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按社會福利署五月份的公佈，中心已於五月十六日(一)起恢

復正常服務。然而，為了減低染疫風險，社會福利署指示各

項服務仍會以預約方式進行；小組活動則可以網上形式或按

當時生效的《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聚集）規例》（第 599G

章）的規定進行。

因應疫情之變化，請大家透過 Whatsapp 及中心通告緊貼中

心最新消息及服務安排。步驟如下：

 將中心手提電話號碼 5497 4950儲存為聯絡人 及

 致電中心與職員登記接收中心 Whatsapp 服務

2.6月份活動及報名安排 

-如有興趣參加活動，請來電報名登記

-抽籤活動:

各位可於 6月 11日起，在中心壁報查閱或致電中心了解

有否中籤。

-收費活動:需前往中心繳交費用

 

 

 

 

 

公開報名日：6 月 1 日(三) 

抽籤活動截止報名日期：6月 9 日(四)  活動抽籤日期：6 月 10 日(五) 

︰香港九龍深水埗長沙灣幸福邨福日樓地下  ︰2387 9951  電郵︰fn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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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打氣專區 

1. 疫裡祝福同行：如果您於 5月還未到中心寫下一句打氣祝福

說話，就快來行動，和其他會員互相打氣，並領取禮物一份！

2. 政府快速測試包派發：會員可以帶同會員証，到中心領取快

速測試包 5個，派完即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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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為配合防疫工作，並讓大家安全地參與例會，例會改為以小型模式進行。 

每節例會為半小時，每節名額 20人，共分 8場進行： 

小型例會時間 
 (1)7月 6日(三) 

上午 9:30-10:00 

 (2)7月 6日(三) 

上午 11:00-11:30 

 (3)7月 6日(三) 

下午 2:30-3:00 

 (4)7月 6日(三) 

下午 3:45-4:15 

 (5)7月 7日(四) 

上午 9:30-10:00 

 (6)7月 7日(四) 

上午 11:00-11:30 

 (7)7月 7日(四) 

下午 2:30-3:00 

 (8)7月 7日(四) 

下午 3:45-4:15 

日期：6月 8日(三) 

時間：上午 11:00-下午 12:30 

內容：利用不織布製作一個獨一無二的父親節手機套，慶祝父親節！ 

對象：會員、50YO 

名額：10名 

負責職員：吳美蘭姑娘  截止報名日期：6月 6日(一) 

日期：6月 11日(六) 

時間：上午 11:00 – 下午 1:00 

內容：邀請超敏科技有限公司員工, 透過科技/短片/遊戲來帶大家做運動 

對象：會員、50YO 

名額：16名 

負責職員：吳美蘭姑娘  截止報名日期：6月 8日(三) 

日期：6月 15日(三) 

時間：上午 11:00 – 下午 12:30 

內容：利用天然油脂與鹼液等物料來教導製作壽包皂, 

透過活動來慶祝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70周年快樂！ 

對象：會員、50YO 

名額：10名 

負責職員：吳美蘭姑娘 

2022年 7月 小 型 例 會 

(3)光陰匆匆 70年之壽包皂製作

(1)父親節手機套製作

(2)健康活力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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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6月 16日(四) 

時間：下午 2:30 – 4:00 

內容：利用押花技巧 ,製作精美『褔』字彩燈 

對象：會員、50YO 

名額：16名 

收費：會員/$30、50YO/$40 

負責職員：梁小萍姑娘 

日期：6月 17日(五) 

時間：上午 10:00-12:00 

內容：今年機構 70周年，想和大家一起拍攝跳舞片段，一起慶祝，共創回憶！ 

我們一起動起來！ 

對象：會員、50Yo 

名額：16人 

負責職員：張志榮先生 

日期：6月 16-30日及 7月 14-28日(四) 

時間：上午 9:00-9:45 

內容：玩劍球看似簡單，但運動量其實不少，如果大家想挑戰自己， 

學習新事物，運動一番，不要錯過！ 

參加者可在活動前後更可免費進行 Inbody測試，檢查肌肉量， 

看看大家的肌肉量有否提升！ 

對象：會員、50YO 

名額：12名 

負責職員：張志榮先生、蔡曉雯姑娘 

(6)劍球齊齊學

(4)幸『福』押花彩燈

(5) 機構70周年動起來!!

