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開報名及截止日期： 

 7月 4日(一)起 - 7月 7日(四)中午 1 時止 

             公佈抽籤結果日期： 

                7 月 8日(五)上午 9時 

 

 

 

鄰住玩 
(2) 7.10 動起來 

 

日期：2022年 7月 10日(日) 

時間：下午 1時至 2時 30分 

地點：元樂樓活動室 

內容：與少數族裔長者共同跳唱，並創作紙藝花、禪繞畫及 

心意卡，相聚慶祝機構 70周年。 

對象：會員/50YO 

費用：全免 

名額：12人 

負責職員：傅考兒姑娘 

備註：需抽籤 

 

 

 

(1) 7 月例會 
 

歡迎會員由 7月 4日起致電中心報

名參加 8 月實體例會，各組例會名

額有限，先報先得，額滿即止 

 

*中心將視乎疫情發展和社署 

指引作最終安排，如未能實體 

進行，將以短片方式播放例會 

8 月例會: 

 日期 時間 名額 

第 1 組 8月 1日 

(一) 

上午 9時 30分至 10時 15分 

每組 
各 25名 

第 2 組 下午 2時 30分至 3時 15分 

第 3 組 8月 2日 

(二) 

上午 9時 30分至 10時 15分 

第 4 組 下午 2時 30分至 3時 15分 

 

2022年 

7 月 

香港九龍深水埗元州邨元樂樓地下    2720 3105      ucnec@hkcs.email        WHATSAPP: 9844 1086 

中心消息 
1. 機構 70周年 

- 為慶祝機構成立 70周年，機構推出網台「CS Channel」，由

我們的同工、服務使用者，夥拍小儀、朱薰等多位星級嘉賓

主持，暢談不同服務的故事，回顧香港社會的變遷。首 2集

節目已於本處 YouTube頻道播出，並逢星期五推出新一集（部

分日子除外），大家可隨時收看，亦可隨時重溫，千萬不要

錯過！ 

- 本處長者、復康及社區服務轄下各單位亦將於 7月 10日，

各自在中心同步舉行不同藝術或創作活動，與服務使用者一

同紀念機構 70周年，詳情請參閱中心內海報。 

- 機構預備 100份「70周年紀念鎖匙扣」送贈予中心服務使用

者，稍後將經活動/家訪中派發。 

 中心消息 
2. 小心梯級  

大家到訪本中心元樂樓正門時請小心，注意門前的梯級，以免

跌倒。 

 

3. 生日禮物 

7至 9月生日的有效會員可於 2022年 9月 30日或之前到中心領

取生日禮物一份，每人只限領取一份。 

 

4. 提防受騙 

中心提醒大家時刻提高警覺，切勿因收到商戶的禮物而「唔好

意思」推搪銷售員的慫恿，購買高昂的健康產品，因小失大。

請大家互相分享此信息，一起合力對抗騙徒！ 



 

 (3)  元州廚房 — 焗麵包布丁 

日期：2022年 7月 14日(四) 

時間：上午 10時 30分至 11時 30分 

地點：元樂樓活動室 

內容：與企業義工共同製作人氣「爆燈」麵包布丁，麵包外脆內

軟熱，蛋漿滑溜，味蕾大滿足。 

對象：會員/50YO 

費用：全免 

名額：10人 

負責職員：林倬焜姑娘 

備註：1.需抽籤  

2.參加者需自備食物盒。 

3.此活動與 APHK合辦。 

 

 (4) 動手 DIY — 皮革八達通套                                                   

日期：2022年 7月 20日(五) 

時間：上午 10時 30分至 11時 30分 

地點：元樂樓活動室 

內容：一起製作精美而別具個人特色的皮革八達通套，滿載心意，

送禮自用均可。 

對象：會員/50YO 

費用：全免 

名額：10人 

負責職員：林倬焜姑娘 

備註：需抽籤 

 

 (5) 老友相聚在元州                                                            

日期：2022年 7月 21日(四) 

