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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消息 

由於疫情反覆，為避免因群眾聚集而增加相互感染的風險，社會福利署於 2020 年 11 月

30 日再次更新指引，本中心暫時不設偶到開放及舉辦大型活動，只維持有限度服務，部

分活動會暫停或改以網上形式進行。如在衡量過疫情及本區實際情況許可的前題下，中

心或會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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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服務會不定時因應社署就疫情發展所公佈的最新指引而作出調動，各會員如欲

了解最新安排，可瀏覽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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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頻道 

          中心 WhatsApp︰ 5681 3095 或 掃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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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1 3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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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網站：www.hkcmis.org 或 掃瞄 

 

機構 Facebook : 搜尋「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或 掃瞄 

 

中心 Youtube：搜尋「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莊重文敬老中心」 或 掃瞄 

 

活動安排 

由於受疫情影響未能全面開放，中心月訊會以投寄形式傳遞予各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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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亦可瀏覽本會網頁了解最新活動安

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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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後才作實，先報先得。 



  

2021/2022年度續會及新入會安排 

因應疫情關係，為免人多聚集，所有新入會或續會人士均需致電中心預約

時間方可前來辦理手續，敬請留意。 

時段 對象 備註 

續會週 

15/3/2021 至

19/3/2021 

2020/2021 年度之有效會員 - 請各位先致電中心預約時間 

- 帶備舊會員證及會費 

1/2/2021 起 

(15/3-19/3 暫停) 

- 新入會人士 

- 非 2020/2021 年度之舊會員 

- 請各位先致電中心預約時間 

- 帶備舊會員證(如有)、身份證、

住址資料及會費 

經審視本年度情況後，中心於 2021/2022 年度之會員收費將有所調整 

正式會員(60 歲或以上)    $21 

耆青會員(50-59 歲)         $25 

新成員加入中心 

各位老友記可以叫我做周姑娘。我是剛剛加入的活動助理，很高興

加入莊重文中心！我主要負責教大家使用 Zoom 和手機教學，也會

設計一些小手工，讓大家能在家中製作。我剛加入中心接近一個

月，接觸了不少會員，感覺會員都很和藹可親，希望接著可以和大

家加深認識。 

中心免費 Wi-Fi 熱點 

中心安裝了 2 個新免費 Wi-Fi(無線上網)，使用方法更為友善，只需

要按入  Wi-Fi 後，選「Wi-Fi.HK via HKCMIS_CCW1」或「Wi-

Fi.HK via HKCMIS_CCW2」，並將會彈出另一頁面，掃下頁面底

部，在橙色格中「同意並連結」字樣的按鈕上按一下，不需要密碼登

入便可使用。如未能使用，可向本中心職員查詢。 



 

中心職員 
恭祝大家 

            2020經歷了悲傷但卻又溫暖的一年，很感恩中心在

疫情中收到不同的公司、有心人士及會員的熱心捐贈，將

滿滿的暖意傳送給更多長者。新年將至，希望牛來運轉，

疫情減退。祝各位健康快樂、平安順心！ 

                                 王嘉文主任 

 

 
            今年雖然未有如往年般那麼多賀年活動，但

新年仍是與家人朋友回顧過去，展望將來的好日

子，希望各位老友記仍能在新一年身體健康，祝福

滿載! 

                                 吳梓毅先生 

 
            2020 年是個疫症橫行的一年，終於能迎接新

的一年到來，我在這裡祝大家在牛年，牛年吉祥、牛

年如意、牛年大吉、牛年順利、金牛報喜、金牛賀

歲、金牛迎春、金牛納福、金牛獻瑞、金牛賀春。再

度祝福大家在 2021年都能「牛轉乾坤，鼠氣全消」！                

               

許詠兒姑娘 

 



 

中心職員 
恭祝大家 

            過去一年我哋係中心同大家見面時間少左好

多，今次可以係度同大家拜過早年，真係十分開心。

踏入牛年，祝各位老友記牛年行大運，好運連連財

源滾滾，牛轉乾坤行大運。最緊要各位身壯力健，平

平安安，希望快 D同大家見面！ 

                                 黃家麗姑娘 

 

 
冬季過後迎金牛 

兒孫滿堂慶新年 

祝君健康皆愉快 

您我共享中心樂 

                 許冬兒姑娘 

 

            各位長者、護老者，在這裡先與各位拜個

早年︰ 「祝各位喜從牛來、金牛祈福，闔家幸

福！」 希望在新一年，能夠在中心與你們相見，

再次見到你們快樂的面容！ 

                                 黎俊傑先生 

 

 



 

中心職員 
恭祝大家 

            2020 雖然是艱難的一年，但都會過去的! 

2021 又悄悄的到來了! 冀望這一年所有的不安和

焦慮都一一除去，疫症更加要遠離! 新春來臨、新

的氣象、新的願望 ; 所有的祝福、所有的快樂和

健康都全屬於你和我!  

                                 郭桂英姑娘 

 
新年到，祝您今年好運馬上來、富貴榮華隨時

來 、身體健康跟著來 、喜事臨門連連來、吉祥如意

滾滾來、金銀財寶抱滿懷、闔家平安發大財呀! 

