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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九龍觀塘彩福邨彩樂樓地下         2717 0822           bdecc@hkcs.org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是一所註冊慈善團體及擔保有限公司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IS A REGISTERED CHARITY AND A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公開報名日期: 

12月 20日(一)開始 

 

今期抽籤及公布結果日期: 

12月 24日(五)  (下午公布) 

下期公開報名日期: 

1月 24日(一) 

2022年 1月 

中籤者報名時段: 12月 24日(五) (下午) 至 12月 29日(三)(下午 5:15) 

大家好，我係新入職社工辛先生，負責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

的工作，提供護老者的支援工作及個案服務，請各位多多指教! 

半職社會工作助理  辛礎行先生    

BDECC HKCS                                                                                                                                                                                                                                                                                                                                                                                                                                                                                                                                                                                                                                                                                                                                                                                                                                                                                                                                                                                                                                                                                                                                                                                                                                                                                                                                                                                                                                                                                                                                                                                                                                                                                                                                                                                                                                                                                                                                                                                                                                                                       

樂暉「集」誌 

歡迎新同工 

寒流襲港溫馨提示 
最近天氣開始轉涼，請留意天氣報告及採取以下的預防措施: 

1) 按天氣預報及需要加穿禦寒衣物; 

2) 進食及貯存足夠食物，確保攝取充足熱量; 

3) 盡量逗留在溫暖的環境，避免長時間暴露於戶外; 

4) 如感不適，盡早按平安鐘求助或求醫。 

 

  

 

覆診口罩齊換領 — 1月 
日期︰12 月 20 日 (一) 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 (一)

時間︰上午 9:00-下午 5:00 

內容︰憑會員證及 2022 年 1 月有效覆診紙， 

可到接待處換領外科口罩一份，數量有 

限，換完即止 

對象︰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400 名 

負責職員︰李卓洛先生 

備註︰每人每月只限取一份，最多可代一位 

會員領取（需出示會員證） 

地點︰接待處 

  

21-12-070A 

後備報名時段: 12月 30日(四) (上午 9:00至下午 5:15) 

剩餘名額報名時段: 12月 31日(五) (上午 8:30開始) 



  

  公開報名活動 
 

 

 於公開報名日起，到接待處 / 以電話報名 

 如以電話報收費活動，服務使用者需於 3 個工作天內到中心付款 

 服務使用者可協助另外最多一位服務使用者報名 (需出示會員證) 

    抽籤活動 
 

 入籤時間為報名週之星期一至星期四，可親臨中心/致電電話專線 

(6314 0302)/中心登記抽籤 

 服務使用者可協助另外最多一位服務使用者登記抽籤 (需出示會員證) 

 服務使用者為直系親屬，可以組合入籤，上限為 2 人 

 抽籤將於報名週之星期五早上時段，於大堂以電腦系統進行，屆時將會 

抽出中籤名單及後備名單 

 抽籤結果將於抽籤日下午張貼於中心大堂，及以 WhatsApp 形式發放 

予已登記的服務使用者 

 

中籤報名安排 

 中籤者需於抽籤結果公佈日起計三個工作天內(包括抽籤結果公佈日) 

親臨或致電中心(2717 0822)報名 

 若未於上述時段內報名則作棄權論，中心恕不作另行通知 

 

後備報名安排 

 如抽籤活動尚餘名額，後備名單可於抽籤結果公佈日起計第四個工作天 

上午 9 時起親臨或致電中心(2717 0822)報名 

 後備名單人數按活動參加者名額而定： 

活動人數 後備名額 

100 人或以下 10 名 

100 人以上 活動名額的一成(10%) 

 

剩餘名額報名安排 

 如抽籤活動仍尚餘名額，服務使用者可於抽籤結果公佈日起計第五個 

工作天親臨或致電中心報名 
 

 

 

 

 

 

 

 

 

 

*如該月報名時段為公眾假期，將會順延下一個工作天 

登記活動 
 

 

 於公開報名日起，親臨或致電中心登記留名，並由負責職員聯絡確認 

 服務使用者可協助另外最多一位服務使用者登記 (需出示會員證) 

活動報名方式新安排 
為提升報名程序透明度及公開性，中心進一步優化報名制度，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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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地點 

3/1/2022(一) 下午 2:00至 5:00 

本中心 4-11/1/2022 

(8/1/2022除外) 

上午 9:00-下午 1:00 

及 

下午 2:00至 5:00 

26/1/2022(三) 上午 10:30-下午 1:00 

18/1/2022(二) 
上午 9:30-中午 12:00 雲漢邨漢松樓 互助委員會 

25/1/2022(二) 

