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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中秋已過，踏入深秋。秋高氣爽，有些老友記可能會與三五知己一起行山郊遊，
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更加要記得飲水！讓身體補充足夠的水份，可以令身體更
健康，您一天會飲幾多杯水？8杯？原來飲水也有不少學問及冷知識，今期通訊
蔡姑娘會和大家談談「飲水」！

長者委員繼續與大家分享一些與長者有關的資訊，今期主題是長者很有興趣的
「運動與健康」，亦會介紹由衞生署長者健康服務製作的「耆樂。起動」家居
運動短片系列，讓長者在家中也可安全地做運動。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大家一定要做好防疫措施：戴口罩，勤洗手，保持
個人及環境衛生，避免聚會，保持適當社交距離；勤做快速抗原測試，留意政
府公告，須接受強制檢測人士，必須於指定日期到社區檢測中心／流動採樣站
進行檢測。

2019冠狀病毒病的病徵可以很輕微，如有任何身體不適(即使症狀非常輕微)，
應盡快向醫生求診，按照醫護人員的指示接受檢測，以及早獲得適切診斷和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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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安抗疫計劃：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home-quarantine.html　
疫苗通行證：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vaccine-pass-info.html 

如果您也有意見或趣事想與其他會員分享，歡迎投稿給我們，可電郵至 
info@hkcmis.org 或親身交回中心，將有機會被刊登在月訊專欄，期待您的參與！

為了提供一個清潔安全的環境給大家，中心會定期進行清潔及消毒，希望大家一起
合作，配合中心的防疫措施，保持中心清潔，祝大家身體健康！

曾美怡姑娘

接獲房屋署通知，高遠樓於2022年10月3日（星期一）將進行固定電力裝置系統定期
檢查及測試，大廈將暫停供應食水及咸水、室內及公共電力、電話及上網、電視等服
務。因此，當天中心會暫停所有活動及活動報名事宜。如有查詢，可致電與中心職員
聯絡。

中心特別通告:



中心消息

新入會/續會安排
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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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低服務使用者的感染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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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進入中心後請用會員證拍咭簽到。
3. 非會員進入中心，需使用「安心出行」。
4. 如出現發燒、呼吸道感染徵狀、14 天
    內曾離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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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社會福利署最新指引，

長者鄰舍中心可於2022 年

 5 月 16 日起逐步恢復服務。

但為減低染疫風險，中心需

以*預約形式*進行服務，以

限制人流。同時亦受限於當

時生效的《預防及控制疾病

（禁止聚集）規例》

（第 599G 章）下有關禁止於

公眾地方進行群組聚集之規定。

會員如需到中心處理各項事務，

請先預約。而中心亦將逐步安排

部分活動恢復以實體形式進行，

人數亦會跟從政府之限制。由於

服務會因應社署更新的指引而不

時作出調動，故所有變動會透過

中心壁報板、WhatsApp 或機構網

站通知大家，各位亦可於辦公時

間內致電中心查詢最新情況。

因應疫情關係，為免人多聚集，新入會人士 / 會員請
先致電中心登記，職員將會通知到中心安排入會，
敬請留意。
會費：正式會員(60歲或以上)：$21
            活力會員(55-59歲)：$25
*請帶備會員證(如有)、身份證、住址證明、
  綜援證明(如有)及會費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120周年會慶活動宣傳



活動報名安排免費Wi-Fi熱點

中心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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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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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YouTube：搜尋「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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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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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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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
Like我地既專頁呀！

中心假期安排
2022年10月1日(星期六)為國慶假期、10月4日(星期二)為重陽節假期，中心將暫停開放，敬請留意!

物資送贈安排
1. 中心不定時亦會收到外界團體或善長捐贈的禮物包希望轉贈予長者，但由於每次
    物品的種類、數量都不一，故未必每次都能分發給所有會員。中心將盡量平均分
    配各項物資，希望每一位都受惠，故會分批分發給不同會員，聯絡取件，直至所
    有會員領畢，再作下一個循環派發。
2. 由於每次收到禮物包之時段、產品內容及數量亦非中心可以控制，故大家收到的
    物資內容亦未必相同，領取的時段亦不一樣。中心會按序通知大家領取，請見諒。
3. 部分團體捐贈之物品可能會有指定派發對象，如指定派送予獨居雙居、綜援人士等。
    故此，此等禮物因應捐贈者的要求不能公開派發給其他對象。中心將按捐贈者要求
    每次平均分發予各類人士，敬請大家知悉。



10月及11月網上例會及講座安排
日期：2022年10月7日(星期五)
            2022年11月4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9時30分
地點：網上Zoom
網上例會：活動前由職員透過WhatsApp群組發送活動連結

10月例會健康講座：
「如何處理焦慮」

11月例會健康講座：
「糖尿病患者的健康飲食」

日期：2022年10月7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正至上午11時正
地點：網上ZOOM / 本中心
內容：1. 過分焦慮的表現和不良後果
            2. 學習怎樣處理自己的焦慮
            3. 如何協助過分焦慮的長者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備註：如欲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陳姑娘聯絡

領取生日禮物

SQS 服務質素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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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2年11月4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正至上午11時正
地點：網上ZOOM / 本中心
內容：1. 糖尿病患者的基本飲食原則
           2. 糖尿病患者的營養需要及醣質
               食物交換法
           3. 如何設計一份糖尿病患者的餐單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10月至12月生日之會員可於2022年10月5日至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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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領取者，
將不設補發，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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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運作及活動記錄

服務單位存備其服務運作各活動的最新準確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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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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日期：2022年10月7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正至中午12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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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或以上之中心會員           
費用：$5                名額：30人                       
合辦機構：恩典義剪隊
備註：為保障個人衛生，參加者需於剪髮前
           自行清洗頭髮並吹乾
報名：現已可向梁姑娘查詢

