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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消息 

因應疫情漸趨緩和，以及考慮到市民大眾和服務使用者的需要，社會福利署宣佈福利服務單位可於本

年 7 月 2 日起於現有基礎下逐步恢復偶到服務。但中心仍需依從《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

例》（第 599 章，附屬法例 G）規定，各機構亦可按個別服務單位的面積、環境及實際情況等而作出彈

性和適切的安排。故此，本中心會於考慮各項因素後定時作出相應安排。暫時由 8 月 2 日起偶到服務會恢

復負重運動儀借用、電腦借用、Wi-Fi 使用、各項偶到諮詢等，其他偶到服務仍然暫停至另行通知。會員

如欲了解最新服務安排，亦可瀏覽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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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進入中心後請用會員證拍卡。 

3. 如屬非中心服務使用者，需填寫「訪客登記表」以作記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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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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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儲存中心手機號碼於聯絡人通訊

錄才能收到中心廣播之訊息) 

中心 Signal： 5681 3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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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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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取禮物新安排 

凡領取中心禮物，每位會員只可替另外兩名親

友會員領取。其中壹張會員證亦必須屬於自

己。(即連同自己在內最多可領取三份)不便之
處，敬請原諒。 

 

 

 

「服務質素標準」知多 D 

為保障各福利服務單位的服務質素，
社會福利署對一眾受資助的服務單位亦會
有一套服務表現監察制度，總共有四大原
則及十六個指標。中心將會於各期月訊分
批分享有關內容，以讓服務使用者知悉受
監察的範圍，並可就此提出相應意見。 

【原則一：資料提供，讓職員、服務
使用者、有可能接觸的公眾人士知道
中心服務資料。】 

標準一：服務資料 

中心應確保製備說明資料，清楚陳述
其宗旨、目標和提供服務的形式，隨時讓
公眾索閱。 

標準二：檢討及修訂政策和程序 

中心備有機制以檢討及修訂有關的服
務提供的政策和程序。 

標準三：運作及活動記錄 

中心有制訂措施讓同工、服務使用者
及公眾人士能了解中心活動、運作，並有
保存最新紀錄、統計數字等呈報社會福利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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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人合乎資格領取 5000元電子消費券？ 
登記資格須滿足以下 3 個條件： 

 在 2021 年 6 月 18 日或之前年滿 18 歲 

 香港永久居民或新來港人士 

 在港居住（定義是在 6 月 18 日之前、連續 24 個月內曾經在香港。不過，廣東或福建

計劃、在境外升學或參加勞工處「工作假期」的人士，仍合乎申請資格） 

甚麼時候開始接受登記？ 
 7 月 4 日至 8 月 14 日，即合共六個星期 

 首兩周內（即 7 月 4 日至 17 日）完成的電子登記

https://www.consumptionvoucher.gov.hk/tc/index.html，均會在首批(第一

期 8 月 1 日)發放時收到消費券 

 在第三至六周內(即 7 月 18 日至 8 月 14 日)完成的電子登記；或以書面形式遞交

的登記，將屬第二批(第一期 9 月 1 日)發放的消費券 

市民應如何登記？ 
 電子登記：透過消費券計劃網站進行，如果曾申請一萬元的市民，經過保安認證後，

電子登記時便毋須重新填入個人資料，只須選定收券的支付工具 

 書面登記：市民可由 6 月 28 日起可取表格，包括可透過網站下載、各郵政局、民政事

務總署各區諮詢服務中心、社署各區福利辦、房委會轄下公共屋邨辦事處和客戶服務中

心；在7月5日起遞交書面登記表格並連同其香港身分證複本釘好及對摺，然後於辦公

時間投入任何一間郵政局或指定銀行分行內的表格收集箱，市民無需親身排隊遞交表格 

電子消費券會以甚麼形式發放？ 
港府會視乎市民選用的支付工具，分2至3期發放，其中以支付寶香港、Tap & Go「拍住

賞」及WeChat Pay HK領取的消費券將分兩期(相隔兩個月)發放，第一期為2,000元，有

效期為五個月；第二期為 3,000 元，有效期為三個月，即兩期消費券可同時使用，並在同

日到期；八達通將分三期發放，第一期2000元；第二期2000元；第三期的1,000元消費

券將於第一期消費券發放起計的指定期間內「合資格消費」累積總額滿4,000元後發放。 

電子消費券可用於甚麼範圍？ 
本地零售、餐飲、服務業商戶的實體或網上店舖消費及本地交通費開支。 

電子消費券不可用於甚麼範圍？ 
繳交政府或公用事業費用；購買金融產品；捐款；境外網站購物。 

 
參考資料︰香港經濟日報、香港政府消費券計劃官網 



 

3 

 

 

Wish all staff 

and members 

happy & healthy 

all the year 

round! 

嚴慧瑩 
莊諧並有到中心 

重情重義確好人 

文武兼備為市民 

叁拾玖歲賀生辰    許秀珠 

 

三三不盡，長長久久！ 
祝賀莊重文敬老中心，繼
續為社區發光發熱，邁進
無數個39周年， 
恭喜！恭喜！ 
黃淑賢 

39 年助社群 
發揚關愛護老人 

黃桃芳 

祝中心 39周年生日

快樂祝願中心業務蒸

蒸日上，成為長者更

多的幫助和祝福！ 

張勇傑 

祝賀中心 39 週年誌慶︰中心是

我家，會員職員個個笑哈哈。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互勉！ 

鄧少成 

 

恭祝莊重文中心 

年年有今日， 

歲歲有今朝， 

三三不盡， 

九九無窮！ 

陳蕙芳 

感恩！感謝您們愛心的付

出，使長者能有一充滿實

愉快美滿的晚年！ 

願主賜喜樂平安給您們！ 

何善始 

勵德之光 

維港明燈 

區永楦 

三十九敬老不懈，

中心永遠是我家！ 

陳翠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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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科技日新月異，我們進入了數碼新時代，生活離不開智能手機或產品。當一個人

離世後，他在網絡世界留下的「數碼資產」，甚至數碼世界中任何資料、帳戶和其他

權利，都會成為「數碼遺物」。儘管「數碼資產」變得越來越重要和普遍，但由於缺

乏有關如何安排的知識，故大多數人都沒有進行「數碼資產」規劃的準備。 

個人數碼資產的種類繁多，主要有以下其中： 

(一) 電腦硬件(例如：電腦、平板電腦、智能手機、電子書閱讀器、數碼相機等) 

