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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中心消息

1.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放緩，社會福利署已公
佈於5月16日中心可以恢復正常服務，中心亦
於當日開始恢復偶到服務，並會執行一系列防
疫措施，有 關措施 已詳列於本期 通訊 的第三
版，歡迎各位老友記前來中心相聚。
2. 由6月開始，中心將會恢復實體活動，並於6月
開始恢復早操及新聞時間，而每月一次的例會
亦會在6月28日恢復安排，敬請各位留意。
3. 6月3日及7月1分別為端午節及回歸紀念日公眾
假期，中心共休息兩天，敬請各位留意。
4. 中心將豁免2022年4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期
間的入會/續証費用，敬請大家留意。
P. 1

會員意見回應欄
中心增設會員意見回應欄，以便回覆會員對各項服務所提出的意見。如你有任何意見，
可透過口頭或書面形式知會中心職員。你的意見正是我們改善服務的動力 。

會 員 意 見

中 心 回 應

期望中心繼續開辦多元化運動班，協助我們

多 謝 你 的 寶 貴 意見，我 們 一 定 會繼 續努

保持健康體魄。

力，為大家長者提供更多康體活動。

會員例會
各例會開會日期
（地點：樂興樓218室）

開會時間
每個月最後的星期二

恩慈家：6月28日及7月26日

上午9:30開始

恩慈家：55人

溫柔家：6月28日及7月26日

下午2:30開始

溫柔家：21人

12月份開會人數

例會的主要功能是報告中心消息、發放安老服務資訊、活動報名、派發活動券及抽籤等。
敬請各會員盡量出席！！！
〝一般活動安排例會翌日公開報名〞

＊以下活動無須報名，歡迎自由參加＊
『一領一』
獎勵計劃
活力與你健身
獎勵計劃

為使區內更多長者加入我們的大家庭，中心今年繼續舉行『一領一』獎勵
計劃，歡迎各位會員介紹親友入會。獎勵計劃分金、銀、銅獎，分別介紹
三位、兩位及一位新會員可得以上獎項，希望大家踴躍推介。
逢星期一至六（中心開放時間內），會員每逢到『健身閣』使用中心任何
健身器材後，可到中心詢問處蓋印【每節一個印花】，累積印花可換取不
同禮品。只須索取一張『健身印花紙』便可參加。
由6月1日起，中心恢復早操及新聞

早晨健體操
新聞速遞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5至9：45於樂興樓218室舉行。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5至10：00於樂興樓218室舉行，為你報導時事
頭條新聞。
視乎疫情發展決定活動安排，一切以中心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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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由2022年5月16日(星期一)開始，在遵守現有防疫措施下，恢復中心的偶到
服務，現制訂下列措施：
凡進入及於中心停留人士，必須一直配戴口罩、量體溫及用酒精搓手液潔手。
進入中心的會員須要簽名，非會員人士須要使用安心出行程式或填寫記錄紙登記資料。
中心暫不提供飲用水，請會員自備飲用水，有需要飲水時須在中心範圍以外飲用。
中心飯堂服務繼續使用即棄飯盒，會員須取回家享用，減低感染肺炎風險。
中心已開始個別通知會籍到期的會員有關續証安排。

中心現時恢復服務如下：
• 中心只提供拉繩、健身單車及腳踏單車，每項設備的使用時間為每節15分鐘；借用上網
電腦服務則為每節30分鐘。此外為善用地方安排，下棋會安排於上午時段進行，魔力橋
則安排在下午時段進行。
• 會員每次使用設備前後，請以中心提供的酒精搓手液消毒雙手。
如有其他查詢，可致電2558 3338 / 2245 1500 與中心職員聯絡，謝謝！









政府公布，由6月13日起於食物及衞生局、衞生署及醫管局轄下的指定醫療處所，以行
政方式實施「疫苗通行證」安排，包括醫管局專科門診診所、地區康健中心、地區康健
站等13類處所。
「疫苗通行證」安排適用於服務使用者及訪客，包括陪診人士。有關安排會容許尚未接
種疫苗人士，出示到訪前48小時內的陰性核酸檢測結果，以取代「疫苗通行證」，在指
定醫療處所接受服務，但訪客不得以到訪前檢測作為替代安排。
「疫苗通行證」並不適用於提供緊急或急切服務的醫療處所，例如急症室、醫管局普通
科門診診所、學童牙科診所、衞生署母嬰健康院、長者健康中心等。
當局表示，如服務使用者及訪客進入指定醫療處所，是為了領取快速抗原測試套裝、接
受新冠病毒病檢測或接種新冠疫苗等，可獲豁免「疫苗通行證」安排。

 資料來源：https://hk.news.yahoo.com/%E6%8C%87%E5%AE%9A%E9%86%AB%E7%99%82%E8%99%95%E6%89%80%E4%B8%
8B%E6%9C%8813%E6%97%A5%E8%B5%B7%E5%B0%87%E5%AF%A6%E6%96%BD-%E7%96%AB%E8%8B%97%E9%80%9A%
E8%A1%8C%E8%AD%89-%E5%AE%89%E6%8E%92-073715168.html