2. 身體組成分析測試
日期：2022年10月10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4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身體組成分析測試包括了身體水份、骨質、
            肌肉量及強度、體脂肪重、內臟脂肪指數、
            體重等數據顯示身體組成之評估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30人
合辦機構：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報名：現已可向梁姑娘查詢

4. 10月仁愛影院-
「天地孩兒」

日期：2022年10月15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1時正
活動形式：WhatsApp短片發放
影片內容：講述仁心醫院新生兒科的新生兒深切治療部
                   內，躺著幾個未足月或出生時身體有嚴重疾
                   病的嬰兒，顧問醫生兼學院教授余卓曦帶著
                   三個醫生張欣泉、馮浩與高子聰全力拯救這
                   些危在旦夕的小生命的背後故事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5人
報名：現已可向陳姑娘查詢 / 報名

3. 玩pad初體驗
日期：第一場：2022年10月14日(星期五)
            第二場：2022年10月21日(星期五)
時間：第一場：中午12時正至下午1時正
           第二場：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會員們在活動中，透過使用平板
            電腦進行遊戲，感受和體驗一下
            平板電腦的基本操作，讓會員們
            對平板電腦有初步了解和懂得初
            步操控技巧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第一場：8人
            第二場：8人    
費用：全免             
報名：現已可向沈先生 / 張先生查詢

日期：2022年10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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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射流行性感冒疫苗 
            (2) 50歲或以上，免費，
                 參加者需預繳$100按金費用，待注射疫苗後可即時退回全部款項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針藥及服務提供：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報名：請於10月14日前可向陳姑娘報名

5. 流行性感冒疫苗注射日

1. 愛心剪髮服務



P. 6

活動

11. 開開心心玩芬蘭木柱
日期：2022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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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學習及體驗新興運動芬蘭木柱，
            訓練眼力、手臂肌肉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5 
名額：12人             
報名：現已可向陳姑娘查詢

日期：2022年11月5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9時正至下午1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長委在中心擺放場地買賣乾貨，
            讓會員到中心購買

9. 仁愛同樂齊齊拼

日期：2022年10月28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1.講員會介紹退休三寶的內容
            2.如何可以學習正確理財之道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5人
報名：現已可向楊姑娘查詢

7. 退休人士講座(一)日期：2022年10月26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0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中心服務、中心職員介紹、
            玩遊戲、義工分享、小禮物一份
對象：2022年1-9月新入會之會員
費用：$10            名額：25人
備註：活動以抽籤形式
登記日期：2022年9月19日至10月8日
抽籤日期：2022年10月10日
公佈日期：2022年10月11日張貼在中心
                   壁報板
報名：現已可向梁姑娘查詢

6. 會員迎新日

8. 退休人士講座(二)
日期：2022年11月4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1.退休後的心態
            2.退休後可選擇的方向及內容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5人
報名：現已可向楊姑娘查詢

10.   11月仁愛影院-
「醫生與你：認知障礙症 3」

日期：2022年11月12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0時30分
活動形式：WhatsApp短片發放
影片內容：要治療認知障礙症，藥物及非藥物治療都
                   要雙管齊下，尤其鼓勵患者進行健腦的活動
                   本集請來專家分享有關照顧者要注意的生活
                   小貼士，務求令病人得到最大效益為目標
費用：全免                 名額：15人
報名：現已可向陳姑娘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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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組
12. 仁愛飯堂

日期：2022年10月3日至10月31日
            2022年11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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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派發營養飯盒
對象：有需要之60歲或以上之基層長者
費用：全免(需繳付$20按金)
備註：1. 需每月的25號或之前申請下個月的飯盒
            2.需經中心職員評估，如符合資格，
              才可申請免費飯盒
            3. 如有查詢，請與梁姑娘聯絡

13. 粵曲卡拉OK
日期：2022年10月6日、11月3日及
                       12月1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以卡拉OK形式唱粵曲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20 / 3次
名額：10人
報名：現已可向陳姑娘查詢

14.長者普通話初級班
日期：2022年10月7、14、28日
                       11月4、18、25日
                       12月2、9、16日(逢星期五)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4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每堂以不同的主題學習普通話拼音、
            日常用語、會話等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60 / 9堂            名額：15人
備註：由勞工及福利局資助
報名：現已可向梁姑娘查詢

15. 長者英文基礎班
日期：2022年10月12、19、26日
                       11月2、9、23、30日
                       12月7、14日(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4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學習日常基本英文字詞、簡單句子，
            英語會話等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60 / 9堂            名額：15人
備註：由勞工及福利局資助
報名：現已可向梁姑娘查詢

16. 男士嘆世界2
日期：2022年10月12、19日(星期三)
                       11月9、23日(星期三)
                       12月7日(星期三)、15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1) 資訊分享          2) 興趣學習
            3) 小組活動          4) 義工服務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30 / 6堂             名額：10人
報名：現已可向馮先生查詢

17. 捲紙花初班
日期：2022年10月24日至11月28日(逢星期一)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15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教授捲紙花基本技巧，利用不同紙條製作
           各式心意祝福卡，以環保材料製作立體飾
           品，送給親朋好友或作家居擺設皆宜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100 / 6堂         名額：10人
報名：現已可向梁姑娘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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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集隊
日期: 2022年11月1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1時正
活動形式：本中心 / 網上ZOOM
對象：香港基督女少年軍豐盛組第83分隊之隊員
備註：如欲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倩姑娘聯絡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第83分隊活動

22.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GB)第83分隊立願禮 
日期: 2022年10月8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9時正至下午1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進行立願禮，為隊員進行立願及派發奬章等儀式
對象：香港基督女少年軍豐盛組第83分隊之隊員
備註：如欲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倩姑娘聯絡

18. Ukulele小結他班
日期：2022年10月18、25日
                       11月1、8、15、22、29日
                       12月6日(逢星期二)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下午3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學習彈奏Ukulele夏威夷小結他的
           方法與技巧及彈奏簡單歌曲，享
           受自彈自唱的樂趣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300 / 8堂                 名額：10人
備註：1. 參加者需自備小結他或可租借小結他，
               每支$70/8堂
            2. 需先留名
報名：現已可向梁姑娘查詢

