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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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5-6月份月訊
主任的話
各位老友記大家好！新年度的會員續會及入會已大致完成，再次代表中
心歡迎各位新舊朋友！

疫情持續，雖稍為緩和，但大家切勿鬆懈，要繼續做好防疫措施，戴口
罩，勤洗手，保持個人及環境衛生，減少群眾聚會，保持適當社交距離！

因應疫情關係，中心仍只能有限度開放，提供預約小組活動，為確保有
足夠的社交距離，每個預約活動必須有人數限制，讓參加者在安全環境
進行活動。敬請大家體諒！

中心例會亦會有新安排，主要透過網上進行，讓會員可在家參與例會，
亦會設少量實體名額，供報名參與例會後講座的參加者參加。
詳情請留意“６月份例會安排”。

不經不覺，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已經25歲了！相信有不少「忠實粉絲」
由中心開始已經加入，亦有不少新朋友及護老者，誠意邀請您透過任何
方式（如畫畫、手工藝、親筆書寫等），祝賀中心25週年或分享您與中
心的故事或感受，完成後交回中心，稍後會將大家的心聲與其他會員朋
友一同分享！

祝大家身心健康！

曾美怡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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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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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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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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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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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防護中心網頁 h�ps://www.chp.gov.hk/tc/ 
同心抗疫網頁 h�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 h�ps://www.covidvaccine.gov.hk 
抗疫小貼士 h�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cps/sub_gp/ 

 



免費Wi-Fi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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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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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份例會安排
日期：2021 年 6 月 4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9時30分
地點：中心 (網上 Zoom 平台同步進行) 
網上例會：致電中心預約 (活動前將由職員WhatsApp發放活動連結)

實體參加方法：致電中心預約 
實體場次名額： 15 名（只供同時參與健康講座會員參加，如人數眾多，本中心會以電腦方式作抽籤)

健康講座：「長者安全路路通」
日期：2021年6月4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正至上午11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讓長者認識身體老化與在道路及乘坐交通工具時遇上意外的關係，
            從而增強他們的道路安全及乘坐交通工具的安全意識，遵守
          「使用道路者守則」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5人
登記日期：2021年5月17日至5月24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
                  本中心會以電腦方式作抽籤
抽籤結果：2021年5月26日(上午10時正)公佈
備註：如有查詢，可與本中心陳姑娘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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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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服務單位運用有計劃的方法以評估和滿足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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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至6月生日之會員可於2021年5月3日至6月30日期間攜帶有效之會員証蒞臨中心領取
生日禮物壹份，逾期領取者，將不設補發，敬請留意。

領取生日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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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書專頁：搜尋「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Instagram：搜尋「解憂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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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25週年活動巡禮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於1995年開始在高怡邨現址，為觀塘
(油塘)區長者提供服務，不經不覺已經進入第26年了。過去25年
間，經歷了不少變遷，會員人數亦不斷增長，為配合社區需要，
中心於2014年由「長者活動中心」轉型為「長者鄰舍中心」，提
供更多元化的服務予長者。中心已於2019年完成了繕修工程，優
化中心服務設施，為會員提供更舒適安全的環境。為了設計更適
切的長者服務及活動，中心於2020年成立了長者委員會，鼓勵會
員發聲，更加投入中心服務及活動，提昇對中心的歸屬感。

為了慶祝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邁向26週年，將舉行以下活動：

25週年築福社區—齊祝福、表心意
        中心已經25歲了，感謝大家一直以來對中心的支持，希望大家能透過不同方式，發揮創意，
記下您對中心的感受和心意、祝賀說話等，與大家分享！
        
        形式：任何形式 （如：文字、圖畫、手工、詩詞、書法等）
        截止日期：2021年5月17日 (直接交回中心職員)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25週年暨長者委員會就職典禮
日期： 2021年6月19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10:30—11:30
內容： 25週年暨長者委員會就職典禮、25週年大抽獎、表演、影片播放
報名方法：可致電中心登記
截止報名日期:2021年5月31日
形式：透過ZOOM、Facebook 或YouTube 直播 及 錄播

25週年築福社區—齊參與、互相連
        透過影片介紹中心最新的設施和服務，觀看影片後，到中心參加齊
參與、互相連有獎問答遊戲。
日期：6月28日至7月3日
報名：2021年6月21日後致電中心報名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內容：參加者需先透過YouTube觀看影片，親臨中心參加問答遊戲，
           答對可獲禮物乙份。
** 影片將於2021年6月21日在YouTube發佈

25週年築福社區—齊慶賀、同抗疫 換領25週年禮物
會員憑有效會員証，到中心領取25週年禮物，共同分享歡樂。詳情請留意下期月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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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知識站
疫苗的好處及保護作用

