及靜止前的基

本運動技巧

60

林嘉欣
姑娘31/5/2019 

(星期五)
高血壓
知多少

10:00-
11:00am

講解：①  高血壓的高危因素                                                         
　　　②  促進健康生活方式 60

26/6/2019 
(星期三)

認識中暑 10:00-
11:00am

講解：①  中暑的原因、徵狀、預防
及處理方法

　　　②  長者在炎夏時應採取的預
防措施

60

地點 : 中心一樓大堂

退休人士服務中心
量血壓服務

日期 活動名稱 時間 內容 名額 負責職員

4-6月份
達星期三

量血壓服務 9:30-
10:30am 免費量血理 40 張秋儀姑娘

地　　點：�北角福蔭道7號銅鑼灣社區中心地下
查　　詢：2882 8750

此計劃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健康松齡樂社群 (退休中心及浣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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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灣仔長者地區中心會員、浣紗長者中心、
退休人士服務中心偶到及健康服務

日期 活動名稱 時間 內容 名額 負責職員

12/4/2019 
3/5/2019 
14/6/2019
(星期五) 

好歌獻給你 2:00-
3:30pm

由義工獻唱，為各位老友記送上
流行金曲，每分鐘好歌源源不
絕獻給你。 60 林嘉欣

姑娘

26/4/2019
(逢星期五)

耆英
歡樂時光

10:00-
11:30am

由退休人士義務工作協會負責，
載歌載舞，與眾同樂。活動設有
互動交流環節，歡迎各會員報名
獻歌或表演。如欲報名請聯絡羅
先生。

40 余仲康
先生



長者最痛 - 
如何減輕長者病患疼痛
活動編號：CS018/19
　　日期 2019年5月9日（星期四）
　　時間 下午3:00至 下午 4:00 
　　地點 北角福蔭道七號銅鑼灣社區中心

地下活動室（退休人士服務中心）
　　內容 活動透過講座形式讓長者認識舒

緩病患疼痛的方法。
　　費用 免費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額滿
活動查詢 張秋儀姑娘
　　備註 參加者能於活動後獲得小禮物一份

雅培糖尿病舞動健康操
活動編號：CS002/19
　　日期 2019年5月15日（星期三）
　　時間 下午2:30至 下午 3:30 
　　地點 北角福蔭道七號銅鑼灣社區中心地

下活動室（退休人士服務中心）
　　內容 簡單音樂，有助糖尿病、血糖高、血糖

不穩定方面護理，保持身心健康。
　　名額 40名
　　費用 會員$5(行政費)

非會員$55(行政費)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額滿
活動查詢 張秋儀姑娘
　　備註 參加者能於活動後獲得小禮物一份

手工禪繞與減壓
活動編號：CS032/19
內容：學習與工作有時會產生
不少無形的壓力，起初可能引
致疲倦，長遠則有可能變成壓
力，影響工作能力與情緒。禪
繞畫是一種可以讓人透過繪畫
達致放鬆與專注的一項訓練，
活動除了教授禪繞畫的繪畫亦
會教授放鬆呼吸法，讓同學可
以籍此得到舒緩，減少壓力從
而提升動力。

　　日期 5月8,22,29日，6月5,12,19日(星期三)
　　時間 下午3:30至 下午 5:00 
　　地點 北角福蔭道七號銅鑼灣社區中心地下活動室

（退休人士服務中心）
　　名額 20名
　　費用 會員$250 會員$300
　　導師 Paul Pong（禪繞導師，靜觀導師）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額滿
活動查詢 倫慧宜姑娘
　　備註 參加者於課堂上將完成6份作品，如禪繞貓頭鷹

、兩個杯墊、筆袋、小索繩袋、俄羅斯娃娃

借用平板電腦
日期：2019年4月至6月(星期一至五)
時間：上午9時半至中午12時，下午2時至5時
地點：�退休人士服務中心（炮台山福蔭道7號

銅鑼灣社區中心地下）
費用：免費
內容：�由中心借出平板電腦於中心內使用，讓

會員學習使用平板電腦。

服務使用者需遵守以下守則：
1.  借用平板電腦前，請攜同會員證於

櫃檯登記
2. 每人只限使用1小時
3. 需要下載應用程式時，需告知職員
4. 如需播放影片，請自備耳機
5. 請安靜使用，盡量避免騷擾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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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灣仔長者地區中心會員、浣紗長者中心、
退休人士服務中心 偶到及健康服務



地　　點：浣紗長者中心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額滿
活動查詢：馮愛莉姑娘2915 0093（浣紗）

 健康系列(健康檢查)

日期 活動名稱 時間 內容 名額 費用

2/4/2019
(星期二)

4月健康檢查
(CS023/19)

9:00-
10:00am 免費量血壓、測脂及磅重

各20

免費7/5/2019
(星期二)

5月健康檢查
(CS024/19)

4/6/2019
(星期二)

6月健康檢查
(CS025/19)

2/4/2019
(星期二)

4月驗血糖及
膽固醇服務
(CS026/19)

9:00-
10:00am

篤手指驗血糖及膽固醇服務
(參加者需驗血糖前八小時前
不可飲食，以免影響力檢查結
果。)

$40   7/5/2019
(星期二)

5月驗血糖及
膽固醇服務
(CS027/19)

4/6/2019
(星期二)

6月驗血糖及
膽固醇服務
(CS0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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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灣仔長者地區中心會員、浣紗長者中心、
退休人士服務中心偶到及健康服務

 健康系列(健康小組)
日期 活動名稱 時間 內容 名額 費用

4-6月
(逢星期四)
例會週暫停

健康操�(一)
(CS020/19)

9:20-
10:20am 由義工教授健康操。

兩班的運動班只可選擇其一
日期：4/4, 9/5, 23/5, 6/6, 20/6

22名 免費4-6月
(逢星期四)

健康操�(二)
(CS021/19)

10:30-
11:30am

4-6月
(逢星期四)

穴位保健操
(CS022/19)

9:20-
10:20am

由義工教授一些日常穴位
保健操
日期：30/5, 27/6

地　　點：浣紗長者中心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額滿
活動查詢：馮愛莉姑娘2915 0093（浣紗）