19. 流行曲卡拉OK
日期：2022年10月20日、11月17日及
                       12月15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發揮會員歌唱的天份，自由選唱
           不同年代，不同語言的流行歌曲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20 / 3次
名額：10人
報名：現已可向陳姑娘查詢

班組

20. 活力乒乓球小組
日期：2022年11月10、17日
                       12月1、15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透過打乒乓球，讓參加者可以身心抒暢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20 / 4次
名額：8人
報名：現已可向楊姑娘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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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活動
社會福利署-地區為本安老活動計劃2022-2023

關愛身心靈支援計劃

輕鬆大自然工作坊
日期: 11月22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2:00-4:30
地點: 藍田街坊福利會長者鄰舍中心
內容: 帶領參加者透過五感感受大自然的奇妙及平靜，
          從中得到放鬆及舒緩等正面情緒，支援獨居及護
          老者之身心健康。
合辦機構: 遊沐
對象: 護老者/獨居會員
費用: 全免    
名額: 10人
報名: 11月4日(星期五)起可向馮先生查詢

 

護老同行義工訓練活動 
對象: 義工     費用 : 全免    名額 : 20 人 

報名: 即日起可向馮先生查詢 
活動日期及時間 活動內容 

10 月 21 日(星期五) 
下午 2:30-4:00 

由專業物理治療師向參加者講解如何預防因照顧長者而出現勞損的地

方及改善身體勞損之運動。參加者會成為「關愛大使」義工，於其後

的探訪活動將所學的資訊向其他長者分享。 
 
活動地點: 保良局劉陳小寶長者地區中心 

11 月 12 日(星期六) 
上午 10:00-11:00(探訪) 

「關愛大使」於訓練活動所學到的知識及伸展運動會分享予受訪長者

及其護老者，除探訪日子之外，期間義工會透過電話持續關顧被訪者。 
 
活動地點: 本中心 

12 月 3 日(星期六) 
上午 10:00-11:00(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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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腦玩童俱樂部22-23(三)
日期：2022年10月5日至12月28日(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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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人
報名：現已可向沈先生查詢

25. 敲擊樂義工隊10-12月
日期：2022年10月11、25日
                       11月1、8、15、22、29日
                       12月6、1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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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加者學習敲擊樂的節奏和敲擊技巧
           2.參加者學習基本樂理(如看五線譜)
           3.透過不同的敲擊樂器(如手鈴、沙槌)，
             合奏歌曲
           4.活動透過播放義工所拍的短片，讓中心
              的會員觀看影片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270 / 10堂                   名額：15人
報名：9月27日(星期二)可向馮先生查詢

27. 義工專題會-
特別護老者支援

日期：2022年10月1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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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活動讓義工了解與中心
            護老者服務的相關資訊
對象：只限中心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12人
報名：現已可向馮先生查詢

義工活動

日期：2022年10月6、20日、11月3、17日、
                       12月8、22、29日(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1) 讓參與者互相認識及社區身份塑造
            2) 議題討論(年齡友善城市八大要素)
            3) 讓參加者走訪油塘各處，了解
               「長者友善」的情況，尋找有
                需要改善的部分
            4) 討論及設計意見收集行動
            5) 意見收集行動計劃(實踐行動)
            6) 檢視意見收集行動計劃及成效跟進
            7) 總結小組
對象：中心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6人
報名：現已可向馮先生查詢

24. 理想油塘社區關注小組

日期：2022年10月19、26日、11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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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加者互相認識，透過小組遊戲共同學習
              「潮語」及「歇後語」。
            2. 由參加者協助搜羅「潮語」及「歇後語」
                一同進行小組活動，由參加者協助設計
                卡牌遊戲的內容
            3. 由參加者協助製作卡牌遊戲的解說短片
對象：中心會員 / 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8人
報名：現已可向馮先生查詢

26. 耆趣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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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心長者委員會會議
日期：2022年10月27日(星期四)
                      11月24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長者委員會委員每個月一次在中心開會，
            執行中心長者委員會的職務，並在協助
            中心推行活動
對象：中心長者委員會委員       
費用：全免                   名額：12人
負責職員：楊姑娘

30. 仁愛園藝治療小組
日期：2022年11月4 日至12月23日(逢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1. 認識園藝治療
            2. 學習種植的技巧，種植時蔬、製作室內小
               盆栽、鮮乾花藝及植物小工藝等 
            3. 透過種植過程，讓長者義工可互相分享，
                以舒緩壓力
對象：中心義工    
費用：$60 / 8堂                  名額：8人
合辦機構：香港園藝治療協會
報名：現已可向楊姑娘查詢

29. 義工專題會-
電話慰問及探訪技巧

日期：2022年11月16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1. 專題資訊分享
            2. 電話慰問及探訪的目的、
                注意事項、與被訪者的溝通技巧
對象：只限中心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20人
報名：11月4日(星期五)起可向馮先生查詢

32. 仁愛椅子舞22-23
日期：2022年11月25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長者義工到中心，重溫所學的椅子舞步伐，
            由工作員帶領義工重溫步伐
對象：中心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10人
報名：10月7日(星期五)可向楊姑娘查詢

義工活動
28. 長幼送暖大行動

日期：2022年11月5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2時正
地點：本中心 / 上門
內容：活動與香港扶幼會盛德中心學校合辦，由學生及長者義工進行探訪活動，
            包括高怡邨、鯉魚門邨、油塘邨
對象：中心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15人
報名：現已可向馮先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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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者
33. 10月份護老鬆一鬆

35. 金齡縫補師22-3
日期：2022年10月14日、11月18日、1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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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手縫/車縫布口罩
            2.學習改衣投巧
            3.製作香港懷舊玩具 “小抓子”
對象：護老者 / 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5人
報名：現已可向蔡姑娘查詢