25/1/2022(二) 下午 2:30-4:30 彩德邨彩誠樓對出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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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喜杖 - 手杖套製作           
日期︰2022 年 1 月 10 日(一) 

時間︰下午 2:30-5:00 

內容︰透過活動及分享，了解自己身心狀況， 

選擇喜歡的手杖套款式，齊齊換新裝， 

開心過新年！ 

*是次活動歡迎家屬陪同報名參與 

對象︰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20 名 

備註︰手杖套只適用於 

直身手杖 

負責職員︰實習社工 

周詠君姑娘 

 

  

 

“CHILL”自然。三彩遊蹤 
日期︰2022 年 1 月 13 日(四) 

時間︰下午 2:00–5:00 

內容︰由熟悉三彩社區的男士會員演繹他們合力 

完成的「特色地圖」，與你一同了解三彩的 

歷史和遊覽組員眼中的三彩公共休憩空間， 

發掘當中更多的特別之處 

對象︰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20 名 

備註︰活動於中心內集合 

與解散，主要於三彩 

公共休憩空間進行導賞 

負責職員︰實習社工林思琪姑娘 

樂暉續會/新入會行動 
2022-2023 年度的續會及新會員登記將於 2022 年 1 月 3 日（星期一）正式開始！ 

由 12 月 20 日活動報名日起，可致電中心預約續會時間。 

會籍有效期：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續會專櫃  為方便現有會員續會，中心特設續會專櫃，詳情如下： 

 

除以上日子以外，你亦可以於 2022 年 1 月 12（星期三）起，於中心接待處開放時間內，

致電中心預約續會/新入會時間，並於指定時段親臨中心辦理手續；或委託他人代為辦理，

但需出示其會員證，每位會員/服務使用者只可代一位會員辦理。 

 疫情特別安排  
配合中心防疫的措施，續會將會設人流管制，措施如下︰ 

1. 各會員可於 2021 年 12 月 20 日起致電中心預約續會時間，並按時段出席 

(未有預先預約者不能即時進行續會，需先進行預約並按時出席) 

2. 所有會員需帶口罩、量體溫、用酒精搓手等，並於等候時保持足夠社交距離 

3. 中心房間有人流限制，請按照工作人員指示到房間進行續會 

4. 以上分流及防疫措施延長續會流程，會員須耐心等候，多謝合作。 

早續會/入會尊享優惠 

1. 凡續會/新入會人士於 2022 年 1 月 31 日或之前辦妥手續均可獲贈早入會/早續會禮物 

乙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新入會優惠：凡新入會，將獲贈由入會日起計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的會籍！ 

22-01-076 

22-01-034 



  

桌上冰壺 9   
日期︰2022 年 1 月 27 日(四) 

時間︰下午 2:30–3:30 

內容︰想鍛練手眼協調、刺激思維？歡迎體驗桌上 

迷你版冰壺。 

(1)簡介及認識桌上冰壺玩法 

(2)體驗桌上冰壺的樂趣 

 

對象︰中心服務使用者 

名額︰8 名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陳詩婷姑娘 

 

 

  

22-01-029 

  

健腦數獨工作坊 28-初、中、高班           
日期︰2022 年 1 月 26 日(初級班)  (22-01-028) 

2022 年 1 月 12 日(中級班)  (22-01-027) 
2022 年 1 月 5 日(高級班)   (22-01-026) 

時間︰下午 2:30 –下午 3:30 
內容︰由綜委會委員教授九格數獨，訓練邏輯推理 

的認知能力。 
對象︰有興趣參與健腦活動之會員及 50YO 
 

費用︰全免 

名額︰50 名(初級班及中級班 

各 20 名, 高級班 10 名) 

備註︰參加者只可選擇 

1 個項目，不能重複報名 

負責職員︰陳詩婷姑娘 

「細味人生」社區活動 
日期︰2022 年 1 月 8 日 (六) 

時間︰(1) 下午 1:00-1:30    (22-01-040A) 
(2) 下午 1:30-2:00    (22-01-041A) 
(3) 下午 2:00-2:30    (22-01-042A) 
(4) 下午 2:30-3:00    (22-01-043A) 
(5) 下午 3:00-3:30    (22-01-044A) 
(6) 下午 3:30-4:00    (22-01-045A) 
(7) 下午 4:00-4:30    (22-01-046A) 
(8) 下午 4:30-5:00    (22-01-047A) 

內容︰1.由義工協助設計的生命體驗有獎遊戲 

2.虛擬實景技術(VR)讓參加者體驗從 

出生到死亡的歷程 

3.活動作品展覽 

對象︰會員 / 社區人士(6 歲或以上人士均可) 

