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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名及安排★
會員可透過以下方式報名參加活動
(必須提供姓名及聯絡電話)：

2022年9月26日起

各會員領取通訊後，
可按報名安排報名活動。

下次派發通訊日期

1) 填寫報名表格並交回中心

2) 將已填妥的報名表
WhatsApp至91825092
(需由職員回覆確認報名作實)

：1號截止報名

：出席提示

：抽籤

活動圖示：

中心消息及通告事項 P. 2-3

中心運動班守則 P. 3

活動報名表 P. 4-5

健康及教育活動 P. 5-9

心理社交認知康樂活動 P. 10-11,14

活動時間表 P. 12-13

義工活動 P. 14-15

護老者活動 P. 15-20

認知障礙症及照顧者活動 P. 20-21

家福學堂 P. 22

芬姐廚房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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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日期
組別 2022年 9月份 2022年 10月份

家福、家喜、家樂 1) 9月1日
上午10:00-11:00

2) 9月1日
下午2:30-3:30

1) 10月3日
上午10:00-11:00

2) 10月3日
下午2:30-3:30

家慶、家善
家和、家慈
家怡、家富、家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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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報名安排
會員可透過以下方式報名參加活動
(必須提供姓名及聯絡電話)：

１）填寫報名表格並交回中心

２）將已填妥的報名表格WhatsApp至9182 5092報名
(需由職員回覆確認報名作實)

備註：中心將於報名截止日翌日（9月2日）上午作抽籤，會員可於9月3日
到中心取回提示紙，或於中心Facebook按會員/護老者編號查看中籤名單。
會員活動最多只能參與5項，如活動仍未滿額，可於9月5日繼續報名。

派發通訊及報名日期
日期

派發2022年9月通訊 2022年8月25日起

遞交報名表格 2022年8月25日至2022年9月1日
(中心開放時間內)

活動抽籤 2022年9月2日

取提示紙/查看中籤名單 2022年9月3日

餘額活動報名 2022年9月5日

截止報名日期：
2022年9月1日

2022年9月例會安排
按最新疫情狀況，本中心每月會舉辦２場例會，每場名額15人，會員可憑會員證，
不論組別報名參加。
(1) 參加者可於派發通訊日起到中心領取例會入場券，先到先得，派完即止。
(2) 中心職員會於例會中簡介每月之中心活動及消息，但不會接受即場報名及抽籤。

所有活動報名按中心情況進行，參加者可於例會後填寫報名表格，
或按中心活動報名方法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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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必須穿著輕便服飾及運動鞋，否則職員及導師有權禁止其參與活動。
 參加者必須準時出席。為了避免參加者因未能參與熱身運動而受傷，

若遲到超過5分鐘，職員及導師有權禁止其參與活動。
 參加者若在運動時感到身體不適，應停止運動並立即通知導師或職員。
 參加者必須遵守導師及職員的指示。

中心運動班守則



意
願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2223204 周身郁無時停

2223201 正視肩膊痛講座

2223205 迷你地壺小體驗

2223202 震機234：A

2223202 震機234：Ｂ

2223202 震機234：Ｃ

2223203 減重小貼士講座

2223211 齊跳椅子舞

2223212 髮型靠你 (9月13日抽籤)

2223213 自己動手做匙扣

2223218 布袋球體驗日

2223220 城男天地飛鏢練習

2223206 IT小教室

2223216 下肢肌力訓練班

2223217 普拉提運動工作坊

姓名：______________ 會員編號：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

會員
活動

活動報名表I
根據自己意願，在意願一欄填寫1-10 ，1為首選。如第一意願的活
動已滿，會自動轉到第二意願，如此類推，直到報名5個活動滿額。

意
願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2223208 羽毛同樂日

2223207 保「齡」教學

2223221 分區長者互助小組簡介會

2223233 進休人生俱樂部—
米蘭棋同樂日

2223234 手工皂工作坊 (A班)

2223234 手工皂工作坊 (B班)

2223153 中醫師主埸 -
教你遠離認知障礙症

2223274 硬地滾球 (A班)

2223275 硬地滾球B班 (B班)

2223276 迷你乒乓球 (初階班)

2223277 迷你乒乓球 (進階班)