34. 藝術無限耆2
日期：2022年10月14日至10月28日
            (逢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1. 讓參加者對藝術活動有初步
               的認識
            2. 以藝術治療操及大自然呼吸
                法讓參加者體會藝術活動的
                功效
            3. 導師帶領不同主題的活動
            4. 集體製作藝術作品
            5. 分享設計藝術作品的樂趣
            6. 每節講解藝術活動的功效
對象：護老者 / 有需要護老者 / 會員
費用：$20 / 3堂              
名額：10人
報名：現已可向蔡姑娘查詢

日期：2022年10月14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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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 
報名：現已可向蔡姑娘查詢

日期：2022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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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香港一般適合壓花的花、
               葉種類
            2. 用視覺，嗅覺，觸覺感覺花葉
            3. 製作心心相印壓花禮物盒，
                內附懷舊玩具：小抓子
對象：護老者 / 有需要護老者 / 會員 
名額：12人
費用：$20                       
報名：現已可向蔡姑娘查詢

36. 護老耆園變變變 - 
壓花百變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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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成雙成對加油站22-2
日期：2022年11月11日至11月18日(逢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每節不同特定主題，如小手工製作、
            齊做長者健身運動，舒壓運動等
對象：護老者
費用：$10               名額：8人
報名：10月7日(星期五)起可向蔡姑娘查詢

護老者
38. 護老者網上平台
小班教學2022-A班

日期：2022年11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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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智能手機介紹及重組手機頁面，
                 方便護老者使用
           (2) 加設護老者群組，加中心手機號碼及
                登入FaceBook關注機構網頁
           (3) 設置WIFI網路連線，將Whatsapp，
                FaceBook，Zoom等程式軟件下載及安裝
           (4) 學習使用WhatsApp對話及群組廣播訊息
對象：護老者 / 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10人
報名：現已可向蔡姑娘查詢
備註：學員必須自備智能手機參與網上平台小班教學

40. 護老金齡特工隊3
日期：2022年11月25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9時正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1. QC檢查布口罩鐵線安全，
                將有問題的布口罩處理
            2. 布口罩確保合格
            3. 加濾芯或口罩，兩個布口
                罩一袋
            4. 加說明書及祝福語，入透
                明密實袋待分發
對象：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6人
報名：現已可向蔡姑娘查詢

37. 護老運動樂耆年22-3
(骨質疏鬆拜拜)

日期：2022年10月25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9時正至上午9時30分
活動形式：職員中心拍片，網上短片分享
內容：1.講解預防骨質疏鬆運動益處
           2.提醒參加者做運動時要注意的家居
              安全問題
           3.示範預防骨質疏鬆運動動作
           4.齊做預防骨質疏鬆運動動作，預防
             及紓緩關節痛
           5.護老者分享完成預防骨質疏鬆運動
             的個人感受
對象：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25人
報名：現已可向蔡姑娘查詢

41. 「護老晴心」在家去旅行
"日落美景油塘現"

日期：2022年10月28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9時正至上午10時正
地點：油塘 (職員外出拍片，短片分享)
內容：油塘美食推介、特色店舖、黃昏美景色、
            三家村渡輪碼頭
對象：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20人
報名：現已可向蔡姑娘查詢



46. 個別支援服務3
日期：2022年10月5日至12月30日
內容：透過社工安排個人照顧員提供10次服務，
            為每兩星期為體弱／患認知障礙的長者提供
           各1次到戶支援及電話慰問跟進服務，
           並由社工跟進，提供健康管理支援或訓練
對象：認知障礙症或體弱長者
費用：$30              
名額：12人
報名：現已可向沈先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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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以愛護老」
骨質疏鬆拜拜

日期：2022年10月25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9時正至上午9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1.講解預防骨質疏鬆運動的益處
            2.提醒參加者做運動時要注意的家居安全問題
            3.示範預防骨質疏鬆運動動作
            4.齊做預防骨質疏鬆運動動作，預防及紓緩關節痛
            5.護老者分享完成預防骨質疏鬆運動的個人感受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12人
報名：現已可向倩姑娘查詢

健腦活動

有需要護老者

日期： 2022年10月5日至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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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要人士
費用：全免
名額：15人
報名日期：2022年10月3日(星期一)起向沈先生查詢
備註：報名者會由職員約時間到中心或以電話進行評估

44. 「以愛護老」
香薰藝術工作坊

日期：2022年11月15、22、29日(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0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課程內容包括製作香薰流體畫、
           香薰書簽及香薰減壓沙畫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 護老者
費用：$60 / 3堂              名額：8人
報名：現已可向倩姑娘查詢

47. 認知評估3

45. 「以愛護老」
護老放吓假之手沖咖啡

日期：2022年11月8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9時45分至上午11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可親自沖泡一杯香醇的手沖咖啡，
            以了解咖啡的製作，並分享照顧心得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 護老者
費用：$10              
名額：8人
報名：現已可向倩姑娘查詢

43. 「以愛護老」
小眼睛看大世界"日落美景油塘現"
日期：2022年10月28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0時15分
地點：油塘 (職員外出拍片，短片分享)
內容：油塘美食推介、特色店舖、黃昏美景色、
           三家村渡輪碼頭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10人
報名：現已可向倩姑娘查詢



健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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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腦友工作坊2
日期： 2022年10月5日至12月30日(逢星期二、四)
時間：中午12時正至下午1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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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障礙症 / 有記憶問題的長者
費用：$30
名額：8人
報名：現已可向沈先生查詢

49. 認知友善好友分享會
日期：2022年10月5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1時45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讓參加者明白認知障礙症並非正常老化，
           不僅令人失去記憶，亦會導致功能衰退；
           又讓他們學習如何從患者角度出發，明白
           到患者也可以如常地生活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2人
報名：9月16日(星期五)起向沈先生查詢