費用︰全免 

名額︰100 名 (每時段 12 位參加者) 

備註︰1.參加者在完成所有遊戲後均獲得小禮品 

2.歡迎邀請會員家屬一同參與活動，每位 

會員可帶同額外 2 位家屬參與 

      3.社會福利署 2020-22 年度 

老有所為活動計劃贊助 

地點︰本中心 

負責職員︰葉杏芝姑娘 

  

 

普及健體運動 - 長者健體計劃   
日期︰2022 年 1 月 13 日(四) 

時間︰上午 10:00-中午 12:00 

內容︰由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合資格健體教練帶領 

進行健體運動 

對象︰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5 名 

備註︰1.請穿著運動鞋及運動服裝 

2.本活動與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合辦 

負責職員︰關蔚婷姑娘 

  

 

團年墟市 - 趁墟 
日期︰2022 年 1 月 14 日(五) 

時間︰下午 5:15 –6:15    (22-01-065) 

下午 6:30 –7:30    (22-01-066) 

內容︰墟市設有攤位遊戲、工作坊及小食攤檔， 

與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屬一起預祝新春， 

聚首一堂 

對象︰會員、義工、護老者、個案、50YO 及其親友 

 

費用︰會員、義工、護老者、個案：$10 
50YO、各服務使用者的親友：$20 

名額︰每節 100 名 
備註︰1.活動分時段進行，請在報名時 

選擇時段 
2.完成指定數目的攤位後可 
獲得禮品一份 

3.小食需帶回家享用 
負責職員︰關蔚婷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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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021 
日期︰2022 年 1 月 12 日(三) 
時間︰下午 2:30-3:30 
內容︰討論時事熱話及社區需要 

本月主題：彩福邨街市意見收集 
對象︰長評會員及年滿 50 歲而有興趣 

參與長評工作人士 

費用︰全免 
名額︰10 名 
負責職員︰史庭峰先生 

  

 

長評 TEA 一 TEA 

22-0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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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冰壺 (入門) ,(進階)(2022 年 1 月)              
日期︰2022 年 1 月 5 日(三) 

時間︰下午 2:30-3:30 [入門] /下午 3:30-4:30 [進階] 

內容︰學習地板冰壺玩法，體驗箇中樂趣，分組友誼比

賽及砌磋球技，培養領導才能 

對象︰護老者、會員、50YO 

費用︰全免 
名額︰各 10 名 
備註︰1.進階班參加者需曾在中心 

參加地板冰壺活動6個月或以上 
      2.參加者只能選擇入門或進階班 
負責職員︰關蔚婷姑娘 
 

  

 

喜「閱」時光讀書小組           
日期︰2022 年 1 月 27 日、2 月 17 日及 3 月 24 日 

時間︰上午 10:00–10:45 

內容︰與參加者一起閱讀不同故事書 

對象︰患有認知障礙症的會員 

 

名額︰8 名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黃思敏姑娘 

 

  

 

22-01-033 

22-01-049 

22-01-050 

樂健之友會籍  
日期︰2022 年 1 月至 3 月 

時間︰逢星期一至六上午 9:00-12:00 / 下午 2:00-5:00  

(參加者可選上午 / 下午優先使用樂健坊) 

內容︰參加者需憑樂健之友卡，到接待處換取健身儀器使用卡，方可 

使用樂健坊的健身儀器，每次借用時間為 25 分鐘 

取卡時間 使用時段 取卡時間 使用時段 

9:00 9:00-9:25 9:30 9:30-9:55 

10:00 10:00-10:25 10:30 10:30-10:55 

11:00 11:00-11:25 11:30 11:30-11:55 

取卡時間 使用時段 取卡時間 使用時段 

2:00 2:00-2:25 2:30 2:30-2:55 

3:00 3:00-3:25 3:30 3:30-3:55 

4:00 4:00-4:25 4:30 4:30-4:55 

 

對象︰已參與簡介會及工作坊的會員/50YO/護老者 

名額︰60 名 

費用︰$40 （不得轉讓、不可退換、逾期無效） 

負責職員︰關蔚婷姑娘/曾偉軒先生 

備註︰1.必須曾出席樂健坊簡介會及健身儀器工作坊 

      2.樂健坊之使用模式有所更改，請留意，如有問題，請向職員查詢 

      3.橢圓機及跑步機將於 2022 年 1 月起重新開放使用 

地點︰樂健坊 

 

 

  

 

22-01-068 

   

認知障礙症電影【桃姐】   
日期︰2022 年 1 月 21 日(五) 

時間︰下午 2:30–4:30 

內容︰與參加者一起欣賞認知障礙症電影 

【桃姐】 

對象︰中心服務使用者 

 