2223270 芬蘭木柱 (A班)

2223271 芬蘭木柱 (B班)

2223214 毛巾伸展操

2223281
「疫」旅同行 -
正向心理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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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運動日誌7-9月 (2223146)
內容：為鼓勵大家養成恆常運動的習慣，中心將派發「我的運動日誌」

小冊子。參加者每星期需完成運動項目3天或以上並作紀錄，
達到要求後便可換取禮物一份。請到中心登記領取。

活動日期︰2022年7月至10月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張姑娘



護老者活動

認知障礙症及照顧者活動

會員編號／
姓名：______________ 護老者編號：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

意
願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2223238 護老播放站(9月)

2223237 護老鬆一鬆(9月)

2223280 護老者論壇

2223273 言語治療話你知 -
吞嚥困難知多D

2223237 「家居安全評估及改善」
探訪

2223236 護老友SAY

2223239 勿失良肌──
如何提升活動能力

2223177 「護老情珍」徵文比賽

2223178 「護老者生活珍‧相」
攝影比賽

意
願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2223222 「伴你同行」重聚日

2223382 「靜養身心」和平照顧者
小組

活動報名表II

義工活動
意
願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2223231 義工重聚—
認識認知障礙症徵狀表

2223179
社區護老者能力提升計劃-
「家居評估及改善」大使
訓練

健康教育活動

(1)每個會藉(義工/護老者/正照顧認知障礙
症的護老者)均能依相關身份報相應類別
之活動，每項身份會獨立計算報名意願。

(2)請根據自己的身份和意願，於相關活動
內填寫報名意願，1為首選。如第一意
願的活動已滿，會自動轉到第二意願，
如此類推，直到報名滿額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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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肩膊痛講座 (2223201)
內容：由衛生署職員講解肩部的護理及減低關節僵硬的方法、示範肩部運動

及找出肩周炎高危患者以便提供適當的輔導。
日期：9月21日 (星期三)
時間：上午9:45 – 10:4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5名 負責職員: 張姑娘

減重小貼士講座 (2223203)
內容：營養師講解體重指標 、三高的症狀和成因、飲食重點及外出飲食貼士。
日期：９月15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3:30 – 4: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5 負責職員：張姑娘



內容：定期與健康大使及活齡導師訓練和重溫帶領活動技術，及齊齊商議
未來健康活動的安排。

日期：9月5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2:30 – 4: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健康大使及活齡導師
名額：７名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張姑娘

內容：透過智能遊戲Just Dance訓練參加者全身肌肉力量、平衡和節奏感。
日期：9月20、21及22日（星期二、三及四）
時間：下午3:30 – 4: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8名
費用：全免
備註：參加者必須遵守運動班守則。

周身郁無時停 (2223204)

負責職員：張姑娘

健康導師訓練及聚會9月 (2223199 / 2223200)

毛巾伸展操 (2223214)
內容：學習以毛巾拉筋，伸展筋骨及放鬆肌肉。
日期：9月8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3:30 – 4: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名額：15人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會員
備註：參加者必須遵守運動班守則。 負責職員: 揭姑娘

下肢肌力訓練班 (2223216)
內容：由導師教授訓練下肢肌肉的家居運動。
日期：9月13日 (星期二)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名額：15人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會員
備註：參加者必須遵守運動班守則。 負責職員: 揭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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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跳椅子舞(9月) (2223211)
內容：隨著音樂運動建立健康生活的運動習慣，及訓練四肢協調、平衡力

和肌力，啟發活力。
日期：９月6、13、20及27日 (逢星期四)
時間：上午8:45 – 9:4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0名
費用：全免
備註：參加者必須遵守運動班守則。 負責職員：邱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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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透過地壺運動提升參加者的專注力及手部小肌肉靈活性。
日期：9月27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3:30 – 4:30
對象：中心會員
地點：中心活動室
名額：8名
費用：全免
備註：參加者必須遵守運動班守則。 負責職員：張姑娘

迷你地壺小體驗 (2223205)

布袋球體驗日 (2223218)
內容：讓會員認識新興運動「布袋球」，鍛練各參加者之手眼協調能力。
日期：9月10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30 – 3: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名額：16人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會員
備註：參加者必須遵守運動班守則。 負責職員: 林先生