市民早日接種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對本港回復正 常生活至為關鍵。根據現有
的資料，政府計劃採購的 疫苗能有效提供保護，對抗 2019 冠狀病毒病。 但各位
仍需考慮自己的健康狀況，有否長期病患、可能出現的副作用、最新安全指示等
各項因素，並諮詢醫生意見，才決定是否適宜接種！

報告異常事件
衞生署設有藥物異常反應的呈報系統，收集接種疫苗後出現異常事件的報告，目的
是監察新冠疫苗的安全。若你在接種疫苗後，出現懷疑的異常事件，在徵詢醫護人
員(例如: 醫生、牙醫、藥劑師、護士及中醫師）意見時，若他們認為可能與接種疫
苗有關, 可提醒醫護人員向衞生署呈報新冠疫苗接種異常事件。 為配合疫苗接種計
劃，以及監察接種有關疫苗後的任何異常事件，政府已成立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
專家委員會，就接種新冠疫苗可能出現的異常事件情況進行持續監察，並在認可新
冠疫苗的 安全監察提供專業意見和建議。 
查詢疫苗接種計劃熱線：3142 2366

地點
政府會在以下地點為公眾接種疫苗：
1.  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必須預約） 
     政府會於全港十八區設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為公眾提供疫苗接種服務。每間疫苗接
     種中心只接種一款疫苗。 
     合資格人士可透過 24 小時網上預約系統，揀選接種的疫苗，並預約接種第一劑和第二
     劑疫苗的時間和地點。70 歲或以上的長者可由最多兩名照顧者陪同接種疫苗，如陪同
    人士亦希望同時接種，可以一同預約。市民如需要協助上網預約，可到郵局或所居住的
     公共屋邨辦事處尋求協助。 
     註：視乎不同疫苗到港的日期、疫苗數量和接種情況，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將分階段開放。
    
     開放時間 (2021 年 2 月 26 日開始） 
     星期一至日，早上八時至晚上八時 
     需帶備文件：
    • 身分證明文件
    • 優先接種組別證明（如適用；包括：僱員證、委任證、政府部門或其合約承辦商發出的
         身份證明信件、牌照、僱主信） 
    • 預約確認短訊或確認登記影印本 
2.  醫管局轄下的指定普通科門診診所(*必須預約，只提供接種科興疫苗) 
3.  指定私家診所 
     市民可以自己選擇參與疫苗接種計劃的私家醫生及診所，直接與私家醫生及診所預 約接種，
     無需透過專為接種中心及公營診所而設的政府網上預約系統預約。 
4.  安老院、殘疾人士院舍及護養院 
     由外展疫苗接種隊或到診註冊醫生負責接種。
5.  衞生署轄下指定診所 
    衞生署長者健康中心、胸肺科診所、社會衞生科診所、皮膚科診所、家庭醫學深造 培訓中心
    及綜合治療中心等，會為在相關診所接受服務的病者或人士提供科興疫苗 接種服務。到上述
    衞生署診所接受服務，並屬於優先接種群組的市民，可在相關診 所登記並接種疫苗。在衞生
    署轄下診所接種疫苗的服務不設公開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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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大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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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中心地址 

(觀塘區)  

• 九龍灣體育館 • 曉光街體育館 

•彩虹道羽毛球中心 

 

有待公佈詳情 

 註：不同疫苗的臨床研究其研究對象及參與者人數或有差異，各種不同技術疫苗的臨床研究數據不應直接比較。 
資料來源：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政府新聞網

疫苗生產商 科興 (Sinovac)疫苗 

(克爾來福) 

「復必泰」 復星 

(Fosun)/BioNTech 

阿斯利康 (AstraZeneca) /  

牛津大學 (University of Oxford) 