中心職員全面睇
督導主任(註冊社工) ：盧彥海姑娘
服務協調主任(註冊社工) ：招聘中

福利助理 ︰王彩容姑娘
二級行政助理 ︰蔡頴欣姑娘

中心主任(註冊社工) ︰陳展鴻先生

二級福利助理 ：胡樂瑤姑娘

個案輔導主任(註冊社工) ︰詹可為先生

二級福利助理 ：黎曉童姑娘

註冊社工 ：鄭蘭詩姑娘

復康治療助理 ：周珮惠姑娘

註冊社工 ︰陳心兒姑娘

庶務助理 ：顧寶蓮女士

註冊社工 ：馬思勤先生
註冊社工 ：石嘉儀姑娘

視乎疫情發展決定活動安排，一切以中心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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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活動請致電中心電話 25583338 報名，先到先得。
健康新知-預防家居意外
日期：6月9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00至11:00
地點：樂興樓218室
內容：由衛生署派出註冊護士到場講解家
中一般意外，預防及處理方法。

歡樂賀端陽
日期：6月2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00至11:30
地點：樂興樓217至218室
內容：介紹節慶，玩小遊戲、播歌、
抽獎；與長者同慶端陽。

韓語入門小教室
日期：6月2日、6月9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2:30至4:00
地點：樂興樓218室
內容：學習基本韓語字母音，打好韓語基
礎。

保護關節飲食法
日期：6月6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2:30至3:30
地點：樂興樓218室
內容：由雀巢三花奶粉公司派職員到中心講
解關節炎成因及飲食營養資訊。

健康新知-預防肌肉流失
日期：7月7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00至11:00
地點：樂興樓218室
內容：由衛生署派出註冊護士到場講解肌肉
流失的成因和影響、練習「強化肌肉
運動八式」。
費用：全免(10人)
報名日期：6月28日例會優先報名

北歐仲夏日之旅
日期：6月7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10:30至11:30
地點：樂興樓218室
內容：介紹北歐仲夏慶典歷史由來、慶祝
活動。

福樂組 6-7/22
日期：6月8日至7月20日(隔星期三)
時間：下午3:30至4:30
地點：樂興樓218室
內容：詩歌、遊戲、認識福音信仰。

樂在興華喜迎新(6/22)
日期：6月10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30至11:30
地點：樂興樓218室
內容︰玩遊戲、介紹中心服務、茶點。
費用：$5/8人

視乎疫情發展決定活動安排，一切以中心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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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活動請致電中心電話 25583338 報名，先到先得。
獨樂不如眾樂
日期： 6 月 11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 至 4:00
地點：樂興樓 218 室
內容：由聖雅各柴灣青萌青年帶領玩遊戲
費用：全免

全自動視網膜圖像分析
日期： 6 月 14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9:30 至 1:00
地點：樂興樓 218 室
內容：由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
層醫療學員提供全自動視網膜圖像分
析技術，為參加者快速檢測中風風
險。
費用：全免(33 人)

中韓文化大不同
日期： 6 月 22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3:00 至 4:00
地點：樂興樓 217 室
內容：介紹中國和韓國的文化差異點及共同
點

簡約清新花束包裝
日期： 6 月 23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樂興樓 218 室
內容：透過乾花花材製作成簡約清新花束。
費用：$50(可以使用耆樂券)
名額： 6 人

放鬆健體操
大江南北小食之旅
日期： 6 月 15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樂興樓 218 室
內容：介紹來自中國不同地區的食物，
用眼睛嘗遍不同美食。

日期： 6 月 29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樂興樓 218 室
內容：通過做健體操，可強身健體。
費用：全免(6 人)

善始善終
見「焦」拆「焦」
日期： 6 月 20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30 至 4:00
地點：樂興樓 218 室
內容：由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耆康會長者
地區中心職員講解焦慮症的成因
及徵狀、處理及預防方法。

日期： 6 月 30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樂興樓 218 室
內容：向參加者講解善終概念，增加長者對
人生終點的了解及如何作出規劃。
費用：全免（8 人）

視乎疫情發展決定活動安排，一切以中心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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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賽克杯墊
日期：7月5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10:30至12:00
地點：樂興樓218室
內容：一起製作馬賽克杯墊。
費用：$20(6人)
報名日期： 6 月 28 日例會優先報名、

蝶古巴特拼貼手工
日期：7月7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3:00至4:00
地點：樂興樓218室
內容：利用餐巾紙以拼貼的方式製作一
件小擺設。
費用：$10(6人)
報名日期： 6 月 28 日例會優先報名

樂聚興華喜迎新(7/22)
日期： 7 月 11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樂興樓 218 室
內容︰玩遊戲、介紹中心服務、茶點
費用：$5(8 人)
對象：只限從未參加迎新活動之會員
報名日期： 6 月 28 日例會優先報名、
6 月 29 日公開報名

日常韓語進階
日期： 7 月 12 日、7 月 19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30
地點：樂興樓 218 室
內容：透過簡單有趣的方式學習日常韓語
費用：全免(6 人)
報名日期： 6 月 28 日例會優先報名

解憂襌繞畫
日期： 7 月 12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樂興樓 218 室
內容：透過繪畫有規律、簡單的、重覆的圖
案，從中輕鬆和減壓。
費用：全免(6 人)
報名日期： 6 月 28 日例會優先報名、