                                 黃頌寧先生 

 

            各位會員大家好！今年天氣特別凍，大家

保重身體。在過去一年因疫情關係與大家沒有太

多時間見面，希望新一年疫情快點消失，再一起

相聚。祝大家身壯力健、事事如意、笑口常開！ 

                                 馮金蓮姑娘 

 

 



 

中心職員 
恭祝大家 

        快要迎接 2021農曆牛年到來！過去一年真是

前所未有的艱難，長者要悶在家中避疫，明白到

護老者的壓力增添不少，因此更覺護老者的重

要，我們對家屬和傭工表示深深的讚賞！願牛年

不斷傳來疫情好消息，在此祝你們龍馬精神，平

安大吉！            黃錦萍姑娘 

 

 
    祝各位老友記新年快樂,心想事成！新一年希

望大家都保持身體健康！疫情能盡快緩和, 恢復恆

常活動。希望各位老友記和家人來年也能保持健

壯的體魄，充滿正能量。祝大家牛年快樂！                               

   周思樂姑娘 

 
            在過去的一年中，最令我記憶猶新的一件事

就是親耳聽到一位長者說：“中心就是我的第二個

家。從前沒有疫情時，我幾乎一天都會呆在中

心。”在此，我借這個平臺同我們的家人送上真誠

的祝福：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裏健康長壽，新春快

樂，永遠戀著這個家！ 

                                 陳旭姑娘 

 



粵語流行曲小組 
日期︰2021年1月5、12、19、26日(逢星期二) 

  2月2、23日  
  3月2、9、16、23日 

時間︰下午 2 時正至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本中心正址 

內容︰內容︰溫習粵語舊歌，練習拍子和音調! 享
受唱歌的樂趣! 

對象︰會員 
費用︰30 元 
報名︰2020 年 12月 29 日(星期二)起 
備註︰因疫情關係，此活動將延期舉辦，

有興趣之會員仍可致電中心查詢 

 

  耆義智醒運動訓練 2 
日期︰2021 年 2月 4 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 3 時正至 4 時 30 分 
地點︰Zoom 網上進行 
內容︰物理治療師向義工講解如何幫助認

知障礙症患者做合適的運動。  
對象︰義工  
費用︰全免  
報名︰請向家麗姑娘報名 

智腦友 
日期︰2021年2月4及18日 

  3月4及18日 (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 2 時正至 3 時正 

地點︰本中心正址 

內容︰義工協助帶領長者參與不同的桌上遊戲，訓練

認知能力。 

對象︰記憶力退減或患有早期認知障礙長者 

費用︰全免 

報名︰請向家麗姑娘報名 

備註︰中心會因應疫情發展調整活動模式，若實體活

動未能恢復，此活動將改以訓練工作紙形式投

放於勵德邨參加者信箱作自行練習 
 

國語流行曲小組 
日期︰2021年1月 8、15、22、29日 

   2月5、26日(逢星期五) 
              3月5、12、19、26日 

時間︰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中午 12 時正 
地點︰本中心正址 

內容︰內容︰溫習國語舊歌，練習拍子和音調!  
對象︰會員 
費用︰30 元 
報名︰2020 年 12月 18 日(星期五)起 
備註︰因疫情關係，此活動將延期舉辦，

有興趣之會員仍可致電中心查詢 

領取生日禮物 
1月至3月生日之會員可於2020年
1 月 2日至 3 月 31日期間攜帶有
效之會員証蒞臨中心領取生日禮物
壹份，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智」享生活講座 
日期︰2021 年 2月 5 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 3 時至 4 時 30 分 
地點︰Zoom 網上進行 
內容︰如何透過多元的生活方式延緩認知

衰退及規劃將來。 
對象︰中心會員及護老者 
費用︰全免 
報名︰請向家麗姑娘報名 

認知活動小組 

中心活動小組 

中心提供之服務 

長者外展支援服務、護老
者支援服務、輔導服務、
義務工作發展服務、認知
障礙症服務、復康用品借
用、各類教育及社交康樂
活動、提供諮詢及轉介服
務(申請院舍、社區照顧服
務、關愛牙科等) 



 

例會 
日期：逢星期五 
時間：上午 9 時 30分至 10 時 30 分 
形式：Zoom網上進行 
內容：主題分享及資訊發放 
報名：中心會於每次活動前透過 WhatsApp

傳送登入連結予各位；又或大家可於
活動時間內掃瞄二維碼進入。 

 

 

 

 

飛鏢原理班 
日期︰2021 年 2月 5 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 2 時 30分至 3 時 30分 
地點︰網上發放 
內容︰透過 WhatsApp 發放影片教授飛鏢

的原理及認識鏢靶的計分方法。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報名︰請向許詠兒姑娘報名 

活力節奏鼓樂班 
日期︰2021年1月21、28日(逢星期四) 

  2月4、25日  
3月4、11、18、25日 

時間︰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中午 12 時正 
地點︰中心副址銅鑼灣渣甸街 36 號 3樓 

內容︰內容︰教授鼓樂 24 式 
對象︰會員 
費用︰40 元 
報名︰2020 年 12月 3 日(星期四)起 
備註︰因疫情關係，此活動將延期舉辦，有

興趣之會員仍可致電中心查詢 
 

 

獨居支援組 
日期: 2021 年 2 月 9 日(星期二)及 

 3 月 9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3時 30分至 4 時 30分 
地點: 本中心正址 
對象: 勵德邨獨居長者 
內容: 提供最新社會資訊，探討熱門話題，

建立鄰里互助關係 
費用: 全免 
報名: 向吳梓毅先生查詢 
備註: 中心會因應疫情發展調整活動模

式，若實體活動未恢復，中心社工
會經信箱把相關活動材料給參加者
在家完成，再由社工個別跟進 

上門剪髮服務 
日期: 2021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三)  
時間: 下午 1時正至下午 4 時 30分 
費用: 會員 32 元(不設活動當天售票) 