生產地 中國北京 德國 英國、比利時 

疫苗劑型 單劑量預充式注射器或

單 劑量藥瓶 

多劑量藥瓶：每藥瓶可

提 供  5 個劑量  

多劑量藥瓶：視乎供應來源，

每藥瓶可提供 8 或 10 個劑量 

效能數據 (註)  香港疫苗顧問專家委員

會公布的第 3 期臨床試

驗數據 輕度至嚴重感染

保護率 50.65% 第 2 劑

接種相距多於 21 日接

種保護率 62.32% 

同行評審第 3 期臨床試

驗 數據  輕度至嚴重感

染保護率 95% 

同行評審第 3 期臨床試驗數據 

輕度至嚴重感染保護率 63.1% 

第 2 劑接種相距 12 星期 或

以上保護率 

臨床研究中 

常見副作用 

60 歲或以上  

注射部位疼痛、注射部

位 腫脹、  疲倦、  瀉、腹

咳  嗽  、作嘔、  肌肉痛、

厭  食、過敏反應  

香港疫苗顧問專家委員

會 公布的安全數據  注射

部位疼痛、頭痛、肌肉

 痛、肚瀉、作悶、作嘔、

紅  疹

56 歲或以上  

第一針：注射部位疼

痛、 注射部位發紅、注

射部位 腫脹、疲倦、頭

痛、肌肉 痛、發冷、關

節痛  

第二針：注射部位疼

痛、 注射部位發紅、注

射部位 腫脹、疲倦、頭

痛、肌肉 痛、發冷、關

節痛、作嘔 

18 歲或以上  

第 一 和 第 二針 ： 注射 部 

位 腫 脹、注射部位疼痛、 頭

痛、疲倦、肌肉痛、不 適、發

冷、 關節痛、作嘔 

第一針及 

第 二針發燒率 

18 至 59 歲 2.78% 

 60 歲或以上 3.20% 

56 歲或以上  

第一針：1.4%； 

第二針：10.9% 

18 至 55 歲  

第一和第二針：7.9% 

調配方法 不用稀釋 每藥瓶疫苗需使用配 21 

號 或更幼針頭的針筒加

入 1.8 毫升不含防腐劑

注射用生理 鹽水稀釋 

不用稀釋 

運送方法 運送過程需維持 2°C 至 

8 °C 

未開封時，用乾冰儲存

在− 80°C 至−60 °C，最

多可維 持 10 天；開封

後可根據説 明指示每 5 

天補充乾冰以 維持−

運送過程需維持 2°C 至 8 °C 



DIY蒜頭燈
日期：2021年5月1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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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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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欲報名，請親臨本中心報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2. 如有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梁姑娘聯絡

送口罩、齊抗疫
憑中心有效會員證，可在下列時間到中心領取由Beauskin寰愛基金贊助口罩一包

換領日期：
2021年5月17日(居住油塘邨會員)
2021年5月18日(居住油麗邨會員)

2021年5月20日(居住鯉魚門邨、油塘中心及高怡邨會員)
2021年5月21日(居住高俊苑、油美苑、油翠苑及不同地區會員)

領取時間：下午3時正至下午5時正

查詢：可致電本中心 2717 7491 李姑娘
此活動由Beauskin寰愛基金贊助

中心活動

仁愛影院-天使之城日期：2021年5月15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1時正
地點：本中心 / 網上影片
影片內容：一名自稱"天使奇俠"（喬宏飾）的男子，手持生命探測器出沒在仁心醫院，尋找一些因患絕症而感到絕望無助、有輕生念頭的人，
                   他為垂危的病人帶來福音、喜樂和希望，不少垂危的病人因此而奇蹟式地康復......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5
名額：12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26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欲報名 / 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陳姑娘聯絡

手握力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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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梁姑娘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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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鎖匙包DIY

急救工作坊
日期：2021年6月2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5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由香港紅十字會職員講解急救知識、
            如何正確使用急救用品及做包紮示範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8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19日(星期一)開始
合辦機構：香港紅十字會
備註：1. 出席活動者可獲急救包、急救手冊及
               出席證書乙張
            2. 如欲報名，請親臨本中心報名，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如有查詢，
               請致電本中心與梁姑娘聯絡

日期：2021年6月2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適量運動，有助管理糖尿病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2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26日(星期一)開始
合辦機構：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備註：1. 如欲報名，請親臨本中心報名，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2. 如有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梁姑娘聯絡

日期：2021年5月31日及6月28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1. 介紹小組目的及分享退休生活
            2. 組員互相分享生活逸事及介紹社會福利 
對象：中心男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2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13日(星期二)開始
備註：如欲報名/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李姑娘聯絡

「智、耆、滙」小組

中心活動

日期：2021年5月24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4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教授縫線技巧，親手製作實用皮革鎖匙包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30
名額：8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19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1. 如欲報名，請親臨本中心報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2. 如欲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梁姑娘聯絡

穩醣穩妥健康操

UV押花八達通套
日期：2021年6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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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押花技巧，製作漂亮實用的八達通套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20
名額：8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26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1. 如欲報名，請親臨本中心報名，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2. 如有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梁姑娘聯絡

「耆樂．起動」 - 
上肢‧腰背篇（坐）

日期：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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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強腰護背的家居運動，
           全片長約10 分鐘。只要恆常和正確地鍛煉，腰痠背痛和
          腰背肌力可得以逐漸改善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20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26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欲報名 / 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陳姑娘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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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活動

DIY粽子香包愛心剪髮服務
日期：2021年6月5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為區內有需要之長者提供剪髮服務
對象：60歲或以上之長者             費用：$5
名額：25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26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1. 為保障個人衛生，參加者需於剪髮前
               自行清洗頭髮
            2. 如欲報名，請親臨本中心報名，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3.  如有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梁姑娘聯絡

日期：A班：2021年6月9日(星期三)
           B班：2021年6月11日(星期五)
時間：A班：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B班：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親手製作既可驅蚊又有端午節日氣氛的粽子香包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10
名額：A班：8人                     B班：8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26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1. 如欲報名，請親臨本中心報名，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2. 如有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梁姑娘聯絡

