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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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1月份月訊 

邀請您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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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面書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大家好！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社區仍然有零星感染個案，故此大家仍
然需要保持警惕。避免外出是其中一種有效預防感染病毒的方法，然而運動

量減少亦有機會引致身體機能退化！ 

 
香港中文大學早於 2013 年有研究發現進行運動及認知活動能保持腦部神

經網絡生長，有助長者維持或提升大腦功能，減低患認知障礙症的風險。同

時運動也能強身健體，改善肌肉力量，減低跌倒的機會！ 

 

中心建議大家在家運動，但是大家做運動時也要量力而為，同時亦需要注

意安全。疫情期間有長者也擔心自己的記憶力衰退。如大家發現自己有記憶
問題，可聯絡中心沈先生，給大家一些活動建議和方法去改善記憶力。 

 

想保持大腦健康的大家也可參加中心的認知障礙症講座和健腦活動。中心
的認知障礙症支援服務不但支援患認知障礙症人士，同時也會為有需要的長

者安排記憶力訓練活動和分享護腦方法。 

 
最後也提提大家，開心也是一種護腦方法。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間也保持心

境開朗，一起抗疫同行！ 

    社工沈智偉 謹啟  

 

 

 

 

  

 

 

 

 

 

 

 

 

 

 

 

 

Instagram 
解憂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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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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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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報板公佈為準。各會員可按活動報名日期致電中心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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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招   護長者 

政府強烈呼籲長者應盡量留在家中，避免外出，並考慮
透過親友協助處理購物等日常生活所需。 

第六招   寫日記 

寫日記作日程紀錄，例如寫下乘搭的的士車牌號碼， 
以協助接觸者追蹤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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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計劃、評估及收集意見– 
 
服務單位定期計劃、檢討及評估本身的表現，並制定有效的機制，讓服務使用者、員工及其他關注

的人士就服務單位的表現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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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 6 

 

 

 

 

 

 

 

 

 

 

 

 

 

 

 

 

 

 

 

 

 

 

 

 

 
 
 
 

第四招   早求醫 

如有任何身體不適（即使症狀非常輕微），應盡快向醫生
求診。衞生署向私家醫生提供免費的 2019 冠狀病毒病檢
測服務。普通科門診診所會繼續協助在不需面見醫生情
況下派發樣本收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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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只要你有愛心 

☺年滿 18歲或退休人士 

☺有時間又想幫助本區長者 

 

服務內容: 

電話慰問長者、陪診、陪伴長者購物、中心護送 

請立即登記 :  

親臨高怡邨高遠樓地下 1號 或 致電 2717 7491(李姑娘) 

 

 

                                               

   
 
 
 
 

你想為本區醫療服務發聲 

為認識公民權利和義務 

向區議會和立法會反映意見 

活動時間 : 2020年 11月至 2021年 1月 

地點：本中心 

活動詳情：小組培訓工作坊、「公民的權利與義務」講座、「約見區議員」、 

 「公民參與共創友善醫療社區」分享會 

＊參加者必需出席 4次活動* 

對象：中心會員(報名前需先面談) 

費用：全免 

報名查詢 : 親臨高怡邨高遠樓地下 1號 或   

        致電 2717 7491李姑娘 / 楊姑娘 
＊此活動由   觀塘區議會贊助＊ 

招募 
公民參與大使 

茶果嶺長者權益組  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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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體畫體驗 

日期：2020年 11月 3日 (星期二) 
時間：下午 2時 30分至下午 3 時 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運用不同顏色的顏料自然流動， 
   最後創作出獨一無二的作品。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8人 
報名日期：2020年 10月 19日(星期一) 
合辦機構：Joyful Square 

備註：1. 如已報名者，必須出席活動 
2. 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梁姑娘聯絡 

2020流行性感冒疫苗注射日 

日期：2020年 11月 24日 (星期二) 

時間：下午 2時 30分至下午 3時 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為有需要之會員注射流行性感冒疫苗，以增強其

   免疫能力。 

對象：中心會員 

按金：50歲或以上會員收取按金:$100  

   (注射後全額退回) 

報名日期：2020年 9月 7日至 11月 10日 
合辦機構：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陳姑娘聯絡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茶果嶺長者權益組   合辦 

「公民的權利與義務」講座 

日期 : 2020年 11月 23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9時 30分至上午 11 時正 