內容：透過FACEBOOK影片讓會員了解地壺球的背景，規則及技巧
日期: 9月23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1:00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20名
備註：首20名會員回答影片問題可獲得小禮物1份。

名單將於9月30日張貼在中心門口 負責職員：伍先生

運動知多D-迷你地壺球 (2223279)



普拉提運動工作坊 (2223217)
內容：學習普拉提運動，鍛鍊核心肌肉、平衡力及柔軟度。
日期：9月23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3:30-4: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名額：15人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會員
備註：參加者必須遵守運動班守則。 負責職員: 揭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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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職員：張姑娘

內容：透過使用站立式震震機鍛鍊及強化下肢肌力。
日期：９月20、21及22日 (星期二﹑三及四)
時間：Ａ：上午10:00 – 10:30／

Ｂ：上午10:30 – 11:00 ／
Ｃ：上午11:00 – 11:30

地點：中心動感坊 名額：每時段3名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會員
備註：(1)參加者必須遵守運動班守則;

(2)15分鐘前方可進入中心量血壓;
(3)如出席少於2次，將不能參與下期同一活動。

震機234 (2223202)

負責職員：林先生

布袋球隊訓練 (2223219)
內容：為已獲選的布袋球隊隊員提供訓練
日期：9月28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9:00 – 10: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名額：12名
費用：全免
對象：布袋球隊隊員
備註：參加者必須遵守運動班守則

內容：由進休人生俱樂部成員帶領會員進行米蘭棋同樂日活動。
日期：9月26日 (星期一)
時間：下午3:30 – 5: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名額：16名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會員 負責職員: 揭姑娘

進休人生俱樂部—米蘭棋同樂日 (2223233)



硬地滾球(9月) (A:2223274 / B:2223275)
內容：由導師帶領參加者進行硬地滾球訓練，訓練手眼協調及團體合作。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每班10人
費用：全免

備註：參加者必須遵守運動班守則。 負責職員: 伍先生

迷你乒乓球(9月) (初階班: 2223276/進階班: 2223277)
內容: 初階班適合較少接觸乒乓球的會員。

進階班適合對打乒乓球有經驗及技術的會員。
日期: 初階: 9月22及29日(星期四) / 進階: 9月21及28日(星期三)
時間: 初階: 上午10:00-11:30 / 進階: 下午12:30-1: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名額：每班10人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會員
備註：參加者必須遵守運動班守則。 負責職員: 伍先生

內容：由導師帶領參加者進行木柱訓練，訓練手眼協調及團隊合作。
地點：中心活動室
名額：每班10人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會員
備註：參加者必須遵守運動班守則。

負責職員：伍先生

芬蘭木柱(9月) (A:2223270 / B:2223271)

以下6個活動(硬地滾球、乒乓球及芬蘭木柱)
每位會員只能入選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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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班 B班
9月6日(星期二)
下午4:00-5:00

9月20日(星期二)
上午10:30-11:30

9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11:30-12:30

9月27日(星期二)
下午2:30-3:30

A班 B班
9月5日(星期一)
下午1:00-2:30

9月8日(星期四)
上午10:00-11:30

9月19日(星期一)
上午8:30-10:00

9月26日(星期一)
上午8:30-10:00



心理社交認知康樂活動
髮型靠你(9月) (2223212)

內容：由經驗豐富的理髮義工團隊替老友記提供簡單的理髮服務。
日期：9月15日 (星期四)
時間：上午9:30 – 11:00 (每節半小時)
地點：中心活動室
名額：30名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會員 負責職員：邱姑娘

截止報名日期：
9月10日 下午4:30前

抽籤日期：
9月13日 上午11:00

自己動手做匙扣 (2223213)
內容：利用uv滴膠，自己動手做一個屬於自己的bling bling鎖匙扣。
日期：9月21日 (星期三)
時間：上午11:00 – 12: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名額：8名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會員 負責職員：邱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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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同樂日 (2223208)
內容: 鍛練反應速度,學習使用控制器按鈕，進行手部運動，體驗羽毛球樂趣
日期：9月6、13及27日 (星期二)
時間：下午12:45 – 2: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名額：8名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會員 負責職員：馬先生