非會員長者 42 元 
內容: 剪髮師傅以便宜價錢提供到戶剪髮服務 
報名: 2021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一)起 

義工維修服務 
日期: 2021 年 2 月 6 日(星期六)及 

 3 月 6 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 時正至 12 時正 
內容: 由社署維修義工協助區內獨居或雙老

長者進行簡單家居維修 
報名: 請向吳先生報名 
備註: 社署將按疫情發展，於服務日子一星

期前決定是否按原定時間提供服務 

中心活動小組 

長者中文班 
<勞工及福利局 資助> 

日期: 2020年12月2、9、16、23、30日  
2021年1月6、13、20、27日 

2月3、10、24日(逢星期三) 
時間: 中文班: 上午 9 時正至 10 時 30分 
地點: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 36 號 3樓全層  
費用: 各班 30 元/12 堂  
內容: 教授長者認識中文基礎 
導師: 羅健儀老師 
報名: 向中心職員查詢 
備註: 因疫情關係，此活動將延期舉辦，有

興趣之會員仍可致電中心查詢 
 

網上節拍椅子舞 
日期: 2021 年 1月至 3 月  
費用: 全免 
內容: 每月尾長者可透過中心 Youtube頻

道及 WhatsApp 發放，欣賞椅子舞
運動影片，在家鍛鍊。 



 

甩出好心情 
日期: 2021 年 2 月 3 日(星期三) 及 

 3 月 3 日(星期三) 
時間: 上午 9時正至 10 時正 
地點: 本中心正址 
內容: 運用平甩功的鍛鍊方法，幫助參加

者調整個人情緒狀態，以及運用
「每日心情簡報」的練習，幫助
參加者提升對個人情緒覺察 

對象: 中心獨居會員，以及懷疑自己受情
緒困擾的人士 

費用: 全免 
報名: 請向中心社工吳先生查詢 
備註: 中心會因應疫情發展調整活動模式，

若實體活動未恢復，中心社工會經訊
息把相關教學影片傳給參加者，再由
社工個別跟進 

耆英組 
日期: 2021年2月24日(星期三)及 

 3 月 31 日(星期三)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3時30分 
地點: 本中心正址 
對象: 男士會員 
內容: 分享、討論每月不同熱門主題 
費用: 全免 
報名: 向吳梓毅先生查詢 
備註: 中心會因應疫情發展調整活動模式，若實

體活動未恢復，將改以ZOOM網上聚會 

長者電腦班 
<勞工及福利局 資助> 

日期: 2020年12月4、11、18日(逢星期五) 
2021年1月8、15、22、29日 

2月5、26日 
時間: 上午 10 時正至中午 12時正 
地點: 中心副址銅鑼灣渣甸街 36 號 3 樓 
內容: 教授簡易電腦操作、電腦基礎 
費用: 30 元/9 堂 
導師: 陳俊溢先生 
報名: 向中心職員查詢 
備註: 因疫情關係，此活動將延期舉辦，有興趣

之會員仍可致電中心查詢 

詩情畫意賞月夜 
<灣仔區議會 贊助> 

日期︰2021年3月18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 時正至下午 10時正 
地點︰本中心正址集合、大埔、荃灣 
內容︰荃灣激安之殿堂，到大埔荷華庭晚

膳、賞月、猜燈謎。 
對象︰灣仔區 60歲或以上長者 
費用︰130 元 
報名︰2021 年 2月 16 日(星期二)起 
備註︰中心會因應疫情發展調整活動，若此

活動日期未能恢復實體活動，此活動
將取消或延期 

晚情幸福在我手 
日期: 2021年2月25日至4月1日(逢星期四) 

(2月23日上午10:00會教用Zoom一次) 
時間: 上午10時正至11時正 
形式: Zoom網上教學 
內容: 學習保持良好情緒，正面面對人生

中的各種得失。 
收費: 全免 
導師: 香港樹仁大學實習輔導員招姑娘 
報名: 2021 年 2 月 1 日(星期一)起 

在家防疫樂安康 
<灣仔區議會 贊助> 

日期︰2021年2月1日起(額滿即止) 
地點︰本中心正址領取 
內容︰領取手工材料讓長者可以在 2 月 4

日及 18 日(10:00-11:00)在中心製
作或長者可在 2 月 5 日及 22 日
(9:30-10:30)透過 ZOOM 學習如何
製作手工，完成後可領取防疫禮品
一份(2月 22 日至 27 日領取)。 

對象︰灣仔區 60歲或以上長者 
費用︰全免 
報名︰2021 年 2月 1 日(星期一)起 

中心活動小組 



立春迎新歲 
日期: 2021 年 2 月 3 日(星期三) 
時間: 下午 2 時 30分至 3 時 30分 
地點: Zoom 網上進行 
費用: 全免 
對象: 有需要護老者及其長者 
內容: 透過 Zoom視像與護老者賀年及玩

遊戲，鄰舍間互相祝賀慶牛年。 
報名: 2021 年 1月 25 日(星期一)起 

向萍姑娘報名 

 

護老 HO HA HA 
日 期: 2021 年 3 月 16 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2時正至3時正 
形式: Zoom網上進行 
費用: 全免  
對象: 護老者 
內容: 與護老者一同進行大笑瑜珈，大笑減

壓。 
報名: 2021年2月23日(星期一)起 

向黎先生報名 
 

護老者活動小組 

 

 

日復一日的扶行、抹身、餵食、以至無微不至的關愛，是很多照顧者每日面

對的負擔。然而，照顧者的心路歷程，他們如何在巨大壓力下仍能撐下去，

他們的內心掙扎，又有誰能知道？ 

 