時間：上午 11時 30分至下午 1時 

地點：元樂樓活動室 

內容：由超敏會義工帶領參加者一起做運動(超敏活力八式)、 

唱歌和健康問笞環節，歡渡愉快下午。 

對象：會員/50YO 

費用：全免 

名額：14位  

負責職員：陳映如姑娘 

備註：1. 需抽籤 

2. 活動與超敏會合辦 

 

 (6) 「玩」老還童(2022年 7月)                                                 

日期：2022年 7月 23日(六) 

時間：上午 11時至 12時 

地點：元樂樓活動室 

內容：由社區義工帶領玩腦筋訓練的小遊戲，並進行樂器表演， 

渡過輕鬆上午。 

對象：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5位  

負責職員：孫永權先生 

備註：需抽籤 

 

(7) 迷你花牌工作坊                                                                          

日期：2022年 7月 28日(四) 

時間：上午 9時 30分至 12時 

地點：元樂樓活動室 

內容：花牌紮作是香港源遠流長的民間習俗，而這技藝亦是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工作坊將由導師分享花牌歷

史，講解及示範花牌紮作技巧，每位參加者都可以親手完

成屬於自己的傳統花牌呢！ 

對象：會員/50YO 

費用：全免 

名額：12位  

負責職員：林倬焜姑娘 

備註：需抽籤 



鄰住傾 
(9) 元州長評 (7月) 

 

日期：2022年 7月 22日(五) 

時間：上午 10時至 11時 30分 

地點：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總部 

(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33號) 

內容：由講者分享社區聆聽及遊說技巧 

對象：會員/50YO 

費用：全免 

名額：10位  

負責職員：傅考兒姑娘 

備註：1.參加者於當日上午 9時 15分，在元樂樓中心

集合，一同乘地鐵前往尖沙咀。 

2.歡迎對長者福利及政策感興趣之新會員

/50YO參加。 

 

義力量 
(10) 長者護心法 

 

日期：2022年 7月 8日(五) 

時間：下午 2時 30分至 3時 30分 

地點：元樂樓活動室 

內容：由講者分享辨識潛在自殺風險的長者和

應對方法，提升義工的慰問技能。 

對象：中心義工 (歡迎 50歲或以上的新義工 

參加) 

費用：全免 

名額：30人 

負責職員：傅考兒姑娘 

備註：1.工作坊與生命熱線合辦； 

2.如疫情持續，活動將會延期，工作員會個別

致電話通知參加者。 

 

 

健康系列 
(11) 導引養生功體驗日 

日期：2022年 7月 12日(二) 

時間：下午 2時 30分至 3時 30分 

地點：元樂樓活動室 

內容：導引養生功十二法是一種強身健體和養生

袪病的自身形體活動，此功法動作簡單 

易學，有助提升手腳協調、靈活關節。 

對象：會員  

費用：全位 

名額：12名 

負責職員：孫永權先生 

備註：1.需抽籤(如報名人數起出上限)； 

2.活動涉及一定運動量，建議參加者在報名前先

評估個人體能是否合適。 

3.是次體驗班由義務導師—高珍寶老師教授。 

 

  

(8)有福同享(2022年 7月) 

日期：2022年 7月 29日(五) 

時間：上午 10時 30分至 11時 30分 

地點：元樂樓活動室 

內容：透過詩歌、分享和遊戲，學習互助關愛及

認識主耶穌基督。 

對象：會員/50YO 

費用：全免 

名額：15位  

負責職員：孫永權先生 

備註：需抽籤(如報名人數起出上限) 



負重系列 

(12) 體適能檢測(2022年 7月) 

日期：2022年 7月 14日(四)  

2022年 7月 28日(四) 

時間：上午 9時至 12時 30分 

地點：元雅樓活動室 

內容：由工作員為參加者進行體適能檢測，以及利用身體

成分分析儀測量身體指數，包括︰體脂、骨骼肌等。 

對象：會員 (曾參與 2022年 6月運動班/健康活動者優先) 