名額︰15 名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黃思敏姑娘 

 

 

  

 

22-01-024 

   

日期︰A︰2022 年 1 月 6 日至 3 月 10 日 (四)    

      B︰2022 年 1 月 7 日至 3 月 11 日 (五) 

時間︰A︰下午 2:00-3:15 

      B︰上午 11:15 -中午 12:30 

內容︰從拍子掌控、手腳協調等訓練，配以爵士鼓 

及電子鼓教授，從而享受打鼓時俐落快感 

對象︰會員/50YO 

    

 

 

費用︰A 會員：$270   

50YO：$280 

      B 會員：$240   

50YO：$250 

名額︰每班各 9 名 

負責職員︰李卓洛先生、李明峰先生 

負責導師︰梁愷傑先生 

備註︰本中心會提供鼓棍 

「鼓動」-流行爵士鼓班 A / B (1-2 月)       
22-01-071 

22-01-072 



 

  

[圖示註解] 

 ︰公開報名日起至截止日期前（如適用）接受報名，或額滿即止          ：現已接受報名           ：請自行出席活動        
 
 ：公開報名日起接受入籤（抽籤程序請參閱中心活動報名須知） 

 

：現已接受登記，由負責職員聯絡確認      ：可接受以電話為 1.免費活動報名 2.收費活動留位（須於留位當天起計三個工作天內到中心繳費） 
  
 ：中心活動室一          ：中心活動室二            ：中心活動室三           ：中心義工室 

悅學越輕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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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 FUN-麂皮福字揮春 
日期︰2022 年 1 月 6 日 (四) 

時間︰上午 10:00 –下午 1:00 

內容︰製作麂皮福字揮春    

對象︰會員/50YO 

 

費用︰會員$100/ 50YO$110 

名額︰4 名 

負責職員︰陳詩婷姑娘 

 

  

 

22-01-030 

(手眼協調訓練) 

樹脂黏土-鬱金香(初級) 
日期︰2022 年 2 月 9、16 日及 3 月 2 日(逢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00 –下午 1:00 

內容︰製作樹脂黏土鬱金香 

對象︰會員/50YO 

費用︰會員$200/50YO$210 

 

名額︰6 名 

負責職員︰陳詩婷姑娘 

 

  

 

22-02-001 

非同凡響非洲鼓(1-2 月) 
22-01-070 

日期︰2022 年 1 月 5 日至 3 月 9 日 (三) 

時間︰上午 11:15–下午 12:30 

內容︰愉快學習不同傳統非洲鼓敲擊技巧及 

動作，訓練手眼協調，刺激血液循環      

對象︰會員/50YO 

費用︰會員：$270  50YO：$280 

名額︰12 名 

負責職員︰李卓洛先生、李明峰先生 

負責導師︰梁愷傑先生 

備註︰本中心會提供非洲鼓於課堂使用 

  

 

日期︰2022 年 1 月 10 日至 3 月 7 日 (一) 

時間︰下午 2:15–3:15 

內容︰學習不同的彈奏技巧，奏出讓人放鬆 

減壓的音樂     

對象︰會員/50YO 

 

 

費用︰會員：$240   

50YO：$250 

名額︰12 名 

負責職員︰李明峰先生及 

李卓洛先生 

負責導師︰梁愷傑先生 

 

  

 

樂在其中拇指琴(1-2 月)  
 22-01-064 

耆人耆島 - 玩轉坪洲 
日期︰2022 年 1 月 27 日(四) 

時間︰上午 9:00–下午 4:00 

內容︰乘船到坪洲環島漫行，其間遊覽 

著名景點、欣賞島嶼風光     

對象︰會員/50YO 

費用︰$10(請自備車資、船資) 

名額︰14 名 

負責職員︰李明峰先生、李卓洛先生 

備註︰1.請自備車資、船資、午餐費及食水 

集合地點：中環地鐵站 A 出口  

集合時間：上午 09:15 (10:00 開船，逾時不候) 

解散地點及時間：中環六號碼頭 

(15:15 開船，預計 16:00 解散) 

 

  

 

賀年黃金小煎堆 
日期︰2022 年 1 月 28 日(五) 

時間︰下午 2:15 – 4:00 

內容︰黃金碌碌，金銀滿屋。新年當然要有賀年食品啦， 

今個月同我一齊用 Bruno 小丸子板整煎堆仔，細細 

個啱啱好。是日製作品：迷你煎堆 (約 10 粒) 

 

對象︰會員/50YO 

費用︰會員$25/50YO$30 

名額︰8 名 

備註︰請自備食物盒 

負責職員︰黃思敏姑娘 

 