智能家居
日期： 7 月 13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樂興樓 218 室
內容：介紹智能家居系统，如何便利生活。
費用：全免(6 人)
報名日期： 6 月 28 日例會優先報名、
6 月 29 日公開報名

齊來“唱”英語
日期： 7 月 14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樂興樓 218 室
內容：透過聽唱的方式學習簡單英語。
費用：全免(6 人)
報名日期： 6 月 28 日例會優先報名、

長幼共暢聚
日期：7月18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3:30至4:15
地點：樂興樓218室
內容：由小六學生以ZOOM形式與長者一
起製作手工及玩遊戲。
費用：全免(10人)
報名日期： 6 月 28 日例會優先報名、

視乎疫情發展決定活動安排，一切以中心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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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花拼貼插畫

意像鬆馳法
日期： 7 月 18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樂興樓 217 室
內容：向參加者分享及練習意像鬆馳法，
達至減壓及鬆馳的目標。
費用：全免（8 人）
報名日期： 6 月 28 日例會優先報名、

日期： 7 月 25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00 至 3:30
地點：樂興樓 218 室
內容：發揮小宇宙，利用押花拼
貼成華麗裙畫。
費用：$25（6 人）
報名日期： 6 月 28 日例會優先報名、

亞維儂藝術節

電影欣賞-《嫲嫲帆帆》

日期： 7 月 21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30 至 11:30
地點：樂興樓 218 室
內容：介紹國際亞維儂藝術節的歷史、慶節
活動，感受藝術氣氛。
費用：全免（6 人）
報名日期： 6 月 28 日例會優先報名、

日期： 7 月 27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樂興樓 218 室
內容：以電影探討母親對兒子無私的感情及
兩代相處的問題。
費用：全免（12 人）
報名日期： 6 月 28 日例會優先報名、

✓ 專為60歲或以上香港居民而設的全新租用版個人八達通卡
✓ 持有人可以享用每程2元的優惠票價(指定公共交通工具及服務)
✓ 須年滿60歲

/ 未來3個月內年滿60歲

申請方法：

1)透過八達通App申請
2)索取申請表格以郵遞方式申請

表格連免郵費回郵信封派發地點：港鐵客務中心、民政事務處民政諮詢中心、長者地區中心、
長者鄰舍中心及長者活動中心

• 65歲或以上人士首次申請樂悠咭，需按指定日期分階段遞交申請。如沒有依時申請，其申請可

能將被延遲或不獲處理。
• 政府將稍後公布取消長者八達通卡及個人八達通卡享用二元乘車優惠的日期。
• 遞交申請後，請留意八達通卡有限公司發出的短訊、電郵或信件，了解申請進度。
• 申請完成後，八達通卡有限公司將陸續寄出樂悠咭，並以手機短訊形式通知申請人留意收取。

如申請人在收到有關短訊後10日或在完成申請後四星期仍未收到樂悠咭，請致電樂悠咭申請服

如有查詢請致電服務熱線：3147 1388 或 掃描網頁的二維碼了解詳情

視乎疫情發展決定活動安排，一切以中心公佈為準

P. 7

6月份活動請致電中心電話 25583338 報名，先到先得。

網購及外賣應用程式
日期:

6 月 21 日(二)

6 月 29 日(三)

7 月 19 日(二)

7 月 27 日(三)

時間:

上午
10:15 至 11:15

下午
3:30 至 4:30

地點:

樂興樓 215 室

樂興樓 217 室

智能電話解答

Whatsapp應用教學（6月）
日期：6月29日、6月30日
(星期三及四，共2堂)
時間：上午10:30至11:30
地點：樂興樓218室
內容：教授應用程式Whatsapp的基本功能
費用：全免(6人)
備註：1)參加者須自備智能手機
2)參加者須安裝好Whatsapp

智能手機初階班(6 月)
日期： 6 月 1 日至 6 月 22 日
(逢星期三、共 4 堂)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30
地點：樂興樓 218 室
內容：教授基本使用安卓系統智能手機。
費用：$30(6 人)
備註：1)參加者須自備安卓系統智能手機

日期：7月8日至8月12日(逢星期五)(共5堂)
時間：下午2:30至4:00
地點：樂興樓218室
內容：由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職員主講，課
程內容：網購分享、電子支付平台、
飲食平台(Foodpanda、deliveroo)、外遊
及代購留意事項。
費用：$50(不能使用耆樂券)
名額：15人
備註：1)參加者須自備智能手機
2)參加者出席4堂便可退回報名費用

WhatsApp應用教學(7月)
日期：7月4日、7月5日(星期一及二，共2堂)
時間：下午2:30至3:30
地點：樂興樓218室
內容：教授應用程式Whatsapp的基本功能
費用：全免(6人)
備註：1)參加者須自備智能手機
2)參加者須安裝好Whatsapp
3)未曾參加WhatsApp應用教學優先
報名日期：6月28日例會優先報名、

智能手機初階班(7月)
日期：7月6日至7月27日
(逢星期三，共4堂)
時間：上午10:00至11:30
地點：樂興樓218室
內容：教授基本使用安卓系統智能手機
費用：$30(6人)
備註：1)參加者須自備安卓系統智能手機
2)未曾參加智能手機初階會員優先