內容: 鍛練反應速度,學習使用控制器按鈕，進行手部運動，體驗保齡球樂趣
日期：9月7、14及28日 (星期三)
時間：下午3:30 – 4:4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名額：8名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會員 負責職員：馬先生

保「齡」教學 (2223207)

城男天地飛鏢練習 (2223220)

負責職員: 林先生

內容：男士會員一起聚會，練習飛鏢的正確姿勢和互相切磋。
日期：9月29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3:30 – 5: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名額：8名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男士會員
備註：參加者必須遵守運動班守則。



IT小教室(9月) (2223206)
內容：解答會員日常生活中有關資訊科技的問題。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6名 費用：全免
備註：(1)每次查詢為一小時；

(2)會員可以填寫上課日期時間在活動報名表上。 負責職員：馬先生

日期 時間
9月6、13、20、27日 (逢星期二) 下午 2:30 – 3:30 / 3:30 – 4:30

9月8、15、22、29日 (逢星期四) 上午 10:00 – 11:00 / 11:00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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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由導師帶領設計及製作屬於自己的天然手工皂。
日期：9月30日 (星期五)
時間：A班︰下午3:00 – 4:00

B班︰下午4:00 – 5: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名額：每班10名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會員

手工皂工作坊 (2223234)

負責職員：揭姑娘

內容: 學習面對抑鬱等負面情緒、因疫情帶來的壓力及挑戰。最後一節與
義工製作減壓手工，掃走負能量，重新找回生活平衡。

日期：10月10、17、24、31日 (逢星期一)
時間：下午2:30 – 3:30

(減壓工作坊：11月7日(星期六)，上午10:00 – 11: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名額：每班12名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會員
備註：(1) 「心靈大使」義工不需要報名；

(2) 活動由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辦事處贊助

「疫」旅同行 - 正向心理小組 (2223281)

分區長者互助小組簡介會 (2223221)
內容：透過簡介會聽取各會員的意見及想法，以讓互助小組日後舉辦的活動，
能夠達到「互相守望、關愛社區」的精神。
日期：9月9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3:00 – 4: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名額：16名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會員
備註：尚未在會員卡貼上區域代表顏色的會員，

歡迎大家到中心找中心職員 / 義工協助大家 負責職員：林先生

負責職員：葉姑娘



活齡健康導師招募計劃暨簡介會 (2223215) 14

負責職員：張姑娘

職責：協助﹑策劃及帶領中心健康活動﹑
定期參與聚會和訓練

對象：已通過體能測試﹑具備責任感和
團隊精神﹑願意接受挑戰和
新嘗試之會員

名額：10名

招募日期：即日起至9月16日

簡介會日期及時間：
9月19日 11:30 - 12:30

歡迎致電或親臨中心報名

義工活動

社區護老者能力提升計劃──
「家居評估及改善」大使訓練 (2223179)

內容：(1)計劃由職業治療師培訓大使學習使用「家居環境評估工具」，
為居於本社區內65歲或以上長者進行家居環境評估，並即時提供
環境改善建議，以減低長者家居跌倒的風險，促進居家安老；

(2)本計劃期望推廣提升社區護老者能力，歡迎有興趣的護老者參加；
(3)已受訓大使將於9月17日上午進行探訪合資格護老者家庭；
(4)2023年3月參加重聚日，分享當大使的經驗心得。

培訓日期：9月7日 (星期三)
時間：上午9:30 – 12:30
地點：中心活動室及護耆坊 名額：20名
費用：全免 對象: 已登記義工
備註：(1)活動由衛生署長者健康服務提供導師培訓；

(2)參加者需能閱讀及書寫中文，並能與長者清楚溝通。負責職員：鄭姑娘

「疫」旅同行 - 心靈大使義工訓練 (2223132)
內容：「心靈大使」義工製作香薰手工予９月探訪用。
日期：9月6日 (星期二)
時間：上午10:00-11: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名額：12名
費用：全免 對象：已登記義工
備註：活動由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辦事處贊助。 負責職員：葉姑娘



內容：義工致電關懷長者近況。
日期：9月13、20及27日 (逢星期二)
時間：下午2:30 – 3:30
地點：中心面談室 名額：30名 (每星期10名) 
關懷對象：隱閉長者會員 費用：全免
招募義工：3名 (曾接受本中心義工訓練) 負責職員：林先生