  

22-01-023 

 22-01-062 



  

  

活動名稱 日期/時間 
費用， 

地點 
內容 備註 

報名 

方法 

負責 

職員 

對象/ 

名額 

[健康人生] 

「e 體健」手機 
查看 

健康記錄支援站
(1 月) 

(22-01-035) 

1 月 11 日 (二) 
下午 2:30 - 

4:00 

全免 
 
 

提供 1 對 1 的技術支援服務，助你
隨時透過手機查看「e 體健」的健
康數據 

 
1.自備智能手機/   
  平板電腦 
2.攜帶「e體健」卡 
3.敬請準時出席 

 
 
 
 

何雪凝 
姑娘 

「e 體
健」 
服務 

使用者 
(6 名) 

[科技達人] 

一齊淘寶寶！ 
2.0/3.0 

(22-01-056/057) 

1 月 4 日 (二) 
上午 10:00 - 

11:30 
 

1 月 25 日 (二) 
上午 10:00 - 

11:30 

會員$5/ 
50YO$10 

 
 

教授參加者註冊淘寶帳號、搜尋 
心儀物品、放入購物車和進行結 
算付款 

 
1.自備智能手機/
平板電腦 
2.須熟識基本智
能手機的操作 
 

 何雪凝 

姑娘 

會員、

50YO 

(6 名) 

一齊淘寶寶！ 

(集運篇) 2.0 

(22-01-058) 

1 月 28 日 (五) 

上午 11:30 – 

12:30 

 
會員$5/ 

50YO$10 
 
 

解釋淘寶直運到家和集運的分
別、運費計算、收貨設定、集運地
址設定及如何付款 

1.自備智能手機/
平板電腦 
2.須熟識基本智
能手機的操作 

會員、

50YO 

(6 名) 

[反腦頑童] 

我要成為魔力橋

大師！2.0 

(22-01-025) 

1 月 7 日 (五) 

下午 2:30 - 

3:30 

會員$5/ 

50YO$10 

 
 

 

教授參加者遊玩國際電子版魔力
橋(Rummikub是一種適合2至4
人遊玩的桌上遊戲，有點類似華
人社會常見的麻將，能訓練觀察
和分析能力。) 

 

 

1.自備智能手機/
平板電腦 
2.須熟識基本智
能手機的操作 

 
何雪凝 

姑娘 

會員、

50YO 

(8 名) 

[日常科技] 

你問我答– 

智能手機 

諮詢站(A/B/C) 

(22-01-052/ 

053/054) 

1 月 7 日 (五) 
上午 10:00 – 
中午 12:00 

 
1 月 20 日 (四) 
上午 10:00 - 
中午 12:00 

 
1 月 27 日 (四) 
上午 10:00 – 
下午 12:30 

 

全免 

 

 
一對一解答參加者對使用智能手

機的疑難 

1.自備智能手機/

平板電腦 

2.預先準備問題 

3.敬請準時出席 

 

何雪凝 
姑娘 

會員、

50YO 
(8 名) 

   我要成為 

潮語達人！ 

(22-01-059) 

1 月 12 日 (三) 
下午 2:30 - 

3:30 

會員$5/ 

50YO$10 

 
解釋潮流用語出現的源由、意思及

如何應用 

1.自備智能手機 
2.間中或經常會
瀏覽社交平台的
智能手機用家 

 
會員、

50YO 

(6 名) 

數碼化服務 
 

7 

日期︰A︰2022 年 1 月 4 日至 3 月 8 日 (二)   

      B︰2022 年 1 月 4 日至 3 月 8 日 (二) 

時間︰A︰下午 2:15 – 3:30 

      B︰下午 3:30 – 4:45 

內容︰教授揉合中國民族舞、排排舞、社交舞等 

不同元素的健體舞蹈 

對象︰會員/50YO 

    

 

 

費用︰A 會員：$180   

50YO：$190 

      B 會員：$180   

50YO：$190 

名額︰每班各 20 名 

負責職員︰李卓洛先生、李明峰先生 

負責導師︰梁雪卿女士 

備註︰請穿著輕便服裝和運動鞋 

  

 

綜合集體舞 (A/B)-1-2 月       
22-01-067 

22-01-06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8C%E4%B8%8A%E9%81%8A%E6%88%B2


 

 

 

                 

   

小組名稱 日期/時間 活動主題/報名方法 對象 地點 
報名 
方法 

負責職員 

健康大使外出

參觀 
1 月 5 日(三) 

參觀觀塘地區康健站 

(集合時間及地點另行通知) 
健康大使 

觀塘地區 

康健站 

 
關蔚婷 

姑娘 

人體彩繪義工

聚會及服務 

(22-01-048) 