　2019年7-9月健康小組　

報名日期：６月２６日（星期三）上午８：３０在浣紗長者中心開始派籌，上午９：３０報名至額滿

　2019年４-６月健康小組　

報名日期：３月２０日（星期三）上午８：３０在浣紗長者中心開始派籌，上午９：３０報名至額滿

備註：舊生凡報名以上三個課程，需出席達８０％以上才可獲繼續報名



活動編號： WC059/19

　　日期 2019年6月22日 (星期六)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85號總會一樓大堂
　　時間 上午9:00至下午4:00
　　對象 中心會員
活動查詢 28354324 林子健先生 王淑珍姑娘

費森尤斯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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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灣仔長者地區中心會員、浣紗長者中心、
退休人士服務中心 偶到及健康服務

退休人士服務中心
北角福蔭道7號銅鑼灣社區中心地下

雅培奶粉日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2019年5月31日及
2019年6月28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2:00-3:30
內容 當日以優惠價賣雅培加營

素，怡保康等奶粉

雀巢奶粉日
日期 2019年4月11日、

2019年5月9日及2019年6月13日（星期四）
時間 下午2:00-3:30
內容 當日以優惠價賣佳膳益生、佳膳纖維、

佳膳適糖、快凝寶即食營養糊餐、活力
營養湯

報名日期│歡迎會員當日持有效會員證購買，售完即止
活動查詢│張秋儀姑娘2882 8750



2019年 4月 4日 (星期四 )	 下午2:30	-	4:00
2019年 5月 2日 (星期四 )	 下午2:30	-	4:00
2019年 6月 6日 (星期四 )	 下午2:30	-	4:00

2019年 4月 17日 (星期三 )	上午8:00	-	10:00
2019年 5月 15日 (星期三 )	上午8:00	-	10:00
2019年 6月 19日 (星期三 )	上午8:00	-	10:00

2019年 4月 24日 (星期三 )	上午 9:30	-	11:30
2019年 5月 22日 (星期三 )	上午 9:30	-	11:30
2019年 6月 26日 (星期三 )	上午 9:30	-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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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支援服務隊外展量血服務

義工及長者支援服務



太極氣功十八式及太極蓮花扇

導師簡介�
譚蘊麗教練擅長太極拳及太極劍，並屢獲
硃榮。現時譚教練擔任香港中國國術龍獅
總會內家拳裁判、香港太極總會太極拳、
劍教練、香港武術聯會一級教練及正宗少
林八段錦養生功教練 太極功夫蓮花扇

活動編號
　　日期 25/4, 2/5, 9/5, 16/5, 23/5, 30/5 ,6/6

及 13/6/2019 ( 逢星期四 ,8 堂 )
　　時間 下午 3:15 至 4:15
　　地點 總會 3 樓視聽室及 * 待定
　　內容 融入太極拳、八卦掌的身形和步法，

動作輕盈舒展，幽雅大方，走轉靈
活的 42 式蓮花扇，是一套剛柔相
濟，動靜相兼的優秀運動。簡單易
學，既可改善人體循環，活躍情緒，
也加強人體的協調性和平衡性有極
大的好處。

　　名額 8 名
　　費用 $ 220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額滿
　　對象 記憶力退減或患有早期認知障礙

長者
負責職員 陳淑敏姑娘 2831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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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心補腦車
活動編號  
　　日期 17/4( 星期三 ), 27/4( 星期六 ), 7/5( 星

期二 ), 17/5( 星期五 ), 27/5( 星期一 ), 
17/6( 星期一 ), 27/6/2019( 星期四 )

　　時間 下午 2:00 至 下午 3:30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 85 號 1 樓大堂
　　內容 為鼓勵長者參與動腦活腦，推出《點

心補腦車》，這個流動補腦車會盛
放桌上遊戲供大家在中心開放時段
借用享樂 ( 只提供於中心內 )，無論
是一人獨樂挑戰，或二人同行對戰，
甚至是眾樂歡聚均可享用

　　對象 中心會員 / 護老者
負責職員 羅珮茵姑娘 28313225
　　備註 此活動不需報名為偶到活動

會員：�灣仔長者地區中心會員、浣紗長者中心、
退休人士服務中心 認知障礙服務

太極氣功十八式
活動編號
　　日期 25/4, 2/5, 9/5, 16/5, 23/5, 30/5, 6/6

及 13/6/2019 ( 逢星期四 , 8 堂 )
　　時間 下午 2:00 至 3:00
　　地點 總會 3 樓視聽室及 * 待定
　　內容 太極氣功十八式，其動作緩慢均，

注重意氣相隨，身心息三調合一，
從練習中達到增强肌腱力度，有養
生的果效。

　　名額 15 名
　　費用 $ 220
　　對象 記憶力退減或患有早期認知障礙

長者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額滿
活動查詢 陳淑敏姑娘 28313225
　　備註 若人數不足未可成班將取消

愛大笑‧瑜珈同樂日
活動編號  
　　日期 11/4, 18/4, 25/4, 2/5, ( 暫停一次 ) 

9/5, 16/5, 23/5, 30/5, 6/6, 13/6 及
20/6/2019 ( 星期四 ,10 堂 )

　　時間 下午 2:00 至 下午 3:30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 85 號 7 樓 AV 室
　　內容 由笑出健康協會及銀齡義工隊帶領我

們進行愛笑瑜伽運動 , 此運動融合簡
單動作、呼吸技巧及表情，以歡笑放鬆
帶動身體及心靈的健康；拉近人與人
之間的距離；希望藉此鼓勵人每日「笑
多啲」。讓愛笑的力量感動每一個人 ,
令生活變得更和諧美好！

　　對象 記憶力退減或患有早期認知障礙長者
　　名額 20 人
　　費用 $65
負責職員 羅珮茵姑娘 28313225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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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師憶友』認知障礙症
 互助小組 ( 每月聚會 )
活動編號
　　日期 26/4, 31/5( 暫停一次 ) 及 28/6( 星期五 )
　　時間 上午 9 時 30 分至 10 時 30 分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 85 號 3 樓視聽室
　　內容 每月設下主題介紹延智緩腦退化、