(二) 任何以電子方式儲存的信息或數據(例：雲端儲存的影片、電腦硬碟中的相

片、電郵內的文字、WhatsApp 內的錄音等) 

(三) 任何線上帳戶(例：電子郵件和通訊帳戶、社交媒體帳戶、購物帳戶、照片

和視頻共享帳戶、視頻遊戲帳戶、網站和博客帳戶等) 

(四) 網站域名 

(五) 知識產權，包括受版權保護的材料，商標等等。 

(六) 用於管理資金並可能持有金錢或信用的帳戶(例如支付寶、Payme、PayPal、銀行

帳戶、會員獎勵計劃等) 

你可以建立一個數碼遺物計劃。一般來說，進行數碼資產計劃有以下流程： 

(一) 建立清單：列出所有數碼資產並且登入或使用方法； 

(二) 決定你想如何處理各項資產(例：交由親友管理，還是永久刪除資料？）； 

(三) 選擇數碼資產執行人，並通知他； 

(四) 將資料儲存在安全又可閱讀的地方。 

 

有些外國的程式或網站(例：Everplans，Yourefolio或 Legacy Shield）等等能協助安排計

劃。有些網站（例：justdelete.me）則提供刪除帳戶的方法和清單。而一些網站如

Facebook亦可提早登記代理人協助管理紀念帳戶Google亦可登記閒置帳戶管理人等。 

(一) 幫助您的親友更輕鬆地找到及使用您在線上的任何帳戶; 

(二) 在統計數碼資產時，您可以同時查看其財務價值，並根據需要加入遺囑意

願進行安排; 

(三) 將有關數碼資產分配或轉讓給不同的人士; 

(四) 防止他人盜用您的身份; 

(五) 避免私隱外洩。 
 
資料來源： 
救世軍 
Everplans: A Helpful Overview Of All Your Digital Property And Digital Assets  

https://www.everplans.com/articles/a-helpful-overview-of-all-your-digital-property-and-digital-assets 
Everplans: Digital Cheat Sheet: How To Create A Digital Estate Plan 

https://www.everplans.com/articles/digital-cheat-sheet-how-to-create-a-digital-estate-plan 
Justdelete.me: A directory of direct links to delete your account from web services 

https://backgroundchecks.org/justdelet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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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障礙症照顧者修身堂

2021第二回 
日期︰2021 年 8 月 7、14、21 及 28 日  
時間︰上午10時至11時30分 (逢星期六) 
地點︰本中心正址 
內容︰香港中文大學那打素護理學院護士

為認知障 礙症照顧者提供一個具
中國文化元素的支援 小組，以改
善照顧者的心理社交健康。  

對象︰認知障礙症患者之護老者  
費用︰全免  
報名︰請向家麗姑娘報名 

智腦友 
日期︰2021 年 8 月至 9 月 (逢星期四)  
時間︰上午 11 時正至中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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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長者  
費用︰全免  
報名︰請向家麗姑娘報名 

認知障礙知多 D 
<香港老年學會 – 賽馬會護老易學習計劃 合辦> 

日期︰2021 年 9 月 6 日 (星期一) 
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 30 分 
地點︰本中心正址 
內容︰講解認知障礙症成因、徵狀、預防 
對象︰會員 
費用︰全免 
報名︰請向家麗姑娘報名 

認知活動小組 

中心職員 

中心主任 王嘉文 程序幹事 郭桂英 

社工(認知障礙症服務) 黃家麗 行政幹事 許冬兒 

社工(義工發展服務) 黃頌寧 活動幹事 許詠兒 

社工(護老者服務) 黎俊傑 中心助理 馮金蓮 

社工(有需要護老者服務) 黃錦萍 護理員 陳旭 

社工(隱蔽長者服務) 吳梓毅 資訊科技活動助理 歐陽浩德 

 

新職員介紹 

各位會員大家好，我是新入職的同事 歐陽浩德，或者

可以叫我阿德。主要負責資訊科技方面的活動。若果各位會

員平時有手機或相關裝置和程式的問題都可以找我幫忙。期

待認識各位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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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到戶支援服務(需經社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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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緣巧學。巴士程式應用 
日期: 2021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2 時正 
地點: 本中心正址 
對象: 會員 
內容: 教導會員如何應用巴士手機程式 
費用: 全免 
報名: 2021 年 9 月 3 日(星期五)起向歐陽先生報名 
 頌缽聲音治療體驗坊 

日期︰2021 年 9 月 16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 
地點：中心副址銅鑼灣渣甸街 36 號 3 樓 
內容：體驗頌缽聲音治療，透過活動調整心理情

緒、放鬆身心、釋放壓力。 
對象︰會員 
費用︰50 元 
報名：向黃先生查詢 

你我他她大顯廚藝 
日期：2021 年 8月9 日 及9月27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 時 15 分至 5 時 15 分 
地點：本中心正址 
內容：中心邀請會員參與製作出他們的拿手菜色，

讓他們的拿手菜色可以一直承傳。每款菜色
材料費用 100 元或以下(實報實銷)。分享廚
藝可獲超市禮券。 

對象︰會員 
費用：全免 
報名：7 月 2 日(星期五)起向許詠兒姑娘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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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流行曲小組 
日期︰2021年7月至9月(逢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中午 12 時正 
地點︰本中心正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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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25 日(星期五)起 

中秋花燈到家來 
日期︰2021年9月1日至21日 
內容︰派發花燈手工讓長者在家製作，完成後於9月

30日前向中心展示製成品有紀念品壹份 
對象︰會員 
費用︰全免 
報名︰向郭姑娘查詢 
備註︰會員亦可報名於9月6日(星期一)或13日(星期

一)上午10時正至11時30分到中心學習製作 

中心活動小組 

歡樂團契 
日期：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 
地點：本中心正址 
內容：由百德浸信會帶領講道、讀經、唱詩歌、遊戲等 
報名：請向中心查詢 

動眼動手玩飛鏢 
日期: 2021年9月9、16 、23 及30日(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正     
地點: 本中心正址 
內容: 介紹飛鏢結構及鏢鈀及進行小型飛鏢比賽 
對象: 會員 
費用: 20 元 
報名: 2021年8月6日(星期五)起向許詠兒姑娘報名 