歡迎大家以手機掃瞄

二維碼，瀏覽 

機構 70週年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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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6月 18日(六) 

時間：探訪時間待定 

地點：長者家中 

內容：一群青少年義工會上門為大家送上祝福及關懷， 

每位參加者均會獲取福袋一份！ 

對象：居於幸福邨、幸俊苑、麗翠苑及長沙灣邨的會員 

(未有參與「(9)慶回歸福袋派發」將優先參與) 

名額：100名 

負責職員：梁瑋潮先生 

此活動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尚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合辦 

日期：6月 30日 (四) 

時間：下午 2:30 - 5:15 

內容：參加者於中心集合出發，一起乘坐港鐵到石硤尾站，步行約 20分鐘到一

級歷史建築主教山(前深水埗配水庫)參觀。導賞員為大家介紹主教山。 

於下午 5:15，於港鐵石硤尾站解散，自行回家 

對象：會員 

名額：14名 

備註：-由石硤尾港鐵站到配水庫之間需步行約 20分鐘，路程主要為狹窄山路

及梯級，需要一定體力，報名會員需衡量身體狀況是否合適參加 

-根據政府規定，參加者均須滿足「疫苗通行證」接種疫苗的條件

負責職員：張志榮先生、吳美蘭姑娘 

為慶祝香港回歸 25周年，民政署將派發 150個福袋予長者，以與眾同賀。 

有興趣者請即登記抽籤！ 

中籤者可於 7月 4-5日到中心領取福袋 

對象：獨居或雙老會員 

 (未有參與「(7)義聯網-疫下送暖活動」將優先參與) 

名額：150名 

負責職員：梁小萍姑娘 

(8)參觀一級歷史建築主教山

(7)義聯網-疫下送暖活動

(9)慶回歸福袋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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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示 活 動 詳 情 

 (13) 衛生署講座-慎防跌倒(社區篇)
日期：6月 24日(五) 

時間：上午 10:00-11:00 

內容：衞生署護士為大家分享預防跌倒的方法及教授預防跌倒的保健運動 

對象：會員 

名額：16名 

負責職員: 張志榮先生 

 (10)遊塗樂(6月)  
日期：6月 1日至 6月 30日 

時間：自行在家安排時間 

內容：在疫情下，透過塗色及小遊戲，動動腦筋，舒緩壓力 

(「遊塗樂」內包含迷宮、數獨、數字連線等不同遊戲) 

對象：會員 

名額：50名 

備註：參加者前往中心領取(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梁小萍姑娘 

 (11)幸福．長評  
日期：6月 7日、7月 5日(二) 

時間：下午 2:30-3:30 

內容：跟進醫療劵建議書，討論日後長者評議會發展方向 

對象：會員 

名額：12名 

負責職員：梁瑋潮先生 

 (12)睛想旅行 –印度「心」度遊_ 

日期：６月７日(二) 

時間：上午 10:00-11:00 

內容：為大家介紹印度靚景，在路上碰見的好事壞事，就算現在因疫情不能出國，也希望

帶大家眼睛去旅行 

對象：會員、50 YO 

名額：25名 

負責職員：張志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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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輕鬆協調操
日期：6月 7-28日(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 9:00-9:45 

內容：配合節奏進行簡單帶氧運動 

對象：會員 

名額：16名 

負責職員: 梁小萍姑娘/吳美蘭姑娘 

 (15) 樂動毛巾操
日期：6月 10-24日(逢星期五) 

時間：上午 9:00-9:45 

內容：利用毛巾進行簡單伸展運動 

對象：會員 

名額：16名 

備註：請自行帶備毛巾 

負責職員: 梁小萍姑娘/吳美蘭姑娘

 圖 示 活 動 詳 情 

 (16)桌遊天地-誰是牛頭王
日期：6月 14日(二) 

時間：下午 3:30-4:30 

內容：桌上遊戲「誰是牛頭王」考考你腦筋， 

一起輕鬆學會這簡單的桌上遊戲! 