仁愛影院-歲月神偷
日期：2021年6月12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1時正
地點：本中心 / 網上影片
影片內容：故事講述六十年代的香港，從一小家庭出發，每天縫製新皮鞋，
                   自己卻踏著破履的父親；樂觀豁達，凡事愛出頭的母親；天賦驕
                   人，對愛情與未來充滿夢想的長子，他們在中西合璧、貧富並存
                  的舊香港，面對生命的挑戰、起跌與無常，笑中有淚，淚中同時
                  有笑......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5
名額：12人
報名日期：2021年5月17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欲報名 / 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陳姑娘聯絡

「耆樂．起動」 - 
下肢‧腰背篇（坐）
日期：2021年6月17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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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強化腰腿肌肉的家居運動，
           全片長約11 分鐘。只要恆常和正確地鍛煉，長者雙腿可增加
           力量，以應付外出購物或其他日常生活的需要。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20人
報名日期：2021年5月17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欲報名 / 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陳姑娘聯絡

長者毛巾操
日期：2021年6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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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毛巾操運動，改善健康狀況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5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26日(星期一)開始
合辦機構：費森尤斯卡比(香港)有限公司
備註：1. 如欲報名，請親臨本中心報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2. 如有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梁姑娘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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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防蚊膏
日期：2021年6月28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下午3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親手製作防蚊膏，自用送禮皆宜，
            製作一份獨一無二的手作禮物以表心意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10
名額：8人
報名日期：2021年5月3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1. 如欲報名，請親臨本中心報名，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2. 如有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梁姑娘聯絡

健體舞
日期：2021年5月11日至6月29日(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9時正至上午10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教授節奏輕快舞蹈，有助改善心肺功能，强身健體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50 / 8堂
名額：10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5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1. 如欲報名，請親臨本中心報名，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2. 如有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梁姑娘聯絡

成人心肺復蘇法及
去顫法工作坊

日期：2021年6月23日及6月30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5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透過工作坊，提高長者對「心肺復蘇法」
            的認識及讓長者了解「心臟去顫器」的
            使用方法，從而減低心臟病對長者的生
            命安全及健康所造成的損害
對象：55歲或以上之長者                     費用：全免
名額：8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26日(星期一)開始
合辦機構：香港紅十字會
備註：1. 出席率達100%之參加者可獲出席證書乙張
           2. 實習時需蹲下，參加者需自我評估伸展能力
           3. 如欲報名，請親臨本中心報名，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如有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梁姑娘聯絡

仁愛飯堂
日期：2021年5月10日至5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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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繳付$20按金)
報名日期：2021年4月1日(星期四)開始
備註：如欲報名，請先跟梁姑娘聯絡或留名輪侯

中心活動

智能手機攝影班II
日期：2021年5月10日至5月31日(逢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教授手機攝影操作及技巧、攝影構圖、相片編輯等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50 / 4堂
名額：10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5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1. 如欲報名，請親臨本中心報名，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2. 如有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梁姑娘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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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時光

鯉魚門支援活動
2020-21(三)

日期：2021年5月25日至6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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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30日(星期五)開始
備註：如欲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李姑娘聯絡

敲擊樂基礎班
(第三期)

日期：2021年5月28日至6月25日(逢星期五)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下午4時45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中心長者義工教授長者基本乒乓球技巧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20
名額：10人
報名日期：2021年5月3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欲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楊姑娘聯絡

乒乓球玩樂小組

長者中文基礎班II
日期：2021年6月7日至7月26日(逢星期一及五)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下午4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課程內容以每堂不同主題為主，包括講授、分組討論、
           配合圖片及每堂學習筆記，讓參加者能認識更多的中文字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50 / 12堂
名額：10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7日(星期三)開始
備註：1. 如欲報名，請親臨本中心報名，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2. 如有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梁姑娘聯絡

日期：2021年6月16日至8月4日(逢星期三)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透過參加者分享昔日的工作、生活情況和嗜好，
            增強互動的機會，令組員更投入小組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10 / 8堂
名額：10人
報名日期：2021年5月5日(星期三)開始
備註：如欲查詢 / 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李姑娘聯絡

日期：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1. 帶領長者做熱身運動           2. 長者帶領做手工
            3. 主題分享                              4. 介紹最新社區資源服務
對象：隱蔽/體弱長者及長者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12人
報名日期：2021年5月10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欲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楊姑娘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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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共聚賀端陽

護老者/有需要護老者
園藝治療樂繽紛-
夏日驅蚊齊起動

日期：(一)：2021年5月7日(星期五)
            (二)：2021年6月25日(星期五)
時間：(一)：上午9時正至上午10時正
           (二)：上午9時正至上午10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 1.認識五感治療的原理，功效                    
             2.認識驅蚊植物(細葉碰碰香，大葉左手香)
             3.參觀中心的驅蚊植物                               
             4.學習製作驅蚊包及種植驅蚊植物
             5.分享環節
對象：護老者 / 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20
名額：(一)：10人                  (二)：10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7日(星期三)開始
備註：如欲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蔡姑娘聯絡