名額：22人 (各 11位)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孫永權先生 

備註：1.需抽籤(如報名人數起出上限)； 

2.報名時請預先選擇活動日期； 

 3.是次活動將由工作員與參加者進行 

一對一的檢測，成功中籤者將由 

工作員個別通知參加時間。 
 

(13) 器械健體訓練班 

日期：2022年 7月 18日(一) 

2022年 7月 21日(四) 

時間：上午 10時至 11時 

地點：元雅樓健身室 

內容：由工作員教授參加者如何正確及安全使用中心 

健身室器材，包括如何操作電子器材及使用 

器械時的正確姿勢。 

對象：會員   

名額：6位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孫永權先生 

備註：1.需抽籤(如報名人數起出上限) 

2.每位會員只需報名參加其中一班； 

3.參加者須穿著合適運動服裝。 

*中心將開放健身室供借用， 

使用前必須已參與器械健體訓練班。 
 

(14) 中醫養生食療講座 

日期：2022年 7月 20日(三) 

時間：中午 12時至下午 1時 

地點：元樂樓活動室 

內容：由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中醫師簡介不同的食

療，讓參加者學習以食養生。 

對象：會員 

名額：18位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孫永權先生 

備註：需抽籤(如報名人數起出上限) 

腦友園地 
(15) 藝術之旅 - 酒精墨畫體驗 

 

日期：2022年 7月 9日(六) 

時間：下午 2時 30分至 4時 30分 

地點：元雅樓活動室 

內容：由導師教授利用酒精墨，做出一幅獨一無二的 

畫作，感受藝術樂趣。 

對象：懷疑 / 患有輕度認知障礙症人士 

費用：全免 

名額：6人 

負責職員：陳映如姑娘 

 
 

 

(16) 認知及記憶能力簡易測試 2022年 7月 
 

日期：2022年 7月 13日至 7月 27日 (逢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時至 12時 

形式：元雅樓 

內容: 使用 MoCA(5分鐘)版本為長者評估，為有潛在 

需要的長者提供建議、服務配對或轉介服務。 

對象：懷疑/確診認知障礙症長者 

費用：全免 

名額：10人 

負責職員：陳映如姑娘 

備註：先登記，由職員致電合資格參加者。 
 

 

 



(17) 腦友一聚 (7月) 
 

日期：2022年 7月 16日(六) 

時間：上午 10時至 11時 30分 

形式：元雅樓活動室 

內容:1.講解認知障礙症患者行為心理症狀問題之處理技

巧。 

2.如何應用智能科技協助處理相關問題。 

對象：照顧懷疑/確診認知障礙症的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8人 

負責職員：陳映如姑娘 

備註：1.如需要看顧服務，請於報名時一併 

提出。 

2.先登記，由負責職員聯絡並進行 

評估後確認報名。 

3.此活動與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合辦。 

 

 

 

 (18) 耆樂．同樂 - 腦力訓練遊戲 

日期：2022年 7月 18日(一) 

時間：上午 10時至 11時 

地點：元雅樓活動室 

內容: 教授使用手機遊戲 - 「 長者腦力訓練遊戲」，鼓勵 

老友記日常可以鍛煉記憶力、思維能力和判斷力等等。 

對象：懷疑/患有輕度認知障礙人士 

費用：全免 

名額：6人 

負責職員：陳映如姑娘 

備註：先登記，由職員致電合資格參加者。 

 

護老推薦 

 

(19) 運動 Buddy計劃 

日期：2022年 7月 9 至 30日(逢星期三、六) (共 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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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三 逢星期六 

時間： 晚上 7時 30分至 

8時 30分 

早上 10時 30分至 

 11時 30分 

地點： Zoom 元樂樓活動室 

對象：護老者(中年護老者優先) 

費用：全免 

名額：12人 

負責職員: 劉頌祈姑娘 

備註：留名，參加者需經社工評估後 

才能參加活動 

  
 

 

(20) 家居藥物小錦囊 

日期：2022年 7月 15日(五) 