分享體驗活動及社區資源介紹，互
相關顧。

　　名額 15 名
　　對象 記憶力退減或患有早期認知障礙長者
負責職員 羅珮茵姑娘 28313225

會員：�灣仔長者地區中心會員、浣紗長者中心、
退休人士服務中心認知障礙服務

右腦左腦咕嚕轉 (桌上互動遊戲 )
活動編號
　　日期 23/4, 21/5 及 18/6/2019 ( 星期二 ) 
　　時間 下午 2:00 至下午 3:30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 85 號 3 樓視聽室
　　內容 由受訓練之右腦左腦咕嚕轉特工隊

義工為指導員，介紹不同健腦玩具
激發腦部思維，增加訓練記憶、反
應靈活度及手眼協調，並有助提升
溝通社交能力，有助延緩認知能力
衰退及預防腦退化。

　　名額 25 名
　　費用 免費
　　對象 記憶力退減或

患有早期認知障礙長者
負責職員 羅珮茵姑娘 2831 3225
報名日期 通訊 / 紅棉組於 2019 年 4 月 10 日

( 三 ) 上午九時半起至額滿

記得「喜」我小組 ( 第十五期 )
小組由社工集中提供簡易記憶技巧訓練，並由
體適能導師進行一連串上肢及下肢肌力運動，
以建立專注及協調功能
活動編號 WC600/18
　　日期 4/5, 11/5, 18/5( 暫停一次 ), 25/5, 

1/6, 8/6 及 15/6/2019( 星期六 ,6 堂 )
　　時間 上午 10:00 至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 85 號 1 樓 101 室及

102 室
　　內容 ①   手指動腦操、五感 ( 視、聽、嗅、

味、觸 ) 訓練提升記憶力或桌上
健腦遊戲

② 運動肌力練習
③ 共膳話家常
④ 團體動力遊戲

　　人數 24 名
　　費用 $ 330( 包括課堂導師費、午膳及茶

點或甜品 )
　　對象 記憶力退減或患有早期認知障礙長者
負責職員 羅珮茵姑娘 28313225
報名日期 通訊 / 紅棉組於 2019 年 4 月 10 日

( 三 ) 上午九時半起至額滿
　　備註 將邀約參加者簡易記憶評估測試，

以安排分組學習 

飛鏢新手班 (4 月 ) 
活動編號  
　　日期 11/4, *18/4, *25/4, 2/5, 9/5 及 16/5

( 星期四，5 節 )
　　時間 上午 10:00 至 上午 11:30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 85 號 1 樓 101 室及

3 樓視聽室 *
　　內容 由義工教授正確握，投，擲飛鏢技巧

及姿態，從中訓練手力度，鍛練眼界，
注意力，協調性及計算訓練等，一項
左右腦平衡運動，各新手快來報名 !

　　對象 記憶力退減或患有早期認知障礙長者
　　名額 12 名
　　費用 $25
負責職員 羅珮茵姑娘
報名日期 2019年4月10日(三)上午九時半起

至額滿

快閃腦力補給站
活動編號
　　日期 17/4( 星期三 ), 27/4( 星期六 ), 7/5( 星

期二 ), 17/5 日 ( 星期五 ), 27/5( 星期
一 )、17/6( 星期一 ) 及 27/6( 星期四 )

　　時間 下午 2 時至 3 時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 85 號 1 樓大堂
　　內容 我們以快閃形式（短時間聚集後快速

散去）深受各位歡迎，我們每次都有
不同的腦動遊戲，以考 IQ、考反應、
考注專及鬥耐力，深淺程度由您決
定，勿錯過活腦健腦的機會

　　對象 中心會員
負責職員 羅珮茵姑娘 28313225
　　備註 此活動不需報名為偶到活動



『智友醫社同行』計劃服務『智‧好‧心是您』
引導員訓練計劃《第二期招募》

『助人為快樂之本』、『出心出力幫人，何樂之不為呢?』經常聽到具有熱心、同理心、愛心的
朋友擔任義工服務，究竟是幫他人或是助自己成長?	對於不同認知或身體缺損人士相處，可
以怎樣溝通才有成效?	如何令自己愛心付出有正向回饋?	希望	『智‧好‧心是您』大使計
劃令您認識做義工是簡單快樂的事情，在您陪伴參與下讓遂漸失去記憶的『我』享受當刻快樂。
引導員條件：① 熱誠、主動　② 積極樂觀
　　　　　　③ 有責任心　　④ 願與有認知障礙症之長者溝通接觸
日期：2019 年 6 月 5 日 ( 星期三 ), 6 月 6 日 ,13 日 , 20 日及 27 日 ( 星期四 ‧ 五堂 )
時間：下午 2:00 至下午 4:00　　　地點：總會 102 室　　　名額：20 名
內容：① 認識認知障礙症因由
　　　② 如何與早期認知障礙症患者相處溝通
　　　③ 學習簡單護理健康知識與技巧
　　　④ 學習簡單安全照顧技巧與需知 ( 使用輪椅 / 手杖 / 觀察飲食 / 扶抱與摻扶 )
　　　⑤ 引導員角色及活動帶領技巧
導師：『智友醫社同行』計劃服務護理師、職業治療師及社工
備註：	引導員需必須完成 10 小時訓練及基本 20 小時實習訓練，修畢後將可頒贈証書 27

啟迪『智』旅VII
日期 活動名稱 時間 名額 費用

(星期一 )
29/4,6/5,20/5,
27/5,3/6,10/6

(6 節 )

簡易太極班 上午9時45分至10時45分

12 名 $120
活動編號：
內容：�由太極教練 ( 譚蘊慧 ) 教授簡易的動作，透過重覆的練習

刺激腦部神經細胞，從動作中提升平衡力，帶氧代謝能力
及肌肉協調能力。

( 星期二 )
14/5,21/5,
28/5,4/6 
(4 節 )

老友用手機好EASY 上午10時至11時00分

12 名 $25

活動編號：
內容：�課程由最基礎教起，包括語音通話、按鍵、常用手勢、屏

幕同字體大小設定…等都會示範講解，老友記更快掌握智
能手機基本應用。 本課堂以智能手機 ANDROID 機，應用
於課堂 ( 費用已包導師費及茶點 )

上堂地點：總會 13 樓閒情坊

( 星期五 )
12/4,26/4,
3/5,10/5,

17/5 及 24/5
 (6 節 )