在去年 11-12月間，中心舉行了「愛從不退化」活動，當中招募了數位正照

顧認知障礙症患者的照顧者，邀請他們和中心社工分享自己的故事。在分享

當中，我們鼓勵參加者分享他們和被照顧者如何建立感情連繫，因我們相信

推動照顧者委身的動力是來自一份情。 

 

參加者黃姐(化名)分享道：「能夠繼續如此盡心盡力照顧丈夫，其實源自過

去和丈夫「拍住上」經營家庭生活的經驗。當年是由家中長輩安排認識丈夫

的，但讓我願意嫁給丈夫的原因是丈夫純品和「就得人」的性格，這讓我感

到安心和他「拍住上」，而丈夫亦沒有讓我失望。」 

 

另外，我們亦引導參加者反思他們在照顧經歷中所展現的個人特質，因我們

相信照顧者堅毅的個人特質正是他們最寶貴的資源，亦希望以此給予他們一

份肯定。 

 

參加者芳姐(化名)分享道:「回想這些年來的經驗，我是出於保護的心態而挺

身而出處理不少危機，為人打點一切，這些經歷亦鍛鍊出我勇於承擔的性

格。」 

 

漫長的照顧確實會令人感到身心俱疲，但我們發現每一位照顧者身上總有一

份耐力或信念去堅持，這都十分值得我們欣賞。藉著分享照顧者故事，希望

勉勵一眾照顧者知道一路上仍有很多同行者作伴，保持正面心態面對這條照

顧之路。 

「愛從不退化」活動分享 



護老友里(2月) 
日期: 2021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 2時正至 3 時正 
形式: Zoom 網上進行 
費用: 全免  
對象: 護老者  
內容: 網上開辦護老者聚會，檢討本年及討

論來年護老者活動方向 
報名: 2021 年 2 月 1 日(星期一)起 

向黎先生報名 

護老友里(3月) 
日期: 2021 年 3 月 23 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 2時正至 3 時正 
形式: Zoom 網上進行 
費用: 全免  
對象: 護老者  
內容: 網上開辦護老者聚會，分享及討論

如何在疫情下減壓 
報名: 2021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一)起 

向黎先生報名 

 
 

開年開腔唱好年 
日期: 2021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 2 時 30分至 3 時 30 分 
地點: Zoom網上進行 
費用: 全免 
對象: 有需要護老者及其長者 
內容: 與護老者及長者互相祝賀，唱賀年

歌，點唱，玩開年遊戲。 
報名: 2021 年 1月 25 日(星期一)起 

向萍姑娘報名 
 
 
 
 
 
 
 
 
 
 
 
 
 
 
 
 

疫情下的繟繞之道(進階班) 

日期︰2021 年 3月 4 日、11 日、18 日 
及 25 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 2 時正至 3 時 30 分 
對象︰護老者 、經社工邀請之會員 
費用︰全免 
內容︰教授護老者繪畫繟繞畫(Zentangle)

舒緩壓力 
形式︰Zoom 網上進行 
報名︰2021 年 1月 29 日(星期五)起 

向黎先生報名 
 

復康用品轉贈 
中心現有下列用品，如有需要請向 

黃錦萍姑娘查詢。 

轉贈︰(轉贈完即止) 

 成人紙尿片(大碼 2包 10 片裝； 

中碼 1 包 10片裝) 

 助行架(2 部) 

 四腳叉(2 支) 

「家添新春意」賀年花藝擺設 
日期: 2021 年 2月 1 日至 2 月 11 日 
地點: 到中心領取手工物資 
費用: 30 元 
對象: 有需要護老者及其長者 
內容: 派發賀年擺設手工套裝給護老者及

長者於家中製作，另有教學短片傳
送給大家參考 

報名: 2021 年 2月 1 日(星期一)起 
向萍姑娘報名 

三花奶粉印花換領日 
日 期: 2021年2月23日及3月23日(星期二) 
時間: 上午 9 時 30分至 12 時正 
地點: 本中心正址 
有需要換領三花印花之長者， 請攜帶 3 個
月內的購買收據及印花簿進行換領。 

***如有任何疑問，請與黎先生聯絡。*** 

護老者活動小組 



   

「義」學和諧粉彩賀新年 
日期: 2021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三) 
時間: 下午 3時正至 4 時正 
地點: Zoom網上進行  
對象: 義工 
費用: 全免 
內容: 活動前到中心領取材料，透過

Zoom 教授和諧粉彩，慶祝新年
的來臨 

報名: 2021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一)起 
向黃先生報名 

「義」 扭夢幻氣球班 
日期︰2021 年 1 月 18、25 日及 2 月 1、8、    

22 日及 3 月 1 日(逢星期一) 
時間︰下午 3 時 30 分至 5 時正 
地點︰Zoom 網上進行 
費用︰100 元(六堂) 
對象︰會員/義工 
內容︰導師教授製作不同造型的氣球方法。 
報名︰2020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一)起 

向黃先生報名 

智慧解鎖齊動腦 
日期︰2021 年 2月 1 日至 3 月 31日 

內容：中心最近購買很多不同的「鎖」，而這些 「鎖」 

需要大家的智慧協助中心去解開。會員可以憑會

員證來中心借玩智慧鎖(每次只能借一個鎖，借用

期為七天)如果能夠協助解開，及教會解開方法，

可以來中心換領小禮物壹份。 

對象︰會員/義工 

費用︰全免                                             報名及查詢: 黃先生 

奶粉訂購週 
日期︰ 2021年 2月 1日至 2月 5日  及   2021年 3月 1日至 3月 5日  
時間︰ 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地點︰ 本中心正址 
以下為各奶粉類別及價格︰ 

