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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友記大家好！
3月份開始，中心職員已陸續安排會員續會，久別重逢，很高興可以見到大家！雖然每個人都戴上口罩
（做得非常好！），但都掩不住大家興奮雀躍的表情！有會員跟我們說：「真開心，終於可以返黎喇！」

很想讚一讚大家，您們真的很厲害，很多會員一見到我們，都可以即時認出每位「幪面職員」，
和我們打招呼，佩服！佩服！

新一年度，期望中心活動可以慢慢恢復，因應疫情「新常態」，部份活動會改為網上進行，如透過
Zoom視像會議、以WhatsApp或Signal發放影片等，如情況許可，會安排實體活動，或網上同步進行，
希望能夠讓更多會員以不同形式參與中心活動。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大家切勿鬆懈，緊記要做好防疫措施，戴口罩，勤洗手，保持個人及環境衛生，
減少聚會，保持適當社交距離！
為了提供一個清潔安全的環境給大家，中心已完成了大清潔及噴灑納米消毒抗菌塗層，此安排亦會定期進
行，希望大家一起合作，配合中心的防疫措施，保持中心清潔，盼望疫情盡快退去！

有關疫情最新資訊，可瀏覽：
衛生防護中心網頁https://www.chp.gov.hk/tc/ 
同心抗疫網頁：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給老友記的抗疫小貼士 ，可瀏覽：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cps/sub_gp/

 

祝大家身心健康！

曾美怡姑娘



中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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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按社會福利署最新指引，中心由2月22日起逐步恢復正常，大型活動及
    偶到服務仍需暫停，部分活動維持以網上形式或預約形式舉辦實體小組
    活動，但仍需確保有足夠的社交距離，並受限於當時生效的
   《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第 599G 章）下有關羣聚人數
    限制的規定，及須採取適當的人流感染控制措施。各會員如欲了解最新安排，
    可定時瀏覽本會網站 www.hkcmis.org 或致電中心查詢。

任何人士進入本中心均需採取以下措施以確保安全，敬請合作！
 
1. 必須正確配戴口罩、量度體溫、並使用酒精搓手液清潔雙手。 
2. 如出現發燒、呼吸道感染徵狀、14 天內曾離境或曾與確診人士接觸都不應
   進入中心，應盡快求醫或於家居隔離。 
3. 曾進入中心之人士或其家屬如被列為懷疑或確診個案，應立即通知本中心。
4. 拍會員咭簽到，填寫健康申報表。

２）為方便會員在中心可以安心上網，學習使用通訊軟件，使用社交平台等
    網上媒體，中心現設有Wi-Fi.HK的免費 Wi-Fi(無線上網)服務，使用方法
    簡便，只需要按入 Wi-Fi標誌，選取「Wi-Fi.HK via HKCMIS_KCR_Free」，
    將會彈出另一頁面，在橙色格中「同意並連結」（或“Connect”）字樣的
    按鈕上按一下，不需輸入密碼，登入便可。如未能使用，可向本中心職員
    查詢。

3)續會／入會安排
因應疫情關係，為免人多聚集，所有*續會人士或新入會人士，請先致電中心，
與職員預約，敬請留意。
本年度2021/2022之會員收費將有所調整：
正式會員（60歲或以上） $21
活力會員（50-59歲）    $25

*請帶備舊會員證（如有）、身份證、住址證明、綜援證明（如有）及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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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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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名安排

中心WhatsApp：   5432 9400
(會員必須加入中心手機號碼於聯絡人通訊錄才能收到中心廣播之資訊)
中心Signal：   5432 9400
(由於WhatsApp更新服務條款及私隱政策，將與Facebook共享部份資料，
而用戶亦需於5月15日前同意有關條款，否則帳戶會被停用。
為此，中心新增Signal讓會員多一個途徑與中心聯絡。)

機構網址：www.hkcmis.org

機構FACEBOOK面書：搜尋「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Instagram：搜尋「解憂咖啡店」

機構及中心社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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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10：申請和退出服務

服務單位確保服務使用者獲得清楚明確的資料，知道如何申請接受和退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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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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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活動