機緣巧學。港鐵程式應用 
日期: 2021 年 9 月 9 日(星期四) 
時間: 上午 10 時正至 11 時正 
地點: 本中心正址 
對象: 會員 
內容: 教導會員如何應用港鐵手機程式 
費用: 全免 
報名: 2021年8月13日(星期五)起向歐陽先生報名 

樂韻手鐘班 
日期︰2021 年 8 月 25 日、 

    9 月 1、8、15、29 日、 
    10 月 6 日(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 3 時 30 分至 5 時正 
費用︰100 元(六堂) 
地點︰本中心副址 
對象︰會員 
內容︰義工們學習樂理及手鐘演奏 
報名︰請向黃先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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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出好心情 
日期: 2021年8月4日(星期三) 及 9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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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吳梓毅先生查詢 

義工維修服務 
日期: 2021 年 8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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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語流行曲小組 
日期︰2021 年 7 月至 9 月(逢星期二) 
時間︰下午 2 時正至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本中心正址 
內容︰溫習粵語舊歌，練習拍子和音調 
對象︰會員 
費用︰30 元 
報名︰2021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二)起 

手工製作活動．光明燈 
日期︰2021 年 9 月 11 日及 9 月 18 日 
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至 11 時正(逢星期六) 
地點︰本中心正址 
内容︰運用摺紙、剪紙等技巧，並配以燈芯,將

一張普通的彩紙製作成一個別致、可愛
的中秋花燈。 

對象: 會員 
費用︰10 元 
報名及查詢︰2021年8月2日(星期一)起向陳姑娘報名 

中心活動小組 

健腦健體耆英薈 
日期︰2021年8月16日及9月20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 30 分 
費用︰全免 
地點︰本中心正址 
對象︰中心男士會員 
內容︰每月介紹不同健腦健體的鍛鍊法，推廣健康

預防的心法 
報名︰請向吳梓毅先生查詢 

護．愛．心路 
日期: 2021 年 8 月 12 日至 9 月 2 日 

(逢星期四，共四節) 
時間: 下午 2 時正至 3 時 30 分 
地點: 本中心正址 
對象: 護老者及會員 
內容: 透過敘事治療模式引導護老者分享對照顧者角

色價值的看法 
報名: 請向吳梓毅先生查詢 

更換手錶電磁及拐杖膠塞服務 
日期: 2021 年 8 月 3 日(星期二)  
時間: 上午 9 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 
地點: 本中心正址          
內容: 義工幫助長者更換手錶電磁及拐杖膠塞服務 
費用: 錶電磁每粒10元; 拐杖膠塞每粒10元 
報名: 2021 年 7 月 16 日(星期五)起 

開心椅子舞 
日期: 2021年8月4、11、18、25(逢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 
地點: 本中心正址 
內容: 教授配合音樂節奏的椅子運動，以每堂一首歌為目

標，讓參加者透過椅子運動增強自身的興趣和能
力，並提昇社交互動等。 

對象: 會員 
費用: 20 元 
報名: 2021年7月16日(星期五)起向郭姑娘報名 

剪髮服務 
日期: 2021 年 8 月 19 日(星期四)  
時間: 上午 10 時正至下午 4 時 30 分 
地點: 本中心正址 
費用: 會員 22 元(上門加 10 元)  

 非會員加 10 元(不設活動當天售票) 
內容: 剪髮師傅以便宜價錢提供剪髮服務 
報名: 2021 年 8 月 2 日(星期一)起 

書法班(行書課程)千字文 
< 香港公開大學 長者學苑「長青活學計劃」合辦 > 

日期: 2021 年 9 月 14、28 日、 
10 月 5、12、19、26 日、 
11 月 2、9、16、23 日(逢星期二)  

時間: 上午 9 時 15 分至 11 時 45 分 
地點: 本中心副址  
內容: 教授行書課程(千字文) 
費用: 50萬流動資金以下收費200元(可獲資助學費) 

 50萬流動資金以上收費450元 
報名: 2021 年 7 月 6 日(星期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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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心臟衰竭講座 
日期: 2021年8月27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 2 時 15 分至 5 時 15 分 
地點: Zoom 網上 
內容: 介紹心臟衰竭成因、徵狀等，並在當日網上抽出

3位參加者免費做心臟快速檢查 (包括: 心臟超聲
波掃瞄、心電圖、步行測試、血液心臟指數) 

對象: 會員 
費用: 全免 
報名: 2021年6月4日(星期五)起 

向詠兒查詢及報名 
備註: 如當日未能做心臟快速檢查者，可於當日即時與

註冊護士報名作另外安排做心臟快速檢查 

獨居支援組 
日期: 2021 年 8 月 10 日(星期二)及 

 9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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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耆英組 
日期: 2021年8月25日(星期三)及 

    9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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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活動小組 ONLINE線上齊祝壽 
日期: 2021年9月15日(星期三)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 30 分 
地點: Zoom 網上 
內容: 為 7 至 9 月生日之長者慶生，在線上一起玩

遊戲及唱生日歌。 
對象: 會員 
費用: 全免 
報名: 2021年8月13日(星期五)起 
 
 
 
 
 
 
 
 
 
 
 

領取生日禮物 
7 月至 9 月生日之會員可於 2021 年 7 月 2 日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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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量血壓 
日期︰2021年8月5、19日及9月2、16日(逢星期四) 
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至 10 時 30 分 
地點︰本中心正址 
內容︰為會員量血壓服務 
對象︰會員 
費用︰全免 
報名︰向詠兒姑娘查詢及報名 

國畫班 
日期: 2021年8月6日至9月24日(逢星期五) 

(8月27日及10月1日停課) 
時間:上午 10 時正至 11 時 30 分 
地點: 本中心副址 
對象: 會員 
內容: 導師會循序漸進地教授國畫技巧 
費用: 250 元(共 8 堂，材料自備) 
報名: 2021 年 7 月 16 日(星期五)起 

向詠兒姑娘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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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友里(8月及 9月) 
日期: 2021年8月31日、9月28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 4 時正至 5 時正 
地點: 中心正址 
費用: 全免 
對象: 護老者  
內容: 護老者聚會，與護老者分享不同護老資訊 
報名: (8月)7月27日(星期二)起、(9月) 8月31日(星

期二) 起向黎先生報名 

 