日期：2021年5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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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互動活動讓長者及學生一齊參與包糉過程，並且將過程拍成
            短片，給長者及學生觀看，讓大家一齊參與慶祝端午節
對象：懂得包糉的長者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4人
報名日期：2021年5月10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欲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楊姑娘聯絡

築福社區義工團--
宣道會油塘堂

日期：2021年5月29日及6月26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內容：社區義工會定期探訪或電話慰問有需要長者
備註：如欲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李姑娘聯絡

日期：2021年6月13日(星期日)
集合時間：下午1時15分
活動時間：下午2時30分至下午4時正
集合地點：本中心
活動地點：旺角麥花臣場館
內容：參加由尊賢會舉辦的耆舞派對，令長者義工學習到有趣、新穎
           及適合的椅子舞運動，增加他們對做運動的興趣，達致舒緩壓力
對象：長者義工                      費用：全免 (請自備車費)
名額：6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19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1. 曾於11／2020參與「長者義工」-- 快樂椅子舞之參加者優先
           2. 如欲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楊姑娘聯絡

「仁愛學堂」
耆舞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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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者網上平台小班教學1
日期：2021年5月14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9時正至上午10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1) 基本智能手機介紹及重組手機頁面，
                 方便護老者使用
           (2) 設定護老者群組，加中心手機號碼及
                登入FaceBook關注機構網頁
           (3) 設置Wi-Fi網路連線，將WhatsApp，FaceBook，
                Zoom等程式軟件下載及安裝
           (4)使用WhatsApp對話及群組廣播訊息
對象：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8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14日(星期三)開始
備註：如欲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蔡姑娘聯絡

「以愛護老」-
創藝蝶古巴特拼貼
日期：2021年5月14日及5月21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正至上午11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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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者/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10 / 2堂
名額：8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1日(星期四)開始
備註：如欲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倩姑娘聯絡

金齡縫補師
日期：2021年5月28日(星期五)
時間：(一)：上午9時正至上午10時正
           (二)：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 網上短片
內容：1.講解活力健腦操的益處
            2.提醒參加者做以上運動時要注意的家居安
               全問題
            3.示範活力健腦操動作                    
            4.護老者分享完成活力健腦操的個人感受
對象：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一)：12人           (二)：12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15日(星期四)開始
備註：如欲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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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力健腦操

日期：2021年5月21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1.認識家用衣車零件及用途，學習安全穿針，
              打線，上線，練習車線，熟習家用衣車技巧
            2.學習自己清潔家用衣車，工作員教授基本使
              用家用衣車技巧
            3.教學視頻中學習製作布口罩技巧，實習車縫
              布口罩技巧
            4.由工作員/ 熟手車衣護老者教授改衣技巧及改衣
對象：護老者 / 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8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21日(星期三)開始
備註：如欲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蔡姑娘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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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年5月28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9時正至上午10時正
地點：本中心 / 網上短片
內容：1.講解活力健腦操的益處
            2.提醒參加者做以上運動時要注意的家居安全問題
            3.示範活力健腦操動作
            4.有需要護老者分享完成活力健腦操的個人感受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8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12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欲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倩姑娘聯絡

在家去旅行
日期：2021年6月11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9時正至上午10時正
地點：將軍澳海濱公園
內容：由職員外出拍片，短片分享。
           第一站︰寶林特色圖書館、寶康公園
           第二站︰單車公園、開放式市場、將軍澳運動場
           第三站︰將軍澳海濱公園，調景嶺碼頭、
                          將軍澳Donki 、蘇豪
對象：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20人
報名日期：2021年5月11日(星期二)開始
備註：如欲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蔡姑娘聯絡

「以愛護老」
小眼睛看大世界(二)
日期：2021年6月11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9時正至上午10時正
地點：將軍澳海濱公園
內容：由職員外出拍片，短片分享。
           第一站︰寶林特色圖書館、寶康公園                   
           第二站︰單車公園、開放式市場、將軍澳運動場
           第三站︰將軍澳海濱公園，調景嶺碼頭、
                           將軍澳Donki 、蘇豪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10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12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欲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倩姑娘聯絡

「以愛護老」
快樂滿屋小組

日期：2021年6月18日至7月9日(逢星期五)
時間：上午9時正至上午10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1. 導師以頌缽和諧聲音，使人體深度放鬆，有助睡眠
            2. 繪畫曼陀羅及製作減壓小手工，放鬆情緒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30/4堂
名額：6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19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欲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倩姑娘聯絡