視乎疫情發展決定活動安排，一切以中心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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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加營素/三花奶粉程序
1. 中心將於每次購買三花奶粉/加營素日子之前的星期四及星期五兩天辦公時間內進行抽
籌程序，讓有意購買人士前來中心抽籌。
2. 每位人士必須持有效會員證前來中心抽籌，每人只限抽籌一次，並請按籌號安排的時
間於當日購買三花奶粉/加營素。
3. 缺席抽籌程序的人士，將不能使用該次購買服務，購買當日中心不會安排派籌。

購買雅培加營素服務
抽籌日期：2022年6月16及17日(星期四及星期五)
購買日期：2022年6月21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2:30至5:00(必須於5:00前到達中心218室，逾時不候)
費用：【低糖加營素】

大(850克)＄178

【加營素】

大(900克)＄173 / 細(400克)＄82.5

【怡寶康(糖尿病專用)】

大(850克)＄215.5 / 細(400克)＄95

備註︰每人最多可手持兩個會員證購買，每張會員證最多限買4罐，

購買雀巢三花奶粉服務
抽籌日期：2022年7月14及15日(星期四及星期五)
購買日期：2022年7月19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2:30至5:00 (必須於5:00前到達中心218室，逾時不候)
費用：【三花柏齡高鈣健心（800克）】＄75
【三花雙效降醇素（800克）】

＄100(特別優惠直至另行通知)

備註︰每人最多可手持兩個會員證購買，每張會員證最多限買4罐，
恕不接受$1000紙幣，並敬請自備購物袋。請當面點算金額。
視乎疫情發展決定活動安排，一切以中心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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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華耆樂中心 2022 年 6 月節目一覽表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初三)
2(初四)
3(端午節)
9:15早操新聞
公
10:00歡樂賀端陽
10:00手機初階班
眾
2:30健智樂天地
2:30護老藝墟端午摺粽子
2:30韓語入門小

5
初七

12
十四

假
期

10(十二)
8(初十)
9(十一)
9:15早操新聞
9:15早操新聞 9:15早操新聞
10:00義工例會 10:00健康新知 10:00樂在興華
喜迎新
10:00手機初階班

6(芒種)
9:15早操新聞
10:30中文班

7(初九)
9:15早操新聞
10:30北歐仲夏
日之旅

2:30保護關節
飲食法

2:30健智樂天地 2:30護老專題照顧者的
2:30護老休閒閣

13(十五)
9:15早操新聞
10:30中文班

14(十六)
16(十八)
15(十七)
9:30全自動視網 9:15早操新聞
加營素抽籌
膜圖像分柝 10:00手機初階班 9:15早操新聞
9:30鄰里顯耆情

2:30健智樂天地
2:30翻譯義工
17(十九)
加營素抽籌
9:15早操新聞
10:15強肌健體班
3:00舞蹈進階

19
廿一

26
廿八

3:00舞蹈進階
2:00簡約清新
3:00中韓文化大
2:30見「焦」拆 2:30賣加營素
花束包裝
2:30健智樂天地
「焦」
不同
2:30健智樂天地
2:30流體畫療癒 2:30護老休閒閣 3:30福樂組
27(廿九)
28(三十)
29(六月)
30(初二)
9:15早操新聞 9:30例會
9:15早操新聞 9:15早操新聞
10:30中文班
10:30Whatsapp 10:30Whatsapp教
10:30護老工作
教學
學
坊-養生湯
水介紹

2:30健智樂天地
2:30翻譯義工

11(十三)
9:45拉筋班

2:30獨樂不如眾
樂

2:30大型活動義
2:30健智樂天地
工訓練
2:30護老休閒閣
20(廿二)
21(夏至)
9:15早操新聞 9:15早操新聞
10:30中文班
10:15智能電話
解答

2:30大江南北小
食之旅
22(廿四)
9:15早操新聞
10:00手機初階班

星期六
4(初六)

18(二十)
9:45拉筋班

2:30眼睛再旅行

23(廿五)
24(廿六)
25(廿七)
9:45拉筋班
9:15早操新聞
9:15早操新聞
10:00護老加油站 10:15強肌健體班 10:00義工桌遊樂

2:30放鬆健體操 2:30健智樂天地
2:30例會
2:00「智友同
2:30健智樂天地 3:30智能電話解 2:30善始善終
行」計劃

視乎疫情發展決定活動安排，一切以中心公佈為準

P. 10

興華耆樂中心 2022 年 7 月節目一覽表
星期一

3
(初五)

10
(十二)

4(初六)
9:15早操新聞
10:30中文班

(十九)

24
(廿六)

31
(初三)

