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報名日：7 月 4 日(一)
抽籤活動截止報名日期：7 月 14 日(四)

活動抽籤日期：7 月 15 日(五)

1. 近日新冠肺炎確診數字有所提升，各位請注意個人衛生和清
潔，配戴好口罩，並避免到人群聚集地方，以減低感染風險。
2. 中心服務有機會因應疫情之變化而改動，請大家透過
Whatsapp 及中心通告緊貼中心最新消息及服務安排。
登記中心 Whatsapp 步驟如下：
 將中心手提電話號碼 5497 4950 儲存為聯絡人 及
 致電中心與職員登記接收中心 Whatsapp 服務
3.7 月份活動及報名安排
-如有興趣參加活動，請親身/來電報名登記
-抽籤活動:
各位可於 7 月 16 日起，在中心壁報查閱有否中籤
-收費活動:需前往中心繳交費用

支援打氣專區
政府快速測試包派發：長者可以帶同身份証明文件，
到中心領取快速測試包 5 個，每人每日限取一次，派
完即止。
︰香港九龍深水埗長沙灣幸福邨福日樓地下

︰2387 9951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是一所註冊慈善團體及擔保有限公司

電郵︰fnec@hkcs.org

慈善團體免稅檔案號碼：91/469

2022 年 8 月 小 型 例 會
為避免人群聚集及讓大家安全地參與例會，例會現以小型模式進行。
每場例會為半小時，名額 20 人，共分 8 場進行，有興趣者請主動報名。
此外，我們會於第一場及第三場設有 Zoom，大家可以透過網上形式參與：

小型例會時間
 (1)8 月 3 日(三)
上午 9:30-10:00
 (5)8 月 4 日(四)
上午 9:30-10:00

 (2)8 月 3 日(三)
上午 11:00-11:30
 (6)8 月 4 日(四)
上午 11:00-11:30

 (3)8 月 3 日(三)
下午 2:30-3:00
 (7)8 月 4 日(四)
下午 2:30-3:00

 (4)8 月 3 日(三)
下午 3:45-4:15
 (8)8 月 4 日(四)
下午 3:45-4:15

(1)「為您打氣」飯券計劃
中心喜獲怡珊亞洲慈善基金有限公司贊助，繼續舉辦飯券贈送計劃，
聯同區內餐廳，一起關懷及支援有經濟需要的長者及護老者，
為大家打打氣！詳情如下：
對象：正領取綜緩或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的會員、
正失業及有經濟困難的護老者(需經社工評估需要)
名額：50 名(未有領取 6-7 月飯券者優先)
內容：每月獲贈飯券 4 張，並可到
1)君日餐廳 幸福商場 1 樓 或
2)隱世威記 幸福商場地下(褔明樓對出)
以外取形式換領午餐一份
負責職員：梁小萍姑娘

(2) 想想．畫畫
日期：7 月 11、25 日(一)
時間：上午 10:00–11:15(A 班) / 上午 11:30–12:45(B 班)
內容：義工教大家運用想像力畫出美麗的圖畫,
一起享受畫畫的樂趣
對象：會員、50YO
名額：每班 8 名
收費：會員 $20 / 50YO $30
負責職員：梁小萍姑娘
截止報名日期：7 月 8 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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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照顧你自己之步行與三高
日期：7 月 12 日(二)
時間：下午 2:30–3:30
內容：透過 Zoom，分享短片及資訊，
帶出如何保健及照顧自己的日常知識
對象：會員、50YO
負責職員：吳美蘭姑娘
截止報名日期：7 月 8 日(五)

(4)DIY 製作之防蚊膏
日期：7 月 14 日(四)
時間：下午 2:30–3:30
內容：利用天然材料來教導製作防蚊膏
對象：會員、50YO
名額：16 名
負責職員：吳美蘭姑娘
截止報名日期：7 月 8 日(五)

(5)【社創。社區 4.0】比賽
-街坊投票日
日期：7 月 20 日(三)(A 班) / 7 月 22 日(五)(B 班)
時間：下午 1:15–4:30
/ 上午 9:15–12:30
內容：15 隊來自不同學校的中學生為了讓深水埗區變得更好，想出了創新的
方法為區內街坊解難。他們想聽聽你的意見，期待大家參與
對象：會員
名額：15 名(A 班)、7 名(B 班)
備註：1)活動由中心出發，乘港鐵到石硤尾地鐵站，再步行約 10 分鐘到香港
盲人輔導會。報名會員需衡量身體狀況是否合適參加。
2)每次出席將獲贈$40 禮券。
負責職員：張志榮先生
歡迎瀏覽相關網站：
(請掃描二維碼)