售賣三花奶粉 
日期:  2021 年 8月 6日及 9月 3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時正至 4時 30分 
地點: 本中心正址             
奶粉類別及價格: *必須出示有效之會員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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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如要換領三花印花，請屆時帶齊三個月內的三

花收據換領。如有任何疑問，請與黎先生聯
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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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HA HA (8月及 9月) 
日期︰2021年8月24日、9月21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4時正至5時正 
地點︰本中心正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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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月20日(星期二)起、(9月) 8月24日(星期

二) 起向黎先生報名 

護老的禪繞之道 
日期︰2021 年 8 月 30 日 
時間︰下午 3 時 30 分至 5 時正 
地點︰本中心正址 
費用︰20 元 
對象︰長者及其護老者 
內容︰與護老者及長者一同製作禪繞畫布袋，學習

放鬆與寧靜。 
報名: 2021 年 7 月 27 日(星期二)起向黎先生報名 

護老者活動小組 
售賣加營素奶粉 

日期:  2021年 8月 6日及 9 月 3日(星期五)   

時間: 上午 9時 30分至 12時正 
地點: 本中心正址 
奶粉類別及價格︰*必須出示有效之會員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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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50 克) 
- 怡寶康︰HKD$208 (850克), HKD$93 (400克) 
備註: 如有任何疑問，請與黎先生聯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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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房顫動測試 
日期︰2021年 8月 23日 (星期一) 
時間︰下午 2時至 5時 
地點︰本中心正址 
費用︰全免 
對象︰護老者 
內容︰與護老者進行心房顫動測試 
報名︰2021年 8月 2日(星期一)起向黎先生報名 

身體組成分析日 
日期: 2021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一) 
時間: 下午 2 時正至 4 時正 
地點: 本中心正址 
費用: 全免  
對象: 護老者  
內容: 讓護老者了解自身的身體比例，了解自己身體

的健康狀況。 
報名: 2021 年 8 月 2 日(星期一)起向黎先生報名 

E-KOL Training 進階班 
日期︰2021年9月1日、8日、15日、29日 

                   10月6日、13日、20日、27日 
時間︰上午 10 時正至中午 12 時正 
地點︰本中心正址      
費用︰50 元 
對象︰曾參與 E-KOL Training 之護老者或會員 

內容︰教授高階拍攝技巧及剪片技巧，深化參加
者的拍攝及剪接能力 

報名：2021年8月2日(星期一)起向黎先生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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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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轆助行架(1 個) 
 拐杖椅 (3 張) 
 四腳叉 (1 支) 
 摺椅式坐厠椅 (1 張) 
 新便盤 (一個) 
 全新家庭裝 5 杯米電飯煲 

(需經社工評估) 

愛．相．傳 
日期︰2021 年 9 月 18 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 2 時正至 5 時正 
地點︰本中心正址 
費用︰5 元 
對象︰護老者或會員 
內容︰與護老者及長者拍攝家庭照，留下美好回憶。 
報名︰2021年8月30日(星期一)起向黎先生報名 

「靜聽我心」護老訪談 
收集各護老者的照顧疑問，邀請專業人士講解
照顧者的照顧疑難，將訪問拍成影片視頻，透
過 WhatsApp 發放給護老者及長者收看。另外
亦可在中心 YouTube 頻道收看。 
 
本節主題︰同住護老者之壓力 
播放日期：2021 年 9 月 30 日(星期四) 
形式︰以WhatsApp發放連結予參加者 
內容：分享同住護老者的壓力，讓非同住的家人

多一些理解和體諒，共同協調家庭支援。 
費用︰全免 
對象：體弱長者及其照顧者                                                                                                                                                                                                                                                                             
報名：請於 9 月 10 日前報名及提交照顧問題 
備註：已報名人士在節目後1個月內到中心找萍

姑娘，回答三條有關訪談內容之問題，可獲
禮品一份                                                                                                                                

妙韻金曲寄真情 
歌曲能舒發情懷，令人陶醉，歌詞更能寄予心聲，激

勵壯志及帶出正念。本年度逢雙月份月底，萍姑娘以

錄音節目形式，講述一些護老故事，並透過

WhatsApp 分享給其他的護老者收聽。節目會播放金

曲及以歌詞分享，鼓勵、讚賞及向護老者們帶出正向

信息。邀請護老者可以在節目中點唱，萍姑娘在節目

中播放，以及讀出護老者的祝福寄語，在節目中傳送

給親友及其他同路人。另外亦可在中心 YouTube 頻

道收看。 

 
播放日期：2021 年 8 月 31 日(星期二) 
形式︰以WhatsApp發放連結予參加者 
費用︰全免 
對象：體弱長者及其照顧者 
報名及點唱：8 月 20 日前與萍姑娘聯絡 
備註：已報名人士在節目後1個月內到中心找萍姑

娘，回答三條有關節目的問題，可獲禮品一份 

 
日期：2021 年 8 月 2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 時 至 5 時 
地點：本中心正址 
對象：於17/6及24/6已接受檢測之參加者 
費用：全免 

內容：講解骨質檢測報名及跟進有需要之人士 
報名：2021年7月26日(星期一)起向萍姑娘報名 

護老者活動小組 

夏日甜蜜蜜 

日期：2021 年 9 月 8、10、15、17 日 
(星期三及五) 

時間：上午 9 時45分於本中心正址集合至中午12時45分 
地點：社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北角福蔭道 7 號) 
對象：長者及其照顧者 
費用：全免 
內容：與職員自費巴士前往，學習製作糕點及甜

品，讓護老者抒緩壓力。 
報名：2021年7月30日(星期五)起向萍姑娘報名  

生活樂復康產品展銷及講座 
日期：2021 年 9 月 2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至 10 時 30 分 
地點：本中心正址 
對象：體弱長者及其照顧者 
費用：全免 
內容：設有復康用品介紹講座，講座後用品展銷

至中午 12 時正。 
報名：2021年7月30日(星期五)起向萍姑娘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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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者活動小組 

E-KOL Training (第三季) 

日期︰2021年9月1日、8日、15日、 
    10月6日、13日、20日、 
   11月3、10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2 時正至 4 時正 
地點︰本中心正址 
費用︰50 元 
對象︰護老者或會員 
內容︰KOL 為 Key Opinion Leader，即是網紅。