內容：香港公民的權利與義務 

講員：莫慶聯先生 

對象：中心會員及社區人士 

費用：全免 

地點：茜草灣社區會堂九龍茶果嶺道 81號 

索取入場券 : 親臨高怡邨高遠樓地下 1號 或  致電 2717 7491 (李姑娘 / 楊姑娘) 

＊此活動由   觀塘區議會贊助＊ 

美麗心情 

日期：2020年 11月 17日(星期二) 下午 2時正至下午 4時正 

   2020年 11月 21日(星期六) 上午 9時 30分至上午 11時 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用彩紙、彩珠、絲帶等材料制作花球。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10元 

名額：8人 

報名日期：2020年 10月 15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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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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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薰乾花擴香石 

日期：2020年 11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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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薰擴香石，可以散發香氣及吸收水氣、調節濕度，也可以當裝飾擺設，實用之餘，更能增添美感！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0人 

報名日期：2020年 10月 27日(星期二) 

合辦機構：Joyful Square 

備註：1. 如已報名者，必須出席活動 

2. 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梁姑娘聯絡 

 

「讚美操」齊齊跳 A班 20-21(一) 

日期：10月 7日至 12月 23日(逢星期三) 
時間：上午 9時正至上午 10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1.主要由讚美操協會導師負責帶領跳讚美

操，並有導師每次禱告作結束 
   2.此活動邀請讚美操協會導師負責帶領     
     跳讚美操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30元 
名額：10人 
報名日期：2020年 6月 1日開始 
備註：1.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楊姑娘聯絡 
   2.因疫情關係，故延期至 10月 7日繼續舉行 

「讚美操」齊齊跳 B班 20-21(一) 

日期：10月 7日至 12月 23日(逢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時 15分至上午 11時 15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1.主要由讚美操協會導師負責帶領跳讚美

操，並有導師每次禱告作結束 
   2.此活動邀請讚美操協會導師負責帶領     
     跳讚美操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30元 
名額：10人 
報名日期：2020年 6月 1日開始 
備註：1.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楊姑娘聯絡 
   2.因疫情關係，故延期至 10月 7日繼續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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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會員     名額：9人 

費用：$40 

報名日期：2020年 11月 15日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李姑娘聯絡 

樂齡小組 

日期：10月 8日至 12月 17日(逢星期四) 

時間：上午 9時 30分至上午 10時 45分 

地點：本中心或 Whatsapp 

內容：中文識字、唱歌、手工、遊戲、運動、 

   彼此分享等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20人 

報名日期：2020年 7月 20日開始 

備註：如有興趣，請與梁姑娘聯絡或留名輪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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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飯堂（11月） 

日期：11月 2日至 11月 30日(逢星期一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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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日期：2020年 10月 2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欲報名，請先跟梁姑娘聯絡或留名輪候。 

 
腦玩童俱樂部 20-21(三) 

日期：10月 7日至 12月 30日(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 2時 45分至下午 3 時 45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邀請長者一同進行「腦玩童」桌上遊戲活動，當中由
義工帶領及參與各種遊戲，享受一同遊戲的快樂時間。 

對象：中心會員/中心義工 
名額：40人 
費用：全免 

備註：1.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楊姑娘聯絡 

 2.為了鼓勵更多會員參加，特設"勤到獎"， 

 出席率達80%可獲禮物一份,但要看出席人數才決定

     會否有勤到獎 

鯉魚門支援活動 

日期：11月 19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時正至下午 3時正 
地點：鯉魚門邨鯉生樓對出空地 

內容：1.帶領長者做熱身運動   
 2.主題分享-防疫知識  
 3.介紹最新社區資源服務  
 4.派小禮物(包括防疫物資) 
對象：中心會員/中心義工 
名額：7人 
費用：全免 

備註：1.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楊姑娘聯絡 

「生命共行」義工訓練分享會 

日期：11月 25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9時 30分至上午 11 時 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由義工分享其探訪的情況，了解不同個案的需要，共同探討不同個案處理方法。 

對象：完成「生命共行」義工訓練課程之義工 

名額：40人 

費用：全免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李姑娘聯絡 

合辦機構：「生命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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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聚家工作坊 2 

日期：11月 16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1時正至下午 1時正 
地點：本中心/網上發放 
內容：- 認識認知障礙症及溝通技巧 
   - 了解活動作息對認知障礙症人士的重要性
     及安排原則 
   - 如何為認知障礙症人士安排日常活動作息 
   - 介紹合適的居家活動 
對象：中心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9人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楊姑娘聯絡 

