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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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最新消息 
活動報名安排 

職員動向
專欄區 
智樂區 

線上活動推介 

本期附送口罩給

會員 

活動小組介紹 

社區資訊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莊重文敬老中心 

贈送 2023 年月曆 

贈送黑糖薑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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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年將至，中心 
將預備 2023 年 
月曆送贈會員， 

各位可於 2022 年 12 月 5 日起
攜帶有效之會員證到中心換領
掛曆一個，送完即止。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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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名安排 
1. 中心月訊會以投寄形式送遞予各會

員，各位可參閱相關活動及消息。
唯未及刊登於當期月訊之活動及通
告 ， 將 透 過 中 心 壁 報 板 或
WhatsApp 形式公佈，敬請知悉。 

2. 如欲報名活動，可按指定之報名日
期到臨中心或致電中心向有關職員
登記及查詢，但不接受 WhatsApp
留名。 

3. 所有活動名額有限，先報先得。若
活動需收費則以繳費後才作實。 

 
 
 
 
跟據社會福利署指引，為減低染疫風
險，中心仍需以預約形式進行服務，以
限制人流。會員如需到中心處理各項事
務，請先預約。而中心之小組及活動亦
需按當時生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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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進
行。 
 
偶到服務：中心由 2022 年 12 月 1 日
起會重新開放互動負重運動儀(振振機)
及按摩椅的借用服務，唯會員必須事前
預約才可使用。 
 
一切服務安排或會因社署更新指引而
不時作出調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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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馨提醒 

 每名會員只可替額外 2 名會

員報名活動/代領禮物，即連

同自己在內共 3 人，不可分

開幾次替不同人報名。 

 

 無論替自己或其他親友會員

報名活動或領取禮物也好，

均需出示實體會員證，不接

受影相或影印本等，以免造

成混亂，敬請留意。 

 
10 月至 12 月生日之會員可於 2022 年
10 月 3 日至 12 月 30 日期間攜帶有效
之會員證蒞臨中心領取生日禮物壹份。 
 
1 月至 3 月生日之會員可於 2023 年 1
月 3 日至 3 月 31 日期間攜帶有效之會
員證蒞臨中心領取生日禮物壹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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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冬季，中心特別預備了 700 盒 
黑糖薑母茶送贈予會員，各位可於 
2022 年 12 月 12  日起攜帶有效之 
會員證到中心換領一盒，送完即止。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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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幹事更替： 
本會總幹事黃倩碧女士已於 2022 年 10 月 31 日榮休，現
由莊冰冰女士接任總幹事一職。 

 
 

 新入職同工： 
 

大家好，我叫 Ivy，梁姑娘，係新嘅行政幹事，我性格 

斯文，平時鍾意行山、同埋游水。 

我好開心，亦都好榮幸可以加入“莊重文敬老中心” 

呢個大家庭，呢度唔單止為我提供了一個成長鍛鍊嘅 

良好平台，亦都俾我有機會認識更多嘅新同事、同埋 

新朋友。多謝你地俾我一次咁好嘅機會。 

我初黎報到，有好多地方需要向大家學習，希望喺以 

後嘅日子大家多多指教。 

 

 

 同工離職感言： 

大家好，我係社工吳 Sir，轉眼已在莊中心工作了 

近 3 年半，在這段日子裡面，多得大家的歡笑和 

問候，為我在中心的工作增添了不少色彩。即將 

要離開莊中心，我亦不捨各位會員，唯願各位仍 

能健康快樂地參與中心活動，亦期盼若能湊巧地 

在街上遇見時，就多交流近況吧! 

 

 

 

 

職 員 動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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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卡實名登記制 

《電訊(登記用戶識別卡)規例》已於2021年9月1日正式生效 

，《規例》指明由2022年3月1日起，電話智能卡用戶須開始 

為其電話智能卡向所屬電訊商進行實名登記。 

                                                      

 

 

沒有使用上台月費服務， 

而又未完成實名登記的儲值卡 

長者，要留意喔！ 

 

 

 原有的電話儲值卡用戶須於 2023 年 2 月 23 日或之前向所屬電訊商完成實名

登記。未有完成登記的電話儲值卡將不能繼續使用。 

 

 現行的上台月費服務用戶，除非「轉台」或開立新的電話號碼，否則無須

再登記。 

 

所需資料：中文及英文姓名、出生日期、香港身份證號碼、香港身分證副本 

登記上限：個人用戶不多於 10 張儲值卡；企業用戶不多於 25 張儲值卡；上台

月費卡則不設上限 

 

登記方法： 

1. 登入以下網站：通訊事務管理局> 電話智能卡實名登記制>電訊商提供的電

話儲值卡實名登記網頁連結及聯絡資料，選擇所使用之電訊商連結進行登

記。 

 

https://www.ofca.gov.hk/tc/consumer_focus/guide/hot_topics/sim_regi

stration/reference_guide/index.html 

 

2. 直接到電訊商門市尋求協助。 

                  
 

 

    

 

社區資訊

 

https://www.ofca.gov.hk/tc/consumer_focus/guide/hot_topics/sim_registration/reference_guide/index.html
https://www.ofca.gov.hk/tc/consumer_focus/guide/hot_topics/sim_registration/reference_guid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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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到指定之十八間提供實名登記支援服務的郵政局尋求協助 

港島區 郵局 

中西區 中環康樂廣場 2 號  郵政總局 

東區 北角英皇道 770 號模範邨 C 座地下 1,6,7 及 11 號   七

姊妹郵政局 

南區 香港仔大道 171 號金豐大廈地下  香港仔郵政局 

灣仔區 皇后大道東 197 至 213 號胡忠大廈 2 樓  灣仔郵政局 

 

資料來源：通訊事務管理局 

 

行政長官 2022 年施政報告 (長者相關之政策撮要) 

推動基層醫療  強化扶老助弱 

 推出「基層醫療健康藍圖」，以「重預防、早治療」方針重整醫療體

制，並成立「基層醫療健康管理局」 

 推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轉介經地區康健中心識別有高血

壓或糖尿病高風險的市民至私營界別，作進一步檢查和治療 

 容許夫妻共用長者醫療券，並擴大適用範圍。另推出先導計劃，把現時

每年 2,000 元醫療券有條件增至 2,500 元，鼓勵使用基層醫療服務 

 落實一籃子措施，在 2023-24 年把醫院管理局內科專科穩定新症的輪候

時間縮短 20% 

 重組扶貧委員會，識別其他精準扶貧的目標群組 

 加強照顧者支援，包括恆常化並增加照顧者津貼至每月 3,000 元，惠及

約 10,000 名照顧者 

 恆常化「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並將受惠人數增加 50%至

12,000人。在2027年年底前增加6,200個資助安老院舍宿位，增幅20% 

 推出特別計劃適度輸入護理員，保障本地工人優先就業，並提升院舍服

務 

 明年第一季在荃灣和南區成立「關愛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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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福社區活動 