對象：會員 

名額：9名 

負責職員：張志榮先生

 (17)芬蘭木柱體驗坊
日期：6月 17日(五) 

時間：下午 2:30-3:30(A班) / 下午 3:45-4:45(B班) 

內容：體驗一吓芬蘭木柱的樂趣，研究有咩方法打得準、玩得高分 

對象：會員 

名額：每班 8名 

負責職員：張志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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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DIY樂園(6月)
日期：6月 22日(三) 

時間：上午 10:00-11:00 

內容：與大家一齊做手工，享受親自製作的過程及樂趣 

對象：會員、50YO 

名額：12名 

負責職員：梁小萍姑娘

 (19)流體匙扣體驗製作
日期：6月 22日(三) 

時間：上午 11:00-下午 12:30 

內容：由中心姑娘透過細胞流體畫顏料製作流體匙扣 

對象：會員、50YO 

名額：每班 8名 

負責職員：張志榮先生

 (20)型男俱樂部
日期：6月 24日(五) 

時間：下午 2:30–3:30 

內容：聚集各方男士一起認識飛標運動，挑戰自己眼力、手力及腦力，

激鬥一番！ 

對象：男士會員、50YO 

名額：16名 

負責職員：張志榮先生 

 (21)銀光一閃電子填色冊體驗日(2022)
日期：6月 27日(一) 

時間：下午 2:30-3:15(A班) / 下午 3:30-4:15(B班) 

內容：體驗使用科技，為圖畫填上屬於您的心水顏色！ 

對象：有使用智能手機經驗的會員 

名額：每班 10名 

負責職員：張志榮先生、蔡曉雯姑娘 

 圖 示 活 動 詳 情 

 (22) 十分鐘、小諮詢
內容：如遇到手機疑難，可到中心找蔡曉雯姑娘， 

蔡姑娘會用 10分鐘時間來解答 

對象：會員 

備註：參加者須具備流動數據或 Wi-Fi功能之智能手機 

負責職員：蔡曉雯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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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手機諮詢站
日期：7月 12、26日、8月 16日(星期二) 

   7月 21日、8月 11、25日(星期四) 
時間：(二)上午 10:00-中午 12:45  

(四)下午 2:15-5:00

內容：大家使用智能電話時，都可能會遇上不同問題！中心為大家提供一

對一手機諮詢服務，解答大家平日使用智能電話的困難 

對象：會員 

名額：18名 

備註：活動會以致電中心預約報名，提供不多於 45分鐘的諮詢，每名會

員每個月只可以報名 1 節 

負責職員：蔡曉雯姑娘

 (24)回憶快門-用鏡頭說故事
日期：6月 13、20日(一) 

時間：下午 2:30-4:00 

內容：教導會員們簡單的手機攝影技巧， 

如:設計構圖方法、調校影像遠近、自拍等 

對象：會員 

名額：6名 

備註：參加者須具備流動數據或 Wi-Fi功能之智能手機 

負責職員：蔡曉雯姑娘 

 (25)網絡耆兵-長者數碼外展計劃
日期：6月 20、22、27、28日 

時間：上午 10:00-11:00 

內容：透過教導長者使用數碼科技及樂齡科技產品,提升長者使用數碼科

技產品的能力和興趣，促進數碼共融。活動有分四節內容︰ 

第一節︰體驗智能機械人的使用及與長者傾談日常生活應用資訊 

第二節︰用 zoom介紹香港古今遊踪 

第三節︰介紹智學易長者數碼平台 

第四節︰介紹不同智能裝置應用程式 

形式：ZOOM 

對象：會員 

名額：15名 

負責職員：蔡曉雯姑娘 

備註：參加者須具備流動數據或 Wi-Fi功能之智能手機並已安裝 ZOOM 應

用程式。全數出席四節之長者，將可獲贈$50超巿現金券一張以作鼓勵。 

計劃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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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香港地質公園真的很美  

香港真的很美，看看攝影師鏡頭下的香港地質公園 

(26)認知及記憶簡易測試

日期：6月 1至 30日 

時間：歡迎與中心職員預約 

內容：為有需要人士進行認知檢測及服務轉介 

對象：50歲或以上護老者及長者 

負責職員：當值社工 

(27)智友義工大招募

參加資格：認知障礙症有興趣之人士 

服務內容：先由社工教授與認知障礙症長者基本溝通技巧及如何應用簡易認知評估工

具，然後利用評估工具跟長者進行認知評估及認知訓練。 

23879951／63850381（WHATSAPP）與社工周姑娘聯絡 

(28) 關愛共融隊會議 (29) 說故事的主人翁練習
日期：6月 25日(六) 

時間：上午 10:00-11:00 

內容：關愛共融隊將為本年度義工活動進行

籌備。 

對象：義工 

負責職員：梁瑋潮先生 

日期：6月 25(六) 

時間：上午 11:30-下午 1:00 

內容：為未來 6-8月外出與小朋友說故事做

準備。 

對象：義工 

負責職員：梁瑋潮先生 

(30) 齊來讀好書
日期：7月 30日(六) 

