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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在Facebook專頁見到我們的身影。節目豐富精彩，將定時為大家送上
Facebook 面書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Instagram 
解憂咖啡店 

中心Whatsapp
誠邀您將中心 WhatsApp 手機號碼加入個人手機以收取中心最新資訊
中心手機號碼：5432 9400
*上述手機號碼只用作發放中心訊息用途。*

地址：九龍油塘高超道高怡邨高遠樓地下1及6號  電話：2717 7491  傳真：2709 3563
電郵：kcr_info@hkcmis.org       網址：www.hkcmis.org     印刷數量：1000份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大家好！
中心月訊上期增加了新的內容，讓大家可以動動腦筋，不少老友記表示
很有趣，欄目很受歡迎，感謝大家對中心的意見及支持。今期開始，
通訊會再增設由中心職員撰寫的專題或專欄分享，期望能透過通訊，
與大家繼續保持聯繫！

除了透過郵寄通訊，中心亦會透過WhatsApp發放最新資訊，鼓勵大家將
中心手機號碼加入您的手機通訊錄，以便接收第一手資料，如有問題，
可與中心職員聯絡。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仍未穩定，大家緊記一定要做好防疫措施，戴口罩，
勤洗手，保持適當社交距離！
詳情可瀏覽：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health-advice.html

祝各位身心健康！

                                            中心主任曾美怡謹啟



 

標準七

 

一些突發的事情可能令你感到…… 
不安、焦急、擔心、恐懼 難過、無助 憤怒 

你也可能會…… 
吃不下、睡不著 沒精打采、提不起勁 

重複想著事件、精神不集中、記憶力轉差 
思想遲緩混亂、難於做決定或解決問題 

這些都是面對突發事件時的正常壓力反應 
只要好好照顧自己，便會慢慢恢復過來

這時，你可以： 
確保充分休息，飲食定時定量 
避免依賴酒精或藥物來減壓 

維持日常生活規律 
避免過量地接收相關消息 
做一些令自己輕鬆的活動 
做深呼吸或其他鬆弛練習 

與親友傾訴感受 
也要跟人保持聯繫，分享其他話題 

如發覺情緒持續不穩並影響日常生活 
就要儘快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

舒
緩
情
緒
小
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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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衛生署  長者健康服務網站

SQS服務質素標準

為確保公眾獲得優質的社會福利服務，貫徹「以客為本」的精神及加強福利服務的問責性，
社會福利署及受資助機構推行一套服務表現監察制度---服務質素標準(SQS)。

今期介紹SQS 7：財務管理–

服務單位實施政策及程序以確保有效的財務管理

假如您對本中心之16項服務質素標準有任何意見，歡迎透過意見箱或向中心職員表達您的寶貴意見。

由於受疫情影響，中心仍未能全面開放及舉行例會，小組及活動有機會延期或取消，
或改為透過網上平台進行。月訊暫時會以投寄形式傳遞予會員。各位亦可以瀏覽
本會網頁http://www.hkcmis.org了解最新活動安排。所有未及刊登於月訊之活動
及通告會以中心壁報公佈為準。各會員可按活動報名日期致電本中心報名、
預約繳費及了解報名餘額。所有活動名額有限，如該活動或班組需收費，
繳費後作實，先報先得

抗疫資訊



 

日期：2020年12月9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下午4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以毛巾為輔助工具，教授毛巾操運動，
   改善健康狀況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2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2020年11月9日(星期一)開始
合辦機構：費森尤斯卡比(香港)有限公司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梁姑娘聯絡

長者健體毛巾操

 

有營抗疫-健康飲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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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年12月14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3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又到聖誕節啦！
  齊來DIY充滿聖誕氣氛元素的聖誕球啦！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8人
報名日期：2020年11月10日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梁姑娘聯絡

日期：2020年12月12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0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以影片播放，介紹防疫的健康飲食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2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2020年11月16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陳姑娘聯絡