愛心來電 (8-9月) (2223170)

長青錦繡劇團(9月) (2223172)
內容：長青錦繡劇團團員到中心練習劇目。
日期：9月13日 (星期二)
時間：下午3:30 – 5: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名額：10名
費用：全免 對象：已登記義工 負責職員：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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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者活動 護老者
組別 1. 護愛組

7-9月份季度主題：
健康知識與保健

長者隨著機能退化，經常患上不同大大小小的病患，作為護老
者很需要認識相關病患，才知道如何提供適切的護理。加上，
健康是無價寶，亦都是護老者能照顧長者的本錢，本季一齊學
習如何護老和保健啦！

護老者支援服務
• 提供支援小組、減壓工作坊、照顧技巧及溝通培訓等
• 按個別需要提供支援服務，如陪診、護送、中心或家中暫托服務。

此服務需經社工評估，如欲了解詳情請向中心社工查詢

2. 護樂組(經社工評估)

義工重聚—認識認知障礙症徵狀表 (2223231)
內容：與義工重聚，以及認識認知障礙症徵狀表的使用。
日期：9月26日 (星期一)
時間：下午2:00 – 3: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名額：20名
費用：全免
對象：曾協助「認知障礙及照顧者服務」的中心義工 負責職員：揭姑娘



內容：透過播放護老者資訊短片，引發護老者討論 ，一起交流資訊。
日期：9月20日 (星期二)
時間：下午2:30 – 3:30
地點：中心活動室及護耆坊
名額：20名
費用：全免
對象：所有護老者
備註：參加此活動可獲得1個護老者儲印卡蓋印。 負責職員：鄭姑娘

護老播放站(9月) (2223238)

內容：義工致電給護老者家庭，關懷護老者和長者近況。
日期：9月1日、8、15及22日 (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2:30 – 3:30
地點：中心面談室 名額：不限
費用：全免 關懷對象：護愛組會員
義工：4名(曾接受本中心義工訓練) 負責職員：鄭姑娘

護連線(9月) (2223197)

護老鬆一鬆(9月) (2223237)
內容：與其他護老者聚會，一起玩桌上遊戲，談談近況，過一個輕鬆的下午。
日期：9月13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2:15 – 3:1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名額：8 名
費用：全免 對象：所有護老者
備註：參加此活動可獲得1個護老者儲印卡蓋印。 負責職員：鄭姑娘

護老友SAY (2223236)
內容：分享及交流護老者照顧實況，共同商議及建議如何支援護老者需要，

日後參加一些平台為護老者需要而發聲。
日期：9月17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15 – 3:1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名額：15名
費用：全免
對象：所有護老者、對護老者議題有興趣的會員及社區人士
備註：是節活動邀請嘉賓：社工系退休教師莫慶聯先生一起分享討論。

負責職員：鄭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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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本中心護老者成功遞交作品，可獲得2個護老者儲印卡蓋印。

17「護老情珍」徵文比賽 (2223177)



備註：本中心護老者成功遞交作品，可獲得2個護老者儲印卡蓋印。

「護老者生活珍‧相」攝影比賽 (2223178) 18



勿失良肌──如何提升活動能力 (2223239)
內容：講座讓護老者認識肌肉減少症的成因及預防方法，以及進行上下

肢肌肉測試量度肌肉強度。
日期：9月26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11:30 – 12:30
地點：中心活動室及護耆坊 對象：所有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20 名
備註：(1)活動與文化村合辦；

(2)活動導師由「雅培奶粉」提供；
(3)參加此活動可獲得1個護老者儲印卡蓋印。 負責職員：鄭姑娘

言語治療話你知 - 吞嚥困難知多D (2223273)
內容：由言語治療師講解長者吞嚥困難，吞嚥訓練運動，凝固粉或軟餐使用。
日期：9月28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10:00 – 11: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名額：16 名
費用：全免 對象：所有護老者
備註：參加此活動可獲得1個護老者儲印卡蓋印。 負責職員：葉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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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安全評估及改善」探訪 (2223237)
內容：家居安全大使使用「家居環境評估工具」 為居於本社區內65歲或