*活動由社會服務聯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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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流體畫同學會
日期：7 月 21 日、8 月 25 日、9 月 29 日(四)
時間：上午 11:00–12:30 (A 班) / 下午 2:30–4:00(B 班)
內容：透過細胞流體畫顏料，製作獨一無二的流體畫
對象：會員、50YO
名額：每班 8 名
負責職員：吳美蘭姑娘

(7) 出前一丁活動日
日期：7 月 26 日(二)
時間：下午 2:30–5:00
內容：參觀出前一丁博物館及工場，
並製作一份獨一無二的出前一丁穀物食品
地點：尖沙咀中港城(中心集合)
收費：$30(會員)、$40(50Yo)
對象：會員、50YO
名額：16 名
負責職員：吳美蘭姑娘、張志榮先生

(8)肌力增強運動班 2022(2)
日期：7 月 30 日至 9 月 17 日(逢星期六)
2022
時間：上午 8:45–9:45
內容：教授不同運動強化肌肉、平衡協調及舒緩痛症
對象：會員、50YO
名額：15 名
收費：$160(會員)、$190(50YO)/8 堂
負責職員：張志榮先生

(9)青少年教你玩飛鏢
日期：8 月 6 日 (六)
時間：上午 10:30–11:30 (A 班) / 上午 11:45–12:45(B 班)
內容：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一班青少年義工教大家玩飛鏢，
了解不同的飛鏢規則及正確的投擲方法
對象：會員
名額：每班 10 名
負責職員：張志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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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在家遊塗樂(7 月)
日期：7 月 4–30 日
時間：自行在家安排時間
內容：在疫情下，透過塗色及小遊戲，動動腦筋，舒緩壓力
(在家「遊塗樂」內包含迷宮、數獨、數字連線等不同遊戲)
對象：會員
名額：50 名
備註：參加者前往中心領取(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梁小萍姑娘

 (11)幸福．長評
日期：7 月 5 日、8 月 2 日(二)
時間：下午 2:30-3:30
內容：跟進醫療劵建議書，討論日後長者評議會發展方向
對象：會員
名額：12 名
負責職員：梁瑋潮先生

活 動 詳 情
圖 示
(12) 使用運動器材評估與教學班

日期：7 月 14 日(四)
時間：下午 2:15-2:45(A)/3:00-3:30(B)/4:00-4:30(C)/5:00-5:30(D)
內容：教授如何使用中心的運動器材及注意事項。並評估每位參加者是否合
適使用運動器材。如被評估為合適者，可於 7、8 月免費使用健康閣
對象：會員、50YO
名額：每組 6 名
負責職員: 張志榮先生
截止報名日期：7 月 8 日(五)



(13) 輕鬆協調操
日期：7 月 19 日至 9 月 27 日(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 9:00–9:45
內容：配合節奏進行簡單協調運動
對象：會員
名額：16 名
負責職員: 梁小萍姑娘/吳美蘭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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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樂動毛巾操
日期：7 月 22 日至 9 月 30 日(逢星期五)
時間：上午 9:00–9:45
內容：利用毛巾進行簡單伸展運動
對象：會員
名額：16 名
備註：請自行帶備毛巾
負責職員: 梁小萍姑娘/吳美蘭姑娘



(15) 舒緩拉筋體驗班
日期：7 月 25 日(一)
時間：上午 11:30–12:30
內容：利用家中日常小道具教導如何伸展、放鬆及舒緩 ,
可以在家不定時練習
對象：會員、50YO
名額：10 名
負責職員：吳美蘭姑娘



(16) 衛生署講座-骨質疏鬆症
日期：7 月 29 日(五)
時間：上午 10:00–11:00
內容：衞生署護士為大家分享預防跌倒的方法及教授預防跌倒的保健運動
對象：會員
名額：16 名
負責職員: 張志榮先生

活 動 詳 情
 圖示
(17)DIY 樂園(7 月)

日期：7 月 19 日(二)
時間：上午 11:00–12:00
內容：與大家一齊做手工，享受親自製作的過程及樂趣
對象：會員、50YO
名額：12 名
負責職員：梁小萍姑娘