星期三

5(初七)
6(初八)
9:15早操新聞
9:15早操新聞
10:30馬賽克杯墊 10:30手機初階班
10:30 護老小組

星期四

2:30義工迎新會
3:30福樂組

11(十三)
12(十四)
9:15早操新聞 9:15早操新聞
10:30中文班
10:00日常韓語
進階
10:30護老藝墟
瞬間看地球

13(十五)
14(十六)
9:15早操新聞
三花奶粉抽籌
10:30 手機初階班 9:15早操新聞
11:00認知刺激
10:30 護老小組
小組

2:30健智樂天地 2:30智能家居
2:30護老休閒閣 2:30你手畫你心
2:30解憂襌繞畫

2:30意像鬆馳法 2:30賣三花奶粉

2:30初嘗霓虹燈
製作

2:30例會
2:30健智樂天地

15(十七)
16(十八)
三花奶粉抽籌 9:45拉筋班
9:15早操新聞
10:15強肌健體班

2:30護老工作坊
2:30 健智樂天地 2:00護老參觀
伸展緩痛運
2:30齊來唱英語 2:30 網購及外賣
動
應用程式

20(廿二)
21(廿三)
9:15早操新聞 9:15早操新聞
10:30 手機初階班 10:30亞維儂藝
10:30 護老小組
術節
11:00認知刺激
小組

2:00乾花拼貼
插畫

星期六
1(香港特別行政 2(初四)
區成立紀念日) 9:45拉筋班
公
眾
假
2:30護老專題-話
期

2:30健智樂天地 2:30 網購及外賣
3:00蝶古巴特
應用程式
拼貼手工

18(廿十)
19(廿一)
9:45義工桌遊樂 9:15早操新聞
10:00日常韓語
進階
10:15智能電話
解答

25(廿七)
26(廿八)
9:15早操新聞 9:30例會
10:00護老工作
坊-動腦樂
無窮

星期五

7(初九)
8(初十)
9(十一)
9:15早操新聞 9:15早操新聞 9:45拉筋班
10:00 健康新知 10:00認知障礙
11:00認知刺激
症服務及
小組
資源介紹
10:15強肌健體班

2:30Whatsapp教 2:30健智樂天地
學
2:30護老休閒閣
2:30Whatsapp教

2:30樂在興華
喜迎新
17

星期二

2:30健智樂天地

27(廿九)
28(三十)
9:15早操新聞 9:45義工桌遊樂
10:30 手機初階班 11:00認知刺激
小組
10:30 護老小組

22(廿四)
23(廿五)
9:15早操新聞 9:45拉筋班
10:15強肌健體班

2:30 網購及外賣
應用程式
3:00舞蹈進階
29(七月)
30(初二)
9:15早操新聞 9:45拉筋班
10:15強肌健體班

2:00電影欣賞
2:30健智樂天地 2:30鼓舞心窗健
腦體驗班
3:30智能電話解
2:30布袋球體驗
3:00舞蹈進階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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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樂」長者支援計劃
為鼓勵有經濟困難的長者參加社區活動，以擴闊其生活圈子，本機構特別在2010年的賣旗籌
款活動中預留部份款項，成立「愛與樂」長者支援計劃。下列為此計劃的詳細內容，盼望各
位合資格的長者善用此計劃的資助，多參與有益身心的活動。
對象：1. 本機構屬下長者鄰舍中心領取綜援會員，或愛鄰舍長者支援計劃
領取綜援的服務使用者，或
2. 收入低於或等如家庭入息中位數55%的長者，或
3. 雖未能提供收入証明，但經本中心註冊社工評估推介的合資格長者
計劃內容：
新一年計劃推動時段為2022年4月1日至2023月3月31日
• 計劃目的是鼓勵合資格的長者參加本機構屬下兩所長者鄰舍中心舉辦的活動，特別是一些
收費較高的活動，如旅行、生日會、興趣班及週年聚餐等。
• 申請人可使用津貼的活動/班組收費須為$50元或以上。
• 每人每年的津貼上限為$250元。
• 津貼以$25為一個單位，每次的津貼限為$50，以鼓勵合資格長者參與更多類型的中心活
動。新申請並領取綜援的會員須填寫「中心會員參與計劃同意書」；其他有需要的長者由
本中心註冊社工填寫「申請津助記錄表」向機構推薦。(舊有申請人不須再重新申請)
• 參與的長者將獲分發一張記錄卡，由中心職員每次蓋印作記錄，並交回申請人自行保管。
• 由於名額有限，有興趣參與計劃的長者請盡快到中心登記，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 同一位計劃參與者於本機構屬下兩所長者鄰舍中心均可使用耆樂券。

「21-22 年度『樂在耆中學習獎勵計劃頒獎禮』得獎名單」
為推動長者終身學習，中心每年舉辦上述頒獎禮，以嘉獎積極學習的老友記，並推動其
他會員齊齊「活到老、學到老」。
由於疫情關係，中心21-22年度只舉辦了25個班組，下列學員至少參加了1個班組並出席
夠7成。為表示學員於疫情期間都抱著好學不倦的精神，中心將贈送紀念品以示支持。