好玩星期五 下午2時至3時30分

8 名 免費
活動編號：
內容：�活腦活腦玩意包括：麻雀耍樂、米欄棋、樸克、電子遊戲、

遊戲由您話事

愛耆織 下午2時至3時30分
8 名 免費活動編號：

內容：�喜歡編織的老友記，約埋三五知已，邊織邊交流

對　　象：�記憶力退減或患有早期認知障礙長者（頤樂智學堂學員優先）
地　　點：灣仔石水渠街85號1樓101室或102室
報名日期：2019年4月10日(三)上午九時半至額滿　　　　 負責職員：陳淑敏姑娘

會員：�灣仔長者地區中心會員、浣紗長者中心、
退休人士服務中心 認知障礙服務



會員：�灣仔長者地區中心會員、浣紗長者中心、
退休人士服務中心認知障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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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憶尋夢園
活動編號
　　日期 10/6/2019 (星期一)
　　時間 上午10:00至11:30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85號3樓AV室
　　內容 ①  與大家分享現時長者於社區生活

之優惠，資源及服務
②  申請輪候安老院或日間護理中心

有什麼資格條件?
③  認知障礙症患者如何尋找轉介服務

　　人數 30名
　　費用 免費
　　對象 記憶力退減或患有早期認知障礙長

者及護老者
負責職員 羅珮茵姑娘28313225
報名日期 2019年5月15日(三)上午九時半起

至額滿

手工製作班 - 日式拼布球
活動編號
　　日期 17/6/2019 (星期三)
　　時間 上午10:00至11:30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85號1樓101室
　　內容 以日式布藝製作布球，獨一無二的時

款掛飾
　　人數 8名
　　費用 $20（包材料費）
　　對象 記憶力退減或患有早期認知障礙長者
報名日期 2019年5月15日(三)上午九時半起

至額滿

手工製作班 - DIY拼豆
活動編號
　　日期 15/4/2019 (星期一)
　　時間 上午10:00至11:30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85號1樓101室
　　內容 利用麗彩膠珠砌拼圖案，在熱力烘焙

下製成個人的作品。
　　人數 8名
　　費用 $ 15
　　對象 記憶力退減或患有早期認知障礙長者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額滿

沙畫同歡體驗日
活動編號
　　日期 29/6/2019 (星期六)
　　時間 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85號806室
　　內容 沙畫是一門獨特的藝術，就是藝術

家在特製燈光沙畫臺上用一掬細
沙、一雙妙手，瞬間變化出種種圖
案，惟妙惟肖，繪出美麗動人的畫
面，靜態藝術舜間變成動態的表演
呈現在您眼前，甚至帶來一種奇妙
的視覺效果。您歡賞沙畫藝術表演
，也可即時體驗參與。

　　名額 60名
　　費用 $10
負責職員 羅珮茵姑娘/灣仔28313225

岑智榮先生/中西區28051250
報名日期 2019年5月15日(三)上午九時半起

至額滿

彩虹書法
活動編號
　　日期 20/5, 27/5, 3/6, 10/6, 17/6及

24/6/2019 (星期一，6堂)
　　時間 下午2時至3時30分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85號1樓101室
　　內容 彩虹書法(又稱龍鳳書法)，從字畫合

一的書法，以簡單的字為本再創造一
個有圖畫的字體，充份發揮想像和創
造能力。本課由導師教授淺易基本開
始，包括：顏料、筆及構圖。

　　人數 12名
　　費用 $180 
　　對象 記憶力退減或患有早期認知障礙長

者（頤智學堂學員優先）
　　備註 費用不包括毛筆、顏色及字帖
報名日期 2019年4月10日(三)

上午九時半起至額滿



灣仔區及中西區護老者報名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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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份經費
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樂聚天地》認知障礙症
� 家屬支持小組�–�聚會
透過聚會讓參加者能夠認識不同的資訊，彼
此交流及互相支持。
1.	聚會日期：2019年4月27日(六)(101室)
2.	聚會日期：2019年5月25日(六)(101室)
3.	聚會日期：2019年6月29日(六)
時間：下午2:30至4:30
地點：灣仔石水渠街85號3樓視聽室或101室
對象：照顧認知障礙症長者之家屬
查詢及報名電話：林子健先生2831	3220

認知障礙症服務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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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最終決定是否適合參加本活動
的權利。

　　　2.		此活動報名地點只限灣仔中心接
受報名，敬請注意。	

活動推介

以下活動報名及查詢：灣仔石水渠街85號1樓 林子健先生 2831 3220

護老者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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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最終決定是否適合參加本活動
的權利。

　　　2.		此活動報名地點只限灣仔中心接
受報名，敬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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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護老者資源中心會員、照顧者、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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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 時間 地點
2019年5月11日及5月18日 總會101室

內容：	身體鬆一鬆
　　　‧	體適能教練教授伸展運動，齊齊讓繃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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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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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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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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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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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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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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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老者支援服務 

大 搜 查

支援有需要護老者服務

《大搜查》社會福利署加強護老者支援服務

新資訊．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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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護老者資源中心會員、照顧者、家屬



「週六鬆一鬆」護老者聚會
日期：2019年4月6日(六)
　　　2019年5月11日(六)
　　　2019年6月8日(六)
時間：上午9:30	-	10:30
地點：	上環皇后大道中345號
　　　上環市政大廈11字樓
內容：分享照顧經驗，輕嚐茶點
費用：全免		 對象：護老者
名額：25人	
備註：1)第一次參加此聚會者請先致電報名
　　　2)	此聚會總共為6次，參加者必須參

與4次或以上

大笑瑜珈
活動編號：CWCRC2/19
日期：	2019年4月18日	(星期四)
時間：上午10:00	-	11:00
地點：	上環皇后大道中345號
　　　上環市政大廈11字樓
內容：以輕鬆歡樂的運動讓護老者抒發壓力
費用：免費		 對象：護老者
名額：30人
負責職員：鄭婷婷姑娘(2805	1250)
報名日期：2019年4月1日(星期一)