(18)桌遊天地-快樂魔力橋
日期：7 月 19 日(二)
時間：下午 2:30–3:30
內容：桌上遊戲「魔力橋」考考你腦筋，一起輕鬆學會這簡單的桌上遊戲
對象：會員
名額：8 名
負責職員：張志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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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芬蘭木柱體驗坊
日期：7 月 22 日(五)
時間：下午 2:30–3:30(A 班) / 下午 3:45–4:45(B 班)
內容：體驗一吓芬蘭木柱的樂趣，研究有咩方法打得準、玩得高分
對象：會員
名額：每班 8 名
負責職員：張志榮先生



(20)有福同享
日期：7 月 26 日(二)
時間：下午 2:30–3:30
內容：義工與大家一起唱詩歌 ,玩遊戲及簡單福音分享等
對象：會員
名額：12 名
負責職員：梁小萍姑娘



(21)型男俱樂部
日期：7 月 29 日(五)
時間：下午 2:30–3:30
內容：聚集各方男士一起認識飛標運動，挑戰自己眼力、手力及腦力，
激鬥一番！
對象：男士會員、50YO
名額：15 名
負責職員：張志榮先生

活 動 詳 情
 圖 示
(22) 十分鐘、小諮詢

內容：如遇到手機疑難，可到中心找蔡曉雯姑娘，
蔡姑娘會用 10 分鐘時間來解答
對象：會員
備註：參加者須具備流動數據或 Wi-Fi 功能之智能手機
負責職員：蔡曉雯姑娘



(23)Google Search-尋找資訊的好幫手
日期：7 月 12、19 日(二)
時間：下午 2:30–4:00
內容：教導會員們認識 Google Search 的圖示意思及使用 Google Search
來搜尋疑問
對象：會員
名額：6 名
備註：參加者須具備流動數據或 Wi-Fi 功能之智能手機
負責職員：蔡曉雯姑娘
截止報名日期：7 月 8 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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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我和 HA GO 有個約會
日期：7 月 13、14 日(三、四)
時間：上午 10:00–11:30
內容：教導會員們查看預約紀錄、預約普通科門診等資訊
對象：會員
名額：6 名
備註：參加者須具備流動數據或 Wi-Fi 功能之智能手機
參加者需預先下載 HA GO 應用程式並須前往診所或醫院啟動帳戶
負責職員：蔡曉雯姑娘
截止報名日期：7 月 8 日(五)



(25)App 原來都可以好好玩
日期：7 月 15、22 日(A 班)/ 8 月 12、19 日(B 班)(五)
時間：上午 10:00–11:30
內容：會員們學習使用不同平板電腦遊戲，透過遊戲來動動腦筋
對象：會員
名額：每班 6 名
備註：參加者須具備流動數據或 Wi-Fi 功能之智能手機
負責職員：蔡曉雯姑娘



(26)Zoom 之體驗 – 留一小時與你「疏肝」
日期：7 月 27 日(三)
時間：下午 2:30–3:30
內容：透過與參加者一同使用 zoom 見面，分享香港的海濱長廊景色
對象：會員、50YO
備註：參加者須具備流動數據或 Wi-Fi 功能之智能手機
負責職員：蔡曉雯姑娘

好 節 目 共 賞
節目：醫生與你：你認識肌少症嗎
9 月? 小 型 例 會

長者跌倒，大家通常會聯想到是骨質疏鬆的問題，
而忽略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肌肉減少，
醫學上稱之為「肌少症」
。

以手機掃瞄以上 QR Code 或開啟
以下網址觀看

甚麼是「肌少症」？長者患「肌少症」有多普遍？
專家為大家講解當中的成因及診斷「肌少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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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ql3e2ImcAmg

(27)認知及記憶簡易測試
日期：7 月 1 至 30 日
時間：歡迎與中心職員預約
內容：為有需要人士進行認知檢測及服務轉介
對象：50 歲或以上護老者及長者
負責職員：當值社工

(28)腦動「轉」耆
日期：7 月 4、11、25 日(一)
時間：上午 10:00–11:00
內容：透過不同主題的認知訓練活動，讓認知障礙症患者，參與社交活動康樂，刺激大腦
功能，緩慢退化速度
對象：患有輕度至中度認知障礙症人士
名額：6 名
備註：參與前需先經過社工評估
負責職員：周靜怡姑娘

(29)護「腦」學堂之補腦食物小貼士
日期：7 月 9 日(六)
時間：上午 10:00–11:00
內容：由註冊營養師講解有關維持腦部健康的食物及預防認知功能疾病的飲食方法
對象：會員、護老者
名額：16 名
備註：報名以先到先參加
負責職員：周靜怡姑娘
截止報名日期：7 月 8 日(五)