易學 WhatsApp (2) 
日期︰2022 年 12 月 5、6、12、13、19 及 20 日 
           (逢星期一、二)            
時間︰下午 3:30 至 4:30 
地點︰本中心正址 
內容︰以一對一形式教授參加者使用 WhatsApp，

包括傳送及輸入訊息、變更頭象、拍照等。 
對象︰會員                                          
費用︰20 元                                                
報名︰請向家麗姑娘報名 

易學 WhatsApp (1) 
日期︰2022 年 12 月 5、6、12、13、19 及 20 日 
           (逢星期一、二)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本中心正址 
內容︰以一對一形式教授參加者 WhatsApp， 
            包括傳送及輸入訊息、變更頭象、拍照等。 
對象︰會員                                         
費用︰20 元                                               
報名︰請向家麗姑娘報名 

易學 WhatsApp (3) 
日期︰2023 年 1 月 4、6、11、13、18、及 20 日 
           (逢星期三、五)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本中心正址 
內容︰以一對一形式教授參加者使用 WhatsApp，包

括傳送及輸入訊息、變更頭象、拍照等。 
對象︰會員                                          
費用︰20 元                                                
報名︰請向家麗姑娘報名 

易學 WhatsApp (4) 
日期︰2023 年 1 月 4、6、11、13、18 及 20 日 
           (逢星期三、五)            
時間︰下午 3:30 至 4:30 
地點︰本中心正址 
內容︰以一對一形式教授參加者使用 WhatsApp，

包括傳送及輸入訊息、變更頭象、拍照等。 
對象︰會員                                          
費用︰20 元                                                
報名︰請向家麗姑娘報名 

易學 ZOOM (1) 
日期︰2022 年 12 月 7、9、14、16、21 及 23 日 
           (逢星期三、五)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本中心正址 
內容︰以一對一形式教授參加者使用 ZOOM，包括連

線上 Wifi、進入會議、切換視窗、聊天等等。 
對象︰會員                                          
費用︰20 元                                                
報名︰請向家麗姑娘報名 

易學 ZOOM (2) 
日期︰2022 年 12 月 7、9、14、16、21 及 23 日 
           (逢星期三、五)            
時間︰下午 3:30 至 4:30 
地點︰本中心正址 
內容︰以一對一形式教授參加者使用 ZOOM，包括連

線上 Wifi、進入會議、切換視窗、聊天等等。 
對象︰會員                                          
費用︰20 元                                                
報名︰請向家麗姑娘報名 

易學 ZOOM (3) 
日期︰2023 年 1 月 3 日(星期二)、5 日(星期四)、 
           9、10、16、17 日 (星期一、二)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本中心正址 
內容︰以一對一形式教授參加者使用 ZOOM，包括

連線上 Wifi、進入會議、切換視窗、聊天等
等。 

對象︰會員                                          
費用︰20 元                                                
報名︰請向家麗姑娘報名 

易學 ZOOM (4) 
日期︰2023 年 1 月 3 日(星期二)、5 日(星期四)、 
           9、10、16、17 日 (星期一、二)             
時間︰下午 3:30 至 4:30 
地點︰本中心正址 
內容︰以一對一形式教授參加者使用 ZOOM，包括

連線上 Wifi、進入會議、切換視窗、聊天等
等。 

對象︰會員                                          
費用︰20 元                                                
報名︰請向家麗姑娘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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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腦友 
日期︰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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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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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請向家麗姑娘報名 

智叻速遞 
日期︰由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3 月  
地點︰投寄到參加者家中  
內容︰投寄認知訓練工作紙給參加

者，參加者完成每月工作紙，
工作員記錄獎勵印章，儲夠指 
定印章，可換指定禮物。  

對象︰記憶力退減及患有早期認知障
礙症長者 (照顧者可協助報名
及遞交工作紙)  

費用︰全免  
報名︰請向家麗姑娘報名 

認知活動小組 

日期︰逢星期四外借 

時間︰上午 9:00 至 12:00 及下午 2:00 至 5:00 

內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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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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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上遊戲及運動復康用品外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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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活動小組 

燦爛光輝 40 週年暨團年飯 
日期： 2023 年 1 月 12 日 (星期四)                 時間：晚上 6:00 至 10:00 

地點：銅鑼灣皇室堡 五樓稻香超級漁港          費用：會員 200 元， 非會員/家屬 300 元 

內容：共聚團年晚宴、抽獎、遊戲、歌曲欣賞、互相聯繫。 

報名：2022 年 12 月2日 (星期五) 起 

 

備註：1.參加者需符合「疫苗通行證」接種三針的要求，並已安裝「安心出行」程式 

2.需於活動當天自行進行快速抗原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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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手機基礎班（12 月） 
日期：2022年12月13日、20日、 

2023年1月3日 (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9:30至10:30     
地點：本中心正址    費用:10元 
對象：對手機了解淺薄或從未上過基礎班的會員 
內容：教導會員手機的基本操作 
報名：2022 年 11 月 28日(星期一)起向歐陽先生報名 

活力節奏鼓樂班(初班) 
日期：2023 年 1 月 19 日 

            2 月 2、9、16、23 日 

            3 月 2、9、16 日 (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 2:15 至 3:30 

地點：中心副址 (銅鑼灣渣甸街 36 號 3 樓) 

內容：了解打鼓的樂趣，教導其

如何睇樂譜，如何拿鼓棒

和一些基本功 

對象：會員 

費用：40 元 (報名需由工作人員核實) 

報名：2022 年 12 月15日 (星期四) 起 

  

理智健康。智能手機健康管理班 
日期: 2022 年 12 月 14、21 日 (逢星期三) 

時間: 上午 9:30 至 10:30 

地點: 本中心正址       對象: 會員        費用:10 元 

內容: 使用一係列手機應用程式管理自己的健康 

報名: 2022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一)起向歐陽先生報名 

歡樂團契 
日期：每月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30 至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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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請向中心查詢 

機不可失。巴士地鐵 
手機程式教學 
日期：2023 年 1 月 11、18 日（逢星期三） 

時間：上午 9:30 至 10:30 

地點：本中心正址                   對象：會員 

內容：教授使用巴士和地鐵的手機應用程式 

費用：10 元 

報名：2022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二)起向歐陽先生 

報名 

中心活動小組 

長者手機基礎班（1 月） 
日期：2023年1月9日、16日、30日 (逢星期一) 