E-KOL 即是 Elderly key Opinion 
Leader，培訓成為長者網紅，透過 8 節培
訓，教導如何使用智能手機錄製影片、剪
接及編輯短片及影片拍攝構思。從長者的
吃喝玩樂和衣食住行多方面出發，讓不同
層面人士了解長者更多。 

報名：2021 年 8 月 2 日(星期一)起向黎先生報名  

Hi Touch無界限計劃 

日期︰2021年 8月3、10、17、24 日 
                   9月7、14、21、28日 (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 9 時 15 分至 10 時 15 分 
地點︰本中心正址 
費用︰全免 
對象︰護老者或會員 
內容︰利用智能機械人為長者進行互動身體鍛鍊、

活用網上平台及學習平板電腦及讓長者學習
使用科技產品如 AR 弓箭、FITME、手握力
球等，訓練長者肌肉及手眼協調 

報名：7 月 23 日(星期五)起向黎先生報名 

 

 

日期︰2021 年 9 月 2 日(逢星期四)開始外借 

時間︰上午 9 時正至中午 12 時正及下午 2 時正至 5 時正 

內容︰10 款桌上遊戲及 10 款運動復康用品供會員及護老者外借回家鍛鍊 

對象︰中心會員及護老者 

 

 

 

 

 

 

 

**下期開始，每期月訊會介紹兩款桌上遊戲及兩款運動復康用品， 
大家記住密切留意!! ** 

桌上遊戲及運動復康用品外借服務 

借用守則︰ 

1) 每人每次只限外借 1 款桌上遊戲及 1 款運動復康用品 

2) 借用期為 14 天 

3) 用品借用費全免，但需要預繳按金 20 元 

4) 每項用品只可續借 1 次，借用期為 14 天 

喺屋企悶悶哋，又想做吓運
動，又想玩吓醒腦遊戲？依
家可以嚟中心借用桌上遊戲
及運動復康用品返屋企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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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活動小組 

*凡報讀有「義」字的班組需登記成為中心義工及

承諾參與日後的義工服務 

社會福利署（社署）經檢討後認為「義工運動」已完成其歷史使命，為避免與其他機構工作重疊

及善用社會資源，決定「義工運動」將會於 2021 年年底榮休。隨著「義工運動」的歷史任務順利完

成，中央統籌的嘉許制度亦會終結。故此，委員會將停止頒發 2021 年度各項嘉許獎狀，包括：個人、

家庭義工和機構（及其附屬單位/小組）金／銀／銅獎，及義工長期服務嘉許狀。 

「義工運動」感謝狀及補發 2020 年義工長期服務嘉許狀 

由於受到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疫情影響，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督導委員會）於 2020 年作出

特別安排：服務不足 50 小時的義工，可將其 2020 年的服務時數結餘轉至 2021 年作統一計算。故此，

如義工在 2020 至 2021 年（截至機構提交推薦名單限期前）的服務時數累積合共 50 小時或以上，便可

視為於 2020 年達到服務時數的要求；若該名義工在 2019 年已連續每年服務 50 小時或以上達 4/ 9/ 

14/ 19/ 29/ 39 或 49 年，機構便可以推薦該名義工領取 5/10 /15/ 20 /30 /40 或 50 年的長期服務嘉許

狀。 

 

因此本機構的義工如欲申請感謝狀及補發 2020 年義工長期服務嘉許狀，請在 2021 年 8 月 9 日之前向

黃頌寧先生查詢。 

「義工運動」榮休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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跴 ○粵  切 

 「柴台」，是「不受歡迎」和「被喝倒采」之意。 

 「柴台」的「柴」音字正寫是「跴」。 
 「跴」與「踩」字同，即「踐踏」也！ 

 以不禮貌的態度，到別人地方,稱為「踩場」同等道理，人家在臺上專注

演出，臺下觀眾報以不滿噓聲喝倒采，便是「踩台」了！ 
 「踩場」的「踩」，讀作「始歹」切；「踩台」的「踩」，則唸作「柴」音。 

專欄區4 一日一    字 
 

真正的『陪伴』 

這年來我透過兩個護老者YouTube節目《妙韻金曲寄

真情》及《靜聽我心護老者訪談》了解不少護老者的心聲。

當中有女兒在節目點歌環節的一番說話值得我們深思。她

說：對媽媽最好的禮物是『陪伴』，她都希望講給其他護老

者聽。最近我有一個案身體轉差，她對我說：「姑娘，我感

到身體差了，但知道子女工作忙，可否找人陪下我呢？」聽

了感到心酸，長者為了不打擾子女工作及家庭，縱使自己感

到孤單及身體轉差需要幫忙，亦不願求助。這位長者使我聯

想起早前那位點唱者所講的『陪伴』。 

 

我們有否抽時間認真陪伴我們的年老父母呢？剛過去的母親、父親節，大家在聚餐時有

否與父母真正傾談呢？近代的餐桌文化是許多時與長者用餐時，大人小朋友都在看着手機，

這是真正的『陪伴』嗎？身教是一面鏡，希望小朋友學懂孝順，中年的父母亦需要好好示範

如何孝順年老的父母親。 

 

疫情下除了電話慰問父母之外，大家都留港消費：享用各式餐飲，本地遊，甚至宅渡假

(Staycation)，這些都是長者可與家人共聚的好機會。我們除了使用電子消費券購買心宜的物品

外，都不妨用消費券與父母開心留港消費。父母過往的生活條件貧困艱苦，現在相對較為充

裕，至少有政府不同的補貼，子女都應回報父母的養育之恩啊，而且『陪伴』是給父母最好

的禮物呢！ 

晚晴寶寶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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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靠衣裝」這句說話一點也沒錯，一件漂亮合宜

的衣服的確令人賞心悅目，也能提升個人風格！在我們

一向求新求突破的構思中，有一段時間香港一直做著環

保的觀念，我們就製作一批環保時裝。我們用的材料當

然有膠袋、垃圾袋、包水果的網、尼龍草、菲林底片、

廢紙等等。經過我們精心的設計製作下，一件件華麗美

服出現在大眾眼前，真想像不到竟吸引了各方的目光，

我們被邀參加各項活動---長者道路安全活動、區議會新

春團拜、慶賀中秋晚會、總會聖誕聯歡，更在星光大道

下行 CATWALK，每次出現都大受歡迎，眾人爭相與模

特兒合照，她們的造型與真正的模特不遑多讓！我們的

長者穿起時裝後立刻婀娜多姿，風姿綽約，重拾年青的

美態！我們的服裝由於是環保製作，也不能穿太多次

數，故此推動我們不斷推出新設計，款式每次都獲讚

賞，想不到我們也是一個很厲害的設計師！但到銷毀的

時候就萬般不捨！ 

專欄區4 



 