護老者《護勉組》月會
透過聚會讓參加者能夠認識不同的資訊，
彼此交流及互相支持。
日期：2019年4月27日(六)
日期：2019年5月25日(六)
日期：2018年6月29日(六)
時間：上午10:00-11:00
地點：灣仔石水渠街85	號3樓視聽室
對象：	灣仔護老者資源中心60歲或以上會員
活動查詢：林子健先生2831	3220

睡眠健康講座
講解有關睡眠的知識、造成失眠的各種原
因、優質睡眠貼士及穴位按摩技巧
講者：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長者優質睡

眠服務計劃」代表
日期：2019年4月13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2:30	-	4:00
地點：灣仔石水渠街85號3樓視聽室
對象：護老者會員及其長者
名額：40名		 	 費用：免費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額滿
活動查詢：林子健先生	2831	3220

護老者專題講座-自助按摩�
活動編號：CWCRC1/19
日期：2019年4月26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	-	3:30
地點：	上環皇后大道中345號
　　　上環市政大廈11字樓
內容：	認識正確的按摩方法和用途及一般

手力按摩的禁忌症和安全要點及學
習簡單的手力按摩技巧及自我護理
方法	

對象：護老者	 講者：衛生署姑娘
名額：30人	
合辦機構：衛生署
報名日期：2019年4月1日(星期一) 中醫義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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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活動報名及查詢：上環市政大廈11字樓 鄭婷婷姑娘 28051250

護老者支援服務 會員：護老者資源中心會員、照顧者、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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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護老者資源中心會員、照顧者、家屬



水中健體系列一�:��� � � �
� 水中健體訓練班(護老者篇)�

地點：中山紀念公園游泳池
內容：	讓長期照顧認知障礙的護老者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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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中健體系列二�:��� � �
� 放鬆任你行(被照顧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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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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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老者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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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WCRC4/19

護老者專題講座�-�
�����������������精明使用醫療券
日期：2019年5月10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	-	3:30
地點：上環皇后大道中345號
　　　上環市政大廈11字樓
內容：	長者醫療券計劃內容及應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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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WCRC8/19

護老者專題講座�-�
�����������������足部平安�
日期：2019年6月14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	-	3:30
地點：上環皇后大道中345號
　　　上環市政大廈11字樓
內容：	了解長者足患，如雞眼、腳腫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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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WCRC10/19

護老者專題講座�-�
�����������������舒緩痛症�
日期：2019年6月13日	(星期四)
時間：上午10:00	-	11:00
地點：上環皇后大道中345號
　　　上環市政大廈11字樓
內容：	透過中醫師講解有關身體上的痛症

及舒緩方法
費用：免費		 	 對象：護老者
講者：陳偉文中醫師	 名額：40人
報名日期：2019年6月1日(星期六)

CWCRC9/19

「腦力加油站」�(第一組)�
日期：2019年6月4日至7月2日(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9:30	-	10:30
地點：上環皇后大道中345號
　　　上環市政大廈11字樓
內容：	利用體感遊戲方式及實玩遊戲增強

記憶力
費用：$10
對象：近期記憶開始轉差之長者
名額：12人
報名日期：2019年5月2日(星期四)

CC1/19

CWCRC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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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回收復康用具，實踐環保循環再用的
概念，並轉贈有經濟困難的長者，從而協
助護老者減低照顧長者時的壓力。本中心
為60歲或以上有需要長者提供租借、送贈
及售賣二手復康用具之服務。
有關以下服務，請向本中心查詢詳情。
查詢電話：灣仔區：2831	3223
　　　　　中西區：2805	1250	

借用者須知：
‧必需登記成為護老者會員
‧請先致電了解輪椅存貨
‧借用人必須自行運送輪椅
‧	使用物品如有損壞或遺失，請儘快通知
本會，並需按價賠償

‧	交還前請先行徹底清潔
‧	請依照指定日期內交還輪椅，如未能依
時歸還請儘快通知本中心

‧	已繳付之租借費用，恕不退還
‧	如中心備有輪椅的存貨已全部租出，服
務使用者需登記輪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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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租」易「還」應急輪椅服務
服務內容：	不少家人都會遇上突發情況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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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六，	 	 	
上午8:30	-	下午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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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島區「上門」回收復康用具服務
於2019年5月(逢單月)提供港島區上門回收
復康用具。捐贈者可致電中心查詢回收時
間。收集復康用具類別：輪椅、便椅、助行
架、坐墊、高背椅、醫院床和氣墊床等。

*不回收物品：
已損壞及生銹之復康用品、衣物、

氧氣機、已開封及曾使過之護理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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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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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頤康站-復康用具支援服務 會員：護老者資源中心會員、照顧者、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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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洲遊遊行

姓名 捐贈內容

葉先生 醫院床

戴太 輪椅、醫院床、
鹽水架、坐磅

陳先生 奶粉4罐

袁小姐 醫院床、氣墊床褥、
尿片25包

吳先生 奶水64盒
盧小姐 醫院床

袁小姐
輪椅、便椅、手叉、
尿片4包、片芯6包、

腳踏單車
鄭女士 輪椅

羅小姐 便椅、輔行架、
氣墊床褥、cushion

何保儀 輪椅
黎先生 尿片1包

施小姐 輪椅、手叉2個、
靠背架

戴女士 輪椅、便椅、
輔行架、手叉

姓名 捐贈內容

王小姐 高背椅

姚小姐 輪椅、輔行架、
手叉

范小姐 輪椅、便椅
馬女士 氣墊床褥
蔡女士 輪椅

嚴小姐 輪椅、輔行架、
靠背架、坐墊

范先生 醫院床

郭小姐 輔行架、醫院床、
氣墊床褥、奶水288盒

劉先生 醫院床

丘小姐 輪椅、便椅、輔行架、
高背椅、奶水40盒

林先生 氣墊床褥
鄭小姐 醫院床

何小姐
輪椅、便椅、

輔行架2個、手叉、
尿片10包、片芯10包

姓名 捐贈內容

陳先生 奶水20盒、鹽水架

余太 輪椅、便椅、
手叉、高背椅

郭旭財 輪椅
于國章 輪椅

Miranda 輪椅、輔行架、
手叉、醫院床

浣紗中
心

輪椅2部、輔行架2個、
手叉8個、氣墊床褥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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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先生 尿片20包、奶水36盒、
造口袋3包、胃喉2個