時間：上午11:00至中午12:00     

地點：本中心正址    費用:10元 

對象：對手機了解淺薄或從未上過基礎班的會員 

內容：教導會員手機的基本操作 

報名：2022 年 12 月 13日(星期二)起向歐陽先生報名 

愛心午膳（外帶）

活力節奏鼓樂班 (中班) 
日期：2023 年 1 月 19 日 

            2 月 2、9、16、23 日 

            3 月 2、9、16 日 (逢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15 分至 11:45 

地點：中心副址 (銅鑼灣渣甸街 36 號 3 樓) 

內容：教授新鼓樂 24 式 

對象：有基本認識之會員         

費用：40 元 

報名：2022 年 12 月15日 (星期四) 起 

【每月大事回顧】主持招募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 月 (各 1-2 位) 

協助主持 YOUTUBE 節目<每月大事回顧>，分享該月

新聞及趣事 

報名：可向歐陽先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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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髮服務 (12 月及 1 月) 
日期：2022年12月15日 及 2023年1月19日 (星期四) 

時間：上午10:00至下午4:30     

地點 : 本中心正址 / 上門長者家 (+$10) 

對象：會員            每次費用: 25元 

內容：以較優惠價錢在中心提供剪髮服務及提供到

户剪髮服務予行動不便之會員，既貼心又安

心。 

報名：請向中心許姑娘查詢及報名 

 

 

 

「中國風」燈籠製作 

日期: 2023年1 月7、14日 (逢星期六)  

時間: 上午9:30至11:00  

地點: 本中心正址          對象: 會員          費用: 10元 

内容: 用利是封、珠仔、吊穗等材料製成具有中國

傳統風格的燈籠以喜迎新春 

報名: 2022年12月9日（五）起向陳姑娘查報名 

國語流行曲小組 
日期: 2023 年 1 月 6、13 日；2 月 3、10、17、

24 日；3 月 3、10、17、24 日  ( 逢星期五)  

時間: 上午 10:45 至下午 12:15 

地點: 本中心正址 

內容: 全期重溫第四集舊國語流行歌集和教授新的

流行曲。讓參加者緬懷舊歌時也學習一些新

的歌曲。 

對象: 會員      費用: 30 元 

報名: 2022 年 12 月16日  (星期五)  起 長者中文班(由勞福局資助)  
日期: 2023 年 1 月 4、11 日、2 月 8、15、22 日 

3 月 1、8、15、22、29 日、4 月 12,19 日 

(逢星期三)  
時間: 上午 9:00 至上午 10:30 

地點: 中心副址 (銅鑼灣渣甸街 36 號 3 樓) 

內容: 教授中文課文，讓長者認識更多生字，著重朗

讀和家課練習。堂上練習和互動! 

對象: 會員      費用: 30 元 

量血壓服務 
日期：2022年 12月8、22日 (逢星期四) 

時間：上午9:30 至10:30     

地點 : 本中心正址           對象：會員       費用: 全免 

內容：為會員量血壓及測試血液含氧量 

報名：請向中心許姑娘查詢及報名 

長者電腦班(由勞福局資助) 
日期: 2022 年 12 月 6、13、20 日  

          2023 年 1 月 3、10、17、31 日  及 

          2023 年 2 月 7、14 日 (逢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 至 4:30 

地點: 中心副址(銅鑼灣渣甸街 36 號 3 樓) 

內容: 教授長者電腦知識 

並且可在日常應用。 

對象: 會員          

費用: 30 元 

報名: 請向許姑娘查詢及報名

 

長者英文班(由勞福局資助)  
日期: 2023 年 1 月 4、11 日、2 月 8、15、22 日，3

月 1、8、15、22、29 日、4 月 12,19 日(星期三)  
時間: 上午 10:30 至中午 12:00 

地點: 中心副址 (銅鑼灣渣甸街 36 號 3 樓) 

內容: 教授英文課文，簡單會話，句子著重朗讀和家

課練習及會話、互動等等! 每堂也重覆練習加深

記憶。 

對象: 會員      費用: 30 元 

中心活動小組 

粵語流行曲小組 
日期: 2023 年 1 月 3、10、17、31 日 ，2 月 7、

14、21、28 日 ， 3 月 7、14 日  ( 逢星期二)  

時間: 下午 2:00 至 3:30 

地點: 本中心正址 

內容: 全期重溫第四集舊粵語流行歌集和教授新的

流行曲。讓參加者緬懷舊歌時也學習一些新

的歌曲。 

對象: 會員      費用: 30 元 

報名: 2022 年 12 月16日  (星期五)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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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班 

日期: 2022 年 12 月 13、20 日 ，  2023 年 1 月

3、10、17、31 日，2 月 7、14、21、28

日 (逢星期二)   

時間: (第一班) 上午 9:00 至 10:30,  

(第二班) 上午 10:30 至中午 12:00 

地點: 中心副址(銅鑼灣渣甸街 36 號 3 樓) 

內容: 教授各樣的書法和改善各學員的功課!給予適

當的指導。按各人的程度而給予不同的功

課。 

對象: 會員    費用: 250 元 (會員)     300 元 (非會員) 

報名: 請向郭姑娘查詢 

故事、故情、故宮 
日期: 2022 年 12 月 5 日 (星期一) 

時間: 下午 2:00 至 6:30  對象: 會員     費用：30 元 

集合地點: 本中心正址     活動地點:西九故宮   

內容: 帶領長者一同出發觀賞故宮珍品，認識中國與

世界各地的藝術饋寶。 

報名: 2022 年 11 月 7 日 (星期一) 起 

更換手錶電磁及拐杖膠塞服務 
日期: 2022 年 12 月 13 日 (星期二)  

時間: 上午 9:30 至 11:30 

地點: 本中心正址         對象：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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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1 月 25 日 (星期五) 起 

 

 

 

平板電腦遊戲樂 (12 月) 
日期: 2022 年 12 月 8、15 日 (星期四) 
時間: 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 本中心正址              
內容 : 簡單介紹健腦訓練遊戲 APPS 及 

           帶領長者試玩 
對象: 會員        費用: 全免 
報名: 2022 年 11 月 25 日(五)起向許姑娘報名 

平板電腦遊戲樂 (1 月) 
日期: 2023 年 1 月 12、19 日 (星期四) 
時間: 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 本中心正址              
內容 : 簡單介紹健腦訓練遊戲 APPS 及 

           帶領長者試玩 
對象: 會員        費用: 全免 
報名: 2022 年 12 月 2 日(五)起向許姑娘報名 

中心活動小組 

中國國畫班 (初階) 
日期: 2022年12月9、16、23、30日， 

          2023年 1月6、13日 (逢星期五)  