「耆樂‧起動」家居運動--
上背‧姿勢篇（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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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年4月16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網上影片
內容：片中物理治療師會示範一套有助預防肩頸背痛、
            改善寒背的家居運動，全片長約9分鐘。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2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16日(星期二)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陳姑娘聯絡

日期：2021年4月17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0時30分
地點：本中心/網上影片
影片內容：家庭醫生蘇惜與司徒隸聯營「一家一」
                   社區診所。一天，診所來了一位跌傷了
                   腳的老人－秦伯......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5
名額：12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17日(星期三)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陳姑娘聯絡
影片來源：香港電台

仁愛影院-跌  不倒

同你打打氣系列~
生活達人

日期：2021年4月13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10時正至上午11時正
地點：WhatsApp網上平台
內容：WhatsApp分享家居清潔、收納等生活小技巧， 
            讓生活更輕鬆。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20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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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夢網掛飾
日期：2021年4月19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4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教授製作捕夢網的編織技巧，製作獨一無二的掛飾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8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15日(星期一)開始
合辦機構：樂滿坊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梁姑娘聯絡

同你打打氣系列~
開心一刻

日期：2021年4月20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10時正至上午11時正
地點：WhatsApp網上平台
內容：WhatsApp分享幽默有趣笑話， 
            齊來開心笑一笑吧！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20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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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心健康操
日期：2021年4月14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下午3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教授簡單輕快舞蹈，有助改善心肺功能，强身健體。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2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15日(星期一)開始
合辦機構：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梁姑娘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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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瑜珈操
日期：2021年4月22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學習瑜珈操運動，做個健康快樂人！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2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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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靚靚絲襪花
日期：2021年4月23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2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教授基本的絲襪花製作技巧,親手製作靚靚的絲襪花。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20
名額：8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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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彩繪隨手畫
日期：2021年4月26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下午4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透過輕彩繪體驗活動，創作溫馨卡片，感受
            藝術陪伴，讓參加者身心靈都得到放鬆！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10
名額：8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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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你打打氣系列~
心靈健康篇

日期：2021年4月27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10時正至上午11時正
地點：WhatsApp網上平台
內容：WhatsApp分享生活點滴，學習欣賞與感恩，讓心靈
            健康，活得快樂！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20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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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質密度/骨量檢查 手握力測試
日期：2021年5月3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4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透過儀器檢測及評估患骨質疏鬆的風險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25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29日(星期一)開始
合辦機構：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梁姑娘聯絡

日期：2021年5月6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用手握力測試器檢測肌肉強度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25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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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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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小組

智能手機程式
初階班 (4月份)A班

量血壓服務
日期：2021年4月12日至6月21日(逢星期一)
時間：上午9時正至上午10時15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為參加者進行度高、磅重、量血壓、血氧、脈搏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5
名額：25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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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8日至6月24日(逢星期四)
時間：上午9時正至上午10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中文識字、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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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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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7日至6月24日(逢星期四)
時間：上午9時正至上午10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1.提升長者對網絡和社交程式的認識
            2.學習使用應用程式
            3.與時並進，學習與別人網上溝通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4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29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張先生聯絡

中心活動
和諧粉彩之母親節

日期：2021年5月7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15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不需繪畫經驗，用手指直接繪畫， 創作出有
            節日主題的作品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5
名額：8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1日(星期四)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梁姑娘聯絡

DIY蒜頭燈
日期：2021年5月10日(星期一)
時間：A班：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正
           B班：下午3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蒜蓉炒菜惹味，但你有沒有想過，被當成垃圾的蒜頭衣可
            製作成燈？來一起製作出每人心中獨一無二的蒜頭燈吧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8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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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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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機程式
初階班 (4月份)B班

日期：2021年4月14日至6月23日(逢星期三)
時間：A班：上午9時正至上午10時正
            B班：上午10時15分至上午11時15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由讚美操協會導師教授及帶領跳讚美操，
            促進身心健康！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30
名額：A班：10人     B班：10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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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筋班

日期：2021年4月19日至5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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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坐在椅上，透過音樂配合保健運動，
            加強在疫情下做運的動機，
            令身體更健康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50
名額：10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10日(星期三)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李姑娘聯絡

日期：2021年4月19日至6月28日(逢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由專業導師教授拉筋伸展運動，
            改善血液循環，預防背部疼痛，
            緩解壓力。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50
名額：10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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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學堂」
快樂椅子舞21-22(一)