50. 齡活習作3
日期：2022年10月5日至12月30日
內容：為參加者提供認知訓練習作，
           讓參加者能在家完成，訓練腦筋
對象：認知障礙症 / 輕度認知障礙 / 有記憶問題人士
費用：$10
名額：20人
報名：現已可向沈先生查詢

52. 玩把戲班2
日期：2022年10月11日至12月20日(逢星期二)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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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11堂
名額：12人
報名：現已可向沈先生查詢

51. 腦力關注組
日期：2022年10月11日至11月23日(逢星期二、三)
時間：上午9時正至上午10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應用認知刺激治療，提供具趣味性的大腦訓練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20
名額：8人
報名：現已可向沈先生查詢

54.認知障礙症照顧者月會4
日期：2022年10月29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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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或確診認知障礙症患者的照顧者
費用：全免
名額：25人
備註：1. 受疫情影響及方便照顧者，活動將會提供直播 / 短片
            2. 如欲報名/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沈先生聯絡

53. 腦筋急轉彎
日期：2022年10月2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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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健腦遊戲，讓參加者體驗遊戲，
            了解預防認知障礙症的方法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2人
報名：現已可向沈先生查詢



57.售賣雅培奶粉
58.售賣三花奶粉

奶粉地帶

日期：2022年11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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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花雙效降酵素營養奶粉800克--$100/罐
            2. 三花高鈣活關節低脂奶粉800克--$85/罐
            3. 三花柏齡健心高鈣較低脂奶粉800克--$75/罐
            4. 三花高鈣健骨低脂奶粉800克--$75/罐
            5. 三花三效高鈣較低脂奶粉750克--$100/罐
備註：1. 各會員可於售賣奶粉當天帶同會員證到中心購買
            2. 如有查詢可向中心職員陳姑娘聯絡
            3. 如疫情嚴峻，售賣奶粉活動可能會暫停

日期： 2022年10月12日(星期三)
            2022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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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優惠價錢售賣雅培奶粉
對象：中心會員

價格：1. 加營素900克--$174/罐
           2. 低糖加營素850克--$179/罐
           3. 活力加營素850克--$216/罐
           4. 怡保康850克--$217/罐
備註：1. 各會員可於售賣奶粉當天帶同會員證到中心購買
            2. 如有查詢可向中心職員陳姑娘聯絡
            3. 如疫情嚴峻，售賣奶粉活動可能會暫停

日期：2022年10月11日(星期二)
           2022年11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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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倍力康500克--$78/罐
            2. 倍速定200毫升--$498/箱(24支)
備註：1. 各會員可於售賣奶粉當天帶同會員證到中心購買
            2. 費森尤斯卡比(香港)有限公司於8月15日起調整新價錢
            3. 如有查詢可向中心職員陳姑娘聯絡
            4. 如疫情嚴峻，售賣奶粉活動可能會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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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售賣倍力康奶粉

圖片只供參考

圖片只供參考

圖片只供參考

55. 一屋老友記2
日期：2022年10月11日至12月20日(逢星期二)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下午4時正
內容：招募有志參與布偶劇的長者，一起創作及拍攝短片，分享不同的生活故事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0人
報名：現已可向沈先生查詢

健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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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委篇 長者運動與健康
長者常因身體機能衰退，容易因意外導致傷殘，甚至失去自我照顧能力，除了自身痛苦外，
亦加重照顧者的負擔。經常跌倒及哽塞引致窒息，其次是視力模糊、耳暈、觸覺感弱、心肺
功能轉差和家居環境光線不足，地面不平或是電線絆腳，都是引發意外的原因。長者恒常運
動，保持身體平衡力，是非常重要的。

長者經常練習帶氧運動和預防血管病變等防跌運動，除了能增強肌肉耐力和平衡力外，還可
以改善肌肉痠痛，疏通血管和暢順呼吸，增強心肺功能，改善睡眠質素和減低跌倒的機會，
長者身體健康，晚年生活自然幸福快樂無憂！

此外，最有助延年益壽的運動有以下幾種：揮拍類運動，如打羽毛球、乒乓球、網球等。
進行揮拍運動時，利用肩膀和手臂的肌肉發力能增強肌肉力量，運動過程中大腦也會跟隨著
思考；與此同時眼睛也跟著球運動。揮拍類運動屬於全身性的運動，特別是腿部和手腳的肌
肉協調，對身體都有明顯的改善。
游泳可改善肺功能，促進全身的血液循環，因為水的浮力作用，身體各個關節承受的壓力比
較小，是手臂和腿部最好的協調運動。

資料來源︰香港護理專科學院健康老友記雜誌
                     衛生署
資料搜集︰莊秀娟 ，柯秋坤，曾金路

其實，長者運動在幾拾年前已受長者關注，
在早上如果您到公園走走，您會發現公園有
許多人正在做運動，有做讚美操的、耍太極
的、練氣功的、有跑步的、散步的，各式其
式，每種運動都對身體有益，能夠促進血液
流通，走路有力，增強身體免疫力等。

除了室外運動，長者可以到長者中心參加瑜
珈班，提升身體平衡力，減少跌倒，強身健
體，還有拉筋班，預防背部疼痛，毛巾操，
乒乓球興趣小組等，這些都是對長者有益的
運動。

衛生署製作了七段家居運動短片，
長者可以透過短片，在家中也可以
做運動，鍛鍊身體不同部位，改善
健康。



專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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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水思”緣”
身為護老者的你，每日有時間讓自己抖吓氣?減減壓? 護老者許多時頭腦是認知，
不要忘記自己的需要及要有足夠休息，但當護老者面對生命的難題或生活的困局
時往往又愁城自困! 如何能衝破困境，將問題化繁為簡，有效處理，令生活變得更
有動力? 係時候和大家輕鬆一吓，一齊飲水思”緣”，從飲水學問中學習過規律的
生活，重組健康人生。經常聽到人說要飲多D水！究竟飲水有咩好？究竟飲幾多水
才足夠?什麼時候飲水最好？飲水亦有迷思！！如其他飲品是否可以當水飲？飲水
太多會水腫？  飲水太多會水中毒？以下會逐一分析，讓大家一同探討飲水的學問。