時間: 上午10:30至12:30          對象: 會員         

費用: 250元    地點: 中心副址 (銅鑼灣渣甸街36號3樓) 

内容: 導師會循序漸進地教授國畫技巧 

報名: 請向許姑娘查詢及報名 

飛鏢運動(初階班) 
日期：2022 年 12 月 21、28 日、 

         2023 年 1 月 4、11、18 日 (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 至 4:30 

地點：中心副址 (銅鑼灣渣甸街 36 號 3 樓) 

對象︰會員               費用：25 元 

內容：- 簡單介紹飛鏢        - 小型比賽 

         - 練習掟飛鏢技巧 

報名：2022 年 11 月 25 日(五)起向許姑娘報名 

例會 
日期：逢星期五 

時間：上午 9:30 至 10:30 

形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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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妙韻金曲寄真情』

『靜聽我心』護老訪談
護老者活動小組 

電競無限耆 
日期︰2023 年 1 月 4 日、11 日、18 日  

            2 月 1 日、8 日、15 日、22 日 (逢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30 至中午 12:00      

地點︰本中心正址      費用︰20 元   對象︰會員、護老者 

內容︰與參加者試玩 PS4、SWITCH 及手機遊戲。 

報名日期︰ 12 月 28 日 (星期三) 起向黎先生報名 

護老之藝術之道 
日期︰2023 年 1 月 18 日 (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 至 4:00                  
地點︰本中心正址     
費用︰20 元     對象︰護老者 
內容︰與護老者繪畫禪繞畫，創作自己的利是

封，放鬆心情，舒緩照顧壓力。 
報名︰2022年 12 月 20 日 (星期二) 起向黎先生

報名 

護老友里(１２月及 1 月) 
日期: 2022年12月20日及2023年1月31日 (星期二) 
時間: 下午 3:45 至 4:45                    
地點: 本中心正址       費用︰全免       對象︰ 護老者  
內容: (12月)  舉行護老者聚會，透過遊戲與護老者

慶祝聖誕節。 
(1月)     舉行護老者聚會，檢討本年的護老者

活動及收集護老者意見，計劃將來活動。 
報名: (12月) 11月29日 (星期二)  起、 

(1月)    12月20日 (星期二)  起向黎先生報名 

芬蘭木柱齊齊玩 
日期︰2022 年 12 月 6、13、20 日、 
            2023 年 1 月 3、10、17、31 日 (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 9:30 至 11:30           
活動地點︰維多利亞公園     
費用︰20 元     對象︰護老者 
內容︰與護老者一起體驗新穎運動--芬蘭木柱，並

且透過比賽，促進夫婦間的溝通與合作。 
報名︰11 月 29 日 (星期二) 起向黎先生報名 

種種花、談談情 (冬季) 
日期︰2022 年 12 月 7、14、21 日、2023 年 1 月 4、11 日 (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 至 4:30        
地點︰本中心正址                   費用︰50 元        對象︰護老者 

內容︰導師除講解一般的種植知識， 引起護老者對植物的興趣，更會分享不同種植技巧

及讓護老者親手栽種，讓每位護老者可將完成品帶回家繼續栽種。同時，也會透

過種植及製作與植物有關的小手工，讓護老者能夠舒緩照顧者壓力。 

報名︰2022 年 11 月 21 日 (星期一) 起向黎先生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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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運動放鬆日(12 月及 1 月) 
日期︰2022年12月13日及2023年1月17日  (星期二) 

時間: 下午 3:45 至 4:45                    

地點︰ 本中心正址      費用︰全免     對象︰護老者 

內容︰與護老者及長者進行顫手操，讓護老者及長者好

好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強身健體。 

報名︰(12 月) 11 月 22 日 (星期二) 起、 

(1 月)   12月13日 (星期二) 起向黎先生報名 

 
日期︰2022年 12月 2日 (星期五)，2023年 1月 13日 (星期五)        
時間︰上午 9:30分至上午 11:30分 (加營素銷售)、 

下午 2:00至下午 4:30 (三花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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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900克)(朱古力/雲呢拿), 
 HKD$85 (400克)(雲呢拿)  

◆ 低糖加營素︰HKD$180 (850克)  
◆ 活力加營素︰HKD$217 (850克)  

◆ 怡寶康︰HKD$218 (850克), HKD$97 (400克)  
◆ 雀巢三花三效高鈣較低脂奶粉︰HKD$100 (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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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森尤斯卡比(香港)有限公司由15/8起，把以下奶粉進行價格調整*** 
◆ 培速定 (雲呢拿味/意大利咖啡味)︰HKD$486(24支) 

 
***三花印花換領現金劵於2022年12月31日完結，如未換領的長者或護老者，請於12月2日到 
中心處理印花事宜，逾期不再補領，敬請留意*** 

護老者活動小組 

骨質密度檢查日 
<雅培公司 合辦> 

日 期︰2022 年 12 月 12 日 (星期一) 

時間︰下午 2:30 至 4:30                          

地點︰本中心正址      費用︰全免          對象︰護老者 

內容︰由雅培公司職員與護老者進行骨質密度檢查，讓 

護老者了解自己的骨質狀況。 

報名日子︰11 月 29 日 (星期二) 起向黎先生報名 

桌上遊戲幫到你 
日期︰2022 年 12 月 22、29 日、 

2023 年 1 月 5、12、26 日 、2 月 2 日 
(逢星期四) 

時間︰上午 9:30 至 11:00 
地點︰本中心正址     費用︰全免   對象︰長者及

其護老者 
內容︰舉辦桌遊體驗活動與義工一起玩，讓護老

者實際體驗桌上遊戲的樂趣以及為長者改
善認知能力的好處，亦致力推廣中心遊戲
用品借用服務。 

報名︰11 月 25 日 (星期五) 起向萍姑娘報名 

如有興趣訂購奶粉之會員及

護老者，請於指定時間攜帶

會員証到中心購買，如有任

何疑問，請與黎先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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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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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活動小組 

 

中心開放時間 全免

本中心正址

中心展示國畫班及水彩畫班的同學畫作

不需要報名， 可自由到中心參觀

中心委員會

 

「義」學拇指琴

「義」工上門剪頭髮 (12 月) 

對象: 

樂韻手鐘班 (11 月至 12 月) 樂韻手鐘班 (12 月至 2 月) 

 

義工維修服務 
「義」工精神健康急救班 

全免    對象：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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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聖誕習俗 
 

聖誕節是紀念耶穌降生、普天同慶的大日子。大家聖誕節會做什麼呢? 返教會、逛街、食大

餐、拆禮物？無論什麼也好，最重要祝大家聖誕及新年快樂，每天都笑呵呵。在聖誕節這個

宗教節日裡，原來每個國家都會有一些有趣的習俗，就讓我們分享其中一些，一起發掘趣

味！ 

 