排排坐健康舞

讚美操齊齊跳

日期：2021年4月16日至6月18日(逢星期五)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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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作員帶領參加者在中心一同跳，增加互動，
               並感受現場歡樂的氣氛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20
名額：10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7日(星期三)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楊姑娘聯絡

日期：2021年4月12日至5月3日(逢星期一)
時間：上午9時正至上午10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1.提升長者對網絡和社交程式的認識
            2.學習使用應用程式
            3.與時並進，學習與別人網上溝通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4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29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張先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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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年4月22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4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中心長者義工上門探訪隱蔽、體弱及有需要之長者
對象：中心會員/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10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1日(星期四)開始
備註：1. 請各位義工留意，每年的12月至翌年的11月，
               義工在該年的服務時數達10小時，機構會有義工
               証書及禮物     
            2. 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楊姑娘聯絡

愛笑大家庭
(第二期)

日期：2021年4月19日至5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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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笑動作來做的運動，結合呼吸技巧，
           令人放鬆心情，舒緩情緒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15
名額：10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10日(星期三)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李姑娘聯絡

敲擊樂基礎班
(第二期)

日期：2021年5月11日至6月15日(逢星期二)(共6堂)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1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課堂包括唱詩歌、聖經分享、訓練(宗教章、
            社會章、教育章、體能章)及步操等
對象：55-75歲之女性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20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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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1年4月20日至5月18日(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1.參加者學習基本敲擊樂節奏和敲擊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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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名額：10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12日(星期五)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李姑娘聯絡香港基督女少年軍-

體驗班

溫馨仁愛關懷活動

腦玩童俱樂部
21-22(一)

日期：2021年4月7日至6月30日(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2時15分至下午3時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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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30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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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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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鬆一鬆2021.4(一)、(二)

在家去旅行日期：2021年4月23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正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鯉魚門三家村石礦場
內容：由職員外出拍片，短片分享。由中心出發，參觀鯉魚門石礦場盧葦草及三家村石灘燈影點
對象：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12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10日(星期三)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蔡姑娘聯絡

「以愛護老」
認知障礙症照顧者講座

「以愛護老」
認知障礙症照顧者修身堂

「以愛護老」
小眼睛看大世界

日期：2021年4月23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正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鯉魚門三家村石礦場
內容：由職員外出拍片，短片分享。由中心出發，
            參觀鯉魚門石礦場盧葦草及三家村石灘燈影點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8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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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老者/有需要護老者
日期：2021年4月16日(星期五)
時間：(一)：上午9時正至上午10時正
            (二)：上午10時15分至上午11時15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介紹有關照顧長者的最新資訊及照顧技巧，
            護老者亦可在活動前提出日常所遇到的困難
            或疑惑，社工在聚會時為會員解答
對象：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一)：8人           (二)：8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16日(星期二)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蔡姑娘聯絡

日期：2021年4月24日至5月22日(逢星期六)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1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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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10/4堂
名額：7人

日期：2021年4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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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飲食的重要、原則 
            2. 低鹽飲食的重要 
            3. 如何計劃、選購和烹調健康膳食
            4. 一些關於健康飲食的迷思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7人

備註：參加者必須出席4月17日的認知障礙症照顧者講座，方可參加修身堂的小組
合辦機構：香港中文大學那打素護理學院

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倩姑娘聯絡



認知障礙訓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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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年4月1日至6月30日
地點：本中心
內容：為認知障礙症/輕度認知障礙/
            有記憶問題人士介紹智能手機遊戲
            並提供技術支援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10
名額：50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15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沈先生聯絡

玩把戲班
日期：2021年4月13日至6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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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日期：2021年4月6日(星期四)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沈先生聯絡

認知障礙症照顧者月會(4月)
日期：2021年4月15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介紹認知障礙症的最新資訊、照顧技巧及
            社會資源，照顧者亦可在這平台提出日常
            所遇到的困難或疑惑，讓社工解答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8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15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沈先生聯絡

健腦頻道
日期：2021年4月13日至5月18日(逢星期二)
時間：下午4時正至下午5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介紹不同的健腦方法，加以練習，
            延緩腦筋退化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20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15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沈先生聯絡