1. 調節體溫 2. 維持血液循環 3. 維持血量及濃度 4.  預防尿道炎、陰道炎 

5. 有助減重 6. 正常廢物代謝 7. 運送營養物質 8.預防心腦血管疾病 

 

要有動力改變生活習慣，首先要了解飲水的好處，飲水基本上有八大益處︰

身體出現記憶力差、怕凍、氣喘、喉嚨癢、鼻塞、易尿頻，失眠，腰痠背痛等問題，
原來竟與身體缺水息息相關。可以參考以下的喝水時間表，建議要按每位長者的作息
時間自行微調。

早上 7 時 起床後(補充整晚消耗水分，開啟腸胃蠕動，幫助排便) 

早上 9 時 早餐後(中醫立場是腸胃排毒時間，清理腸胃累積毒素，提神醒腦) 

早上 11 時 30 分 午飯前(增飽足感，不易進食過多) 

下午 1 時 午飯後(有醫學研究證實，飯後 1 小時內喝杯水可幫助消化) 

下午 3 時 下午茶時間(提神解乏，少吃點零食) 

下午 5 時 30 分 晚飯前(增飽足感，晚餐不會吃過量) 

晚上 8 時 渴了就喝(睡前兩小時不要喝水，會水腫) 

 其他飲品不能代替水，因會額外攝取到糖、咖啡因等，攝取過量糖分，糖易上癮，
有害健康，引致肥胖，誘發各種發炎、疾病。咖啡因攝取過量，或會出現心悸、失
眠、亢奮、焦慮等情況。水腫原因很多，如久站、久坐或缺乏運動或血液循環差、
重口味飲食習慣令納含量過高、蛋白質攝取過少等，以疾病來看，如腎病症候群、
肝硬化、心衰竭、癌症等，部分藥物也可能影響。如因飲食、血液循環不良等生活
方式不佳引起，喝水有助改善。若有出現水腫或代表身體有某些問題，當中最常見
是口味偏重，盡量改善飲食習慣，多吃清淡食物、蔬果即可。飲水太多會否水中毒?
水中毒確實有可能發生但少見，極為不當的飲水方式下才會出現，例如運動後直接
一次飲用3至5公升的水，一次大量攝取水分會影響水的電解質平衡、引起低血鈉、
水中毒，患者會出現噁心、疲倦、頭痛、頭暈等。不過這種情況較為少見，不必過
度擔憂，留意飲水方式即可。

有著尊貴護老者身份的您，謹記要學識善待自己，不要忘了要定時飲水，保持身體所
需要的水份，才可醒腦提神，在日常處理及照顧上見招拆招，遇疑難，話我知，飲水
思護老情緣，記得健康人生由清晨一杯水開始，更有活力、動力、使命迎接美好的每
一天! 

資料來源 : 飲水｜每日要飲幾多水？飲水太多會中毒？營養師拆解點飲水最好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747639

社工蔡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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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友善社區八大範疇
(七) 信息交流

互聯網的普及讓我們有更多獲取信息的渠道，同時亦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充足的資訊能讓長者了解社會脈搏，同時保持與家人和朋友聯繫，有利其社交生
活及支援網絡。

有長者喜歡走在時代尖端，亦有長者喜歡維持傳統。不論是口頭傳達、
報章雜誌，還是手提電話軟件，均可以按長者需要提供資訊。

為方便長者閱讀，資訊內容應簡單易明，
並加上清晰可見的字體，讓長者一目了然。

長者可以與時並進，而社會亦可以顧及長者的步伐，
共同促進信息在不同群組之間的傳遞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疫情讓日常生活上的科技應用急速發展，
除了資訊內容，長者亦需要基本配置才能

獲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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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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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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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郵地址：九龍油塘高超道
          高怡邨高遠樓地下1及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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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寶業 梁連珍 張海倫 曾惠雅 | 印刷數量137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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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號碼：____________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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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翰福音 3:16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2717 7491   2022 年 10 月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初六 

 國慶日 

2初七 3 初八 4 初九 5 初十 6 十一 7 十二 8 十三 

中心 

休息 
高遠樓進行固定電力裝置 
系統定期檢查及測試 重陽節 

 9:00 讚美操 A班(10-12 月) 
10:15 讚美操 B班(10-12 月) 
10:30 認知友善好友分享會 
12:00 仁愛飯堂 
 2:00 腦玩童俱樂部 

 9:30 粵曲卡拉 OK 
10:30 仁愛英語會話齊齊學 
12:00 仁愛飯堂 
 2:30 瑜珈班 
 2:30 乒乓球興趣小組 
 3:30 理想油塘社區關注小組 

 9:30 網上例會 
10:00 例會講座-「家務有妙法」 
10:00 愛心剪髮服務 
12:00 仁愛飯堂 
 2:00 輕敲你心樂無窮 
 2:00 長者普通話初級班 
 3:00 個別支援服務 3 

9:00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GB) 
     立願禮 

 
 

下午休息 

9 十四 10 十五 11 十六 12 十七 13 十八 14 十九 15 二十 

中心 

休息 

9:00 拉筋班 A(9-10 月) 
 9:00 量血壓服務(9-10 月) 
10:15 拉筋班 B(9-10 月) 
10:30 「生命共行」工作坊 
12:00 仁愛飯堂 
 2:00 快樂傳耆 
 2:00 身體組成分析測試 

 9:00 腦力關注組 
 9:30 售賣倍力康奶粉 
10:15 金耆快樂人 
10:30 敲擊樂義工隊 
12:00 腦友工作坊 2 
12:00 仁愛飯堂 
 2:00 玩把戲班 2 
 2:30 Ukulele 小結他班(二) 
 3:30 耆趣 KOL 
 3:30 一屋老友記 2 