 
聖誕不寂寞 

日期：2020年12月19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用毛條、各色彩珠、絲帶、
  彩色摺紙等制作漂亮的聖誕樹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8人
費用：$10
報名日期：2020年11月15日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
       個人照顧員陳旭姑娘聯絡

 

中心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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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
  (逢星期一至五)  (12月25日除外)
時間：中午12時正至下午2時正 
   (逾時不候)
地點：本中心
內容：每日一餐午膳，免費派發營養熱飯盒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需繳付$20按金)
報名日期：2020年10月30日(星期五)開始
備註：如欲報名，請先跟梁姑娘聯絡或留名輪侯

 

日期：2020年12月11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9時15分至上午10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1.透過講解和影片，使長者了解患上抑鬱的成因和徵兆
      2.認識抑鬱的預防及治療方法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30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2020年11月16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李姑娘聯絡

「長者抑鬱我要知」社區教育講座



 

中心班組

 

 
聖誕和諧粉彩工作坊 

  

長者電腦基礎班 

 

 

 

敲擊樂基礎班 

日期：2020年12月10日至
 2021年1月14日(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下午4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1. 在忙碌的生活裏，我們也要學習
         愛自己多一點，爲自己尋找心靈的
         綠洲，和諧粉彩定能帶你尋到這片綠洲
   2. 即使你沒有繪畫基礎，也能創作出
      美麗而又療癒的作品，令你心靈得    
          到平靜與喜悅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8人     費用：$20
報名日期：2020年11月9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梁姑娘聯絡

日期：2020年12月11日至
 2021年3月26日(逢星期五)
時間：下午3時正至下午4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教授簡易電腦操作、
      學習電腦基礎知識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50
名額：15人
報名日期：2020年11月4日(星期三)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梁姑娘聯絡

日期：2020年12月15日至2021年1月19日(逢星期二)
時間：第一組：上午9時30分至10時正      名額：8人
  第二組：上午10時10分至10時40分   名額：8人
地點：本中心
內容：1.參加者學習基本敲擊樂節奏和敲擊方
  2.透過不同的敲擊樂器(如手鈴、沙槌)，合奏歌曲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60
登記日期：2020年11月23日至11月30日，本中心以抽籤方式
公佈結果及取票日期：12月3日(星期四)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李姑娘聯絡

 

排排坐椅子舞 
日期：2020年12月7日至
 2021年2月8日 (逢星期一)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1. 學習基本椅子舞的技巧
  2. 到訪老人院和智障人士院舍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9人
費用：$40
報名日期：2020年11月23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李姑娘聯絡



 

義工活動 

 

聖誕友你陪 

日期：2020年12月7日至12月28日
 (逢星期一)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1.導師教導義工製作不同的捲紙花款式
  2.義工將所學習到的不同捲紙花的
    製成品送予服務的對象
對象：中心義工     費用：$20
名額：10人
報名日期：2020年11月9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楊姑娘聯絡

 

捲紙義工訓練小組 

日期：2020年12月17日(星期四)
時間：第一場：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正
  第二場：下午3時20分至下午4時2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中心義工和隱蔽及體弱個案
      慶祝聖誕節，活動內容
      由義工負責籌備
對象：中心會員/義工/隱蔽長者     
費用：全免
名額：18人
報名日期：2020年12月7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楊姑娘聯絡

日期：2020年11月30日至12月14日(逢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15分至上午11時45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椅子舞以經典金曲設計舞步，
      以音樂帶動，讓參加者可全身做運動    
對象：中心長者義工
費用：$10/3堂
名額：5人
報名日期：2020年11月12日(星期四)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楊姑娘聯絡

「長者義工」
快樂椅子舞

義工探訪活動
日期：2020年12月15日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4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長者義工上門探訪有需要護老者及
      有需要的長者
對象：中心長者義工/有需要長者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2020年12月7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楊姑娘聯絡