模範獎 (參與5個或以上班組，出席率達70%以上)(排名不分先後)
謝桂卿、歐笑英、李琼珍、張淑花、梅錦屏、譚蓮香、劉才友、蔡慈瑩
優異獎 (參與2至4個班組，出席率達70%以上)((排名不分先後)
李麗霞、王忠達、蔣佩珍、黎瑞心、周婉玲、潘巧芳、許心治、黃瑞卿、楊倩玲
鍾玉娟、陳玉清、江慧蓮、鄭美楮、倪仰貞、阮碧玉、羅麗齡、陳群卿、郭惠英、
鍾淑儀、朱惠萍、甘秀雁、陳 玉、徐鳳卿、楊潔英、楊倩玲、黃錦柳、施秀園
參與獎 (參與1個班組，出席率達70%以上)(排名不分先後)
梁惠貞、麥如意、蔡永泉、鮑舜英、關彩華、嚴月屏、陳志雄、黃麗芳、陳偉棠、
古桂寬、孫美玲、吳天明、陳紅妹、詹雨廣、林月詹、馮錦成、莫小玲、潘亦煊、
冼玉珍、吳嘉韻、勞銀開、黃澤華、葉福歡、馬玉如、曾桂桃、郭惠儀、黃玉芳、
廖溢梅、李惠明、趙錦泉、鄭燕嬌、蔡素貞
因疫情關係，是年以紀念品形式嘉許各位學員。
請上述得獎者於7月25日至7月30日到中心領取紀念品。
視乎疫情發展決定活動安排，一切以中心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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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長者活動
中心本年度開始著力發展年輕長者服務，推出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活動，期望能培訓一些
金齡導師，長遠協助中心推廣不同主題活動，從而服務其他年齡層的會員，故此類活動

會安排75歲或以下人士優先報名，期望各位會員明白及諒解。

6月份活動請致電中心電話 25583338 報名，先到先得。
英語旅遊超簡單(06/22)
日期：6月13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2:30至3:30
內容：教授在外旅行時的日常英語
地點：安興樓504室
費用：全免(8人)
負責職員：石嘉儀姑娘

你手畫你心(07/22)
日期：7月13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2:30至3:30
內容：教授乾粉彩繪畫
地點：安興樓504室
費用：$20(8人)
備註：1)以上費用已包括所有材料費用

流體畫療癒體驗日(06/22)
日期：6月20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2:30至3:30
內容：教授流體畫製作
地點：安興樓504室
費用：$40(8人)
備註：1)以上費用已包括所有材料費用
2)參加者請穿著耐髒衣物或自備圍

初嘗霓虹燈製作
日期：7月20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2:30至4:00
內容：教授霓虹燈製作
地點：安興樓504室
費用：$45(8人)
備註：以上費用已包括所有材料費用
報名日期：6月28日例會優先報名、

2)參加者請穿著耐髒衣物或自備圍
裙上課
報名日期：6月28日例會優先報名、

布袋球體驗日(07/22)
日期：7月28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2:30至3:30
內容：教授布袋球的玩法
地點：安興樓504室
費用：$20(8人)
備註：參加者請穿著輕便運動服上課
報名日期：6月28日例會優先報名、

視乎疫情發展決定活動安排，一切以中心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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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工 消 息

秉承中心過往推動『社區關懷』的優良傳統，我們一直致力推動長者參與中心的義工服務，因為我們堅
信長者有無限潛能。您們的參與，定能為社區中的弱老獻出一分力量。如您尚未成為中心義工，歡迎隨

大型活動義工訓練(6/22)

義工例會(6/22)
日期： 6 月 8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樂興樓 218 室
內容：聚集中心義工，預告未來
義工活動。
費用：全免(人數不限)

日期： 6 月 13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樂興樓 218 室
內容：加強義工對大型活動服務技
巧訓練。
費用：全免(12 人)
報名日期： 6 月 8 日義工例會優先報名

翻譯義工(6/22)
日期： 6 月 9 日及 16 日
(逢星期四，共兩節)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樂興樓 218 室
內容：招募並培訓翻譯義工，講解
服務內容及守則。
費用：全免(6 人)
報名日期： 6 月 8 日義工例會優先報名
負責職員：陳心兒姑娘

義工迎新會(7/22)
日期： 7 月 6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 至 4:00
地點：樂興樓 218 室
內容：歡迎新入會有興趣成為義工的會
員，互相認識，了解中心義工服
務。
費用：全免(16 人)

義工桌遊樂(6/22)
日期： 6 月 25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45
地點：樂興樓 218 室
內容：有興趣的義工與聖雅各柴灣青萌青少年
一同試玩網上桌遊
費用：全免(16 人)
報名日期： 6 月 8 日義工例會優先報名

義工桌遊樂(7/22)A
日期： 7 月 18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9:45 至 11:00
地點：樂興樓 218 室
內容：與義工朋友聚首同玩桌上遊戲
費用：全免(8 人)

義工桌遊樂(7/22)B
日期： 7 月 28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9:45 至 11:00
地點：樂興樓 218 室
內容：與義工朋友聚首同玩桌上遊戲
費用：全免(8 人)

視乎疫情發展決定活動安排，一切以中心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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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障礙症患者支援服務
認知障礙症患者通常會察覺到自己在記憶方面的能力有所下降，但一般認知能力和日常活動則並未顯著受到影響。如能準確地識別，盡早進行早
期治療干預，即使病情不能逆轉，但總可以顯著舒緩，甚至停止認知障礙症帶來的情緒和經濟上的影響。因此，及早檢測、及早診斷和及早介
入，實在非常重要。
大家如想知道更多有關認知障礙症的資訊，或想進行初步評估，歡迎聯絡社工鄭蘭詩姑娘。

「健．智」樂天地
日期：6月2日至7月28日(逢星期二、四)
時間：下午2:30至3:30
地點：樂興樓217室
內容：居家伸展運動、健腦訓練、現實導向等活動，保持患者的活動能力及自我照顧能力。
對象：疑似或已確診輕度至中度認知障礙症長者及其照顧者