15 

  

護老者服務發展策略行動方案 
 

上次提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長者服務為護⽼者政策及服務方

向訂⽴六大範疇及具體倡議項目，期望發動各界別關注護⽼者，並且在未

來三年(2020-2023)希望政府能夠有具體政策、服務、措施等，在不同位

置支援護⽼者，讓他們在照顧長者的同時，亦有健康和平衡的生活。 

 

 

今次與大家分享第二個範疇︰確認護⽼者的⻆⾊、⾝份及貢獻 

  

 

護老者背負的壓力，以及所付出的，往往比我們想像的為多，甚至是

難以想像。那社會應如何確認護⽼者的⻆色、身份及貢獻？ 

 

現時的安老服務中，透過長者卡給予福利及優惠予長者。但是，作為

照顧責任及壓力均龐大的護老者們，卻沒有任何的身份確認，也沒有太多

針對護老者的福利及優惠。因此，政府會否考慮給予護老者一個身份確

認，彷效長者卡般提供「護老卡」，聯同不同的商戶提供優惠及福利予護

老者們呢？ 其次，「家裡醜事不傳千里」的情況是華人社會的風氣，對於

家中照顧長者的情況，很多時都報喜不報憂。然而，家庭倫常慘案也因此

而起。因此，政府需引起公眾對護⽼者的關注，營造社會對護⽼者的貢獻

之正面氣氛，這樣才可讓護老者樂於求助，避免再次發生慘劇。因為照顧

長者是個人、家庭、社會及政府的共同責任，不應把所有責任放在護老者

身上！ 

 

所以，社聯就是次的發展策略行動方案，建議政府推廣全港性的大型

宣傳，推動社會及護⽼者確認護⽼者的身份及貢獻。 你對社聯的建議有何

意見？你認為現時香港是否有足夠的護老者支援服務及政策？你又認為有

什麼護老者服務及政策需要增加或設立？歡迎大家透過 WhatsApp或致電

中心向黎生分享意見。 

資源來源︰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專欄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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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思考也是錯？ 

 

在中心遇到不少長者都是很樂觀、正面的，人生中遇到大大小小的難關都能扛下

來，以積極的心態面對。近幾十年，「正向心理學」這門學問也被廣泛地推廣，強調正

向思考、自我激勵的好處。不過近年，歐美已陸續有一些討論探討正向思考的負面影

響。《失控的正向思考》一書之作者更認為正向思考已創造出一種新文明病，許多人遇

到困境時會告訴自己「想開一點」、「無事嘅」這些說話，但越是極端正面的人，在事

情不順利時往往越容易爆發情緒和崩潰。長期濫用「正面思考」的人，對外總是呈現自

己陽光、理智的一面，這很可能因為太習慣「凡事往正面想」而迷失了真實的自己，容

易變得逞強、不願承認失敗，抑制自己的情緒，造成心理失衡，迷失自我，形成一種

「阿Q精神」。 

 

換句話說，過度正向思考容易使人不自覺地刻意消除負面情緒，未能與當下真實的

情緒共處。消極負面是每個人都有的自然情緒，太快壓抑自己的負面狀態、否定真實的

感受，並不利於身心健康。然而，太多負面信念容易讓人陷入沮喪、無力或自憐，但太

過樂觀也可能造成無法好好覺察真實的內在狀態，甚至變得脫離現實。究竟怎樣才是正

確的正向思考？心理諮詢師張璇有一些建議。 

 

1. 「正向思考」是要「看清現實，釐清轉機」 

正向心理學真正目的是要幫助人找到內在的心理能量，這能量可以作為對抗挫折的緩

衝，使個人在遇到困難時不會輕易落入憂鬱狀態。真正的正向思考不是一種心靈自我

安慰，而是一套解決問題的方法。幫助人們在遇到各項障礙時能轉換情緒、調整心

態；即使面對無法控制的改變或狀況，也能冷靜分析得失，找尋心態轉念的方法。 

 

2. 「正向思考」是「不會自我貶損，也不會太自我膨脹」 

生活中有悲有喜是必然的，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坦然面對。容易悲觀的人往往都會認為

自己是行衰運，讓負面情緒將自己搞得慌亂無措或怨天尤人。而過度樂觀的人則往往

認為自己「一定可以應付」，樂觀地等待「奇蹟」的出現。正向思考是要取其平衡，

接受世事無常，同時亦要自我鼓勵，幫助自己不要被焦慮、恐懼淹沒自我。 

 

3. 「正向思考」是「接受真實情緒，兼顧正負面信念」 

人生有高有低，沒有人能永遠處在正面能量的高處，雖然挫折跟失敗都是負面經驗，

但這些負向經驗卻可能帶來巨大的力量與「機會」。「成功從承認失敗開始」，有時

多接受自己的情緒、痛定思痛、多設想最壞的情況也未嘗不好。最重要的是不要一再

回憶不如意的情節，要在逆境與困難中看見自我的優勢與資源，並採取正確的行動。

正向思考是需要有坦然豁達的態度，以及允許「人有脆弱一面」的彈性。 

參考：<愛‧長照>面對困境，正向思考不是萬靈丹 

專欄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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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眼睛是靈魂之窗，那說內心是靈魂的心臟亦是非常合適。 

 
人的內心盛載不少的情感意念，有愛惡、喜怒、哀樂，亦潛藏人不少的動

機，可以是正面的，亦可以是負面的。 

 
人有不同的情感意念，其潛藏中「求生、求樂」的傾向本是人之常情。但當

人未能覺察內心，對心中的意念保持清醒自覺時，就很容易錯判環境，衝動

行事乃至鑄成大錯。 
 

聖經教導人要保守己心，就是要時時刻刻保持清醒自覺，使自己能不受內心

惡念所控，乃至內心所思、外在所行，都走在正途之中。 
 

「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能否保持內心的覺醒，正正

影響著我們如何回應生活，亦是幸福生活的一大關鍵。 

 