在過去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下列人士捐贈復康用具予本中心，以作護老
者服務之用，感謝至深，特此言謝。

鳴 謝

禪繞Zentangle
認知障礙症家屬班

新春行大運

活動花絮

護勉組新年自助午餐聚會

護老者支援服務 會員：護老者資源中心會員、照顧者、家屬

34



長青學堂

書法班(一)
課程編號：中西區	CWEES2/19
日期：27/4/2019至29/6/2019(逢星期六)，			
　　　共10節	
時間：下午3:00	-	5:00		
地點：皇后大道中號345號
　　　上環市政大廈11樓
內容：	本課程教授「楷書」，導師按學員

的程度，由淺入深教授筆法，筆力
等書法技巧。

										(請自備毛筆、墨及九宮格紙)
收費：會員$280		非會員$330
導師：鄭愛琳老師
查詢：高倩文姑娘3975	0401

書法班(二)
課程編號：中西區	CWEES1/19
日期：10/4/2019至26/6/2019(逢星期三)，	
　　　共10節	，1/5及15/5停課
時間：中午12:00	-	下午2:00		
地點：皇后大道中號345號
　　　上環市政大廈11樓	
內容：	本課程教授「楷書」，導師按學員

的程度，由淺入深教授筆法，筆力
等書法技巧。

										(請自備毛筆、墨及九宮格紙)
收費：會員$280		非會員$330
導師：黎玲森老師
查詢：高倩文姑娘3975	0401

長青學堂學員特別注意事項
（一）2019年4-6月長青學堂公開報名: 2019年6月27日(星期四)九時半起至額滿!
（二）舊生優先報名安排：‧舊生需要在課堂出席(收費當日計)達至70% 及；
　　　　　　　　　　　　‧舊生只可優先報讀其本人正就讀的課程。
（三）各班導師會因應該班學員的進度而調整教學內容，特此敬告!
（四）報名守則詳情，請參閱各中心通告。

會員：灣仔、中西區、浣紗及退休中心會員

非會員：50歲或以上社區人士

藝術系列

英語會話初階班
課程編號：灣仔AEUS4-59
日期：	8/4/2019至24/6/2019(逢星期一)，

共10堂，22/4及13/5停課
時間：下午2:00	-	3:30
地點：灣仔石水渠街85號8樓課室
內容：	教導學員英語會話基本法，發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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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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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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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8堂，7/6停課
時間：上午10:45	-	中午12:00		
地點：大坑浣紗街1-5號浣紗閣2樓
內容：	普通話教學新突破、把拼音學習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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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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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話證書)
查詢：馮愛莉姑娘2915	0093	

語文、會話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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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班
課程編號：銅鑼灣CBES19-8
日期：17/4/2019至19/6/2019(逢星期三)，
　　　共8堂，1/5及15/5停課
時間：下午2:00	-	下午3:30		
地點：北角福蔭道七號
　　　銅鑼灣社區中心地下活動室
內容：	二胡是當今民族樂隊裡最主要的次

高音樂器，也是伴奏戲曲、歌舞、
曲藝的重要樂器。

　　　	本課程將教授學員二胡的基本拉
奏方法，並且會講解有關二胡的來
源、構造等知是。期望透過學習二
胡，讓學員感受中華文化的優美，
陶冶性情，鍛煉恆心耐性。如有興
趣加入之新同學，請預先向退休中
心留名，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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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鼓班
課程編號：中西區	CWEES4/19
日期：17/4/2019至26/6/2019(逢星期三)	，
　　　共9堂，1/5及15/5停課
時間：上午10:40	-	11:40
地點：皇后大道中345號
　　　上環市政大廈11樓
收費：會員$495　非會員$545
導師：袁幗媛老師
內容：	導師以輕鬆的手法讓參加者認識非

洲鼓的節拍及演奏技巧。
查詢：高倩文姑娘3975	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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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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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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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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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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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蘭竹、三號豹狼毫、大紅毛、
小白雲、開明或墨彩

　　　2)	課程不包括彩搞影印費，畫稿由
老師代印，實報實銷。

樂樂粵曲班
課程編號：浣紗WS06-51
日期：4/4/2019至20/6/2019(逢星期四)，
　　　共10堂，18/4及25/4停課
時間：下午2:00	-	下午4:00
地點：大坑浣紗街1-5號浣紗閣2樓		
內容：	以二胡教授同學粵曲，更以鑼鈸、

揚琴、電阮、笛子等的中樂伴奏。
同學更容易掌握音樂的節奏。

　　　本期教授曲目：
　　　(一)	蘇武歸漢及(二)江城子
收費：會員$290　非會員$340
導師：龔添貴老師		(資深曲藝導師)
拍和：	馮綺媚女士、張寶珠女士、曾伍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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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學堂
會員：灣仔、中西區、浣紗及退休中心會員

非會員：50歲或以上社區人士 藝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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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國畫班（第二輯第三期）
課程編號：灣仔AEUS11b-90
日期：30/4/2019至18/6/2019(逢星期二)，
　　　共8堂
時間：上午11:15	-	下午12:45
地點：灣仔石水渠街85號8樓課室
內容：	本課程以白雲堂山水技法為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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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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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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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王淑珍姑娘　2831	3212
備註：	本課程適合初學者報讀，自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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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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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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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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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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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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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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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法研習班A及C班���
日期：10/4/2019至19/6/2019(逢星期三)，
　　　共10堂，1/5停課
Ａ班：灣仔AEUS14a-59
　　　時間：上午9:00	-	10:15
Ｃ班：灣仔AEUS14c-59
　　　時間：上午11:40	-	下午12:55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85號三樓課室
內容：	教授基本筆法、坐姿及構字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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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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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學堂
會員：灣仔、中西區、浣紗及退休中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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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10堂，1/5停課	
時間：上午10:00	-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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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力Good�fit綜合舞E班�
課程編號：灣仔AEU48e-15	
日期：	9/4/2019至11/6/2019(逢星期二)，
　　　共10堂
時間：上午10:00	-	11:15
地點：灣仔石水渠街85號八樓806室	
內容：	課堂教授簡單樂趣的綜合舞，舞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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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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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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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王淑珍姑娘	2831	3212	
備註：每班最少18人開班