芬蘭 

這是聖誕老人村的發源地，每年都有上百萬的旅客慕名 

而來尋找聖誕老人的蹤跡。但對於芬蘭人而言，聖誕老 

人村並不是必去之地，還有更重要、意義更大的地方— 

墓園。在聖誕前夕，芬蘭人會一家大小去墓園拜祭先人 

，在年終的日子與先人回顧過去的一年，家人間互相分 

享近況。他們離開時會把蠟燭留下，點點燭光在白雪上 

閃爍著，墓園不再是可怕的模樣。 

 

冰島 

在聖誕節之前的13天，冰島的孩子們會把鞋放在卧室的窗臺上，希望從13位聖誕老人那裡

收到禮物。乖小孩的鞋子裡會收到糖果或巧克力，而淘氣孩子的鞋子裡就會收到一顆壞掉的

馬鈴薯。 

 

捷克 

捷克人在平安夜有個傳統習俗是「預測運勢」：把一顆蘋果切開，如果馬上就看見蘋果核，

表示明年會有好運。另外，未婚女性會將自己的鞋子拋向大門，若鞋尖朝向門口，代表會在

明年出嫁；若鞋跟指向大門，則表示女子還需單身一年。 

 

奧地利 

奧地利相信半羊半魔鬼Krampus的存在！聖誕節當天，Krampus將跟隨著聖誕老人，聖誕

老人負責將禮物送給乖巧的孩子，而Krampus則負責懲罰頑皮的孩子。因此，在聖誕節當

天，除了打扮成聖誕老人，有的人會打扮成魔鬼，走到街上嚇路人，搞怪無比。 

 

日本 

聖誕節西方多數都會吃火鷄，但日本人就喜歡吃炸雞， 

這可是商業史上非常成功的行銷活動。「聖誕節就是要 

肯德基！」這句來自肯德基的廣告語深入人心，讓炸雞 

成為了日本人過去40年來的聖誕晚餐必點之物。 

 

 

 

參考：<看雜誌> https://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20/25292 

專欄區 

 

 

https://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20/25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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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期月刋專欄講到護老者也要『望聞問切』，要了解關心一個長者的需

要，子女不單單是電話慰問做到的。親身的到訪觀察和慰問，或許會有一連串的

大發現啊！ 

 

有一次探訪一位護老者家，他年老行動不便，但仍要照顧年老妻子，在他家

中觀察下有多項發現。因年老體弱，未能好好整理家居，衣物放置零凌亂，家居

變得狹窄，於是與伯伯商量下，將協助他買幾個大箱放置床底處理衣物，增加生

活的空間和舒適感。另外，探訪時正是 34 度的炎夏，太太正睡著，但只靠小小冷

氣機並不能抵禦高溫，伯伯話晚上熱到背發癢。那麼亦可以幫他買兩張竹蓆，讓

他和太太睡得涼快些。其後又發現伯伯有傷口正滲出濃水來，是抓傷並受細菌感

染。許多長者都不懂正確處理傷口，伯伯需要日後再教育。現時需要盡快為伯伯

預約門診，處理傷口問題，隨即為他約了門診洗傷口，以及安排為他添置傷口處

理用品，以作備用。當日在他家走了一圈，又有另一發現，當時他正播放平靜的

純音樂，了解後發現到伯伯喜歡心靈有關的東西，那日後可以邀請參與一些相關

活動啊！而到最後，發現床邊擺放着與太太結婚的相片，之前被衣物摭擋著沒留

意。當年的他是穿著西裝，而太太著上婚紗拍的，在幾十年前可有婚紗穿着是天

大的事，非常「威水」。伯伯細訴起當年結婚的回憶，他原本想丟去，但又不捨

得。聽後這是伯伯美好的回憶又怎能草草掉在一旁呢？於是又找一處合適的地

方，再請義工鑽好牆身為伯伯掛好這帶給伯伯美好回憶的結婚相。當天的探訪，

實在收獲滿滿，做到「望聞問切」的意義，相信這一切的觀察，需要親身實地留

意才發現，並非電話慰問可以做到的。 

 

護老者們啊！除了定時電話慰問長者外，亦要多探望長者， 

用敏銳的觀察力，「望聞問切」的方法去了解長者身心的需要啊 

！長者辛苦挨大仔女，為家庭辛勞刻儉，子女才有今天的成就，我 

們千萬不要以為長者是習慣在這樣舊的環境中，而忽略為他們改 

善環境的重要性，少改動已可以為他們改善生活了。他們辛苦了 

一生，絕對應給他們舒適的晚年。記得多探望親身感受下長者的 

需要啊！ 

專欄區 

 

『望聞問切』的另一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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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家庭倫常慘案不斷發生，令各界關注護老者的壓力狀況。根據香港家庭福利

會在今年 7 月至 9 月進行的護老者需要調查，逾 7 成護老者表示因照顧而忽略自己

需要，也有逾 6 成受訪護老者認為自己最近身心健康狀態差。而在簡單情緒健康篩

查中，發現有 15%人有焦慮徵狀、12%人有抑鬱徵狀。另有近 3 成護老者表示，假

如照顧情況持續，會擔心自己會傷害自己或他人。 

以上數據正正反映現時的護老者正面臨巨大的照顧壓力，而且更有不少情緒狀況。 

然而，部份的護老者因長時間照顧長者，忽略自己的情緒狀況，因此不會認為自己

為高危的一群，容易令他們「爆煲」，引發倫常慘案。 

因此，我們需要依靠護老者身體的朋友、親人關注及留意他們的行為及情緒會否持

續有以下的轉變︰ 

1. 情緒低落、煩躁、經常發脾氣 

2. 悶悶不樂、失去對事物、活動的興趣，如運動、打麻雀或以往喜愛的活動 

3. 食慾不振、暴食或體重驟降/驟升 

4. 很難入睡、拒絕起床、早醒或渴睡 

5. 行動遲滯或說話/行為表現比平時激動 

6. 感到疲累乏力或無精打采 

7. 專注力下降、失去學習動機 

8. 容易過份內疚、自責或覺得無人喜歡自己 

9. 反覆有死亡、自殺念頭，寫遺書或把自己最愛的物件送給別人 

如果察覺你的朋友或親人，因照顧長者而有以上的情緒或行為變化，鼓勵他們與區

內長者中心的社工聯絡，為他們提供不同護老資訊及服務，盡早讓他們得到支援。 
 
求助支援熱線 

生命熱線 23820000 為有自殺動機或想法、情緒

困擾的人士服務。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23892222 為有情緒困擾、絕望無助或

有自殺企圖的人士，提供 24

小時即時情勢支援服務。 

 

 
 

專欄區
 

護老壓力不容忽視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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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通常祝賀別人[長命百  

歲]，比喻有精彩人生，延年益

壽，但這個長命百歲必須包括身

體健康，否則可能只 

是一個負累，因為長臥而到百歲真的受不了呀!  
 