- 金裝加營素︰HKD$166 (900克), HKD$80 (400克) 
- 低糖加營素︰HKD$171 (850克) 
- 活力加營素︰HKD$193 (850 克) 由於雅培價格調整3月1日起加至HKD$200 (850克) 
- 怡寶康︰HKD$208 (850克), HKD$93 (400克) 
- 雀巢三花雙效降醇素營養奶粉︰HKD$100 (800克) 
- 雀巢三花高鈣活關節低脂奶粉︰HKD$85 (800克) 
- 雀巢三花柏齡健心較低脂奶粉︰HKD$75 (800克) 
- 雀巢三花高鈣健骨低脂奶粉︰HKD$75 (800克) 
- 培力康奶粉︰HKD$80 (500克)                                                              *必須出示有效之會員証* 
- 培速定(雲呢拿味/意大利咖啡味)︰HKD$480(24支)    
如有興趣訂購奶粉之會員及護老者，請於指定時間與職員登記及付款，貨物到達時會通
知到中心取貨，如有任何疑問，請與黎先生聯絡。 
備註︰請留意奶粉的名稱及容量是否正確，一般情況下，訂購後恕不退換。 

奶粉服務祗供會員福利用途，不得轉售或轉贈。 
 
 
 
 

護老者活動小組 

義工活動小組 



      

太陽花的哲理 

大家有見過這朵可愛的太陽花嗎？有沒有給你開心和溫暖的

感覺呢？這朵色彩斑爛、面帶笑容的太陽花是日本藝術家村上隆

的作品。香港<大館>在 2019 年中亦曾經舉辦過村上隆先生的作

品展，未知大家有否參與其中呢？這個太陽花的設計看似簡單，

但它卻為村上隆先生帶來不少商機，從名牌手袋到服裝品牌都紛

紛和它合作推出聯名產品，深受愛戴。但在太陽花開心的笑臉

上，你又能細心發現它的眼睛其實是笑中有淚嗎？ 

村上隆是東京藝術大學博士，在看似成功的背後，他深深感

受到自己在當代藝術世界的舞台上所獲得的不公平待遇，原因不

為什麼，只是因為他是一位亞洲人。縱然背後藏了不少辛酸，但

村上隆的創作大部分都是充滿歡樂和正面的，這滴不為人知的淚

水其實蘊含了他的一個人生哲理，就是：即使痛苦，也須保持微

笑。 

他在 2012 創作《太陽花與骷髏》，骷髏骨是要記錄二次大戰美國在長崎投

下原子彈及 2011 年發生福島核爆的慘痛災難。日本面對一次又一次的困境絕

望，他仍然將太陽花放在畫中，就是希望傳遞一個信息：人生在世一定會遇到形

形式式的困難，有些更是我們沒有能力去反抗的，調整好心態，帶著微笑去面對

風風雨雨才最重要。在經歷一整年疫症的困擾下，最近亦有收到有關村上隆先生

的藝術創作公司面臨破產危機的消息。他在訪問中亦提到「很多人只看到他的風

光，而不知他承受了多少痛苦。但他仍然會調整好心態，繼續奮戰的」。 

我們很多時或許只看到別人的幸運、看到別人的歡顏，

埋怨自己比別人慘，比別人不幸。然而，「一家唔知一家

事」，別人的強顏歡笑、笑中有淚你又知道多少呢！每個人在

不同的生命旅程之中想必都會經歷過高低起跌，村上隆先生的

太陽花哲理亦是提醒著我們，每個人背後其實都會有艱難的時

刻，在面對困境時嘗試加上一絲微笑，調整好心態，好好活在

當下，或許會令你有一個新的角度去迎接困難呢。 
 

       「群組管理員」 
小明又失業，迷惘之際見到一份關於人力資源管理嘅工作，咁佢就膽粗粗走去見

工。見工時，人事部問小明：「你有無人力資源管理方面嘅經驗？」小明就話：「有

啊，我都係做開呢啲工作嘅，過去我都管理得井井有條，唔使驚！」人事部又問：「咁

就太好啦，想問你做過邊間公司嘅人事部？」小明：「無喎！」人事部：「咁你管理過

啲咩？」小明：「我 WhatsApp 有十幾個群組，都係我做管理員㗎！」 

專欄區4 



  

蝦妹共你 
 

我們中心有一位會員很少人知道她真名字，

但整個東區也知道她叫蝦妹(這並不是她的乳名)，

名字也因我而起。 

 

    在 1993 年我編了一個歌劇，由歌唱組組員配合

會員演出一首以[蝦妹共你]作主題 邊唱邊做的劇

目。故事講述蝦妹偶遇福水哥(蝦妹共你)兩人一見

如故，相親相愛、把臂同遊(雙星情歌)，後來相約

提親(舊歡如夢)，可惜蝦妹失約，福水哥傷心難過

(相思淚)。 
 

經過幾十年的某一天，蝦妹在街上又相遇年

邁的福水哥，大家都唏噓感慨，福水哥追問蝦妹失

約因由，原來蝦妹被家人迫婚下嫁馬文才，以致不

能面對福水哥感非常內疚，福水為了蝦妹終身未

娶!一對相愛的人終不能成眷屬。(恩情於今化煙

雲，未許再續情份…….)該節目當年參賽獲全港耆英

演藝大賽鑽獎及最佳創意獎、活力老年在東區---

時代活力金獎。     
 
 
 
 
 
 
    
 

除了歌唱組成員，女主角由楊鳳群演出，福水哥分年輕

版和年老版，由葉就成和鄭銳聯飾演。兩位福水哥都離開了我

們了! 此劇目讓大家都認識了蝦妹這位精靈活潑的長者，她也

發掘了自己的所長，其後落力參予各項表演與長者同樂! 最近

我也探訪過她，年近 90 仍然是魄力無限，風趣開朗……….她積

極製作和創新利是封飾物，身穿的大褸也是自己縫製的

呀!!!!!!!!她說開心快樂就是長壽的秘訣呀!              
 