時間：下午 2時 30分至 4時 30分 

地點：元雅樓活動室 1 

內容：由香港藥學服務基金的藥劑師講解安全使用藥物的 

知識，包括服藥、買藥及儲存藥物等要注意的地方，

讓照顧者更了解如何安全使用藥物。 

對象：60至 69歲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15人 

負責職員: 林皓怡姑娘 

備註：1.需抽籤 

      2.講座以 ZOOM形式舉行，參加者可選

擇實體到中心參加或自行在家中線

上參與。 

      3.此活動與香港藥學服務基金合辦。 

 
 



 

(21) 護老樂 - 芬蘭木柱 

日期：2022 年 7 月 18 日(一) 

時間：下午 2時 30 分至 3 時 30 分 

地點：元樂樓活動室 

內容：護老者有冇試過玩芬蘭木柱呢?今次活動一齊玩下新興 

運動芬蘭木柱，體驗同發掘一下新興趣，同時放鬆心情! 

對象：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12 人 

負責職員：馮俊佳先生 

備註：需抽籤 

 

(22) 「斷捨離」分享 

日期：2022年 7月 19日(二) 

時間：下午 2時 30分至 3時 30分 

地點：元樂樓活動室 

內容：認識何謂「斷捨離」，並分享在日常實踐的方法。 

對象：護老者 (中年護老者優先) 

費用：全免 

名額：10人 

負責職員：劉頌祈姑娘 

備註：留名，參加者需經社工評估後 

才能參加活動 

 
 

(23) 有需要護老者聚會(7月):靜觀體驗 

日期：2022年 7月 19日(二) 

時間：下午 2時 30分至 3時 30分 

地點：元雅樓活動室 

內容：透過靜觀練習，讓護老者能認識自己的壓力來源、 

情緒反應與身體的聯繫，從中舒緩壓力。 

對象：護老者(有需要護老者優先) 

費用：全免 

名額：10人 

負責職員：林皓怡姑娘 

備註：需抽籤 

 
 

(24) 復修冰室-小型家電維修 
 

日期：2022年 7月 20日(三) 

時間：下午 2時 30分至 5時 30分 

內容：由社區維修師傳為區內護老者維修小型家電 

對象：護老者 (中年護老者優先)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劉頌祈姑娘 

備註：留名，參加者需經社工評估後 

才能參加活動。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是一所註冊慈善團體及擔保有限公司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IS A REGISTERED CHARITY 

AND A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25) 護老易–退化性膝關節炎：護理及運動 
 

日期：2022年 7月 21日(二) 

時間：上午 10時至 11時 

地點：元樂樓活動室 

內容：家中長者有膝關節問題可以點算?又有咩方法 

可以預防?今次活動讓護老者了解如何護理 

長者退化性膝關節炎及運動預防! 

名額：12位 

對象：護老者優先及會員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馮俊佳先生 

備註：1.需抽籤 

      2.活動與衛生署長者健康外展分隊合辦。 

 

 

(26) 「元」來有你 - 音樂情緣 
 

日期：2022年 7月 26日(二) 

時間：下午 2時 30分至 3時 30分 

地點：元樂樓活動室 

內容：長者夫婦年輕拍拖都會一齊聽下歌，今次透過

一齊聽聽流行曲，重溫昔日年輕相處時光，亦

建立快樂回憶。 

名額：12位(6對夫婦護老者) 

對象：夫婦護老者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馮俊佳先生 

備註：需抽籤 

  

 

(27) 護老音樂台之 Sing Club新體驗 

日期：2022年 7月 30日及 8月 13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時至 12時 30分 

地點：元雅樓活動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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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額：6人 

對象：護老者(中年護老者優先)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陳詠詩姑娘 

備註：先留名，經社工評估及抽籤後會確認參加者 

資格。 

 

數碼活動 

(28) 手機班—健康管理好 EASY 

日期：2022年 7月 13日至 8月 10日 

(逢星期三，共 5堂) 