今次為大家介紹一位中心的百歲會員----盧華，他生於 1922
年，是在香港出生的順德人，20 多歲時任職政府司機至 55 歲退休 
(當然也享有政府的長糧制度，每月有糧出) 生活已經無憂，有 2
子 1女，與太太共享晚年。  

退休後積極參予運動，因緣遇到一位和尚 
師傅教授其一個運動，[就是擺動右手，再擺動右 
腳; 擺動左手，再擺動左腳]這個運動有助血液 
循環，現在醫生也表示他的血液非常標準。他也 
是六通拳的師傅，以前每朝也在維園教授別人 
，現在則由他教出來的徒弟負責了!  

數年前太太離他而去，剩下他一人。因 
長年教班要叫口號令聲帶受損變喉沙而做了一個 
小手術;但現在他仍中氣十足，每天早上六時多去維園做運動，七
時去飲早茶，然後回家!平時在家看報、看電視也不用佩帶眼鏡，
真的很厲害!沖涼、洗頭、煮飯、煲水也應付自如!  

                            最近勞工及福利局也致函祝    
                              賀他百歲華壽，真的可喜可賀! 

                            願他繼續健康快樂過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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扚 (粵) 的  
 『扚』，音『的』，是『拉開』、『手掐』和『拔擢』

的意思。 

 『手掐』，即『用指甲去抓』，或『摘斷(花枝) 』的動

作，也是用『拇指點別指，以作計算或暗記』。 

 『拔擢』，就是『抽起』或「提起』的意思。 

 『扚』，這個『使用手指」的舉動，例如：『扚住件

衫』; 『扚佢起身」; 「扚起心肝膽(做人) 』。 

 『扚』字是『用手抓掐』的意思。 

  

聖誕老人 

某日，媽媽問小明：「你相信有聖誕老人嗎？」  

小明：「嗯……（想了一下）不相信……」 

媽媽心想小明真是長大了。她便又問：「你爲什麽不相信有聖誕老人呢？」 

小明想了想說：「因爲這裏從沒下過雪。」 

資料來源：【普天同慶】18 個笑爆咀的聖誕笑話 | 鬆一鬆 | etnet 經濟通 

……………………………………………………………………………………………………………………………………………………………

發簡訊拜年  

過年大家都用手機發簡訊拜年。大年三十我發出了32條簡訊， 

沒收到一條回復。初一我又發了19條簡訊，還是沒有回復； 

初二我發了13條，依然沒有回復。 

等到初三終於收到一條簡訊，我激動地對老媽喊：「看啊，有人給我拜年了！」打開手機一

看，簡訊是這樣寫的：「中國移動祝你新春快樂！順便告訴你，你的手機已欠費停機。」 

資料來源：【尋夢生活】 

專欄區 

 

 

一日一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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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已介紹當認知障礙症患者尋回後的跟進工作，今期介紹如何作好準備，防患未然?  

認知障礙症患者走失的防患工作 

1 家居改裝︰ 

i) 加裝開門感應器，當他外出時，家人可及時察覺 

ii) 將門鎖改裝在較高、較低或不容易察覺的位置 
 

2 佩戴附有家人聯絡資料的物品︰ 

i) 手鐲、名牌 

ii) 將家人的聯絡資料貼在他的手機背面 

iii) 穿著繍有資料標籤的衣服(可繍於領口或外套的內側) 
 

3 利用科技 

i) 使用具有定位功能的裝置 

ii) 在尋人平台，例如「友里蹤跡｣APP(流動應用程式)，預

先輸入他的資料 
 

4 於照顧者的電話或用記事簿記錄以下資料，以便腦退化症人士一

旦走失時，家人能快速求助 

i) 可協助的親友名單及電話號碼 

ii) 八達通卡號碼 

iii) 常去的地方、舊居地址、以往的工作地點 

iv) 每半年為他拍攝近照及預先製作個人特徵資料 
 

5 請鄰居、相熟店舖及大廈保安 

多留意他的行蹤 
 

資料來源︰賽馬會耆智園，認識腦退化症系列-預防走失 

 

 

 

智腦攻略 
專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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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活動推介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莊重文敬老中心 

節目目錄 節目內容 

你我他她大顯廚藝 中心邀請會員參與製作出他們的拿手菜式，讓他們的拿手菜式可

以一直承傳。 

每月大事回顧 現今網上資訊多得眼花撩亂，一時三刻要過濾大量資訊都有點難

度。頻道開設新系列，收集每月社會上的趣聞、時事或新聞和各

位分享。 

生命平常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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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KOL 看世界 由中心之KOL拍攝影片，為大家介紹香港好玩、好食、好去處。 

茶餘飯後 定期由陳姑娘教大家製作各款手工勞作，在家抗疫亦能動動手、

動動腦。 

網上節拍椅子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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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疫疲勞。輕鬆小『煮』意 推出一系列教學短片，讓長者能夠在家學習製作不同食品。 

靜聽我心護老者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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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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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廚神』爭霸戰 為了傳承長者的家鄉廚藝，發揮他們的創意，分享廚藝心得。 

心靈健康 3 分鐘 運用普及化的心理健康知識，以一月一次影片分享如何在疫情下

保持心靈健康。 

【14 天心靈抗疫之旅】 內容分為十四天的心靈旅程，每天均有一個主題作引子，並分成

四個部分：1)名人金句，2)心靈故事，3)正向操練，4)務實小貼

士，讓大家在隔離的日子裡，靜心探索自己，洗滌心靈，以正向

的思維新出發。 

盞鬼廣東話學習室 我們在日常廣泛流行的廣東話(如：童謠、名人金句、俗語)，究

竟大家又認知有幾多，會以一月一次影片一同與大家分享。 

舊日足跡 因疫情未能出國旅遊，藉此分享中心過往與長者出國旅遊的相片

回憶，一同眼睛去旅行，分享快樂。 

鼓樂廿四式 鼓樂班學員為大家帶來鼓樂廿四式，請好好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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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試試找出三個不同的地方，找到答案的會員，可於 12 月 5 日至 12 月 9 日於上午

9 時至 5 時到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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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同 

 

上期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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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家抗疫一段時間，相信都很少運用到腦筋，因此黃 Sir 在這裡準
備了一些益智數獨比大家動動腦筋，為大腦做一做運動吧。數獨題目
由淺到深，答案可以在下一頁找到。 