護老者/有需要護老者

「以愛護老」
耆舞派對

日期：2021年6月13日(星期日)
集合時間：下午1時15分
集合地點：本中心
活動時間：下午2時30分至下午4時正
內容：參加由尊賢會舉辦的耆舞派對，令有需要護老者學習到有趣、
           新穎及適合的椅子舞運動，增加他們對做運動的興趣，達致舒
           緩壓力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全免 (請自備車費)
名額：5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19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1. 曾於11／2020參與「以愛護老」-- 快樂椅子舞之參加者優先  
            2. 如欲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倩姑娘聯絡

「以愛護老」
活力健腦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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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份護老鬆一鬆 (一)、(二)
日期：2021年6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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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一)：12人           (二)：12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16日(星期五)開始
備註：如欲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蔡姑娘聯絡

個別支援訓練

健腦速遞

認知障礙症照顧者月會（6月）
日期：2021年6月18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正
地點：本中心 / 網上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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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人
報名日期：2021年6月1日(星期二)開始
備註：如欲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沈先生聯絡

認知障礙症照顧者月會（5月）
日期：2021年5月14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正
地點：本中心 / 網上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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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人
報名日期：2021年5月3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欲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沈先生聯絡

日期：2021年5月7日至6月25日
地點：本中心
內容：透過社工安排物理治療助理每兩星期為認知
            障礙症長者及體弱長者提供一次到戶訓練及
            一次電話慰問，並由社工跟進情況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10
名額：12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12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欲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沈先生聯絡

認知障礙訓練活動

日期：2021年5月10日至5月31日
地點：本中心
內容：本中心製作認知訓練習作，讓參加者在家自行完成
           再交回中心，藉此鍛鍊腦筋，預防認知障礙症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10
名額：20人
報名日期：2021年4月19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欲查詢/報名，請致電本中心與沈先生聯絡

護老者/有需要護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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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醒街坊
日期：2021年6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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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參加者透過觀看中心的網上直
            播節目，了解認知障礙症，同時
            也介紹與認知障礙症相關的知識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50人
報名日期：2021年5月3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欲查詢/報名，
           請致電本中心與沈先生聯絡

健腦講座系列：
記憶力訓練

日期：2021年6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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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短片及現場講座的形式向參加者了解護
            腦資訊及訓練記憶力的方法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50人
報名日期：2021年5月10日(星期一)開始
備註：如欲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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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星期四)
            2021年6月10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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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賣雅培奶粉
日期：2021年5月12日(星期三)
            2021年6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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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賣三花奶粉日期：2021年5月28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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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於疫情關係，可致電2717 74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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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認知障礙訓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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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區
如何減低護老者或家人的壓力 (上)

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下，各位護老者及有需要護老者也面對各方面的照顧壓力，
例如︰擔心自己或家人受感染，感到不安和焦慮，或是長者減少社區支援服務
而需更長時間照顧等……在照顧長者的漫長道路上，很容易不知不覺地失去自
己的生活和興趣，照顧壓力亦難以舒緩，大家嘗試以正面的態度及方法面對︰

1.無論任何原因，你都要善待長者；
2.與長者坦誠溝通，了解長者身體狀況及實際能力，避免對自己及長者有過高
  要求； 
3.留意長者情緒反應，接納他們的感受，並給予支持； 
4.學習適當護老技巧，以減輕護老者的精神壓力；
5.面對憤怒時，嘗試深呼吸及離開現場，平心靜氣後才向長者說出自己的想法
  和感受；
6.學習以正面方法表達對長者的關懷和著緊的心情； 
7.學習使用正面的方法處理和舒緩壓力； 
8.請家人分擔照顧長者的責任或運用護老者支援服務； 
9.就長者及自己的需要和問題，向各區長者服務單位尋求協助，以減輕沉重
  壓力，尋求解決與改善的方法。 

如果您在照顧長者時感到壓力，又或者想找人傾訴時，不妨向區內的長者服
務中心尋求協助呀！歡迎護老者和我們「訴心聲」！

社工曾嘉倩姑娘

資料來源︰虐老防治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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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在家動動腦筋，
答案會於下月公佈。

3月份的答案，
供大家參考

國 色 天 香

吉 長

人 地

天 長 治 久 安

相 依 為 命 分

依 百 守

不 嵗 捨 己 爲 人

捨

視 不 見

殺 機

代 佳 不 此

頂 滅 張 事

聰 口 聲 聲

明 無 是 勢

人 心

于 非

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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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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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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郵地址：九龍油塘高超道
          高怡邨高遠樓地下1及6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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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海倫   | 印刷數量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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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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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節 
假期 

2廿一 3 廿二 4 廿三 5 廿四 6 廿五 7 廿六 8 廿七 

 

 9:00 智能手機程式 
      初階班 B班 
 9:00 量血壓服務 
 9:15 拉筋班 B 
10:30 拉筋班 A 
2:00 骨質密度/骨量檢查 

 2:00 排排坐健康舞 
 3:30 愛笑大家庭(第二期) 