時間：下午 2:30-4:30 

內容：長者義工將會與青少年義工們一起閱讀書本， 

討論如何面對哀傷，一起學習，一起同行。 

對象：義工 

名額：12名 

負責職員：梁瑋潮先生 

好 節 目 共 賞 

9 月 小 型 例 會

以手機掃瞄以上 QR Code 或開啟

以下網址觀看 
https://youtu.be/7bkPbyOHHlo 

https://youtu.be/7bkPbyOHH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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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護愛多一點：軟餐體驗 

工作坊之「黯然銷魂叉燒飯」

 (32) 幸福里之情懷 

砵仔糕皂 

日期：6月 21日(二) 

時間：上午 9:30-下午 1:00 

內容：透過製作軟餐，增加護老者對軟餐之

認識，加強照顧吞嚥困難長者之技巧 

對象：護老者 

名額：12名 

備註：(1)活動有旅遊車接送參加者往返活動 

(2)參加者可帶走製成品，惟需帶備食

物盒，用作盛載食物之用

本活動與 The Project Futurus-軟餐俠合作 

負責職員：周靜怡姑娘/吳美蘭姑娘 

日期：6月 28日(二) 

時間：上午 11:00-下午 1:00 

內容：透過天然油脂等物料來 

製作砵仔榚皂 

對象：護老者 

名額：10名 

負責職員：吳美蘭姑娘 

(33) 「試下」運動健康計劃
日期：2022年 6月至 2023年 1月(為期 8個月) 

時間：6月 15日(三)上午 10:00-12:00 (簡介會) 

6月 24日(五)晚上 7:00-8:00 (第一次小聚) 

內容：以遊戲挑戰形式「試下」認真建立健康生活習慣。最吸引的元素就是所有挑戰全個

人化，沒有人在旁碎碎念監督，讓你無痛感受自主健康生活的樂趣。 

地點：簡介會於九龍灣樂暉長者地區中心進行； 

小聚將以實體(樂暉中心)及網上 Zoom同步進行 

對象：已登記之護老者會員(中年護老者優先) 

名額：20名  

費用：$100 (如參加者成功完成 75%的健康計劃，將會獲贈超市現金券作鼓勵) 

負責職員：袁偉愉先生 

探 索 「ME」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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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運動 Buddy計劃
日期：6月 6-29日(逢星期一、三) 

時間：晚上 7:30-8:30 

內容：本月主題為肌力運動，讓希望建立固定運動習慣的你，與其他同伴一同線上做運動！ 

對象：已登記之護老者會員(中年護老者優先) 

名額：12名 

負責職員：劉頌祈姑娘 

(35) 自我成長小組(夫婦篇) (36)自我成長小組(子女篇)

日期：6月 16、23日(四) 

時間：上午 10:30-11:30 

內容：透過進行主題活動，與護老者重整護

老經驗，從而讓夫婦發掘對方潛能，

亦讓護老者更加認識自己。 

對象：夫婦護老者 

名額：12名 

負責職員：謝永亮先生

日期：6月 25日(六) 

時間：上午 11:00-下午 12:30 

內容：於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六與子女護老者

一同在小組內，尋找屬於自己之潛能

及限制，以建立屬於「我」的多元身

份，應付未來之挑戰。 

對象：子女護老者 

名額：12名 

負責職員：謝永亮先生

(37) 流浪說故事：個人成長工作坊

日期：6 月 25 日(六) 

時間：下午 2:30-4:00 

內容：透過製作屬於自己的“生命流浪布”及明信片，了解自身人生經歷及想法， 

發掘自己的性格特質。 

對象：護老者 

名額：15 名 

本活動與 一起流浪  We Flow  合作 
負責職員：謝永亮先生

隱長(隱蔽長者)你可能聽過，”隱蔽照顧者”你聽過未？ 

 佢地可能唔識搵人幫…… 

 佢地可能覺得照顧長者係理所當然…… 

 佢地其實自己好多野都硬食…… 

 佢地可能連自己都無晒動力…… 

咁多位老友記/護老者，您地身邊有冇一個咁樣嘅照顧者？ 

 不妨同我地分享你地喺社區嘅所見所聞，甚至提供方法幫助佢地？ 

  時間: 2022年 6月 1至 30日 

  方式: 致電中心/Whatsapp至 9083 4707 

  負責職員: 謝永亮先生/周靜怡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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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初三 2 初四 3 初五 4 初六 
9:30 
2:30 