(30)智友義工大招募
參加資格：認知障礙症有興趣之人士
服務內容：先由社工教授與認知障礙症長者基本溝通技巧及
應用簡易認知評估工具，
然後利用評估工具跟長者進行認知評估及認知訓練。

23879951／63850381（WHATSAPP）與社工周姑娘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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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關愛共融隊會議

(32) 說故事的主人翁練習

日期：7 月 30 日(六)
時間：上午 10:00–11:00
內容：關愛共融隊將為本年度義工活動
進行籌備。
對象：義工
負責職員：梁瑋潮先生

日期：7 月 30(六)
時間：上午 11:30–下午 1:00
內容：為未來 8 月外出與小朋友說故事
做準備。
對象：義工
名額：12 名
負責職員：梁瑋潮先生

(33) 齊來讀好書
日期：7 月 30 日(六)
時間：下午 2:30–4:30
內容：長者義工將會與青少年義工們一起閱讀書本，
討論如何面對哀傷，一起學習，一起同行。
對象：義工
名額：12 名
負責職員：梁瑋潮先生

(34)和小孩說故事
日期：8 月 5-26 日(逢星期五)
時間：下午 3:00–4:00
內容：義工們將到青少年中心與 6~8 歲的小朋友說故事，享受跨代共融的氣氛
地點：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深東樂 Teen 會(深水埗南山邨南偉樓)
對象：義工
名額：12 名
負責職員：梁瑋潮先生

(41) 香草襪子娃娃製作
日期：7 月 25 日(一)
時間：下午 2:30–4:00
內容：利用襪子製作既可愛又芳香的娃娃
對象：護老者
名額：10 名
負責職員：陳詠詩姑娘

(42) 護老音樂台之 Sing Club 新體驗
日期：7 月 27 日及 8 月 10 日(三)
時間：晚上 7:30–9:00
內容：一同體驗無伴奏合唱的樂趣，嘗試只運用人聲亦能唱出如有音樂伴奏的歌曲
對象：護老者(中年護老者優先)
名額：6 名
負責職員：陳詠詩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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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索「ME」系列
(35) 「試下」運動健康計劃
日期：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1 月(為期 8 個月)
時間：8 月 26 日(五)晚上 7:00–8:00 (第二次小聚)
內容：以遊戲挑戰形式「試下」認真建立健康生活習慣。最吸引的元素就是所有挑戰全個
人化，沒有人在旁碎碎念監督，讓你無痛感受自主健康生活的樂趣。
地點：簡介會於九龍灣樂暉長者地區中心進行；
小聚將以實體(樂暉中心)及網上 Zoom 同步進行
對象：已登記之護老者會員(中年護老者優先)
名額：20 名
費用：$100 (如參加者成功完成 75%的健康計劃，將會獲贈超市現金券作鼓勵)
負責職員：袁偉愉先生

(36) 運動 Buddy 計劃
日期：7 月 9–30 日(逢星期三、六)
時間：晚上 7:30–8:30(三)、早上 10:30–11:30(六)
內容：希望建立固定運動習慣的你，可以在活動中尋找同伴一同線上/線下做運動！
對象：已登記之護老者會員(中年護老者優先)
名額：12 名
負責職員：劉頌祈姑娘

(37) 流體畫製作之拉花畫
日期：7 月 11 日(一)
時間：上午 11:00–下午 1:00
內容：透過細胞流體畫顏料製作獨一無二的流體拉花畫，
藉此反映自身喜好
名額：10 名
負責職員：吳美蘭姑娘
截止報名日期：7 月 8 日(五)

(38) 自我成長小組(夫婦篇)
日期：7 月 14、28 日(四)
時間：上午 10:30–11:30(14/7)、下午 3:00–4:00(28/7)
內容：透過進行主題活動，與護老者重整護老經驗，從而讓夫婦發掘對方潛能，亦讓護老
者更加認識自己。
對象：夫婦護老者
名額：12 名
負責職員：謝永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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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我要做明星
日期：7 月 23 日(六)
時間：下午 2:30–4:00
內容：邀請兩位護老者來分享如何成為 網上意見領袖 (KOL)及
如何發掘自己的興趣，建立不同身份
對象：護老者
名額：20 名
負責職員：謝永亮先生、吳美蘭姑娘
1. 此活動與 KOElderly 合作