數獨題目： 

1A 1B 1C 

   

2A 2B 2C 

   

3A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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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家抗疫一段時間，相信都很少運用到腦筋，因此黃 Sir 在這裡準
備了一些益智數獨比大家動動腦筋，為大腦做一做運動吧。數獨題目由
淺到深，答案可以在下一頁找到。 

數獨題目： 

3C 3D 

  

3E 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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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A 1B 1C 

   

2A 

 

2B 

 

2C 

 

3A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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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3C 3D 

  

3E 3F 

  
 

 

 

  

 

 

 

 

 

 

咩話？看完答案都唔知道做緊咩！咁你就要找時間參加黃 Sir 舉辦的數獨班啦！我會在班上教授數獨

技巧及解題，有興趣就快手行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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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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八 2 初九 3 初十 

10:15 活力節奏鼓樂班(中)(副址)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11:00 智腦友 
２:15 活力節奏鼓樂班(初)(副址) 
２:30 飛鏢運動(進階班) 

9:00   樂韻手鐘班(副址) 
9:30   例會 (ZOOM)  
9:30   加營素訂購日 
10:30 國語流行曲小組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２:00 三花奶粉訂購日 
 

中心下午休息 

4 十一 5 十二 6 十三 7 十四 8  十五 9 十六 10 十七 
中心 
休息 

開始領取 2023 年月曆 
9:00   智腦攻略 
9:00   「義」學拇指琴(副址) 
9:30   長者普通話班 
10:30 「義」學手工(副址)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２:00 故事、故情、故宮 
２:30 易學 WhatsApp(1) 
３:30 易學 WhatsApp(2) 

9:30   芬蘭木柱齊齊玩(維園) 
10:30 歡樂團契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２:00 粵語流行曲小組 
２:30 長者電腦班(副址) 
２:30 易學 WhatsApp(1) 
３:30 易學 WhatsApp(2) 

9:00   長者中文班(副址) 
10:30 長者英文班(副址)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２:30 飛鏢運動(初階班)(副址) 
２:30 種種花、談談情(冬季) 
２:30 易學 ZOOM(1) 
３:30 易學 ZOOM(2) 

9:30   量血壓 

10:15 活力節奏鼓樂班(中)(副址)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11:00 智腦友 

２:15 活力節奏鼓樂班(初)(副址) 
２:30 平板電腦遊戲樂 

9:00   樂韻手鐘班(副址) 
9:30   例會 (ZOOM) 
10:30 國語流行曲小組 
10:30 中國國畫班(初階)(副址)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２:30 易學 ZOOM(1) 
３:30 易學 ZOOM(2) 
３:30 中心委員組小姐 

09:45 聖誕聯歡

暨義工嘉許禮 
 

中心下午休息 
 

11 十八 12 十九 13 二十 14 廿一 15 廿二 16 廿三 17 廿四 
中心 
休息 

開始領取黑糖薑母茶 

9:00  「義」學拇指琴(副址) 

9:30    長者普通話班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10:30 「義」學手工(副址) 

２:30 骨質密度檢查日 

２:30 易學 WhatsApp(1) 
３:30 易學 WhatsApp(2) 

9:00   中心書法班(第一班)(副址) 
9:30   芬蘭木柱齊齊玩(維園) 
9:30   更換手錶電磁及拐杖膠塞服務 
9:30   長者手機基礎班 
10:30 中心書法班(第二班)(副址) 
10:30 歡樂團契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２:00 粵語流行曲小組 
２:30 長者電腦班(副址) 
２:30 易學 WhatsApp(1) 
３:30 易學 WhatsApp(2) 
３:45 護老運動放鬆日 

9:00   長者中文班(副址) 

9:30   理智健康。智能手機健康管理班 

10:30 長者英文班(副址)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２:30 飛鏢運動(初階班)(副址) 

２:30 種種花、談談情(冬季) 

２:30 易學 ZOOM(1) 
３:30 易學 ZOOM(2) 

10:00 剪髮服務 

10:15 活力節奏鼓樂班(中)(副址)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11:00 智腦友 

2:15  活力節奏鼓樂班(初)(副址) 

2:30  平板電腦遊戲樂 
3:30 「義」工精神健康急救班 

9:00   樂韻手鐘班(副址) 
9:30   例會 (ZOOM) 
10:30 國語流行曲小組 
10:30 中國國畫班(初階)(副址)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2:30   易學 ZOOM(1) 
3:30 「義」工精神健康急救班 
3:30   易學 ZOOM(2) 

中心下午休息 
 

18 廿五 19 廿六 20 廿七 21 廿八 22 廿九 23 十二月初一 24 初二 
中心 
休息 

9:00  「義」學拇指琴(副址) 

9:30   長者普通話班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2:30   易學 WhatsApp(1) 
3:30  易學 WhatsApp(2) 

9:00   中心書法班(第一班)(副址) 
9:30   長者手機基礎班 
9:30   芬蘭木柱齊齊玩(維園) 
10:30 歡樂團契 
10:30 中心書法班(第二班)(副址)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11:00 易筋棒百人操 
2:00   粵語流行曲小組 
2:30   長者電腦班(副址) 
2:30   易學 WhatsApp(1) 
3:30   易學 WhatsApp(2) 
3:45    護老友里 

9:00   長者中文班(副址) 

9:30   理智健康。智能手機健康管理班 

10:30 長者英文班(副址)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2:30   種種花、談談情(冬季) 

2:30   飛鏢運動(初階)(副址) 

2:30   易學 ZOOM(1) 
3:30   易學 ZOOM(2) 

9:30   量血壓 

9:30   桌上遊戲幫到你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11:00 智腦友 

9:00   樂韻手鐘班(副址) 

9:30   例會 (ZOOM)好想同你過聖誕 

10:30 中國國畫班(初階)(副址)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2:30   易學 ZOOM(1) 

3:30   易學 ZOOM(2) 
3:30  「義」工精神健康急救班 

中心下午休息 
 

25 初三 26 初四 27 初五 28初六 29 初七 30 初八 31 初九 
中心 
休息 

聖誕節後 
第一個周日 
中心休息 

聖誕節後 
第二個周日 
中心休息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2:30   飛鏢運動(初階)(副址) 

9:30    桌上遊戲幫到你 
10:15 活力節奏鼓樂班(中)(副址)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11:00 智腦友 
2:15   活力節奏鼓樂班(初) 
3:30  「義」工精神健康急救班 

 妙韻金曲寄真情(Youtube) 
 

9:00   樂韻手鐘班(副址) 
9:30   例會 (ZOOM) 
10:30 中國國畫班(初階)(副址)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中心下午休息 