 
 
 
 

專欄區4 

表情十足 

曳搖共對輕舟飄 

未許再續情…

份….. 

鑽獎及最佳創意獎 

 

時代活力獎 

風采依然 



  

一日一     字 

滒  ○粵  窩 

 香港人稱之為『窩蛋牛肉飯』,即是『生雞蛋牛肉飯』 

 『窩』,是『鳥獸昆蟲的巢穴』,另有『藏匿』和『凹陷

處』的意思。 

 『窩蛋牛肉飯』是因為想另人是因『生雞蛋窩藏牛肉飯

的凹陷處』而得名。 

 『窩蛋』的『窩』字,正確寫是『滒』。 

 『滒』,讀音『窩』,是『多汁、柔滑和黏稠』之意。 

 烹煮食物時，將整個雞蛋液（蛋清和蛋黃不打散）直接放入鍋中煮至半熟，

此謂之「窩蛋」。 

 孔仲南考「窩蛋」本字「滒蛋」，彭志銘因襲以為「正字」，粵字愛好者不

審其非，以訛傳訛，遂至廣傳。 

 「滒蛋」一詞，毫無文獻援例。《廣韻》：「滒，多汁，古俄切。」義若相

關，然而「古俄切」粵音 kɔ1，「滒」是見母字，難以音轉 wɔ1。 

 【正字不正確】彭志銘《正字正確》（2006）  滒：「窩蛋」的「窩」字，

正寫是「滒」。「滒」，讀音「窩」，是「多汁、柔滑和黏稠」之意；當煎

蛋未熟，仍帶有黏性糊狀時，就叫做「滒蛋」。 

              在疫情下，大家都減少外出數目而減低受感染的情況。然而，終日在家

不但令我們有很大的打疫壓力，情緒也開始受到影響，很容易被各種負面思想所牽

引，影響我們的情緒健康。 所以，是次會教大家利用靜觀訓練，如何平靜自己。練習

熟悉後，配合早前分享的腹式呼吸法，更能提升心理質素，也能有效地減輕壓力和痛

楚。首先，我們在家中找一處寧靜位置坐下，如果有椅背的椅子更佳。然後把我們的

手機調校至靜音或是關掉，避免讓手機影響靜觀過程。過程中，請放鬆身體和肩膊，

保持背部挺直及面向前方。 大家初體驗時，可以把眼睛閉上，並且把大家的注意力，

放在每一下的吸氣及呼氣上。 大家在過程中，可能會不斷思考自己是否做得正確。但

切記不需出作任何評價及比較，只要在過程中注重自己的呼吸及體會便可。如果有雜

念出現時，重新把注意力放在呼吸處。 大家開始時，可以選擇在早上或睡前坐數分鐘

開始，當大家把過程練得熟悉後，便可慢慢把時間加長及與腹式呼吸法一起使用，效

果定能加倍！ 大家還等什麼？一起嘗試吧！ 

專欄區4 



  

輔助記憶力小貼士 

 

 

 

五官並用 

透過眼、耳、口、鼻及手部去接收外來信息。若訓練以五官配合一齊使用，更

可加深印象，更易入腦。例如用文字、圖畫、相片、錄音記下重要事項。 

歸納分類 

將相似或相同的物品一併放在一起，分門別類。例如外出時總會忘記帶其中一

件出門物品，可以將八達通、錢包、身份證、長者咭及鎖匙放在一起，出門時

便可一併帶走。 

簡化資料 

把多餘的訊息刪除，盡量將訊息簡化，務求以簡單為主。例如學習太極拳，招

式眾多，一時不可全部記住，建議每天學習一式。熟練後才學習第二式，逐漸

累積。 

專心專注 

分心或記掛著其他事項會導致未能集中精神去接收訊息，盡量集中只處理一件

事，避免一心多用。例如打電話時，不應同時看電視，以免分心。 

輔助工具 

善用輔助工具於日常生活中，可以增加獨立自我照顧能力，更可減少因一時忘

記所引致的焦慮及尷尬。 

例子：記事簿、電話簿、出門提示的標籤等。 

資料來源︰聖雅各福群會關注大腦健康家居訓練手冊 

專欄區4 

智腦攻略 

我成日無記性，點先

可以有記性 D? 