「智友同行」計劃認知障礙症篩查及評估
日期：6月27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2:00至4:30
地點：樂興樓217、218室
內容：由社工為懷疑有早期認知缺損的
長者及護老者進行初步評估
對象：疑似或已確診患有早期認知障礙長者及
其照顧者
費用:全免(8人/每節)

認知刺激小組(7/2022)
日期：7月7日至8月25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1:00至12:00
地點：樂興樓217室
內容：由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導師帶領，根據中
國儒家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的
概念，設計出一系列「六藝®」全人多元
智能健腦活動，以延緩認知退化。
對象：已確診患有輕度認知缺損或早期認知障礙
長者
費用：$20(12人)
備註：有意參加者，請先登記及評估認知能力。

認知障礙症
支援服務及資源介紹
日期：7月8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00至11:00
地點：樂興樓218室
內容：介紹認知障礙症支援服務
及社區資源。
對象：認知障礙長者及其照顧者
費用：全免(12人)
報名日期：6月28日例會優先報名、

鼓舞心窗健腦體驗班
日期：7月29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至4:00
地點：樂興樓218室
內容：由香港非洲鼓樂文化總會
鼓樂導師教授，讓參加者
親身體驗傳統鼓樂文化，
學習基本拍擊手法和節奏
掌握，享受音樂帶來的快樂。
對象：輕度至中度認知障礙症長者
費用：$20(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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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老 者 活 動 (1)
在照顧家中長者的過程中，有時難免感到身心俱疲，我們希望透過護老者服務能為大家提供適切的
照顧長者好忙碌？想忙裡偷閒休息一下？歡迎您來《護老休閒閣》鬆一鬆！一個專門為護老者
而設的休閒空間，讓您在繁忙的照顧工作中抽身一會，享受屬於自己的時間。

護老休閒閣
6月份

7月份

日期： 6 月 7 日、14 日、21 日、28 日
日期： 7 月 5 日、12 日、19 日、26 日
（逢星期二）
（逢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 至 4:00
時間：下午 2:30 至 4:00
報名方法：請致電 25583338 / 22451500
報名日期： 6 月 28 日例會優先報名、
聯絡中心職員
6 月 29 日公開報名
地點：安興樓 503 室
內容：護老者可於報名後，在當月的《護老休閒閣》開放時間內，參加當天所準
備的節目或享受休閒時間，參加者可按自己時間加入或離開，讓大家在照
顧工作中得到自我歇息的機會。
費用：全免（10 人、護老者）
負責職員：馬思勤先生

6月份活動請致電中心電話 25583338 報名，先到先得。

護老藝墟

護老專題「照顧者的五個階段」

「端午摺粽子」(06/22)

日期： 6 月 8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樂興樓 217 室
內容：照顧長者是一段具承諾兼漫長的
旅程，一起去了解不同階段的照
顧情況及需要。

日期： 6 月 2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安興樓 504 室
內容：製作粽子飾物，增添節日氣
氛。

眼睛再旅行(6/2022)
日期： 6 月 18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 至 3:45
地點：樂興樓 217 室
內容：介紹麥理浩徑第三、四段，飽覽自然風光，享受山林綠野的生趣。
費用：全免(12 人、護老者優先)
視乎疫情發展決定活動安排，一切以中心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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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老 者 活 動 (2)
6月份活動請致電中心電話 25583338 報名，先到先得。

護老加油站-慎防跌倒
日期： 6 月 23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樂興樓 218 室
內容：由衛生署護士講解引致跌倒的因
素及跌倒後的正確處理及跟進。

護老工作坊
「養生湯水介紹」(06/22)
日期： 6 月 27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0:30 至 11:30
地點：樂興樓 217 室
內容：夏日一到，天氣炎熱，介紹時令
湯水，趕走暑氣，注重養生。

護老專題「話我心情」
日期： 7 月 2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樂興樓 218 室/家居
內容：從疫情中關心自己的精神健康，了
解情緒困擾指數，重整生活安排。
費用：全免(12 人、護老者優先)
報名日期： 6 月 28 日例會優先報名、

護老藝墟
「瞬間看地球」(07/22)
日期： 7 月 11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0:30 至 11:30
地點：樂興樓 217 室
內容：透過視像科技工具，讓參加者彷彿
身歷其境欣賞世界各地風光。
費用：全免（5 人、護老者優先）
備註：參加者須戴上 VR 眼鏡進行活動。
報名日期： 6 月 28 日例會優先報名、

護老小組「照顧者有自信」(07/22)
日期： 7 月 6 日、13 日、20 日、27 日（逢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30 至 11:30
地點：安興樓 503 室
內容：在照顧工作中，曾否擔心自己做得不夠好？害怕自己對種種問題應付不來？很多
照顧者對未知的情況難免有擔心，但其實每人都有自己獨當一面的能力，一起
在小組中找出來！
費用：全免（8 人、護老者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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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老 者 活 動 (2)
護老參觀「明愛賽馬會照顧者資源及支援中心」
日期： 7 月 15 日（星期五）
集合地點及時間：下午 2 ： 00 於港鐵柴灣站恆生銀行集合，參觀時間至 4 ： 00。
內容：乘搭港鐵到調景嶺明愛專上學院參觀「賽馬會照顧者資源及支援中心」，
體驗友善家居設計及產品，了解如何維持被照顧者生活上的自主性和安全。
費用：全免（10 人、護老者優先）
備註： 1)參加者需要自備車資
2)按明愛賽馬會照顧者資源及支援中心防疫要求，參加者須出示接種第 2 劑新冠
疫苗的證明 或 持有不適合接種疫苗之醫生証明並出示 3 天內有效之核酸檢測
陰性結果報告(須鼻腔和咽喉合併拭子樣本檢測)。