 9:00 腦力關注組 
9:00 讚美操 A班(10-12 月) 

10:00 售賣雅培奶粉 
10:15 讚美操 B班(10-12 月) 
12:00 仁愛飯堂 
 2:00 腦玩童俱樂部 
 2:00 長者英文基礎班 
 3:30 男士嘆世界 2 

9:00 樂齡識字班(10-12 月) 
10:30 仁愛英語會話齊齊學 
12:00 腦友工作坊 2 
12:00 仁愛飯堂 
 2:30 瑜珈班 

 9:00 護老晴心：園藝治療樂繽紛(一) 
10:30 藝術無限耆 2 
12:00 仁愛飯堂 
12:00 玩 PAD 初體驗 
 2:00 護者鬆一鬆 
 2:00 長者普通話初級班 
 3:00 個別支援服務 3 
 3:30 金齡縫補師 

9:30 仁愛影院- 

「天地孩兒」 

 

 

下午休息 

16 廿一 17 廿二 18 廿三 19 廿四 20 廿五 21 廿六 22 廿七 

中心 

休息 

9:00 拉筋班 A(9-10 月) 
 9:00 量血壓服務(9-10 月) 
10:15 拉筋班 B(9-10 月) 
12:00 仁愛飯堂 
 2:00 快樂傳耆 
 2:30 耆實「巧」愛里(二) 
 

 9:00 腦力關注組 
10:30 義工專題會-特別護老者支援 
12:00 腦友工作坊 2 
12:00 仁愛飯堂 
 2:00 玩把戲班 2 
 2:30 Ukulele 小結他班(二) 
 3:30 耆趣 KOL 
 3:30 一屋老友記 2 

 9:00 腦力關注組 
 9:00 讚美操 A班(10-12 月) 
10:15 讚美操 B班(10-12 月) 
10:30 耆趣天地 
12:00 仁愛飯堂 
 2:00 腦玩童俱樂部 
 2:00 長者英文基礎班 
 3:30 男士嘆世界 2 

9:00 樂齡識字班(10-12 月) 
9:30 流行卡拉 OK 
12:00 腦友工作坊 2 
12:00 仁愛飯堂 
 2:30 瑜珈班 
 2:30 乒乓球興趣小組 
 3:30 理想油塘社區關注小組 

 9:00 護老晴心：園藝治療樂繽紛(一) 
 9:00 耆樂無窮 
 9:00 錫晒您護老專線站 3 
10:30 玩 PAD 初體驗 2 
10:30 藝術無限耆 2 
12:00 仁愛飯堂 
 2:00 輕敲你心樂無窮 
 2:30 流行性感冒疫苗注射日 
 3:00 個別支援服務 
 3:30 護老耆園變變變-壓花百變工作
坊 

 
 
 

下午休息 

23 廿八 24 廿九 25 十月初一 26 初二 27 初三 28 初四 29 初五 

中心 
休息 

9:00 拉筋班 A(9-10 月) 
 9:00 量血壓服務(9-10 月) 
10:15 拉筋班 B(9-10 月) 
10:30 腦筋急轉彎 
12:00 仁愛飯堂 
 2:00 快樂傳耆 
 2:00 捲紙花初班 

 9:00 護老運動樂耆年-骨質疏鬆拜拜 
 9:00 腦力關注組 
 9:00 「以愛護老」骨質疏鬆拜拜 
10:15 金耆快樂人 
10:30 敲擊樂義工隊 
12:00 腦友工作坊 2 
12:00 仁愛飯堂 
 2:00 玩把戲班 2 
 2:30 Ukulele 小結他班(10-12 月) 
 3:30 耆趣 KOL 
 3:30 一屋老友記 2 

 9:00 腦力關注組 
 9:30 會員迎新日 
10:30 耆趣天地 
12:00 仁愛飯堂 
 2:00 腦玩童俱樂部 
 2:00 長者英文基礎班 
 3:30 關顧獨居長者義工小組 

9:00 樂齡識字班(10-12 月) 
9:30 長者委員會會議 
12:00 腦友工作坊 2 
12:00 仁愛飯堂 
 2:00 「生命共行」工作坊 
 2:30 瑜珈班 
 3:00 仁愛特工隊 
 

 9:00 護老晴心：園藝治療樂繽紛(一) 
 9:00 錫晒您護老專線站 3 
 9:00 「護老晴心」在家去旅行 
      “日落美景油塘現” 
 9:30 護老晴心-愛心送暖大行動 
 9:30 「以愛護老」小眼睛看大世界 
       “日落美景油塘現” 
10:30 藝術無限耆 2 
10:30 耆樂無窮 
12:00 仁愛飯堂 
 2:00 退休人士講座(一) 
 2:00 長者普通話初級班 
 3:00 個別支援服務 3 

 10:30 認知障礙症 
照顧者月會 4 
 
 
 
 
下午休息 

30 初六 31 初七 

中心 
休息 

12:00 仁愛飯堂 
 2:00 快樂傳耆 
 2:00 捲紙花初班 



P. 22 P. 23

直到你們年老，我仍這樣；直到你們髮白，我仍懷搋。
我已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懷抱，也必拯救。
以賽亞書 46:4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2717 749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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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八 2 初九 3 初十 4 十一 5 十二 

  

 9:00 腦友關注組 
10:30 敲擊樂義工隊 
12:00 腦友工作坊 2 
12:00 仁愛飯堂 
 2:00 玩把戲班 2 
 2:30 Ukulele 小結他班(10-12 月) 
 3:30 耆趣 KOL 
 3:30 一屋老友記 2 

9:00 讚美操 A班(10-12 月) 
10:15 讚美操 B班(10-12 月) 
10:30 耆趣天地 
12:00 仁愛飯堂 
 2:00 腦玩童俱樂部 
 2:00 長者英文基礎班 