健體系列

人像�/�靜物素描班�
課程編號：銅鑼灣CBES17-12
日期：16/4/2019至18/6/2019(逢星期二)，
　　　共10堂
時間：下午3:30	-	下午5:00		
地點：北角福蔭道七號
　　　銅鑼灣社區中心一樓會議室
內容：	學習素描可訓練我們對物體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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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費：會員$385		非會員$435		
導師：	呂永耀老師(跟隨著名藝術家鄧榮之

老師習畫多年，現為香港美術會及
靈感畫會會員)

查詢：張秋儀姑娘　2882	8750
備註：請自備HB鉛筆、畫紙

花鳥國畫研習班��
課程編號：灣仔AEU43-23
日期：26/4/2019至5/7/2019(逢星期五)，
　　　共10堂，7/6停課　
時間：下午2:30至4:00
地點：灣仔石水渠街85號3樓課室及8樓課室
內容：	教授中國傳統水墨畫，結合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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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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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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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王淑珍姑娘　2831	3212

長青學堂
會員：灣仔、中西區、浣紗及退休中心會員

非會員：50歲或以上社區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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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8堂，7/6停課
時間：(A班)	下午1:45	-	3:15
　　　(B班)	下午3:15	-	4:45
地點：大坑浣紗街1-5號浣紗閣2樓
內容：	以輕鬆、靈活的教授手法，配合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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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費：會員$252		非會員$302
導師：楊少馨老師		(資深導師)
查詢：	馮愛莉姑娘	2915	0093	

排排舞�B班�
課程編號：銅鑼灣CBE15-64
日期：11/4/2019至27/6/2019(逢星期四)，		
　　　共6堂，18/4，2/5，16/5，23/5，
　　　30/5及20/6停課
時間：上午10:00	-	11:15		
地點：	北角福蔭道七號
　　　銅鑼灣社區中心	三樓禮堂
內容：	此舞課程採用循環方式教授，

以排排舞簡單形式，可以學到
ChaChaCha，華爾滋、倫巴、探
戈、牛仔、鬥牛、慢四快三等等……
適合對舞蹈有興趣的人仕參加。

收費：會員$153		非會員$203
導師：蘇永明先生(英國國際教師協會會員)
查詢：張秋儀姑娘	2882	8750	

社交舞A班（渣華）�
課程編號：銅鑼灣	CBE22-48
日期：8/4/2019至24/6/2019(逢星期一)，	
　　　共10堂，22/4及13/5停課	
時間：下午4:00	-	5:00		
地點：北角渣華道99號市政大廈
　　　室內運動場5樓舞蹈室
內容：	從前，社交舞是少數人的高級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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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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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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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10堂，18/4及25/4停課
時間：下午3:30	-	4:45
地點：灣仔石水渠街85號8樓806室	
內容：	本課程採用一系列拉丁舞步齊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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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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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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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王淑珍姑娘	2831	3212	
備註：每班最少18人開班。

健體系列

長青學堂
會員：灣仔、中西區、浣紗及退休中心會員

非會員：50歲或以上社區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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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柔力球班(星期一)
課程編號：銅鑼灣	CBES15-13
日期：15/4/2019至24/6/2019(逢星期一)，
　　　共9堂，22/4及13/5停課
時間：上午9:15	-	上午10:45	
地點：北角福蔭道七號
　　　銅鑼灣社區中心地下中心活動室
內容：	太極柔力球是集中了太極、羽毛

球、網球等項目的精粹而創編的符
合生理規律的球類運動。太極柔力
球操練不受場地影響，適合男女老
幼練習，達到全身運動舒展筋骨的
作用，不少人經過操練一段時間
後，可促進身體健康，情況因人而
異。

收費：會員$347			非會員	$397
導師：香港柔力球總會教練
查詢：張秋儀姑娘2882	8750
**課程內容將因應同學的學習進度而有所更改

健美瑜伽班(C)
課程編號：灣仔AEU34c-56
日期：11/4/2019至13/6/2019(逢星期四)，	
　　　共10堂
時間：上午11:30	-	下午12:45
地點：灣仔石水渠街85號8樓806室
內容：	課程將教授基礎瑜伽訓練方法，指

導學員如何伸展及舒緩僵硬的身軀,	
強化肌肉.	通過呼吸及伸展動作之練
習，讓他們體驗身心的放鬆及平靜.	
使身軀及心靈上得到適當舒緩。參
加者不需任何瑜伽經驗，學員請自
備毛巾上課。

收費：會員$480				非會員$530
導師：林慧嫻老師(Pacsy	Lam)(專業瑜伽導師)
查詢：王淑珍姑娘2831	3212
備註：每班最少18人開班。

健美瑜伽班(B)
課程編號：灣仔AEU34b-56
日期：9/4/2019至11/6/2019	 (逢星期二)，
　　　共10堂
時間：下午2:30	-	3:45
地點：灣仔石水渠街85號8樓806室
內容：	課程將教授基礎瑜伽訓練方法，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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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費：會員$480				非會員$530
導師：劉慕芬老師Joyce	Lau(專業瑜伽導師	)
查詢：王淑珍姑娘2831	3212
備註：每班最少18人開班。

社交舞B班
課程編號：銅鑼灣	CBES11-64
日期：11/4/2019至27/6/2019(逢星期四)，
　　　共6堂，18/4，2/5，16/5，23/5，
　　　30/5，20/6停課
時間：上午11:30	-	中午12:45			
地點：北角福蔭道七號銅鑼灣
　　　社區中心三樓禮堂
內容：	從前，社交舞是少數人的高級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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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費：會員$153				非會員$203							
導師：蘇永明先生(英國國際教師協會會員)
查詢：張秋儀姑娘2882	8750

長青學堂
會員：灣仔、中西區、浣紗及退休中心會員

非會員：50歲或以上社區人士 健體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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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適能綜合運動A班
課程編號：銅鑼灣CBES40-1
日期：13/4/2019	至	8/6/2019	(逢星期六)，
　　　共6堂，20/4、4/5及25/5停課
時間：上午9:15	-	下午10:30		
地點：北角福蔭道七號
　　　銅鑼灣社區中心三樓禮堂
內容：	本課程訓練上肢及下肢肌肉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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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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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極班
課程編號：浣紗WSS17-19
日期：30/4/2019至18/6/2019(逢星期二)，
　　　共7堂，14/5及11/6停課
時間：上午	9:00	-	10:15
地點：大坑浣紗街1-5號浣紗閣2樓
內容：	導師以楊式老架太極教授參加者由