10:30 敲擊樂基礎班(第二期) 
2:30 長者中文基礎班 I 

 2:30 玩把戲班 
 4:00 健腦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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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捲紙花班 

 9:00 樂齡小組 
10:30 手握力測試 
 2:30 長者中文基礎班 I 

 9:00 園藝治療樂繽紛- 
      夏日驅蚊齊起動 
10:15 和諧粉彩之母親節 
 2:30 長者電腦基礎班 
 4:00 個別支援服務 

9:30 「以愛護老」- 
      認知障礙症 
      照顧者修身堂 

9 廿八 10 廿九 11 三十 12 四月初一 13 初二 14 初三 15 初四 

 

 9:00 量血壓服務 
 9:15 拉筋班 B 
10:30 拉筋班 A 
10:30 智能手機攝影班 II 
12:00 仁愛飯堂 
 2:00 排排坐健康舞 
 2:00 DIY蒜頭燈 A 
 3:30 DIY蒜頭燈 B 
 3:30 愛笑大家座(第二期) 

 9:00 健體舞 
 9:30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 
      體驗班 
10:30 敲擊樂基礎班(第二期) 
10:30 金耆快樂人 
12:00 仁愛飯堂 
 2:30 長者中文基礎班 I 
 2:30 玩把戲班 
 2:00 健腦頻道 

 9:00 讚美操齊齊跳A班 
10:00 售賣雅培奶粉 
10:15 讚美操齊齊跳B班 
12:00 仁愛飯堂 
 2:15 腦玩童俱樂部 
 2:30 捲紙花班 

 9:00 樂齡小組 
 9:30 售賣倍力康奶粉 
12:00 仁愛飯堂 

 9:00 護老者網上平台 
      小班教學 1 
10:00 「以愛護老」- 
      創藝蝶古巴特拼貼 
12:00 仁愛飯堂 
 2:00 認知障礙症 

照顧者月會 
 2:00 「仁愛學堂」 
       快樂椅子舞(一) 
 2:30 長者電腦基礎班 
 4:00 個別支援訓練 

9:30 「以愛護老」- 
      認知障礙症 
      照顧者修身堂 
9:30 仁愛影院- 

天使之城 
      

16 初五 17 初六 18 初七 19 初八 20 初九 21 初十 22 十一 

 

 9:00 量血壓服務 
 9:15 拉筋班 B 
10:30 拉筋班 A 
10:30 智能手機攝影班 II 
12:00 仁愛飯堂 
 2:00 排排坐健康舞 
 3:30 愛笑大家庭(第二期) 

 9:00 健體舞 
 9:30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 
      體驗班 
10:30 敲擊樂基礎班(第二期) 
12:00 仁愛飯堂 
 2:30 玩把戲班 
 4:00 健腦頻道 

佛誕假期 

 9:00 樂齡小組 
10:30 「耆樂．起動」 -  

上肢•腰背篇（坐） 
12:00 仁愛飯堂 
 2:00 鯉魚門支援活動 

10:00 「以愛護老」- 
      創藝蝶古巴特拚貼 
12:00 仁愛飯堂 
 2:00 「仁愛學堂」 
       快樂椅子舞(一) 
 2:30 長者電腦基礎班 
 3:30 金齡縫補師 
 4:00 個別支援訓練 

9:30 「以愛護老」- 
      認知障礙症 
      照顧者修身堂 

23 十二 24 十三 25 十四 26 十五 27 十六 28 十七 29 十八 

 

 9:00 量血壓服務 
 9:15 拉筋班 B 
10:30 拉筋班 A 
10:30 智能手機攝影班 II 
12:00 仁愛飯堂 
 2:00 皮革鎖匙包 DIY 
 3:30 愛笑大家庭(第二期) 

 9:00 健體舞 
 9:30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 
      體驗班 
10:30 敲擊樂基礎班(第三期) 
12:00 仁愛飯堂 
 2:30 玩把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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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長青共聚賀端陽 
 2:30 捲紙花班 

 9:00 樂齡小組 
 9:30 長者委員會會議 
12:00 仁愛飯堂 

 9:00 護老運動樂耆年之 
      活力健腦操 
 9:00 「以愛護老」  
       活力健腦操 
10:30 護老運動樂耆年之 
      活力健腦操(二) 
10:30 售賣雀巢奶粉 
12:00 仁愛飯堂 
 2:00 「仁愛學堂」 
      快樂椅子舞 
 2:30 長者電腦基礎班 
 3:30 乒乓球玩樂小組 
 4:00 個別支援訓練 

2:30 築福社區義工團 
     宣道會油塘堂 

30 十九 31 二十      

 