2022年 12月份時間表

表 
2022-2023年度 
 

 

2022-2023 年度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467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37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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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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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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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97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11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11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12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672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672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593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06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07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08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57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83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20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57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530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640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07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08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591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591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22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592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460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11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12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690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467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37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466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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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97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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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07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08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57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20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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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466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26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122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25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97


 

1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初十 2 十一 3 十二 4 十三 5 十四 6 十五 7 十六 
中心 
休息 

一月一日翌日 
中心休息 

9:00   中心書法班(第一班)(副址) 
9:30   長者手機基礎班 
9:30   芬蘭木柱齊齊玩(維園) 
10:30 歡樂團契 
10:30 中心書法班(第二班)(副址)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2:00  粵語流行曲小組 
2:30  長者電腦班(副址) 
2:30  易學 ZOOM(3) 
3:30  易學 ZOOM(4) 

9:00   長者中文班(副址) 
10:30 長者英文班(副址) 
10:30  電競無限耆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2:30   種種花、談談情(冬季) 
2:30   飛鏢運動(初階)(副址) 
2:30   易學 WhatsApp(3) 
3:30   易學 WhatsApp(4) 

9:30    桌上遊戲幫到你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11:00 智腦友 
2:30   易學 ZOOM(3) 
2:30  「義」扭大型氣球 
3:30   易學 ZOOM(4) 

9:00   樂韻手鐘班(副址) 
9:30   例會 (ZOOM)  
10:30 中國國畫班(初階)(副址) 
10:40 國語流行曲小組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2:30   易學 WhatsApp(3) 
3:30   易學 WhatsApp(4) 
3:30  「義」工精神健康急救班 

9:30 「中國風」

燈籠製作 

10:00 義工維修

服務 
中心下午休息 

8 十七 9 十八 10 十九 11 二十 12 廿一 13 廿二 14 廿三 
中心 
休息 

「義」展中西畫 
9:30   長者普通話班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11:00 長者手機基礎班 
2:00  「義」扭氣球照相館 
2:30   手握力測試 
2:30   易學 ZOOM(3) 
3:30   易學 ZOOM(4) 

「義」展中西畫 

9:00    中心書法班(第一班)(副址) 
9:30   芬蘭木柱齊齊玩(維園) 
10:30 歡樂團契 
10:30 中心書法班(第二班)(副址)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2:00   粵語流行曲小組 
2:00  「義」扭氣球照相館 
2:30   長者電腦班(副址) 
2:30   易學 ZOOM(3) 
3:30   易學 ZOOM(4) 

「義」展中西畫 

9:00   長者中文班(副址) 
9:30   機不可失。手機交通工具

應用程式教學 
10:30 長者英文班(副址) 
10:30  電競無限耆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2:00  「義」扭氣球照相館 
2:30   種種花、談談情(冬季) 
2:30   飛鏢運動(初階)(副址) 
2:30   易學 WhatsApp(3) 
3:30   易學 WhatsApp(4) 

「義」展中西畫 

9:30    桌上遊戲幫到你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11:00 智腦友 
2:00「義」扭氣球照相館 
2:30   平板電腦遊戲樂 
3:30  「義」工精神健康急救班 
6:00     燦爛光輝 40 週年暨團年飯 

「義」展中西畫 

9:00   樂韻手鐘班(副址) 
9:30   加營素訂購日 
9:30   例會 (ZOOM) 
10:30 中國國畫班(初階)(副址) 
10:40 國語流行曲小組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2:00  「義」扭氣球照相館 
2:00   三花奶粉訂購日 
2:30   易學 WhatsApp(3) 
3:30   易學 WhatsApp(4) 
3:30  「義」工精神健康急救班 

  09:30 「中國

風」燈籠製作 
中心下午休息 

 

15 廿四 16 廿五 17 廿六 18 廿七 19 廿八 20 廿九 21 三十 
中心 
休息 

9:30   長者普通話班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11:00 長者手機基礎班 
2:30   易學 ZOOM(3) 
3:30   易學 ZOOM(4) 

9:00   中心書法班(第一班)(副址) 
9:30   芬蘭木柱齊齊玩(維園) 
10:30 歡樂團契 
10:30 中心書法班(第二班)(副址)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2:00   粵語流行曲小組 
2:30   長者電腦班(副址) 
2:30   易學 ZOOM(3) 
3:30   易學 ZOOM(4) 
3:45   護老運動放鬆日 

9:30    機不可失。手機交通工
具應用程式教學 

10:30  電競無限耆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2:30    護老之藝術之道 
2:30    飛鏢運動(初階)(副址) 
2:30    易學 WhatsApp(3) 
3:30    易學 WhatsApp (4) 

10:00 剪髮服務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11:00 智腦友 
10:15 活力節奏鼓樂班(中班)(副址) 
2:15   活力節奏鼓樂班(初班)(副址) 
2:30   平板電腦遊戲樂 
3:30  「義」工精神健康急救班 

9:00   樂韻手鐘班(副址) 
9:30   例會 (ZOOM)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2:30   易學 WhatsApp(3) 
3:30   易學 WhatsApp(4) 

中心下午休息 

22 正月 23 初二 24 初三 25 初四 26 初五 27 初六 28 初七 
中心 
休息 

農曆年初二 
新年快樂    中心休息 

農曆年初三 
新年快樂    中心休息 

農曆年初四 
新年快樂    中心休息 

9:30  桌上遊戲幫到你  中心下午休息 

29 初八 30 初九 31 初十   

  

中心 
休息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11:00 長者手機基礎班 

「靜聽我心」護老訪談 (YouTube) 
9:00   中心書法班(第一班)(副址) 
9:30   芬蘭木柱齊齊玩(維園) 
10:30 歡樂團契 
10:30 中心書法班(第二班)(副址) 
11:00 愛心午膳(外帶) 
2:00   粵語流行曲小組 
2:30   長者電腦班(副址) 
3:45    護老友里 

2023 年 1 月份時間表 

2022-2023年度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57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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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640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13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13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591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592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463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09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13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55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89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13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13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25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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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26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413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413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593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21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13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14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57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57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640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13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14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591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591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23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23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592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463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09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10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55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89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00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26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25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15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97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14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09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10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26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413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413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593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21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13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14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57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57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640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13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14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23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23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463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09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14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690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89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89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89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00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26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25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09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14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55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21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821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57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757
https://hkcmis.com/activities/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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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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印人 王嘉文 | 編輯委員會  黃家麗 黃錦萍 黃頌寧 黎俊傑 吳梓毅 郭桂英 許詠兒 陳旭 歐陽浩德 梁嘉儀  印刷數量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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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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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