 
 

【相片‧回憶的重要】 
 

時代不斷進步，相片告別了菲林年代進入數碼年代了。現時拍下的照片大

多是儲存在手機或記憶卡中，多不勝數，難以整理，亦懶於整理。有時没思考過

便拍下，過目即忘，更不會拿去晒相店印出照片來，失去了沖晒出來拿在手中的

實在感覺。 

 

在早前，我(萍姑娘)邀請護老者為長者搜集舊相片或數碼相，讓我為他製作

2021年月曆，搜集相片的過程相當不容易，是浩大的工程呢！當中有部份護老者

因工作太忙，未能抽空搜集相片，希望下一年可以參與吧。別小看這小小的月

曆，當中帶出回憶的意義。從搜集相片的過程中，可回憶一些開心難忘的人和

事，當中喚起了長者的記憶，亦令家人了解長者更多。月曆上更附上由護老者編

寫的字句，當中有着感恩，有著讚賞、有着頒望，更有祝福。每天長者看著月

曆，相中喚起相關的回憶，家人更可趁這機會，從中帶出話題，共同回憶當年的

人和事，這也可是認知訓練的一種啊！ 

 

在邀請製作月曆的過程中有一位長者讓我印象深刻，這一位長者患有中期

認知障礙症，原本不參加製作月曆的，家人亦未能抽空搜集相片。 

但有一次我將聖誕節 12月-1月份的通訊給她，她

不識字，所以我指職員賀聖誕相給她看，當她見

到封面有郭姑娘及王媽媽(一位資深會員)時便說個

不停，開心不得已。女兒告訴我她拿著那通訊，

說了一整晚飯呢！ 

 

相信以往她在中心的記憶深深的印在腦海中，

帶給她不少難忘的時光。我相信看着那張相是疫情

以來，她被困在家中最開心的時刻。 

於是我決定再邀請家人參與製作月曆，主力放入一些她記憶中的職員和熟識的會

員相，為她製作成月曆。相信可以給她無盡的話題和喜悅啊！看來相片及印出來

的硬照有著極大的意義和力量。家人們啊！不要怕煩，要好好找找以往的舊相及

整理手機的照片啊！並且把精要難忘的相晒出來，讓長者感受硬照拿在手中的力

量，喚醒長者及你我的回憶！ 

晚晴寶寶天地 專欄區4 



 

 

 

 

 

 

 

 

 

 

 

 

 

 

   

上期答案︰                                                                                  

 

 

 

 

 

 

 

 

 

成語接龍 

齊
齊
估
估
吓 

心理測驗： 

從所選動物看你的內心性格 

 
想像你正在森林中散步，此時突然和一隻動物相遇了，你直覺認為這隻動物會是什麼呢？ 

A. 熊     B. 鹿     C. 松鼠      D. 從未見過的未知生物 

 
 解釋 
選擇 A熊的你，弱點是不善於應付變化狀態。你是個沉著冷靜的人，願意在同一件事上反覆雕琢，即
使費上一段時間也不覺得苦。然而一旦當事態發生變化，你倒是容易不知所措。不如把新來的挑戰，

當作是一種加分，保持愉快的心情面對吧。 
 
選擇 B 鹿的你，弱點是怯於踏出第一步。你的個性謙虛，並且願意在暗中支持他人，然而對於自我的
道路，你卻感到很難跨出步伐。或許是因為你太過溫柔，不想傷害別人的緣故。不過新的道路上也可
能對大家都有好處的，不妨就抱持著好奇心與冒險心挑戰看看。 
 
選擇 C 松鼠的你，弱點是容易一肩扛下太多責任。你是個自尊心極強的人，而不希望造成其他人麻
煩，因此總是強迫自己擔下重任。比起一個人奮鬥，不如試著求助於他人看看，藉由合作來完成任
務，或許會讓你感受到人間的溫暖也說不定。 
 
選擇 D 未知生物的你，弱點是容易受到情緒左右。你是一位表裡如一的人，高興的時候會興奮跳起

來，傷心的時候也會自然流露，讓你和同伴一起分享各種喜怒哀樂。然而，這樣直觀的反應，也會讓
你在判斷上失去冷靜。下次在高興或傷心的時候，不如也試著想想，那麼現在該怎麼做才好呢？下一
步該怎麼辦呢？藉此把握好隨時出現的機會。 
 
(結果只作參考，並非判斷工具) 

心理測試 

下一句是什麼？ 

歇後語之答案會於下一期公佈 



  
  

 

 

上期答案︰ 

 

 

 

 

 

 

 

 

 

 

 

 

 

 

 

 

 

 

 

 

 

找不同 

請試試找出八個不同的地方，找到答案的會

員，可於 2月 1日至 2月 10日中心開放時間

找家麗姑娘領取禮品壹份，名額 10名，先到

先得，派完即止。 

(答案會於下一期公佈) 

 



2021年 2月份時間表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十二月二十 2 廿一 3 立春 4 廿三 5 廿四 6 廿五 

訂購奶粉開始日  9:00 甩出好心情 

2:30 立春迎新歲 

10:00 在家防疫樂安康 

  2:00 智腦友 

  2:30 耆義智醒運動訓練2 

訂購奶粉截數日 義工維修服務 

智慧鎖借玩開始 9:30 例會 

2:30 飛鏢原理班 

3:00 「智」享生活講座 

 

中心下午休息 

「家添新春意」活動開始 

3:30 「義」扭夢幻氣球 

7 廿六 8 廿七 9 廿八 10 廿九 11 三十 12 正月初一 13 年初二 

 

中心 

休息 

3:30 「義」扭夢幻氣球 3:30 獨居支援組 1:00 上門剪髮服務 「家添新春意」活動截止 年初一 

中心休息 

新年快樂 

年初二 

中心休息 

14 初三 15 初四 16 初五 17 初六 18 初七 19 初八 20 初九 

中心 

休息 

年初三翌日 

中心休息 

  11:00 在家防疫樂安康 

  2:00 智腦友 

9:30 例會 

 

中心下午休息 

21 初十 22 十一 23 十二 24 十三 25 十四 26 十五 27 十六 

中心 

休息 

11:00 在家防疫樂安康 

3:30 「義」扭夢幻氣球 

9:30 三花印花換領日 

2:00 護老友里 

  2:30 耆英組 

 