自習課 

1 月 5 日(三) 

1 月 12 日 (三) 

下午 3:30-5:00 

趁墟義工： 

1 月 14 日(五) 

下午 3:00-8:30 

與組員共同研究新年題目構

圖，並於「趁墟」活動協助進行

人體彩繪工作坊 

 

 

必須為 

人體彩繪義工 
 

 

葉杏芝 

姑娘 

 

「細味人生」 

社區活動 

攤位義工 

22-01-039 

1 月 8 日(六) 

  下午 1:00-5:00 

協助中心舉辦攤位活動，及協助

計劃各項攤位遊戲 

 

中心義工 

計劃義工：8 名 

攤位義工：10 名 

本中心 

 

 

 

「趁墟」義工 
1 月 14 日 (五) 

下午 3:00-8:30 

協助中心舉辦新春「趁墟」大型

活動，義工將協助各攤位及場地

秩序等工作 

 

中心義工 

20 名 本中心 

 葉杏芝 

姑娘 

及 

關蔚婷 

姑娘 

 

義工大會 

(2022 年 1 月) 

22-01-077 

1 月 28 日(五) 

上午 9:45-10:45 

定期義工會議 

認識社區資源及了解中心義工

服務最新資訊 

 

 

義工 

 
 

 

或 

GOOGLE

表單報名 

葉杏芝 

姑娘 

18-10-030

  

   

「義」力量 

「健康與里同行」結幕嘉年華 
日期︰2022 年 1 月 9 日(日) 

時間︰下午 2:30-3:15 (22-01-036) 

下午 3:00-3:45 (22-01-037) 

下午 3:30-4:15 (22-01-038) 

內容︰邀請各位到場參加多個攤位遊戲，攤位以健康為

主題，除了開心更能增加對自己健康的認識。 

完成所有攤位後更會獲得一份精美禮品。 

對象︰會員 

費用︰$200/6 堂 

 

名額︰90 名(每節 30 人) 

備註︰-活動分時段進行，請在報名時 

選擇期望的時段 

-獲邀參加義工嘉許禮的義工 

無須報名 

-活動由香港公益金資助 

負責職員︰吳世平先生 

 

  

 

「護」 
聯網 

參觀睿程社企製衣廠及手縫工作坊 
參觀：2022 年 1 月 6 日（四） 

工作坊：2022 年 1 月 13 日及１月 20 日（四） 

（共三節） 

時間︰下午 2:00-4:00 

內容︰參觀睿程社企製衣廠，了解背後理念及運作， 

並進行兩節手縫飲食圍巾工作坊 

對象︰已登記之護老者 
費用︰$50        名額︰13 名 

 

備註︰參觀集合及解散地點： 
荔枝角港鐵站 D 出口 
參觀集合時間：下午 1:45 
1)曾參加拼布活動/有興趣於日後 
製作長者友善產品/能參與三節 
活動的護老者優先，並需經社工 
評估及抽籤，負責職員會稍後聯 
絡確認報名 

負責職員︰陳詠詩姑娘 

地點︰參觀：荔枝角道 808 號好運工業中心 

工作坊：中心活動室二 

  

至 FIT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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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日期/時間 內容  名額/對象/地點 
費用/ 
報名 
方法 

負責職員 

樂聚繽紛-樂華 

護老者聚會 

(22-01-019) 

 

1 月 6 日（四） 

上午 9:30-11:00 

 

與護老者分享照顧資訊，並通過活動 

輕鬆減壓 

*是次活動設有看顧服務，歡迎被照顧者一同參與。  

 如需服務請先留名，負責職員會再致電確認報名 

12 名 
已登記並 
居於樂華邨 
之護老者 

 

全免 

 

 

 

 

余靜婷 

姑娘 

 

上下同心- 
牛上下護老者 

聚會 
(22-01-020) 

1 月 26 日（三） 
下午 2:30-4:00 

與護老者分享照顧資訊，並通過活動 

輕鬆減壓 

*是次活動設有看顧服務，歡迎被照顧者一同參與。

如需服務請先留名，負責職員會再致電確認報名 

12 名 

[已登記並 
居於牛頭角 
上下邨之 
護老者] 

 

全免 

梳乎里-新春摺
紙樂 

(22-01-074) 

1 月 21 日（五） 
下午 2:30-4:00 

與護老者進行賀年摺紙活動，並於過程中交
流、互動、支持及勉勵，凝聚護老者力量 
*是次活動設有看顧服務，歡迎被照顧長者一同參

與。請先留名，負責職員會致電確認報名 

16 名 

[已登記之 
護老者] 