 9:00 量血壓服務 
 9:15 拉筋班 B 
10:30 拉筋班 A 
10:30 智能手機攝影班 II 
12:00 仁愛飯堂 
 2:00 「智、耆、滙」小組 
 4:00 健腦速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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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廿一 2 廿二 3 廿三 4 廿四 5 廿五 

中心休息 

  9:00 健體舞 
 9:30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 
      體驗班 
10:30 敲擊樂基礎班(第三期) 
 2:30 UV 押花八達通套 
 2:30 玩把戲班 

 9:00 讚美操齊齊跳 A 班 
10:15 讚美操齊齊跳 B 班 
10:30 穩醣穩妥健康操 
2:00 急救工作坊 
2:15 腦玩童俱樂部 

 9:00 樂齡小組 
10:30 長者毛巾操 

 9:30 例會 
10:00 「長者安全路路通」講

座 
2:30 長者電腦基礎班 
3:30 乒乓球玩樂小組 

 4:00 個別支援訓練 

9:30 愛心剪髮服務 

 

下午休息 

6 廿六 7 廿七 8 廿八 9 廿九 10 五月初一 11 初二 12 初三 

中心休息 

 9:00 量血壓服務 
 9:15 拉筋班 B 
10:30 拉筋班 A 
 2:30 長者中文 

基礎班 II 
 

 9:00 健體舞 
 9:30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 
      體驗班 
10:30 敲擊樂基礎班(第三期) 
 2:30 玩把戲班 

 9:00 讚美操齊齊跳 A 班 
10:15 讚美操齊齊跳 B 班 
10:30 售賣加營素奶粉 
10:30 DIY棕子香包 A 
 2:15 腦玩童俱樂部 

 9:00 樂齡小組 
 9:30 售賣倍力康奶粉 

 9:00 護老晴心- 
      在家去旅行 
 9:00 「以愛護老」 
      小眼睛看大世界(二) 
10:30 DIY棕子香包 B 
 2:00 「仁愛學堂」 

快樂椅子舞 
 2:30 長者電腦基礎班 
 3:30 乒乓球玩樂小組 
 4:00 個別支援訓練 

9:30 仁愛影院- 
歲月神偷 
 
 
下午休息 

13 初四 14 初五 15 初六 16 初七 17 初八 18 初九 19 初十 
2:30  
「仁愛學堂」

- 
 耆舞派對 
2:30 
「以愛護老」

- 
 耆舞派對 
 
中心休息 

端午節 

 9:00 健體舞 
 9:30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 
      體驗班 
10:30 敲擊樂基礎班(第三期) 
 2:30 玩把戲班 

 9:00 讚美操齊齊跳 A 班 
10:15 讚美操齊齊跳 B 班 
10:30 歡樂時光 
 2:15 腦玩童俱樂部 

 9:00 樂齡小組 
10:30 「耆樂．起動」 - 

下肢•腰腹篇（坐） 

 9:00 「以受護老」 
       快樂滿屋小組 
 9:00 護老鬆一鬆(一) 
10:30 護老鬆一鬆(二) 
10:30 智醒街坊 
 2:00 認知障礙症 

照顧者月會 
 2:00 「仁愛學堂」 
      快樂椅子舞 
 2:30 長者中文基礎班 II 
 3:30 乒乓球玩樂小組 
 4:00 個別支援訓練 

 
下午休息 

20 十一 21 十二 22 十三 23 十四 24 十五 25 十六 26 十七 

中心休息 

9:00 量血壓服務 
 9:15 拉筋班 B 
10:30 拉筋班 A 
 2:30 長者中文 

基礎班 II 

 9:00 健體舞 
10:30 敲擊樂基礎班(第三班) 
 2:30 玩把戲班 

 9:00 讚美操齊齊跳 A 班 
10:15 讚美操齊齊跳 B 班 
10:30 歡樂時光 
 2:15 腦玩童俱樂部 
 2:30 成人心肺復蘇法及

去顫法工作坊 

 9:00 樂齡小組 
 9:45 長者委員會會議 

9:00 「以愛護老」 
       快樂滿屋小組 
 9:00 園藝治療樂繽紛- 
      夏日驅蚊齊起動(2) 
10:30 健腦講座系列： 
      記憶力訓練 
 2:30 長者中文基礎班 II 
 3:30 乒乓球玩樂小組 
 4:00 個別支援訓練 

 
 

下午休息 
 
2:30 築福社區義工團 
     宣道會油塘堂 

27 十八 28 十九 29 二十 30 廿一    

中心休息 

 9:15 拉筋班 B 
10:30 拉筋班 A 
2:00 「智、耆、滙」 
       小組 
 2:30 DIY防蚊膏 

 9:00 健體舞 
 2:30 玩把戲班 

10:30 歡樂時光 
 2:00 手機支援訓練 
 2:15 腦玩童俱樂部 
 2:30 成人心肺復蘇法及

去顫法工作坊 
 3:00 認知評估 
 3:01 遙距認知訓練 
 4:00 手機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