10:00 晚情幸福在我手     9:30 例會 

2:30  開年開腔唱好年 

3:00 網上節拍椅子舞 

 

中心下午休息 

28 十七 由於受疫情影響未能全面開放，中心

活動可能會隨時有所變動及未能趕及

於月訊刊登。請留意中心報告板通知

或中心傳送給大家的訊息。 

中心 

休息 



2021年 3月份時間表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正月十八 2 十九 3 二十 4 廿一 5 驚蟄 6 廿三 

訂購奶粉開始日  9:00 甩出好心情 

 

10:00 晚情幸福在我手 

  2:00 智腦友 

  2:00 疫情下的繟繞之道 

訂購奶粉截數日 義工維修服務 

3:30 「義」扭夢幻氣球 9:30   例會 
 

中心下午休息 

7 廿四 8 廿五 9 廿六 10 廿七 11 廿八 12 廿九 13 二月初一 

 

中心 

休息 

 3:30 獨居支援組  10:00 晚情幸福在我手 

  2:00 疫情下的繟繞之道 

9:30   例會 
 

中心下午休息 

14 初二 15 初三 16 初四 17 初五 18 初六 19 初七 20 春分 

 

中心 

休息 

舊會員續會週開始  
2:00 護老 HO HA HA  

 10:00 晚情幸福在我手 

  2:00 智腦友 

  2:00 疫情下的繟繞之道       

  2:00 詩情畫意賞月夜 

9:30   例會 
 

中心下午休息 

 

21 初九 22 初十 23 十一 24 十二 25 十三 26 十四 27 十五 

中心 

休息 

 9:30 三花印花換領日 

2:00 護老友里 

 10:00 晚情幸福在我手 

  2:00 疫情下的繟繞之道 

9:30   例會 
3:00   網上節拍椅子舞 

中心下午休息 

28 十六 29 十七 30 十八 31 十九 由於受疫情影響未能全面開放，中心

活動可能會隨時有所變動及未能趕及

於月訊刊登。請留意中心報告板通知

或中心傳送給大家的訊息。 

中心 

休息 

   2:30 耆英組 



 

居家抗疫不會悶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全球大流行，現時香港到了第四波疫情還未受控，很多香港

人已出現「抗疫疲勞」，甚至開始鬆懈。疫情下應繼續多留在家中，減少社交活動。同

時亦增加了孤獨感、帶來不少精神壓力及情緒困擾。但要成功抗疫，不能單單依靠醫療

防護措施，正面情緒也能令抗疫工作事半功倍，所以即使在家抗疫亦要保持積極開朗心

態。可在透過網上不同形式學習新知識及享受不同娛樂。 

網上粵劇欣賞 
相關平台免費播放 13 齣曾公演過的粵劇，供市民在家抗疫同時欣賞粵劇。其中包括《金胎

蝴蝶夢》、《西遊記 - 盤絲洞伊人》、《秦王孟姜》、《神狐綺夢》、《金石牡丹亭》、

《李白紅梅》等。參考網址︰https://www.likuiming.com/Movie 

「疫」境中的靜觀空間 
與其坐困愁城，不如學習用靜觀來好好照顧自己，學習如何平靜思緒及放鬆自己。 

參考網址︰http://www.jcpanda.hk/ms2020/ 

其他本地相關連結 
機構 內容 網址 

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 

「同心抗疫」網頁：2019

冠狀病毒病的最新消息 

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衞生署 衞生

防護中心 

2019冠狀病毒病的網上

資源 

www.chp.gov.hk/tc/resources/464/102466.html 

醫院管理局 2019冠狀病毒病 > 公立

醫院／診所服務特別安排 

www.ha.org.hk/visitor/ha_visitor_index.asp? 

Content_ID=254780&Lang=CHIB5&Dimension=100 

&Parent_ID=254422&Ver=HTML 

社會福利署 臨床心理服務科 

2020抗疫心理資源庫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 

page_cps/sub_2020/ 

參考資料︰衞生署長者健康服務網站 

 

茶餘飯後 
上載時間︰逢星期一中心Youtube頻道更新 
對象: 會員/ 護老者 
內容: 定期由陳姑娘教大家製作各款手工勞作，

會員可在中心登記領取勞作包(數量有
限，先到先得)，在家抗疫亦能動動手、
動動腦 

費用: 全免 
報名: 向黎俊傑先生查詢 

線上活動推介 

Zoom教學 
 
對象: 會員/ 護老者 
內容: 由周姑娘錄製Zoom的教學影片，使長

者學習新常態下的軟件應用。會員亦可
登記領取教學手冊，一步一步學習 

費用: 全免 
報名: 向周姑娘查詢 

活動會稍後傳送教學影片予大家，亦歡迎

大家在中心 Youtube 頻道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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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品 

2571 1846                         http://www.hkcmis.org                (正址) 香港銅鑼灣勵德邨道36號德全樓112-118室 

  2566 1448                          ccw_info@hkcmis.org                      (副址)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 36 號 3 樓全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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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暴雨及極端天氣警告措施 

天氣情況 
中心開放 活動及小組*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6:30 
仍未除下 

下午 12:30 仍
未除下 

  

 

上午 8:00 前生效 

 
(訊號除下後 2 小時內開放)   

上午 8:00 後生效 

 

           

上午 6:30 
仍未除下 

中午 12:30 
仍未除下 

  
  

    
    

*如在班、組及活動正在進行期間，突然改掛三號或以上風球/發出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所有班、組

及活動即時停止。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向本中心職員查詢，電話：2566 1448。 

http://www.hkcmis.org/
mailto:ccw_info@hkcmi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