以上的被護者進行家居環境評估，並即時提供環境改善建議，以
減低長者家居跌倒的風險，促進居家安老，支援護老者需要。

日期：9月17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0:00 – 12: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名額：10名
費用：全免 對象：所有護老者
備註：參加此活動可獲得1個護老者儲印卡蓋印。 負責職員：鄭姑娘

護老者論壇 (2223280)
內容：分享家福會早前就護老者需要調查之結果，並邀請服務使用者、醫療

界、商界、傳媒、勞工及福利局及社會福利署的代表，分享意見。
日期：10月21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00 – 中午12:00
地點：主恩靈糧堂 名額：80 名
費用：全免 對象：所有護老者
備註：1) 參加此活動可獲得1個護老者儲印卡蓋印。

2) 參加者需要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並符合政府最新的「疫苗
通行証」之要求。 負責職員：蔡先生



護老者服務站可免費借用物品，歡迎已登記的會員或護老者使用。
服務站可借用物品包括：

**備註**
(1) 借用前必須參閱及同意借用守則；
(2) 借用守則詳情請參閱「借用復康器材守則」及「借用書籍守則」。

護老服務站(9月) (2223383)

柺杖

四腳叉

跨缸板浴椅

助行架 平板電腦

輪椅 手機放大器

書籍及光碟

負責職員：葉先生

內容：由美國雅培公司到中心展銷奶粉。
日期：9月13日 (星期二)
時間：上午10:00–12:00(上午10時開始派籌)
對象：中心有效之會員或已登記的護老者
名額：不限
費用：

備註：(1)每人最多限購 4 罐奶粉，不限款式及大小，購買前可向醫護人員查詢；

(2)請自備購物袋及輔幣，離開前請檢查清楚，貨物出門，恕不退換。

營養奶粉展(9月) (2223384)
暫定於2022年
10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10:00-12:00

負責職員：葉先生

購買
項目

加營素
加營素
(低糖) 怡保康

活力
加營素

大罐
(900克)

小罐
(400克)

大罐
(850克)

大罐
(850克)

小罐
(400克) 850克

收費 $173 $82.5 $178 $215.5 $95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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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障礙及照顧者活動

中醫師主場 — 教你遠離認知障礙症 (2223153)
內容：中醫師從中醫角度講述認知障礙症，分享健腦食療及穴位按摩。
日期：9月16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 – 3:30
地點：主恩靈糧堂禮堂 (地址︰土瓜灣九龍城道141號新城中心一樓B座)
名額：80名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會員及社區人士
備註：(1)凡出席活動，可獲贈禮物1份；

(2)參加者需符合疫苗通行證要求。 負責職員：揭姑娘



健腦同學會(8月-10月) A班/B班 (2223151/2223152)
內容：進行認知刺激及輕鬆活動，與其他長者互動交流，刺激大腦。
日期： 9月8日、15日、22日、29日 (9月1日除外)

10月6日、13日、20日、27日 (逢星期四)
時間：A班︰上午9:30 – 10:30

B班︰上午11:00 – 中午12:00
地點：中心護耆坊 名額：每班6名
費用：全免 對象：認知障礙症長者 負責職員：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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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養身心」和平照顧者小組 (2223382)
內容：透過靜觀練習，結合大自然與身心安靜、覺察等元素的活動，讓護老

者學習照顧自己和舒解壓力，促進身心的健康和與家人的關係。
日期：11月7日、14日、21日、28日 (逢星期一)
時間：下午1:30 – 5:00 (由旅遊巴接送來回中心)
活動地點：白屋 (崇德家福軒) 名額：12名
費用：全免 對象：認知障礙症照顧者
備註：(1) 此活動提供長者接送來回中心及暫託服務，需個別與職員安排；

(2) 活動與崇德家福軒及香港理工大學研究團隊合辦。參加者需於
10月及2023年2月填寫問卷；

(3) 完成小組後護老者需與家人出席一次白屋日營活動。負責職員：葉姑娘

「我的療癒照相館」相片收集 (2223161)
內容：誠邀認知障礙症照顧者拍攝以「放鬆療癒」為主題的照片。
對象：認知障礙症照顧者
參加方法︰1. 親身遞交︰將相片傳送至中心手機及親身遞交參加表格