健腦講座系列：
輕度認知障礙

日期：2021年4月23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網上
內容：透過短片或現場講座的形式向參加者了解
           輕度認知障礙與記憶力的關係，增加參加者
           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50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15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沈先生聯絡

遙距認知訓練
日期：2021年4月1日至6月30日
地點：本中心
內容：提供健腦習作供認知障礙症/
           輕度認知障礙/有記憶問題人士
           在家完成，訓練腦筋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10
名額：10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15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沈先生聯絡

手機支援訓練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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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達人
日期：2021年4月1日至6月30日
地點：本中心
內容：介紹手機遊戲給長者，並且介紹
           遊戲玩法及提供其他技術支援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10
名額：50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15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有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沈先生聯絡

認知評估

售賣雅培奶粉
日期：2021年4月14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10時正至上午11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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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罐
           (雅培在3月1日起調整售價)
   怡保康850克----$207/罐
備註：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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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如疫情嚴峻，售賣奶粉活動可能會暫停

認知障礙訓練活動

日期：2021年4月1日至6月30日
地點：本中心
內容：為參加長者進行認知障礙檢測，並且為評估
           問卷不合格的長者提供預防認知障礙症的資源及方法
對象：中心會員/認             費用：全免
名額：30人
報名日期：2021年3月15日(星期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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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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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支)
備註：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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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如疫情嚴峻，售賣奶粉活動 可能會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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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區
大家好！近年不同類型的騙案都不斷地發生，雖然大家的防騙意識都有所提高，
但還有不少人受騙，藉此機會，向大家分享一個真實故事，希望老友記能提高
警惕，慎防受騙！

珠珠某天收到朋友甲的WhatsApp，問「可唔可以幫我買張點數卡」，她當時正在
處理公事，思緒非常混亂及煩惱，於是在完全無懷疑及思考的情況下，
就按朋友甲的指示購買了幾次點數卡，過後才開始清醒及覺得有問題，
拒絕再購買。其後收到朋友乙的通知，朋友甲的WhatsApp被盜用了，
不要再幫她購買點數卡，珠珠這時才醒覺，立即去警署報案及致電銀行。

透過這個分享，各位老友記，如果收到電話/即時通訊程式，
問您「可唔可以幫我買張點數卡」或
「阿媽/爸，我出咗事，你入D錢去銀行俾我應急」，
無論是親人或朋友，都不要立即相信，應保持冷靜，與可信任的人商量及
致電對方求證，核實來電者身份，避免金錢損失。千萬不要用即時通信程式的
功能撥打電話，因為騙徒已盜用了你的資料，並不會接聽你的電話，
只會以文字形式溝通，令你一步一步跌入騙局。

提醒各位老友記，騙徒手法層出不窮，要時刻保持警覺。
遇騙案，有懷疑，即刻致電警方防騙易諮詢熱線，18222！
                                                      彭結池姑娘

18222

過往曾有不法份子假扮
政府部門或知名機構，
透過電話、電郵或短訊
要求市民下載手機或電
腦程式，以套取個人資
料及密碼，大家請小心
提防，切勿上當！

如有懷疑，請即致電香港警務處
防騙易 18222

切勿下載
可疑程式

提防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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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的答案，
供大家參考

不

足

從 無 牽 無 挂

少 缺 一 不 可 齒

年 而 救 舊

老 有 所 終 藥 到 病 除

成 復

一 言 不 發

色 香

吉 長

長 久

相 為 命 分

依 守

不 捨 爲

大家可以在家動動腦筋，
答案會於下月公佈。



中心開放時間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回郵地址：九龍油塘高超道
          高怡邨高遠樓地下1及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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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號碼：____________

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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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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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劣天氣警告緊急安排

如 閣下不想再收到此份刊物，請致電聯絡本中心，以便作出跟進。

督印人 曾美怡 | 編輯委員會 陳婷欣 彭結池 楊祈敏 沈智偉 蔡惠玲 曾嘉倩 李惠芬 梁連珍 陳旭 | 印刷數量100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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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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二十 2 廿一 3 廿二 
    2:30 長者中文基礎班 I 