護老者/有需要護老者

日期：2020年12月4日(星期五)
時間：第一場：上午9時正至上午10時正
  第二場：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1.介紹現時坊間常用殺蟲水及天然殺蟲劑的優缺點
  2.種植一般室內植物常見的病蟲
  3.導師示範制作及護老者齊製作天然殺蟲劑
  4. 護老者分享環節
對象：護老者/有需要護老者      
名額：10人         費用：$10
報名日期：2020年11月2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蔡姑娘聯絡

日期：2020年12月1日至12月8日(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1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利用木製門牌創作及拼貼一些美感
      的圖構，讓平凡無奇的小物成為藝術品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優先/護老者    
費用：$10/2堂
名額：10人
報名日期：2020年11月4日(星期三)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倩姑娘聯絡

「以愛護老」
快樂椅子舞

日期：2020年11月23日至12月14日(逢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15分至上午11時45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椅子舞以經典金曲設計舞步，
      以音樂帶動，讓參加者可全身做運動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10/4堂
名額：5人
報名日期：2020年11月12日(星期四)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倩姑娘聯絡

 園藝治療教室之  
"齊泡製天然殺蟲劑" 

 「以愛護老」 
創藝蝶古巴特拼貼 

「以愛護老」
認知障礙症照顧者修身堂
日期：2020年11月28日至12月19日(逢星期六)
時間：上午10時正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 了解認知障礙症照顧者角色改變
 - 如何與認知障礙症家人溝通
 - 如何照顧認知障礙症家人
 - 如何安排活動給認知障礙症家人
 - 如何應對壓力   
      - 如何處理情緒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優先/護老者   
名額：10人         費用：$10/4堂
報名日期：2020年11月2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倩姑娘聯絡

護老晴心
「生命旅程」後事規劃 講座
日期：2020年11月24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1時正
地點：網上短片
內容：由東華三院圓滿人生服務主講身後事安排的手續、
      喪禮安排考慮因素和選擇，讓護老者全面了解。    
對象：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18人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蔡姑娘聯絡



護老者/有需要護老者

護老運動樂耆年之
快樂騎馬舞

「以愛護老」
快樂騎馬操

日期：2020年12月18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正至上午11時正
地點：本中心/短片形式
內容：1.講解快樂騎馬舞的益處及注意事項
    2.示範快樂騎馬舞運動
    3.有需要護老者分享做騎馬舞運動的感受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優先/護老者
名額：8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2020年11月2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倩姑娘聯絡

日期：2020年12月18日(星期五)
時間：第一場：上午9時正至上午10時正
      第二場：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短片形式
內容：1.講解快樂騎馬舞的益處
    2.提醒參加者做以上運動時要注意的安全問題
    3.示範快樂騎馬舞運動
    4.護老者分享做騎馬舞運動的感受
對象：護老者/有需要護老者      
名額：10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2020年11月2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蔡姑娘聯絡

護老者茶聚
日期：第一場：2020年12月11日(星期五)
      第二場：2020年12月18日(星期五)
時間：第一場：上午10時30分至11時30分
      第二場：下午2時30分至下午3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 1.介紹有關照顧長者的最新資訊及
         照顧技巧 
     2.介紹現時提供的社區照顧服務、
         最新資訊及照顧護老者技巧
     3.介紹中心外借的復康用品及示範
對象：護老者/有需要護老者      
名額：12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2020年11月2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蔡姑娘聯絡

日期：2020年12月11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下午3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1.播放製作布口罩短片溫故知新
      2.提醒安全使用衣車守則
    3.提供意見及指導，讓護老者安全地製作布口罩
對象：護老者/有需要護老者      
名額：8人         費用：$20
報名日期：2020年11月2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蔡姑娘聯絡

金齡縫補寶中班



 