淺入深學習太極，讓自己保持心平
氣和心態學習太極。

收費：會員	$150	，非會員	$	200
導師：梅國佳先生	(資深導師)
查詢：馮愛莉姑娘2915	0093

楊式太極拳班
課程編號：銅鑼灣CBES6-62
日期：22/5至	26/6	(逢星期三)，共6堂
時間：上午11:00	-	中午12:30
地點：北角福蔭道七號
　　　銅鑼灣社區中心一樓
內容：	太極是中國三大內家拳系之一，強

調內外兼修，誠為健康的瑰寶。本
班所教授的傳統太極以楊家為主。
課程涵蓋楊家太極傳統拳械，由淺
入深，強調正確的形、功、法，並
配以武術應用串連的解釋，務求為
習者打基礎和灌輸正確的概念，促
進身心健康。楊家太極特點是動
作均勻舒展柔和、不用拙力、虛實
分清、立身中正、圓活自然，特別
適合初學者。持之以恆，能反弱為
強，宿疾脫體，修養精神，陶冶性
情。

收費：會員$198				非會員	$248
導師：古惠芬女士（	太極總會及梁日初太

極學會會務顧問）
查詢：張秋儀姑娘	2882	8750

鬆筋護骨健體舞班
課程編號：中西區	CWEES5/19
日期：15/4/2019至24/6/2019(逢星期一)	，
　　　共8節，22/4、6/5及13/5停課
時間：下午3:00	-	下午4:00
內容：	由專業導師教授大家一連串合適長

者而又安全的帶氧健體操及肌肉鍛
鍊運動，以富趣味性的組合舞步，
改善心肺功能、增進肌肉耐力、促
進手腳更靈活及協調、改善肌肉彈
性及線條、刺激肌肉生長及增加熱
量消耗。

地點：堅尼地城社區綜合大樓
　　　11樓5及6號活動室
										(港鐵堅尼地城站B出口左轉即達)
收費：會員$280			非會員$330
導師：	陳貴冰教練	(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註

冊導師、長者健體導師證書、健身
球及橡筋帶指導員、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健體舞教練)

查詢：高倩文姑娘	3975	0401

長青學堂
會員：灣仔、中西區、浣紗及退休中心會員

非會員：50歲或以上社區人士健體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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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歇式全身訓練運動班
課程編號：中西區	CWEES6/19
日期：15/4/2019至24/6/2019(逢星期一)	 ，　
　　共8節，22/4、6/5及13/5停課
時間：下午4:00	-	下午5:00
內容：	由前香港跆拳道代表隊、專業健身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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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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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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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能協會認可私人健身教練，體育及康
樂管理學士)

查詢：高倩文姑娘3975	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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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15/4，22/4，6/5，13/5，20/5，3/6及
17/6停課

時間：上午10:00至	11:30
內容：	主要專為瑜珈初學者所設計的瑜珈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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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北角渣華道99號巿政大廈室內運動場5
樓舞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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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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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8堂，7/6停課	
時間：上午9:30	-	10:30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85號3樓課室或4樓

課室
內容：	本課程溫習及提升珠算乘法，並

會介紹珠算除法，從而增加大腦
的反射和協作，提升腦部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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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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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醒目腦友班
課程編號：灣仔AEUS28-57
日期：	26/4/2019至21/6/2019(逢星期

五)，共8堂，7/6停課
時間：上午10:35	-	11:35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85號3樓課室或4樓

課室
內容：	專注力是記憶的基石，觀察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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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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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導師)
查詢：	王淑珍姑娘2831	3212

健腦系列

長青學堂
會員：灣仔、中西區、浣紗及退休中心會員

非會員：50歲或以上社區人士

健體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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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手語班
課程編號：浣紗	WSS20-19
日期：4/4/2019至20/6/2019(逢星期四)，
　　　共10堂，18/4及25/4停課
時間：下午4:15	-	5:30
地點：大坑浣紗街1-5號浣紗閣2樓
內容：	導師教授日常生活上的手語及唱歌

學手語
收費：會員	$90	　非會員	$140
導師﹕陳青揚先生	(資深導師)
查詢﹕馮愛莉姑娘2915	0093
備註﹕學員學成後需協助中心的義務表演

健腦珠心算初班�(第三期)
課程編號：	灣仔AEUS36b-57
日期：26/4/2019-21/6/2019(逢星期五)，
　　　共8堂，7/6停課
時間：上午11:40	-	中午	12:40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85號4樓課室
內容：	珠心算能激發特定的腦功能，好玩

有益。本課程會講解健腦珠心算與
傳統算盤之區別，教授獨特的撥珠
方法。完成課程可學會四種加法和
四種減法。內容豐富，趣味盎然。
珠心算初班為一延續課程，共三
期。報讀第三期必須曾修讀第二期
或具有相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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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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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辦一輯，共三期。

健體KEEPFIT綜合舞
課程編號：浣紗	WS22-11
日期：3/4/2019至19/6/2019(逢星期三)，
　　　共8堂，17/4、24/4、1/5、22/5停課
時間：下午3:30	-	4:45
地點：大坑浣紗街1-5號浣紗閣2樓
內容：	課堂教堂授簡單易學的綜合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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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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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TD)，西方舞、拉丁舞註冊導師及
香港西方舞總會西方排排舞註冊導師)

查詢：	馮愛莉姑娘2915	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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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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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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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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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腦系列

長青學堂
會員：灣仔、中西區、浣紗及退休中心會員

非會員：50歲或以上社區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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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 浣紗長者中心 /退休人士服務中心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 浣紗長者中心 /退休人士服務中心

2018-2019會員續會通告
各位2018-2019年中心會員(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 浣紗長者中心 / 退

休人士服務中心)請注意，中心會員證於2019年4月1日起新財政年

度開始已失效，如各會員仍想享用及參加中心服務的活動時，請盡

快持會員證及年費 $30到原本申請入會中心辦理續會手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