時間：上午 10時至 11時 30分 

形式：元雅樓活動室 

內容：由屯輝長者學苑長者數碼培訓計劃導師及 

年青人，教授智能醫療系統的知識，並簡介 

相關的流動應用程式(APP)，例如「醫健通」、 

「預約通 HAGo」等。 

名額：10人 

對象：會員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孫永權先生 

備註：1.需抽籤(如報名人數起出上限) 

2.參加者需自備智能手機* 

3.課堂後可即場諮詢手機疑難 

4.此活動與屯輝長者學苑合辦 

 

 

 



 

護園 

有時護老者可能有以下迷思: 

「長者身型瘦削 = 非肥胖? 唔會膽固醇過高? 沒有機會患有心血管疾病?」 

 

膽固醇分為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壞膽固醇)及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好膽固醇)，當 

壞膽固醇多於好膽固醇，過多的膽固醇會聚集於血管壁上，容易造成心臟、心血管疾病

的風險。 

 

因此，無論體形是瘦削，還是肥胖的人都有機會患上高膽固醇，亦有機會患有心血管疾

病，所以大家應該要定期做身體檢查，當發現壞膽固醇大於 160mg/dL，好膽固醇不足夠，

就需要好好控制飲食及加強運動習慣。 
 

 

參考資料：香港 01 

https://www.hk01.com/%E5%81%A5%E5%BA%B7Easy/781643/%E8%86%BD%E5%9B%BA%E9%86%87%E9%81%8E%E9%AB%98-%E8%BA%AB%E5%9E%8B%E7

%98%A6%E5%89%8A%E4%B8%8D%E4%BB%A3%E8%A1%A8%E5%BF%83%E8%A1%80%E7%AE%A1%E5%81%A5%E5%BA%B7-%E8%A9%95%E4%BC%B0%E9%A

2%A8%E9%9A%AA-%E9%97%9C%E9%8D%B5%E5%9C%A8%E9%80%99%E6%95%B8%E5%80%BC 

 

 

 

 

 

租用健身室 

凡是本中心服務使用者及完成下列其中一個課程/簡介會，便可購買季票租用健身室設施︰ 

1. 曾參加康文署舉辦的「正確使用健身室設施簡介會」並通過測試； 

2. 曾參加康文署由二零零六年五月或以後舉辦的「器械健體訓練班」出席率達八成或以上； 

3. 曾參加及出席本中心的器械健體訓練班 

(項目 1及 2需要提供證明文件) 

首季季票—2022年 7至 9月 

收費︰$10(每季) 

7月開放日子如下︰ 

7月 11、15、18、22、25、29日(逢星期一、五) 

下午 2:00 至 5:00 

每人每日可租用 1小時(需預約) 

注意事項︰ 

1. 受疫情所限，每小時健身室內只可容納 3位參加者； 

2. 健身室使用者須每季填寫「體能活動適應能力問卷」， 

以表明其健康狀況適宜使用健身器材； 

3. 請穿著合適的衣物； 

4. 健身室內已放置消毒物資，請使用器材後自行清潔。 
 

 

https://www.hk01.com/%E5%81%A5%E5%BA%B7Easy/781643/%E8%86%BD%E5%9B%BA%E9%86%87%E9%81%8E%E9%AB%98-%E8%BA%AB%E5%9E%8B%E7%98%A6%E5%89%8A%E4%B8%8D%E4%BB%A3%E8%A1%A8%E5%BF%83%E8%A1%80%E7%AE%A1%E5%81%A5%E5%BA%B7-%E8%A9%95%E4%BC%B0%E9%A2%A8%E9%9A%AA-%E9%97%9C%E9%8D%B5%E5%9C%A8%E9%80%99%E6%95%B8%E5%80%BC
https://www.hk01.com/%E5%81%A5%E5%BA%B7Easy/781643/%E8%86%BD%E5%9B%BA%E9%86%87%E9%81%8E%E9%AB%98-%E8%BA%AB%E5%9E%8B%E7%98%A6%E5%89%8A%E4%B8%8D%E4%BB%A3%E8%A1%A8%E5%BF%83%E8%A1%80%E7%AE%A1%E5%81%A5%E5%BA%B7-%E8%A9%95%E4%BC%B0%E9%A2%A8%E9%9A%AA-%E9%97%9C%E9%8D%B5%E5%9C%A8%E9%80%99%E6%95%B8%E5%80%BC
https://www.hk01.com/%E5%81%A5%E5%BA%B7Easy/781643/%E8%86%BD%E5%9B%BA%E9%86%87%E9%81%8E%E9%AB%98-%E8%BA%AB%E5%9E%8B%E7%98%A6%E5%89%8A%E4%B8%8D%E4%BB%A3%E8%A1%A8%E5%BF%83%E8%A1%80%E7%AE%A1%E5%81%A5%E5%BA%B7-%E8%A9%95%E4%BC%B0%E9%A2%A8%E9%9A%AA-%E9%97%9C%E9%8D%B5%E5%9C%A8%E9%80%99%E6%95%B8%E5%80%BC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8:45 八段錦班 