2:30 智能手機程式 
初階班(3 月份) 耶穌受難節 

耶穌受難節 
翌日 

4 廿三 5 廿四 6 廿五 7 廿六 8 廿七 9 廿八 10 廿九 

清明節 

 
中心休息 

清明節翌日 復活節翌日 

9:00 智能手機程式初階班 
 (4 月份)A 班 
2:15 腦玩童俱樂部 21-22 

9:00 樂齡小組 
2:30 長者中文基礎班 I 

2:30 長者電腦基礎班  
下午休息 

11 三十 12 三月初一 13 初二 14 初三 15 初四 16 初五 17 初六 

中心休息 

9:00 量血壓服務 
9:00 智能手機程式初階班 
  (4 月份)B 班 

 9:30 售賣倍力康 
10:00 同你打打氣系列~ 
      生活達人(4 月) 
10:30 金耆快樂人 
 2:30 玩把戲班 
 2:30 長者中文基礎班 I 
 4:00 健腦頻道 

9:00 智能手機程式初階班 
  (4 月份)A 班 
9:00 讚美操齊齊跳 A班 
10:15 讚美操齊齊跳 B 班 
10:00 售賣雅培奶粉 
2:15 腦玩童俱樂部 21-22 
2:30 護老健康操 

9:00 樂齡小組 
2:00 認知障礙症照顧者 

月會(4 月) 
2:30 長者中文基礎班 I 

9:00 護老鬆一鬆 
2021.4(一) 

10:15 護老鬆一鬆 
      2021.4(二) 
10:30 「耆樂。起動」 
       家居運動-上背。 

姿勢篇(坐) 
2:00 「仁愛學堂」 

快樂椅子舞 21-22 
 2:30 長者電腦基礎班 

9:30 「以愛護老」 
     認知障礙症 

照顧者講座 
9:30 仁愛影院 
     跌  不倒 

下午休息 

18 初七 19 初八 20 初九 21 初十 22 十一 23 十二 24 十三 

中心休息 

9:00 量血壓服務 
9:00 智能手機程式初階班 
  (4 月份)B 班 
10:30 拉筋班 
2:00 捕夢網掛飾 
2:00 排排坐健康舞 
3:30 愛笑大家庭(第二期) 

10:00 同你打打氣系列~ 
      開心一刻(4 月) 
10:30 敲擊樂基礎班 

(第二期) 
 2:30 玩把戲班 
 2:30 長者中文基礎班 I 
 4:00 健腦頻道 

9:00 智能手機程式初階班 
  (4 月份)A 班 
9:00 讚美操齊齊跳 A班 
10:15 讚美操齊齊跳 B 班 
2:15 腦玩童俱樂部 21-22 

 9:00 樂齡小組 
10:30 長者瑜珈操 
 2:00 溫馨仁愛關懷活動 
      21-22(一) 
 2:30 長者中文基礎班 I 

10:00 「以愛護老」 
       小眼睛看大世界 
10:00 在家去旅行 
10:30 靚靚絲襪花 
10:30 健腦講座系列： 
      輕度認知障礙 
2:00 「仁愛學堂」 
      快樂椅子舞 21-22 
 2:30 長者電腦基礎班 

9:30 「以愛護老」 

      認知障礙症 

      照顧者修身 

堂 

下午休息 

25 十四 26 十五 27 十六 28 十七 29 十八 30 十九  

中心休息 

9:00 量血壓服務 
9:00 智能手機程式初階班 
  (4 月份)B 班 
10:30 拉筋班 
 2:00 排排坐健康舞 
2:30 輕彩繪隨手畫 
3:30 愛笑大家庭(第二期) 

10:00 同你打打氣系列~ 
      心靈健康篇(4 月) 
10:30 敲擊樂基礎班 

(第二期) 
 2:30 玩把戲班 
 2:30 長者中文基礎班 I 
 4:00 健腦頻道 

9:00 智能手機程式初階班 
  (4 月份)A 班 
9:00 讚美操齊齊跳 A班 
10:15 讚美操齊齊跳 B 班 
2:15 腦玩童俱樂部 21-22 

9:00 樂齡小組 
9:45 長者委員會會議 21-

22 
2:30 長者中文基礎班 I 

2:00 「仁愛學堂」 
      快樂椅子舞 21-22 
2:30 長者電腦基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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