認知訓練活動 

認知支援訓練3

齊來動腦筋
日期：2020年12月23日至2021年2月4日
   (逢星期三及四)
時間：下午3時正至下午4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或有記憶問題長者設計具
      不同主題的訓練課程，改善參加者的生活質素、
      記憶及其他認知功能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20
名額：8人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沈先生聯絡

腦友工作坊2
日期：2020年10月5日至12月30日
      (逢星期一、三、五)
時間：下午1時正至下午2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讓認知障礙症/有記憶問題的
      長者完成指定練習，改善認知
      功能，延緩退化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0人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沈先生聯絡

日期：2020年12月3日至12月28日
       (逢星期一及四)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下午3時30分
   下午3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為認知缺損及認知障礙症患者
      提供每星期一次的個別認知訓練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40
名額：8人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沈先生聯絡

玩把戲班2
日期：2020年11月17日至
        2021年1月26日(逢星期二)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下午3時45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由魔術及雜耍表演者教導參加者
      不同的魔術、雜耍及表演技巧，
      透過體驗及學習改善認知功能，
      加強手眼協調能力及擴闊參加者
      的社交圈子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8人        費用：全免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沈先生聯絡



 

其他 售賣倍力康奶粉
日期：2020年12月8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1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以優惠價錢售賣倍力康奶粉
對象：中心會員
價格：倍力康 500克 -----$78/罐
  倍速定 200毫升 ---$480/箱
備註：由於疫情關係，可致電2717 7491留言/   
      與陳姑娘聯絡，以作分時段之安排

日期：2020年12月9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1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以優惠價錢售賣倍雅培奶粉
對象：中心會員
價格：加營素900克----$164/罐 
  低糖加營素850克----$169/罐
  活力加營素850克----$191/罐
  怡保康850克----$207/罐
備註：由於疫情關係，可致電2717 7491留言/   
      與陳姑娘聯絡，以作分時段之安排

售賣雅培奶粉

售賣三花奶粉
日期：2020年12月15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9時正至上午10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以優惠價錢售賣三花奶粉
對象：中心會員
價格：三花雙效降醇素營養奶粉800克 --$100/罐
      三花高鈣活關節低脂奶粉 800克 -- $85/罐
      三花柏齡健心高鈣較低脂奶粉800克 -- $75/罐
  三花高鈣健骨低脂奶粉800克 --$75/罐
備註：由於疫情關係，可致電2717 7491留言/   
      與陳姑娘聯絡，以作分時段之安排



專題區 步行有12種驚人效果
世界衛生組織認為步行有12種驚人效果 :
 1. 步行能增強心臟功能，使心臟慢而有力。
 2. 步行能增強血管彈性，減少血管破裂的可能性。
 3. 步行能增強肌肉力量，強健腿足、筋骨，並能使關節靈活，
    促進人體血液循環和新陳代謝。
 4. 步行可以增強消化腺的分泌功能，促進胃腸有規律的蠕動，
    增加食慾，對於防治高血壓、糖尿病、肥胖症、
    習慣性便秘等都有良好的作用。
 5. 在戶外新鮮空氣中步行，大腦思維活動變得清晰、靈活，
    可有效消除腦力疲勞，提高學習和工作效率。據有關專家
    測試，每週步行三次，每次一小時，連續堅持4個月者與
    不喜歡運動的人相比，前者反映敏銳，視覺與記憶力均佔
    優勢。
 6. 步行是一種靜中有動、動中有靜的健身方式，可以緩解
    神經肌肉緊張。據專家測定，當煩躁、焦慮的情緒湧向
    心頭時，以輕快的步伐散步15分鐘左右，即可緩解緊張，
    穩定情緒。
 7. 定時堅持步行，會消除心臟缺血性症狀或降低血壓。
    使人體消除疲勞，精神愉快，緩解心慌心悸。
 8. 步行可減少甘油三脂和膽固醇在動脈壁上的積聚，
    也能減少血糖轉化成甘油三脂的機會。
 9. 步行能減少人體腹部脂肪的積聚，保持人體的形體美。
10. 步行能減少血凝塊的形成，減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
11. 步行能減少激素的產生，過多的腎上腺素會引起
    動脈血管疾病。
12. 步行可以保護環境，消除廢氣污染，對強健身體，
    提高身體免疫力，減少疾病，延年益壽也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各位老友記在疫情底下，大家仍然要堅持運動，例如步行等; 
如果老友記覺得心情不好，想找人傾談，可以到中心找社工，
我們隨時樂意和你傾談和聆聽你們的需要，並協助跟進你們的情況。
                                           