(40)自我成長小組(子女篇)
日期：7 月 23 日(六)
時間：上午 11:00–下午 12:30
內容：於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六與子女護老者一同在小組內，尋找屬於自己之潛能及限制，
以建立屬於「我」的多元身份，應付未來之挑戰。
對象：子女護老者
名額：12 名
負責職員：謝永亮先生

抑鬱

無人幫

唔想出街

有責任照顧

綜合大家上月意見，歸納了上述 4 個隱蔽照
顧者之特徵。咁多位老友記/護老者，就以
上 4 種特徵，我們又如何可以幫助他們，協
助他們融入社區？不妨同我地分享！
時間: 2022 年 7 月 1 至 30 日
方式: 致電中心/Whatsapp 至 9083 4707
負責職員: 謝永亮先生/周靜怡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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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份中心活動時間表】
日

一

二

三

四

聖誕節
公開報名日：7 月 4 日(四)
抽籤活動截止報名日期：7 月 14 日(四)
假期
活動抽籤日期：7 月 15 日(五)
3
初五

4 初六
10:00 腦動轉耆
7:30 運動 Buddy
計劃

5 初七
9:00輕鬆協調操
2:30 幸福．長評

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紀念日
6 初八

9:30 會員
2:30 例會

7 初九
9:30 會員
2:30 例會

12 十四
13 十五
11 十三
9:00輕鬆協調操
9:00提升肌肉耐力橡
十二 10:00 腦動轉耆
11:00
流體畫製作之
10:00
照顧你自己之
筋帶運動
70 周
拉花畫
步行與三高
10:00我和HA GO 有個約會
年動
2:30Google search
2:30幸福留聲機
起來
尋找資訊好幫手 7:30運動 Buddy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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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 初三

8 初十
9:00 樂動毛巾操
2:30 幸福小記者

十九

18 廿十
7:30 運動 Buddy
計劃

19 廿一
9:00 輕鬆協調操
2:30 Google search
尋找資訊好幫手
2:30桌遊天地快樂魔力橋

25 廿七
9:00
廿六 10:00 腦動轉耆
11:30 舒緩拉筋體驗班 10:00
2:30 香草襪子娃娃製作
7:30 運動Buddy
2:30
計劃
2:30
24

26 廿八
輕鬆協調操
ZOOM 之體驗-留
一小時與你疏肝
出前一丁活動日
有福同享

9 十一
8:45 肌力增強運動班
10:00 護腦學堂-補腦食
物小貼士
10:30 運動 Buddy 計劃
3:00 同路人義工聚會
16 十八
8:45 肌力增強運動班
10:30 運動 Buddy 計劃

14 十六
15 十七
9:00劍球齊齊學
9:00 樂動毛巾操
10:00我和HA GO 有個約會 10:00 APP 原來
10:30探索 ME:自我成長
都可以好好玩
小組(夫婦篇)
2:30 家庭常備藥物小知
2:30運動器材評估與教學班
識(TBC)
2:30DIY 製作之防蚊膏
21 廿三
22 廿四
23 廿五
20 廿二
9:00提升肌肉耐力橡
9:00 劍球齊齊學
9:00 樂動毛巾操
8:45 肌力增強運動班
筋帶運動
11:00 流體畫製作(A 班)
9:15 社創。社區4.0 比賽
10:30 運動 Buddy 計劃
1:15社創。社區4.0 比賽 2:30 流體畫製作(B 班)
街坊投票日(B 班)
11:00 探索 ME：自我成長
街坊投票日(A 班)
10:00 長評季會
小組(子女篇)
2:30幸褔留聲機
10:00 APP 原來都可以好好玩
2:30 探索 ME 之
7:30運動Buddy 計劃
2:30 芬蘭木柱體驗坊
我要做明星
3:45
27 廿九
28 三十
29 七月
30 初二
9:00提升肌肉耐力橡
9:00 劍球齊齊學
10:00 衛生署講座8:45 肌力增強運動班
筋帶運動
2:30 數多酷活腦 B 班
骨質疏鬆症
10:30 運動 Buddy 計劃
2:30復修冰室-小型電器維修 3:00 探索 ME:自我成長小 2:30 型男俱樂部
10:00 關愛共融隊會議
7:30運動 Buddy 計劃
組(夫婦篇)
11:30 說故事的主人翁練習
7:30Sing Club 新體驗
2:30 齊來讀好書

2017 年【10 月份中心活動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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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 初四
8:45肌力增強運動班
10:30 運動 Buddy 計劃
10:00 有需要護老者健康
管理計劃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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