捲紙義工小組延續活動(一) 
日期：11月 20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時正至下午 4時正 
地點：本中心/網上發放 
內容：讓已學習捲紙的義工到中心一齊製作慰問咭,
  加上中心職員的慰問說話寫在咭上,寄給患病
  及有特別需要關懷的長者,從中提昇義工自信
  心及學習不同形式去表達關心 
對象：中心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10人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楊姑娘聯絡 

 
 
 

「以愛護老」--  

樂聚家工作坊 
日期：11月 2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9時正至上午 11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 認識認知障礙症及溝通技巧 
   - 了解活動作息對認知障礙症人士的重要性
     及安排原則 
   - 如何為認知障礙症人士安排日常活動作息 
   - 介紹合適的居家活動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8人 
合辦機構：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倩姑娘聯絡 

"護老情心"  

樂聚家工作坊 
日期：11月 2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1時正至下午 1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 認識認知障礙症及溝通技巧 
   - 了解活動作息對認知障礙症人士的重要性
     及安排原則 
   - 如何為認知障礙症人士安排日常活動作息 
   - 介紹合適的居家活動 
對象：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8人 
合辦機構：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蔡姑娘聯絡 

「以愛護老」 
緩痛舒鬱香薰治療小組 

日期：11月 6日至 11月 17日(逢星期二及五) 
時間：上午 9時 30分至上午 10 時 30分 
地點：本中心/網上平台教學 
內容：導師教授舒緩痛症及抗鬱的按摩技巧，並提供香薰油為參加者進行按摩，放鬆情緒及壓力。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30元/4堂 
名額：6人 
合辦機構：心觸樂健康服務社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倩姑娘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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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光社服務知多 D! 
日期：11月 13日(星期一) 
時間：第一場：上午 9時正至上午 10時正  (名額：10人) 
   第二場：上午 10時 15 分至上午 11時 15分   (名額：10人) 
地點：本中心 
內容：以講座形式進行，講座內容包括由榕光社正、副主席介紹榕光社服務及夕陽之友的服務，讓參加的
   將來的事情有更美好的選擇。 
對象：護老者 
費用：全免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蔡姑娘聯絡 

「以愛護老」 
舒色填色遊戲 

日期：11月 27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9時 30分至上午 10 時 45分 
地點：本中心 / 網上平台 
內容：1. 從畫紙上滿佈密密麻麻的花草外，其特別
      之處在於只有線條，而無任何顏色，讓有
      需要護老者自行發揮創意填上顏色。 
   2. 如疫情期間，參加者可使用智能手機將作
      品上載到 whatsapp群組互相交流及分享。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6人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倩姑娘聯絡 

「生命旅程」後事規劃 講座 
日期：11月 24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9時 30分至上午 11時正 

地點：短片以 Whatsapp 內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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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有需要
   護老者全面了解。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30人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倩姑娘/蔡姑娘聯絡 

 

 

 

 

 

 

 

 

 

 

 

 

 

 

 

大家可以在家動動腦筋， 

答案會於下月公佈。

P.10 

http://www.hkcmis.org/


地址：九龍油塘高超道高怡邨高遠樓地下 1及 6號   電話：27177491   傳真：27093563 
電郵：kcr_info@hkcmis.org       網址：www.hkcmis.org      印刷數量：1000份 

 

健腦頻道 
日期：10月 19日至 11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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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播放 
內容：介紹不同的健腦方法，加以練習， 
   延緩腦筋退化 
對象：中心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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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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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名額：10人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沈先生聯絡 

樂聚家工作坊 
日期：11月 16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9時正至上午 11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 認識認知障礙症及溝通技巧 
   - 了解活動作息對認知障礙症人士的重要性
     及安排原則 
   - 如何為認知障礙症人士安排日常活動作息 
   - 介紹合適的居家活動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9人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沈先生聯絡 

認知障礙症照顧者修身堂 
日期：10月 31日至 11 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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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會員 
費用：10元 
名額：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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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全免 
名額：8人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沈先生聯絡 

 

售賣倍力康奶粉 

日期：11月 10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9時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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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或 

   與陳姑娘聯絡，以作分時段之安排 

售賣雅培奶粉 

日期：11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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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或 

   與陳姑娘聯絡，以作分時段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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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支持及提供寶貴的意見 

其他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號碼：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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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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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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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2717 7491   2020 年 11月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十六 2十七 3十八 4十九 5二十 6廿一 7 廿二 
 9:00 健步同行(一) 