會員 
例會 

9:30 
2:30 

會員 
例會 

  8:45 肌力增強運動班 

5 6 初八 7 初九 8 初十 9 十一 10 十二 11十三 

初七 7:30 運動 Buddy 
計劃 

9:00 
10:00 
2:30 

 
2:30 

輕鬆協調操 
眼睛想旅行 
使用運動器材
評估與教學班 
幸福．長評 

11:00 

2:15 
7:30 

父親節手機袋製作 
後生仔教你 ZOOM 
運動 Buddy計劃 

9:00 香港大學 
流感針計劃 

9:00 
2:30 

樂動毛巾操 
幸福小記者 

8:45 
10:00 
11:00 
3:00 

肌力增強運動班 
有需要護老者 
健康活力 SHOW 
同路人義工聚會 

12 13 十五 14 十六 15 十七 16 十八 17 十九 18 廿十 

十四 10:00 
2:30 

 
7:30 

腦動轉耆 
回憶快門 
用鏡頭說故事 
運動 Buddy 

計劃 

9:00 
10:00 
3:30 
2:30 

輕鬆協調操 
幸福送給你 
桌遊天地 
聯絡親友盡在 
WhatsApp 

9:00 
 

11:00 
 

11:00 
2:30 
7:30 

提升肌肉耐力橡 
筋帶運動 
光陰匆匆 70年之 
壽包皂製作 
試下運動健康計劃 

幸福留聲機 
運動 Buddy計劃 

9:00 
10:00 
10:30 

 
2:30 

劍球齊齊學 
教我用 ZOOM吧 
探索 ME:自我成
長小組(夫婦篇) 
幸福押花彩燈 

9:00 
10:00 

 
2:30 
3:45 

樂動毛巾操 
機構 70週年動
起來!! 

芬蘭木柱體驗坊 

8:45 
11:00 

肌力增強運動班 
義聯網-疫下送暖 
活動 

19 20 廿二 21 廿三 22廿四 23 廿五 24 廿六 25 廿七 

廿一 10:00 
10:00 

 
2:30 

 
7:30 

腦動轉耆 
網絡耆兵-長者 
數碼外展計劃 
回憶快門 
用鏡頭說故事 
運動 Buddy 
計劃 

9:00 
9:30 

 
 
 

2:30 
 

輕鬆協調操 
護愛多一點 
軟餐體驗工作
坊之黯然銷魂
叉燒飯 
聯絡親友盡在 
WhatsApp 

9:00 
 

10:00 
 

10:00 
11:00 
2:30 
7:30 

提升肌肉耐力橡 
筋帶運動 
網絡耆兵-長者 
數碼外展計劃 
DIY樂園(6月) 
流體匙扣體驗製作 
幸褔留聲機 
運動Buddy計劃 

9:00 
10:00 
10:30 

 

劍球齊齊學 
教我用 ZOOM 
探索 ME:自我成 
長小組(夫婦篇) 

9:00 
10:00 

 
2:30 
7:00 

樂動毛巾操 
衛生署講座 
慎防跌倒 
型男俱樂部 
試下運動健康 
計劃 

8:45 
10:00 
11:00 

 
11:30 

 
2:30 

肌力增強運動班 
關愛共融隊會議 
探索 ME：自我成長 
小組(子女篇) 
說故事的主人翁練
習 
探索 ME：流浪說故事

-個人成長工作坊

26 27 廿九 28 三十 29 六月 30 初二 

廿八 10:00 
10:00 

 
2:30 

 
7:3 

腦動轉耆 
網絡耆兵-長者 
數碼外展計劃 
銀光一閃電子
填色冊體驗日 
運動 Buddy計劃 

9:00 
10:00  

 
11:00  

 

輕鬆協調操 
網絡耆兵-長者 
數碼外展計劃 
幸福里之情懷 
砵仔糕皂 

9:00 
 

10:00 
 

7:30 

提升肌肉耐力橡 
筋帶運動 
健康風險 
評估服務 
運動 Buddy計劃 

9:00 
2:30 

劍球齊齊學 
參觀一級歷史建 
築主教山 

  

【2022年 6月份中心活動時間表】

2017 年【10 月份中心活動時間表】

聖誕節 

假期 

公開報名日：6 月 1 日(三) 

抽籤活動截止報名日期：6月 9日(四) 

活動抽籤日期：6月 10日(五) 

端午節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