 

   

  全免 
江欣恩 

姑娘 

梳乎里-護老者 

愛動樂 

(22-01-017) 

1 月 7 及 21 日(五) 

(共 2 節) 

上午 11:00- 

中午 12:00 

邀請護老者透過參加運動班，建立個人 

運動習慣，減輕繁重照顧壓力，增進自 

身心靈健康 

*請參加者穿著輕便運動服 

12 名 
[已登記之 
護老者和 
被照顧長者] 

 

全免 

 

 

高素麗 

姑娘 

虎虎生威之 

新年到 

(22-01-016) 

1 月 18 日（二） 

上午 10:00- 

中午 12:00 

與參加者製作賀年飾物及玩遊戲，放鬆心情 
*可自備環保袋 

20 名 

[已登記之 
護老者、 
中心會員、 
義工及 50YO     
（已登記之護老者優先） 

  全免 

高素麗 

姑娘 

頌缽‧心靈‧療癒

2.0 

 (22-01-018)  

1月22、29日（六） 

上午 9:30- 11:00 

或 

上午 11:15-  

下午 12:45 

(四節) 

與參加者體驗頌缽治療及分享相關知識，放
鬆心情 
*是次活動分為四節, 分為 

1 月 22 日(09:30-11:00)及(11:15-12:45), 

1 月 29 日 (09:30-11:00)及(11:15-12:45) , 

護老者可參加兩節，其他參加者可參加一節 

如有需要, 可自備瑜珈墊巾/小枕頭/小坐墊 

36 名(每節 12 名) 

[已登記之 
護老者、 
中心會員、 
義工及 50YO     

（已登記之護老者優先） 

  全免 

輪椅使用講座及

檢查 

(22-01-022) 

1 月 17 日（一） 

下午 2:30-5:30 

由香港輪椅輔助隊有限公司職員解講解輪椅
功能、安全使用的方法及檢查的步驟 
*此活動與香港輪椅輔助隊有限公司合辦，設有少量

免費檢查輪椅的名額，先到先得 

 

講座時間︰下午 2:30-3:30 

檢查及維修時間︰下午 3:30-5:30 

20 名 
[已登記之 
護老者及 
中心會員] 

 

余靜婷 

姑娘 

 

花園「心」度遊 

(2022 年 1-3 月) 

(22-01-073) 

1 月 27 日（四） 

下午 2:30-3:30 

與護老者及長者分享照顧資訊，並透過活動
放鬆身心 
主題：慶祝新年 

12 名 

[已登記 

之護老者及 

被照顧長者 

（居住花園 

大廈/玉蓮台者優先） 

 

江欣恩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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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華邨社
區中心 
會議室 

花園大廈
長者康樂
中心（玉
蓮台第四
座三樓長
者中心）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廿九) 

元旦日 

2(三十) 
 
 

3 (十二月) 
 8:35  瑜珈 ZONE一鬆 A 
10:00  瑜珈 ZONE一鬆 B 
10:15  輕輕鬆鬆輕排球 
2:15  樂在其中拇指琴 
3:30  啞鈴健身運動 
5:00  大大力耍太極 

4 (初二) 
8:45  快樂椅子舞 
10:00  一齊淘寶寶！2.0 
2:15  綜合集體舞 A 
 3:30  綜合集體舞 B 

5(小寒) 
8:45  運動樂趣多 
10:00  樂在「耆」中 
11:15  非同凡響非洲鼓 
 2:30  地板冰壺 (入門) 
2:30  健腦數獨工作坊 28(高級班) 
3:30  地板冰壺 (進階) 
3:30  人體彩繪義工聚會及服務 
      (自習課) 

6(初四) 
 8:45  健體毛巾操 
 9:30  樂聚繽紛-樂華護老者聚會 
10:00  DIY FUN-麂皮福字揮春 
10:15  輕輕鬆鬆輕排球 
2:00 「鼓動」-流行爵士鼓班(A) 
2:00  參觀睿程社企製衣廠及 
      手縫工作坊 
 

7(初五) 
8:45 「齡」活運動 
10:00   你問我答–智能手機 
        諮詢站 A 
11:00  梳乎里-護老者愛動樂 
11:15  「鼓動」-流行爵士鼓班(B) 
 2:30  「JOY陪你」善待自己小組 
 2:30  我要成為魔力橋大師！2.0 
5:00  大大力耍太極 