9:00「以愛護老」- 
   樂聚家工作坊 
10:30 健步同行(二) 
11:00“護老情心” 
   樂聚家工作坊 
12:00 仁愛飯堂 
 3:30 健腦頻道 

 9:00 公民參與共創 
  友善醫療社區 
  小組訓練(一) 
12:00 仁愛飯堂 
 2:30 流體畫體驗 

9:00 「讚美操」齊齊跳 A班 
9:30 「生命共行」義工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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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 「以愛護老」 
   緩痛舒鬱香薰 
   治療小組 
 9:30 藝術治療樂繽紛 
12:00 仁愛飯堂 
 1:00 腦友工作坊 2 

10:00 認知障礙   
  症照顧者 
  修身堂 
 
下午休息 

8廿三 9廿四 10廿五 11廿六 12廿七 13廿八 14廿九 

中心休息 

9:00 健步同行(一) 
10:30 健步同行(二)  
12:00 仁愛飯堂 
 1:00 腦友工作坊 2 
 2:30 認知支援訓練 3 
 3:30 認知支援訓練 3 
3:30 健腦頻道 

 9:30 售賣倍力康奶粉 
 9:30 「以愛護老」 
   緩痛舒鬱香薰 
   治療小組 
10:15 金耆快樂人 
12:00 仁愛飯堂 

9:00 「讚美操」齊齊跳 A班 
9:30 「生命共行」義工訓練 
      探訪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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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腦玩童俱樂部 

9:30 樂齡小組 
12:00 仁愛飯堂 
2:30 認知支援訓練 3 
 3:30 認知支援訓練 3 

 9:00 榕光社服務 
  知多 D(一) 
 9:30 「以愛護老」 
   緩痛舒鬱香薰 
 9:30 藝術治療樂繽紛 
   治療小組 
10:15 榕光社服務 
  知多 D(二) 
12:00 仁愛飯堂 
 1:00 腦友工作坊 2 

10:00 認知障礙   
  症照顧者 
  修身堂 
 
下午休息 

15十月初一 16初二 17初三 18初四 19初五 20初六 21初七 

中心休息 

9:00 健步同行(一) 
9:00 樂聚家工作坊 
10:30 健步同行(二) 
11:00 樂聚家工作坊(二)  
12:00 仁愛飯堂 
 1:00 腦友工作坊 2 
 2:30 認知支援訓練 3 
 3:30 認知支援訓練 3 
 3:30 健腦頻道 

 9:30 「以愛護老」 
   緩痛舒鬱香薰 
   治療小組 
12:00 仁愛飯堂 
 2:00 美麗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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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鯉魚門支援活動

       2020-21(二) 
 2:30 認知支援訓練 3 
 3:30 認知支援訓練 3 

 9:30 藝術治療樂繽紛 
12:00 仁愛飯堂 
 1:00 腦友工作坊 2 
 2:00 捲紙義工小組 
  延續活動(一) 

 9:30 美麗心情 
10:00 認知障礙   
  症照顧者 
  修身堂 
 
下午休息 

22初八 23 初九 24初十 25十一 26十二 27十三 25十四 

中心休息 

9:00 健步同行(一) 
9:30 「公民的權利與義務」

        講座 
10:30 健步同行(二)  
12:00 仁愛飯堂 
 1:00 腦友工作坊 2 
 2:30 認知支援訓練 3 
 3:30 認知支援訓練 3 
3:30 健腦頻道 

 9:30 「生命旅程」 
   後事規劃講座 
10:15 金耆快樂人 
12:00 仁愛飯堂 
 2:30 流行性感冒 
   疫苗注射日 
 2:30 玩把戲班 2 

9:00 「讚美操」齊齊跳 A班 
9:30 「生命共行」 
    義工訓練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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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 長者委員會會議 
12:00 仁愛飯堂 
2:30 認知支援訓練 3 
 3:30 認知支援訓練 3 

 9:30 「以愛護老」 
    舒色填色遊戲 
 9:30 藝術治療樂繽紛 
12:00 仁愛飯堂 
1:00 腦友工作坊 2 
2:30 香薰乾花擴香石 

下午休息 

29十五 30十六      

中心休息 

9:00 健步同行(一) 
10:30 健步同行(二)  
12:00 仁愛飯堂 
 1:00 腦友工作坊 
 2:30 認知支援訓練 3 
 3:30 認知支援訓練 3 
3:30 健腦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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