                                                楊祈敏姑娘



成語接龍

 

大家可以在家動動腦筋，
答案會於下月公佈。

11月份的答案，供大家參考
 



意見表
多謝支持及提供寶貴的意見
其他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號碼：____________

中心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正
                            (下午休息)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惡劣天氣警告緊急安排
 中心服務 戶內活動 戶外活動 

1 號風球/黃雨    

3 號風球/紅雨    

8 號風球/黑雨    

請會員留意在颱風及暴雨訊號下中心之開放及活動安排，詳情請閱有關之通告。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郵

票 

回郵地址：九龍油塘高超道
       高怡邨高遠樓地下1及6號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2717 7491   2020 年 12月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十七 2十八 3 十九 4 二十 5 廿一 
   9:30 「以愛護老」 

   創藝蝶古巴特 
   拼貼 
12:00 仁愛飯堂 
 2:30 玩把戲班 2 

9:00 「讚美操」齊齊跳 A班 
10:15 「讚美操」齊齊跳 B班 
12:00  仁愛飯堂 
 1:00 腦友工作坊 2 
2:45 腦玩童俱樂部 

9:30 樂齡小組 
12:00 仁愛飯堂 
 2:00 "護老情心"- 
   平靜之旅 
2:30 認知支援訓練 3 
3:30 認知支援訓練 3 

 9:00 園藝治療教室之 "  
  齊泡製天然殺蟲劑"1 
10:30 園藝治療教室之 "  
  齊泡製天然殺蟲劑"2 
12:00 仁愛飯堂 
 1:00 腦友工作坊 2 

10:00 「以愛護老」 
   認知障礙症
   照顧者 
   修身堂 
下午休息 

6 廿二 7 廿三 8 廿四 9 廿五 10 廿六 11 廿七 12廿八 

中心休息 

9:00 健步同行(一) 
10:30 健步同行(二) 
10:15 「以愛護老」快樂椅子舞 
10:15 「長者義工」快樂椅子舞 
12:00 仁愛飯堂 
 1:00 腦友工作坊 2 
2:00 捲紙義工訓練小組(二) 
 2:30 認知支援訓練 3 
 3:30 認知支援訓練 3 
 3:30 排排坐椅子舞 

 9:30 「以愛護老」 
   創藝蝶古巴特 
   拼貼 
 9:30 售賣倍力康奶粉 
12:00 仁愛飯堂 
 2:30 玩把戲班 2 

9:00 「讚美操」齊齊跳 A班 
  9:30 售賣雅培奶粉 
10:15 「讚美操」齊齊跳 B班 
12:00  仁愛飯堂 
 1:00 腦友工作坊 2 
 2:30 長者健體毛巾操 
2:45 腦玩童俱樂部 

9:30 樂齡小組 
12:00 仁愛飯堂 
 2:30 聖誕和諧粉彩工作坊 
2:30 認知支援訓練 3 
 3:30 認知支援訓練 3 

 9:15 「長者抑鬱我要知」
   社區教育講座 
10:30 護老者茶聚(一) 
12:00 仁愛飯堂 
 1:00 腦友工作坊 2 
 3:00 長者電腦基礎班 
   (2020/2021) 
 2:30 金齡縫補寶中班 