8(初六) 
9:00  防跌運動班 
1:00 「細味人生」 
        社區活動     
  

9(初七) 
2:30  
「健康與里
同行」結幕
嘉年華 

10 (初八) 
 8:35  瑜珈 ZONE一鬆 A 
10:00  瑜珈 ZONE一鬆 B 
10:15  輕輕鬆鬆輕排球 
2:15  樂在其中拇指琴 
 2:30  新年新喜杖 – 
       手杖套製作 
3:30  啞鈴健身運動 
5:00  大大力耍太極  

11 (初九) 
8:45  快樂椅子舞 
2:15  綜合集體舞 A 
 2:30 「e體健」手機 
       查看健康記錄 
       支援站(1月) 
 3:30  綜合集體舞 B 
  

12(初十) 
8:45  運動樂趣多 
10:00  樂在「耆」中 
11:15  非同凡響非洲鼓  
 2:30  長評 TEA一 TEA 
 2:30  我要成為潮語達人！ 
 2:30  健腦數獨工作坊 28(中級班) 
 3:30  人體彩繪義工聚會及服務 
       (自習課) 
 

13 (十一) 
 8:45  健體毛巾操 
10:00  普及健體運動 –  
       長者健體計劃 
10:15  輕輕鬆鬆輕排球 
2:00 “CHILL”自然。三彩遊蹤 
2:00 「鼓動」-流行爵士鼓班(A) 
2:00  參觀睿程社企製衣廠及 

手縫工作坊 
 

14 (十二) 
8:45 「齡」活運動 
11:15  「鼓動」-流行爵士鼓班(B)    
5:15  團年墟市 - 趁墟 

15 (十三)  
9:00  防跌運動班 
2:00  妙韻星「暉」唱家班 
 

16(十四) 

 

17 (十五) 
 8:35  瑜珈 ZONE一鬆 A 
10:00  瑜珈 ZONE一鬆 B 
2:15  樂在其中拇指琴 
2:30  輪椅使用講座及檢查 
3:30  啞鈴健身運動  

18 (十六) 
8:45  快樂椅子舞 
10:00  虎虎生威之新年到 
2:15  綜合集體舞 A 
3:30  綜合集體舞 B 

 

19 (十七) 
 8:45  運動樂趣多 
11:15  非同凡響非洲鼓 
 2:00  地板冰壺爭霸戰 

20 (大寒) 
 8:45  健體毛巾操 
10:00  你問我答–智能手機 
       諮詢站 B 
2:00 「鼓動」-流行爵士鼓班(A) 
2:00  參觀睿程社企製衣廠及 

手縫工作坊 
 

21 (十九) 
8:45 「齡」活運動 
11:00  梳乎里-護老者愛動樂 
2:30  認知障礙症電影【桃姐】 
2:30  梳乎里-新春摺紙樂 
 

 22 (二十)  
9:00  防跌運動班 
9:30  頌缽‧心靈‧療癒 2.0 
11:15  頌缽‧心靈‧療癒 2.0 

  

 

23(廿一) 

 

 

24 (廿二) 
8:35  瑜珈 ZONE一鬆 A 
10:00  瑜珈 ZONE一鬆 B 
2:15  樂在其中拇指琴 
3:30  啞鈴健身運動 

 

 

25 (廿三) 
9:30  雲漢家舍會 
10:00  一齊淘寶寶！3.0 
2:15  綜合集體舞 A 
2:30  彩德家舍會 
3:30  綜合集體舞 B 
 

26 (廿四) 
9:00  樂暉家舍會(彩福邨會員) 
10:00  樂暉家舍會 

(彩盈、彩德、其他地區會員) 
11:15  非同凡響非洲鼓 
 2:30  健腦數獨工作坊 28(初級班) 
 2:30  上下同心- 
       牛上下護老者聚會 
 

27 (廿五) 
 8:45  健體毛巾操 
 9:00  耆人耆島 - 玩轉坪洲 
10:00  喜「閱」時光讀書小組 
10:00  你問我答–智能手機諮詢站 C 
2:00 「鼓動」-流行爵士鼓班(A) 
 2:30  花園「心」度遊 
 2:30  桌上冰壺 9 

28 (廿六) 
8:45 「齡」活運動 
9:30 「JOY陪你」善待自己小組 
9:45  義工大會 
11:15  「鼓動」-流行爵士鼓班(B) 
11:30  一齊淘寶寶！(集運篇) 2.0 
2:15  賀年黃金小煎堆 
 

29 (廿七) 
9:00防跌運動班 
9:30 頌缽‧心靈‧療癒 2.0 
11:15 頌缽‧心靈‧療癒 2.0 

 

30(廿八) 

 

31 (廿九) 
8:35  瑜珈 ZONE一鬆 A 
10:00  瑜珈 ZONE一鬆 B 
3:30  啞鈴健身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