護老工作坊「伸展緩痛運動」

護老工作坊「動腦樂無窮」

日期： 7 月 16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樂興樓 218 室
內容：學習肩頸伸展運動，改善肌肉
疼痛，增加柔軟度。
費用：全免(12 人、護老者優先)
報名日期： 6 月 28 日例會優先報名、

日期： 7 月 25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樂興樓 218 室
內容：進行動腦遊戲，訓練思考力，感受
玩樂趣味。
費用：全免(12 人、護老者優先)
報名日期： 6 月 28 日例會優先報名、

復康用品租用收費
本中心復康用具租用計劃收費詳情如下：
可供租用的復康用具（每件收費）
大型用具（輪椅）
小型用品（四腳架、手杖等）

一星期

一個月內

第二個月

＄10
＄5

＄30
＄10

$60
$20

1. 可供租用的物品數量有限，以先到先得為原則。
2. 逾期歸還一星期內罰款以「一星期」的收費計算，逾期八天開始至一個月內罰款
以「一個月內」的收費計算，逾期滿一個月後的第一天以「第二個月」的收費計
算，如此類推。
3. 每件用具的租用時限最多為兩個月。
4. 租用/歸還復康器材時，中心職員會與租用者當面檢查清楚，如有損壞，租用者
需負責維修或賠償的費用。(視乎物品的損毀程度而定)
視乎疫情發展決定活動安排，一切以中心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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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証通行安排
為讓本機構屬下長者鄰舍中心會員可以共享兩所耆樂中心之活動，中心早年已落實推行
「一証通行」措施，現再詳列有關安排如下：
1.會員均享有平等機會參與兩所中心的例會及抽籤安排。
2.會員均可報名參加兩所中心舉辦的活動及使用中心設施。
3.合資格會員只可參加所屬中心的「愛與樂」長者支援計劃，並只可獲取所屬中心的耆樂
券，但可於兩所中心使用(*愛華衞理長者學苑課程除外)。

設立whatsapp廣播功能安排
隨著通訊科技的進步，中心已開設whatsapp廣播功能以便發放服務資訊，中心會於進行入
會/續証工作時向會員作出邀請，此項安排屬自願參與性質，目的亦純是資訊發放，如會員
日後希望取消有關安排，請自行刪除本中心手提電話號碼便可。
中心手提電話：6389 7319(請會員自行輸入此電話號碼至手機通訊錄)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小組及活動中所拍攝之相片/影像，將用作中心製作宣傳刊物、網頁、報告書、Facebook、
機構年報，如有查詢請與職員聯絡。

「十六項服務質素標準你要知」
服務質素標準(一)
服務資料提供：製備各服務說明資料、清楚陳述其主旨、目標和提供服務的形式，隨時讓
公眾索閱。

服務質素標準(二)
檢討及修訂政策：備有機制以檢討及修訂有關服務提供方面的政策及程序。

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申請方法
擴大項目資助範圍：為75歲或以上於五年前或更早之前在項目下曾接受牙科服務申請的長
者提供第二次免費鑲配活動假牙及其他相關牙科診療服務
新增牙科診療服務：移除牙橋或牙冠和根管治療(杜牙根)服務
申請資格：

-年滿65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
-最近連續三個月正領取「長者生活津貼」或「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從未受惠於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及「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
-有需要鑲活動
假牙及其他牙科
視乎疫情發展決定活動安排，一切以中心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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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華 小 型 飯 堂 服 務
飯堂時間：逢星期一至六下午12：00至1：00
地點：自取回家用膳＜每餐＄19＞
『每天有不同的均衡膳食，包括兩餸一湯 』

6月份活動請致電中心電話25583338 報名，先到先得。
興趣班/小組
名稱

學習內容

舉辦日期

快樂中文班
(6-7/22)

學習中文基礎及應 6月6日至7月
用於日常生活中 11日(星期一)

強肌健體班
(6-7/22)

透過適量肌力訓練
及恆常鍛練以舒緩
退化性關節問題。

6月17日至
7月29日
(逢星期五)

上課時間

費用

地點

負責
職員

導師

上午
$30/6堂
10:30至11:30 ＊名額10人＊

樂興樓
218室

蔡頴欣 蔡頴欣
姑娘
姑娘

上午
＄30（6堂）
10:15至11:15 ＊名額8人＊

安興樓
504室

王彩容 周珮惠
姑娘
姑娘

興華同你腦筋急轉彎!!!
數
1.

2.

3.

4.

1）請於圖1至4線上填上正確的成語。
2）於2022年6月24日(星期五)或之前將內容交回中心或傳送至中心Whatsapp(63897319)
3）每人限參加一次
4）參加者有機會獲得小禮物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名額：30人)
5）中心職員將於2022年6月30日(星期四)前個別通知得獎參加者。

會員姓名：

聯絡電話：

提交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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