 4 

9:30 中心例會 

2:30 中心例會 

   

 5 

9:30 中心例會 

2:30 中心例會 

6 

10:00 輕鬆伸展班 

3:00  跳舞班 

7:30  運動Buddy 計劃 

7 

1:00  抽籤活動截止 

8 

9:00 橡筋操運動班(6-7 月) 

2:30 長者護心法 

9 

8:45  八段錦 (6-7月) 

10:30 運動Buddy 計劃 

2:30  藝術之旅- 

酒精墨畫體驗 

 

10 

1:00 7.10 動起來 

 

11 

 

 

 

 

 12 

9:00 舉出新肌(6-7 月) 

2:30 導引養生功體驗日 

13 

10:00 手機班 健康管理好EASY 

10:00 輕鬆伸展班 

10:00 認知記憶能力簡易測試 

3:00  跳舞班 

7:30  運動Buddy 計劃 

14 

9:00 體適能檢測(2022 年7 月) 

10:30 元州廚房 焗麵包布丁 

2:30 有需要護老者 

健康管理計劃 

15 

9:00 橡筋操運動班(6-7 月) 

2:30 家居藥物小錦囊 

16 

8:45  八段錦 (6-7月) 

10:00 腦友一聚 (7月) 

10:30 運動Buddy 計劃 

2:30 善園義工暖敷培訓 

工作坊 

 18 

10:00 器械健體訓練班 

10:00 耆樂．同樂 – 

 腦力訓練遊戲 

2:30 護老樂 -  

芬蘭木柱 

19 

9:00 舉出新肌(6-7月) 

2:30 有需要護老者聚會        

(7 月) : 靜觀體驗 

2:30「斷捨離」分享 

20 

10:00 手機班 健康管理好EASY 

10:00 認知記憶能力簡易測試 

10:30 動手DIY-皮革八達通套 

12:00 中醫養生食療講座 

2:30  復修冰室-小型家電維修 

3:00  跳舞班 

7:30  運動Buddy 計劃 

21 

10:00 器械健體訓練班 

10:00 護老易 退化性膝關節炎: 

護理及運動 

11:30 老友相聚在元州 

22 

9:00  橡筋操運動班(6-7 月) 

10:00 元州長評 (7月) 

23 

8:45  八段錦 (6-7月) 

10:30 運動Buddy 計劃 

11:00 「玩」老還童 

(2022 年7月) 

 25 

 

 

 

26 

9:00  舉出新肌(6-7月) 

2:30 「元」來有你 -  

      音樂情緣 

27 

10:00 手機班-健康管理好EASY 

10:00 輕鬆伸展班 

10:00 認知記憶能力簡易測試 

3:00 跳舞班 

7:30 運動Buddy計劃 

28 

9:00 體適能檢測(2022 年7 月) 

 9:30 迷你花牌工作坊 

29 

9:00  橡筋操運動班(6-7 月) 

10:30 有福同享 

(2022 年7月) 

 

30 

8:45  八段錦 (6-7月) 

10:30 運動Buddy 計劃 

11:00 護老音樂台之Sing 

Club 新體驗 

2:30   善園草球制作日 

 

回歸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