9:30 有營抗疫— 
 健康飲食篇 
10:00 「以愛護老」 
   認知障礙症
   照顧者 
   修身堂 
下午休息 

13 廿九 14 三十 15 十一月初一 16 初二 17 初三 18 初四 19 初五 

中心休息 

9:00 健步同行(一) 
10:30 健步同行(二) 
10:15 「以愛護老」快樂椅子舞 
10:15 「長者義工」快樂椅子舞 
12:00 仁愛飯堂 
 1:00 腦友工作坊 2 
 2:00捲紙義工訓練小組(二) 
 2:30 輕黏土聖誕球 
 2:30 認知支援訓練 3 
 3:30 認知支援訓練 3 
 3:30 排排坐椅子舞 

 9:00 售賣三花奶粉 
 9:30 敲擊樂基礎班(1) 
10:10 敲擊樂基礎班(2) 
12:00 仁愛飯堂 
 2:00 義工探訪活動 
 2:30 玩把戲班 2 

9:00 「讚美操」齊齊跳 A班 
10:15 「讚美操」齊齊跳 B班 
12:00  仁愛飯堂 
 1:00 腦友工作坊 2 
2:45 腦玩童俱樂部 

9:30 樂齡小組 
12:00 仁愛飯堂 
 2:00 聖誕友你陪(一) 
 2:30 聖誕和諧粉彩 
   工作坊 
2:30 認知支援訓練 3 
3:30 聖誕友你陪(二) 

 3:30 認知支援訓練 3 

 9:00 護老運動樂耆年之 
  快樂騎馬舞 
10:00 「以愛護老」 
   快樂騎馬操 
10:30 護老運動樂耆年之 
  快樂騎馬舞 2 
12:00 仁愛飯堂 
 1:00 腦友工作坊 2 
 2:30 長者電腦基礎班 
   (2020/2021) 
 2:30 護老者茶聚(二) 

 9:30 聖誕不寂寞 
10:00 「以愛護老」 
   認知障礙症
   照顧者 
   修身堂 
下午休息 

20初六 21 初七 22初八 23 初九 24 初十 25 十一 26 十二 

中心休息 

12:00 仁愛飯堂 
 1:00 腦友工作坊 2 
 2:00 捲紙義工訓練小組(二) 
 2:30 認知支援訓練 3 
 3:30 認知支援訓練 3 
 3:30 排排坐椅子舞 

9:30敲擊樂基礎班(1) 
10:10 敲擊樂基礎班(2) 
12:00 仁愛飯堂 
2:30 玩把戲班 2 

9:00 「讚美操」齊齊跳 A班 
10:15 「讚美操」齊齊跳 B班 
12:00  仁愛飯堂 
 1:00 腦友工作坊 2 
2:45 腦玩童俱樂部 
3:00 齊來動腦筋 

12:00 仁愛飯堂 
2:30 認知支援訓練 3 
3:00 齊來動腦筋 
 3:30 認知支援訓練 3 

聖誕假期 聖誕節翌日 

27 十三 28 十四 29 十五 30 十六 31 十七   

中心休息 

12:00 仁愛飯堂 
 1:00 腦友工作坊 
 2:00 捲紙義工訓練小組(二) 
 2:30 認知支援訓練 3 
 3:30 認知支援訓練 3 
 3:30 排排坐椅子舞 

9:30敲擊樂基礎班(1) 
10:10 敲擊樂基礎班(2) 
10:30 齊來動腦筋 
12:00 仁愛飯堂 
2:30 玩把戲班 2 

 9:30 「生命共行」義工訓練 
   分享會 
12:00 仁愛飯堂 
1:00 腦友工作坊 2 
2:45 腦玩童俱樂部 
3:00 齊來動腦筋 
3:30 認知障礙咨詢站 2 

 9:45 長者委員會會議 
12:00 仁愛飯堂 
 2:00 電話慰問 
   長者服務(三) 
 2:00 義工電話慰問(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