       「嫦娥去咗邊？」 

有一天，老師問小朋友一個問題：為甚麼阿姆斯壯到月球上時沒有看到

嫦娥？大家想了很久很久……最後同學甲舉手了！！同學說：因為嫦娥喺月

球上長年只食兔肉……營養不良所以死咗。 

專欄區4 

信仰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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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腦運動妙法 

健腦運動妙法八大範疇認知能力訓練，上期介紹了四種認知訓練，今期介紹餘下四
種認知訓練。 

5)計算能力 

所謂計算能力，指數學上的化歸和轉化的能力，即把抽象的複雜的數學表達式或

數字通過數學方法轉換為我們可以理解的數未式子的能力。 

• 訓練活動: 

擲骰子鬥大、拍公仔紙、拍賣會、21 點撲克牌 

 

6)解難能力 

解難一般指從認清問題、就地取材、挑選處理問題，直至實踐和調校處理問題的

方法。 

• 訓練活動: 

煮飯仔、拍賣會、大富翁 

 

 

7) 時間及環境導向 

給予不同社區環境的地標予參加者辨認，增加參加者對環境的導向。 

• 訓練活動: 

時間及環境導向板、回顧舊相片、舊物件、參觀古蹟 

 

 

 

8) 手眼協調能力 

一邊唸出數字一邊做的話，可以提高對腦部的刺激以慣用手熟習玩法後，再用另

一隻手嘗試看看 

• 訓練活動: 

手指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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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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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答案︰ 

 

 

 

 

 

 

 

 

 

 

 

 

 

 

 

 

 

 

 

 

 

 

找不同 

請試試找出六個不同的地方，找到答案的會員，可於 8 月 2 日至 8 月 6 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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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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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餘飯後 
上載時間︰第一及第三個星期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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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平常談 
 
上載時間︰每雙月份中心YouTube頻道更新 
對象: 中心基督徒會員 
內容: 結合基督教信仰和中國文化思想於

日常生活，以雙月一次影片分享對
樂齡生活的看法 

費用: 全免 
報名: 請向社工吳先生查詢 

歡迎大家訂閱中心 YouTube 頻道瀏覽。 

網上節拍椅子舞 
上載時間︰每月中心YouTube頻道更新一次 
對象: 會員 
內容: 由郭姑娘與長者們教授配合音樂節奏的

椅子運動，讓參加者透過網上椅子運動
增強自身的興趣和能力，並提昇社交互
動等。 

報名: 向郭姑娘查詢 

E-KOL看世界 
上載時間︰中心 YouTube 頻道定期更新 
對象: 會員 
內容: 由中心之KOL拍攝影片，為大家介紹

香港好玩、好食、好去處。 
費用: 全免 
報名: 向黎俊傑先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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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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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三        2 廿四      3 廿五       4 廿六 5 廿七 6 廿八 7 立秋 

中心 

休息 

9:00 義學拇指琴A  (副址) 
9:15 長者普通話班 

10:15 義學拇指琴B  (副址)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00 骨質檢測報告講解日 
2:00 長者中文班(副址) 
3:30 長者英文班(副址) 

9:15 書法班(副址) 
9:15 Hi Touch無界限計劃 
9:30 更換手錶電磁及拐杖

膠塞服務 
10:30 歡樂團契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00 粵語流行曲班 

  9:00 甩出好心情 
  9:00 長者中文班(副址) 
10:30 長者英文班(副址) 
10:30 開心椅子舞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30 做個好夢 
  3:30 樂韻手鐘班(副址) 

  9:30 量血壓 

10:30 活力節奏鼓樂班(副址) 

11:00 智腦友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00 長者普通話班 

  2:15 活力節奏鼓樂班(副址) 

9:30 加營素奶粉售賣日 
9:30 例會(ZOOM) 

10:00 國畫班(副址) 
10:30 國語流行曲班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00 三花奶粉售賣日 
2:30 「義」扭夢幻氣球 

義工維修服務 

 10:00 認知障礙症照

顧者修身堂 

 

中心下午休息 

8 七月初一 9 初二 10 初三 11 初四 12 初五 13 初六 14 初七 

中心 

休息 

9:00 義學拇指琴A  (副址) 
9:15 長者普通話班 

10:15 義學拇指琴B  (副址)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15 拍攝『大顯廚藝』 
2:00 長者中文班(副址) 
3:30 長者英文班(副址) 

9:15 書法班(副址) 
9:15 Hi Touch無界限計劃 

10:30 歡樂團契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00 粵語流行曲班 
3:30 獨居支援組 

9:00 長者中文班(副址) 
10:30 長者英文班(副址) 
10:30 開心椅子舞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30 做個好夢 
3:30 樂韻手鐘班(副址) 

  9:15 長者普通話班 
10:30 活力節奏鼓樂班(副址) 
11:00 智腦友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00 護．愛．心路 
  2:15 活力節奏鼓樂班(副址) 

9:30 例會(ZOOM) 
10:00 國畫班(副址) 
10:30 國語流行曲班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30 義工會 
3:30 中心委員會 

10:00 認知障礙症照

顧者修身堂 

 
中心下午休息 

 

15 初八 16 初九 17 初十 18 十一 19 十二 20 十三 21 十四 

中心 

休息 

9:00 義學拇指琴A  (副址) 
9:15 長者普通話班 

10:15 義學拇指琴B  (副址)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00 長者中文班(副址) 
2:30 健腦健體耆英薈 
3:30 長者英文班(副址) 

9:15 書法班(副址) 
9:15 Hi Touch無界限計劃 

10:30 歡樂團契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00 粵語流行曲班 
 

9:00 長者中文班(副址) 
10:30 長者英文班(副址) 
10:30 開心椅子舞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30 做個好夢 
3:30 樂韻手鐘班(副址) 

  9:30 量血壓 
10:00 剪髮服務 
10:30 活力節奏鼓樂班(副址) 
11:00 智腦友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 :00 護．愛．心路 
  2:15 活力節奏鼓樂班(副址) 

9:30 例會(ZOOM) 
10:00 國畫班(副址) 
10:30 國語流行曲班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30 「義」扭夢幻氣球 
3:30 護老者照顧議題關注小組 

10:00 認知障礙症照

顧者修身堂 

 

中心下午休息 

22 十五 23 處暑 24 十七 25 十八 26 十九 27 二十 28 廿一 

中心 

休息 

 

9:00 義學拇指琴A  (副址) 
9:15 長者普通話班 

10:15 義學拇指琴B  (副址)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00 長者中文班(副址) 
2:00 心房顫動測試 
3:30 長者英文班(副址) 