2. 電郵遞交︰電郵相片及參加表格至 kccaa@hkfws.org.hk，
標題並註明 「我的療癒照相館-相片招募」

活動收集日期︰2022年8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
備註：(1)參加者需為認知障礙症長者之照顧者；

(2)相片會於2022年10月29日的「我的療癒照相館」活動中展覽；
(3)所有合資格參加均會獲贈紀念品一份。 負責職員：揭姑娘

內容：與照顧者聚會，彼此扶持、交流心得；是節主題︰攝影與減壓。
日期：9月19日 (星期一)
時間：下午2:00 – 3: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名額：10名
費用：全免 對象：認知障礙症照顧者
備註：此活動提供長者暫託服務。 負責職員：揭姑娘

「伴你同行」重聚日(9月) (2223222)



班組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
時間 內容 導師 費用 名

額
報名
日期

活齡書法班
10-12月
(2223223)

10月5日至
12月7日

(逢星期三)

下午
2:00-
3:00

由資深導師
教授書法及

練習寫字

關德權
先生

$60
(共10堂) 10名

舊生: 
7/9

新生:
14/9

中文識字班
10-12月

(2223224)

10月7日至
12月16曰
(逢星期五)

*10月21日暫停

上午
9:30-
11:00

學習書寫及
閱讀日常用

之字句
馮景鈺

女士

$30
(共10堂) 10名

舊生: 
16/9
新生:
23/9

英文識字班
10-12月

(2223225)

10月7日至
12月16曰
(逢星期五)

*10月21日暫停

下午
12:00-
1:30

學習書寫及
閱讀日常用

之字句

$30
(共10堂) 10名

舊生:
16/9
新生:
23/9

唱歌班
10-12月

(2223226)

10月6日-
12月15日
(逢星期四)

*12月1日暫停

下午
1:45-
3:15

由導師教授
大家演唱流

行曲

張嘉華
先生

$360
(共10堂)

15
名

舊生:
22/9
新生:
29/9

國語金曲A
10-12月

(2223227)

10月3日至
10月31曰

(逢星期一)

上午
10:00-
11:15

輕鬆學習唱
經典國語金

曲

顧惠芬
女士

$40
(共5堂) 10名

舊生:
19/9
新生:
26/9

國語金曲B
10-12月

(2223228)

10月7日至
11月11曰
(逢星期五)

*10月21日暫停

下午
1:45-
3:00

舊生:
23/9
新生:
30/9

國語金曲C
10-12月

(2223229)

11月14日至
12月12曰
(逢星期一)

上午
10:00-
11:15

舊生:
31/10
新生:
7/11

國語金曲D
10-12月

(2223230)

11月25日至
12月23曰

(逢星期五)

下午
1:45-
3:00

舊生:
11/11
新生:
18/11

備註：每人只可報讀其中一班國語金曲

班組守則：
1. 活動開始前15分鐘方可進入中心
2. 中心內不准飲食
3. 保持適當社交距離
4. 參加者於中心逗留期間不可除下口罩及需要正確佩戴口罩
(＊根據規例，佩戴口罩是指口罩以覆蓋其口和鼻，並使口罩貼着其鼻、下頦和臉頰。) 
5.所有舊學員都須於上一期班組達80%或以上出席率， 方能以「舊生」身份優先報名下一期課程
6. 遲到15分鐘以上將當缺席處理
7.所有出席率未達80%之舊學員均需以「新學員」身份參與次輪報名
8.如有發現違規情況，參加者將不能出席該課堂並不獲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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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天氣情況下中心之活動安排

氣候

戶內活動 戶外活動

中心
開放

班組活動
(如活動舉行前
２小時仍懸掛)

(如活動舉行前
２小時仍懸掛)

雷暴警告訊號   視乎天氣情況
而定

黃色暴雨
警告訊號   視乎天氣情況

而定

紅色暴雨
警告訊號   
黑色暴雨
警告訊號   

1號風球   視乎天氣情況
而定

3號風球   

8號風球   

服務質素標準話你知

24

標準7 財政管理:

中心透過具問責
及審慎的財政管
理，以符合<<津
貼及服務協議>>、
法律及專業操守
上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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