9:00 樂齡識字班(10-12 月) 
9:30 粵曲卡拉 OK 
12:00 腦友工作坊 2 
12:00 仁愛飯堂 
 3:30 理想油塘社區關注小組 

9:00 錫晒您護老專線站 3 
9:00 護老者網上健康資訊站 
9:30 網上例會 

10:00 例會講座-「家務有妙法」 
10:30 仁愛園藝治療小組 
12:00 仁愛飯堂 
 2:00 退休人士講座(二) 
 2:00 長者普通話初級班 
 3:00 個別支援服務 3 
 3:30 護老者網上平台小組教學 A班 

 
 
 
 
 

下午休息 

6 十三 7 十四 8 十五 9 十六 10 十七 11 十八 12 十九 

中心 

休息 

9:00 量血壓服務(9-10 月) 
10:30 「生命共行」工作坊 
12:00 仁愛飯堂 
 2:00 快樂傳耆 
 2:00 捲紙花初班 

  9:00 腦力關注組 
  9:30 售賣倍力康奶粉 
10:30 敲擊樂義工隊 
12:00 腦友工作坊 2 
12:00 仁愛飯堂 
 2:00 玩把戲班 2 
 2:30 Ukulele 小結他班(10-12 月) 
 3:30 耆趣 KOL 
 3:30 一屋老友記 2 

9:00 腦力關注組 
9:00 讚美操 A班(10-12 月) 
9:30 奇趣「兩代潮」網上展覽 

10:00 售賣雅培奶粉 
10:15 讚美操 B班(10-12 月) 
12:00 仁愛飯堂 
 2:00 腦玩童俱樂部 
 2:00 長者英文基礎班 
 3:30 男士嘆世界 2 

 9:00 樂齡識字班(10-12 月) 
12:00 腦友工作坊 2 
12:00 仁愛飯堂 
 2:30 活力乒乓球小組 

 9:00 耆樂無窮 
 9:00 錫晒您護老專線站 3 
10:30 仁愛園藝治療小組 
10:30 售賣三花奶粉 
10:30 成雙成對加油站 
12:00 仁愛飯堂 
 3:00 個別支援服務 3 

9:30 仁愛影院- 
     「醫生與你： 
     認知障礙症 3」 
9:30 開開心心玩芬蘭木柱 

下午休息 

13 二十 14 廿一 15 廿二 16 廿三 17 廿四 18 廿五 19 廿六 

中心 
休息 

 9:00 量血壓服務(9-10 月) 
12:00 仁愛飯堂 
 2:00 快樂傳耆 
 2:00 捲紙花初班 

 9:00 腦力關注組 
 9:30 「以愛護老」香薰藝術工作坊 
10:30 敲擊樂義工隊 
12:00 腦友工作坊 2 
12:00 仁愛飯堂 
 2:00 玩把戲班 2 
 2:30 Ukulele 小結他班(10-12 月) 
 3:30 耆趣 KOL 
 3:30 一屋老友記 2 

9:00 腦力關注組 
9:00 讚美操 A班(10-12 月) 

10:15 讚美操 B班(10-12 月) 
12:00 仁愛飯堂 
 2:00 腦玩童俱樂部 

 9:00 樂齡識字班(10-12 月) 
 9:30 流行曲卡拉 OK 
12:00 腦友工作坊 2 
12:00 仁愛飯堂 
 2:30 活力乒乓球小組 
 3:30 理想油塘社區關注小組 

 9:00 錫晒您護老專線站 3 
 9:00 耆樂無窮 
10:30 仁愛園藝治療小組 
10:30 成雙成對加油站 
12:00 仁愛飯堂 
 2:00 長者普通話初級班 
 3:00 個別支援服務 3 
 3:30 金齡縫補師 

 
下午休息 

20 廿七 21 廿八 22 廿九 23 三十 24 十一月初一 25 初二 26 初三 

中心 
休息 

 9:00 量血壓服務(9-10 月) 
12:00 仁愛飯堂 
 2:00 快樂傳耆 
 2:00 捲紙花初班 

 9:00 護老晴心-愛心送暖大行動(二) 
 9:00 腦力關注組 
 9:30 「以受護老」香薰藝術工作坊 
10:15 金耆快樂人 
10:30 敲擊樂義工隊 
12:00 腦友工作坊 2 
12:00 仁愛飯堂 
 2:00 玩把戲班 2 
 2:30 Ukulele 小結他班(10-12 月) 
 3:30 一屋老友記 2 

9:00 腦力關注組 
9:00 讚美操 A班(10-12 月) 

10:15 讚美操 B班(10-12 月) 
12:00 仁愛飯堂 
 2:00 腦玩童俱樂部 
 2:00 長者英文基礎班 
 3:30 男士噗世界 2 

 9:00 樂齡識字班(10-12 月) 
 9:30 長者委員會會議 
12:00 腦友工作坊 2 
12:00 仁愛飯堂 
 3:00 仁愛特工隊 
 3:30 「生命共行」工作坊 

9:00 錫晒您護老專線站 3 
 9:00 護老金齡特工隊 3 
10:30 仁愛園藝治療小組 
12:00 仁愛飯堂 
 2:00 長者普通話初級班 
 2:00 仁愛椅子舞 
 3:00 個別支援服務 3 

 
下午休息 

27 初四 28 初五 29 初六 30 初七 

中心 
休息 

 9:00 量血壓服務(9-10 月) 
12:00 仁愛飯堂 
 2:00 捲紙花初班 

9:30 「以受護老」香薰藝術工作坊 
10:30 敲擊樂義工隊 
12:00 腦友工作坊 2 
12:00 仁愛飯堂 
 2:00 玩把戲班 2 
 2:30 Ukulele 小結他班(10-12 月) 
 3:30 一屋老友記 2 

9:00 讚美操 A班(10-12 月) 
10:15 讚美操 B班(10-12 月) 
12:00 仁愛飯堂 
 2:00 腦玩童俱樂部 
 2:00 長者英文基礎班 
3:30 關顧獨居長者義工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