  9:15 書法班(副址) 
9:15 Hi Touch無界限計劃 

10:30 歡樂團契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00 粵語流行曲班 
4:00 護老 HO HA HA 

9:00 長者中文班(副址) 
10:30 長者英文班(副址) 
10:30 開心椅子舞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30 耆英組 
3:30 樂韻手鐘班(副址) 

10:00 做個好夢 
10:30 活力節奏鼓樂班(副址) 
11:00 智腦友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 :00 護．愛．心路 
  2:15 活力節奏鼓樂班(副址) 

9:30 例會(ZOOM) 
10:00 國畫班(副址)(暫停) 
10:30 國語流行曲班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15 預防心臟衰竭講座 

10:00 認知障礙症照

顧者修身堂 

 

中心下午休息 

29 廿二 30 廿三 31 廿四  

中心 

休息 

9:00 義學拇指琴A  (副址) 
9:15 長者普通話班 

10:15 義學拇指琴B  (副址)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00 長者中文班(副址) 
2:00 活力強肌運動帶操 
3:30 長者英文班(副址) 
3:30 護老的禪繞之道 

9:15 書法班(副址) 
9:30 「義」學健腦數獨 

10:30 歡樂團契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00 粵語流行曲班 
4:00 護老友里 
4:30 妙韻金曲寄真情(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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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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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廿五 2 廿六 3 廿七 4 廿八 

9:00 長者中文班(副址) 
9:00 甩出好心情 

10:00 E-KOL Training 進階 
10:30 長者英文班(副址)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00 E-KOL Training(三季) 
3:30 樂韻手鐘班(副址) 

9:30 量血壓 
  9:30 生活樂復康產品展銷 
10:30 活力節奏鼓樂班(副址) 
11:00 智腦友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00 護．愛．心路 
 2:15 活力節奏鼓樂班(副址) 

9:00 「義」學拇指琴(初班)(副址) 
9:30 加營素奶粉售賣日 
9:30 例會(ZOOM) 

10:00 國畫班(副址) 
10:30 國語流行曲班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00 三花奶粉售賣日 
2:30 「義」扭夢幻氣球 
3:30 中心委員會 

 

 

中心下午休息 

5 廿九 6 三十 7 八月初一   白露 8 初二 9 初三 10 初四 11 初五 

中心 

休息 

9:00 義學拇指琴A  (副址) 

10:00 中秋花燈到家來 

10:15 義學拇指琴B  (副址)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30 認知障礙知多 D 

9:15 Hi Touch無界限計劃 

10:30 歡樂團契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00 粵語流行曲班 

 

9:00 長者中文班(副址) 
9:45 夏日甜蜜蜜(外出) 

10:00 E-KOL Training 進階 
10:30 長者英文班(副址)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00 E-KOL Training(三季) 
3:30 樂韻手鐘班(副址) 

  10:00 機緣巧學．港鐵應用程
式教學 

10:30 活力節奏鼓樂班(副址) 
11:00 智腦友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15 活力節奏鼓樂班(副址) 
2:30 動眼動手玩飛鏢 

9:00 「義」學拇指琴(初班)(副址) 
9:30 例會(ZOOM) 
9:45 夏日甜蜜蜜(外出) 

10:00 國畫班(副址) 
10:30 國語流行曲班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30 「義」扭夢幻氣球 

9:30 手工製作活動．

光明燈 

中心下午休息 

12 初六 13 初七 14 初八 15 初九 16 初十 17 十一 18 十二 
中心 

休息 

9:00 義學拇指琴A  (副址) 

10:00 中秋花燈到家來 

10:15 義學拇指琴B  (副址)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00 身體組成分析 

9:15 書法班千字文(副址) 
9:15 Hi Touch無界限計劃 

10:30 歡樂團契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00 粵語流行曲班 
3:30 獨居支援組 

9:45 夏日甜蜜蜜(外出) 
10:00 E-KOL Training 進階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00 E-KOL Training(三季) 
2:30 ONLINE線上齊祝壽 
3:30 樂韻手鐘班(副址) 

9:30 量血壓 

11:00 智腦友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30 動眼動手玩飛鏢 

 2:30 頌缽聲音治療體驗坊(副址) 

9:00 「義」學拇指琴(初班)(副址) 
9:30 例會(ZOOM) 
9:45 夏日甜蜜蜜(外出) 

10:00 國畫班(副址) 
10:30 國語流行曲班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30 「義」扭夢幻氣球 

9:30 手工製作活動．

光明燈 

中心下午休息 

2:00 愛．相．傳 

19 十三 20 十四 21 十五     中秋節 22 十六 23 秋分 24 十八 25 十九 

中心 

休息 

9:00 義學拇指琴A  (副址) 

10:15 義學拇指琴B  (副址)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30 健腦健體耆英薈 

9:15 Hi Touch無界限計劃 
10:30 歡樂團契 
12:00 愛心午膳(暫停) 

2:00 粵語流行曲班(暫停) 
4:00 護老 HO HA HA 

中秋節翌日 

中心休息 

9:30 「義」學健腦數獨 
10:30 活力節奏鼓樂班(副址) 
11:00 智腦友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15 活力節奏鼓樂班(副址) 
 2:30 動眼動手玩飛鏢 

9:00 「義」學拇指琴(初班)(副址) 
9:30 例會(ZOOM) 

10:00 國畫班(副址) 
10:30 國語流行曲班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30 「義」扭夢幻氣球 

 

中心下午休息 

26 二十 27 廿一 28 廿二 29 廿三 30 廿四  

中心 

休息 

9:00 義學拇指琴A  (副址) 
10:15 義學拇指琴B  (副址) 
10:30 機緣巧學。巴士應用

程式教學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15 拍攝『大顯廚藝』 

9:15 書法班千字文(副址) 
9:15 Hi Touch無界限計劃 

10:30 歡樂團契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00 粵語流行曲班 
4:00 護老友里 

10:00 E-KOL Training 進階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30 耆英組 
3:30 樂韻手鐘班(副址) 

10:30 活力節奏鼓樂班(副址) 
11:00 智腦友 
12:00 愛心午膳(外帶) 

 2:15 活力節奏鼓樂班(副址) 
 2:30 動眼動手玩飛鏢 
 4:30「靜聽我心」(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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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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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莊重文敬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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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