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信義會耆福中心
(由社會福利署資助)

各位朋友：
耆福中心慶祝25周年一連串活動在一片歡樂熱
鬧的氣氛中經已圓滿結束，各位若要回味當中的精
彩內容，可以到我們網頁或FACEBOOK重溫，我們亦
為各位預備了周年禮物，各位會員可以在2021年12
月31日或前到中心憑會員証領取，希望大家喜歡及
樂在其中。
今年的主題「希望」，是我們送給每一位長者
的，我們相信在變幻莫測的世代中，我們需要希望
，讓人生有目標，為目標可以走得更遠、生命更豐
盛、人生更具意義，而「希望」就可以成為我們的
動力，讓我們繼續向前，大家都要與耆福中心一同
努力，將希望傳給身邊人。
聖誕及元旦將至，2021年即將成為過去，12月
中心舉辦生日會，與大家一同迎接新年，與10至12
月份眾壽星同樂。還有更多精彩活動，大家切勿錯
過。
主任的話
地址
：九龍灣宏開道16號德福大廈6樓604室
中心電話：2318 1939 網址：http://hkmlckfc.org.hk
Whatsapp：5543 7500 電郵：hkmlckfc@netvigator.com

2021年十二月及2022年一月通訊
網頁
中心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8:15至 5:00
星期六
：上午8:15至12:3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Facebook Youtube頻道

【生命記】快樂的循環
《感恩日記》這本書裏，提到一個值得深思的數據；
97%的人會對高級餐廳的服務生說謝謝；卻只有48%的人
會對配偶表達感激。作者珍妮絲自己都會有類似的盲點，
她認為丈夫英俊瀟灑，彼此興趣相合、感情融洽，但還
是會因為丈夫「沒有為她做甚麼」而不滿。
所以她決定每天至少要兩次，找出理由感謝丈夫。
她開始時謝謝丈夫平常會做的事，例如修理漏水、開車
接她放工等等，而丈夫也漸漸受到感動，會為她下廚來
道謝。珍妮絲發覺生活多了種源源不絕的喜悅；出於好
奇，她諮詢腦科學教授。教授非常肯定地回答她，假如
一個人透過感恩建立正面的心情，腦神經迴路也會強化，
繼而會加強對快樂感受的連結。
這是多麼珍貴的經驗分享和科學佐證啊！也許我們
的生活不會時時有奇蹟，卻因為感恩，而讓人生有轉變
的契機。感恩本身就有力量，足以成就意想不到的事情。
生活點點滴滴都值得感恩，也都能成為祝福。就讓我們
從一句謝謝開始，重拾對生活凡事感動的初心吧！
「叫你們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捨，就藉着我們使感謝
歸於神。」 -----《聖經》哥林多後書9章11節
摘自「蒲公英」

精神健康資訊
笑的功能：
「歡笑」是一種國際語言。雖然歡笑不能取代現代醫學，
但證據證明歡笑對您非常有益。分享歡笑也很有幫助。它
是與他人增進感情的好方法。歡笑可以緩解緊張情況、有
助於增進友誼，進而讓您感覺狀態良好。
細數「歡笑」的益處:
1. 愛笑的人體內的T細胞和自然殺傷細胞（NK細胞）水平
較高。免疫系統中這些強而有力的成員有助於抵禦入
侵者並幫助您保持健康。歡笑還可以緩解壓力並提高
NK細胞的活性，進而幫助您支持免疫力。
2. 歡笑還對您的心臟有益。研究者發現，開懷大笑可讓
您的身體進行短時間的有氧運動。放聲大笑可提高心
律、呼吸水平和耗氧量。雖然歡笑不能代替有規律的
運動，但發自內心的笑確實能給身體帶來益處。
3. 歡笑可幫助血管有效地發揮功能。在您倍感壓力或不
開心時，您的身體會釋放腎上腺素和去甲腎上腺素，
這兩種荷爾蒙會引起血管收縮。歡笑或快樂能限制這
些荷爾蒙的釋放、緩解血管壓力並改善血管結構。歡
笑的益處能延伸到幫助您的整個心血管系統。
4. 歡笑時會將腦內啡肽釋放進入您的血液中，這讓您感
覺平靜。歡笑時您的身體還需要進行深呼吸，這有助
於放鬆肌肉。
5. 開懷大笑則可有效地提振精神、改善情緒並自然地讓
您擁有更好的狀態。

精神健康活動
負責社工-鄒姑娘

「我最愛笑」長者笑容相片大匯集
笑有很多不同的好處，笑能刺激大腦多個區域，加強
神經連結，幫助控制神經遞質血清素的大腦水平，透
過歡樂的情緒神經，可以改善自身情緒，並在面對壓
力的時候舒緩身心。笑亦讓人感到幸福喜悅，能強化
心靈，有研究人員發現，老年人透過幽默和笑聲體驗
到的正面情緒，與是否能欣賞生活的一切有關，且更
能持善意的態度去面對人生的難關。還有更多的研究
顯示「笑」有不同的益處，因此，中心希望收集各位
長者開心笑的相片，透過相片展覽分享更多開心正能
量，感染整個社區。歡迎各位踴躍提交相片，活動計
劃詳情如下：
第一階段 ~ 收集長者開心笑相片
收集日期：2022年1月3日至2月底
相片規格：任何有清楚展示長者笑容的生活照皆可，
最多3張
交相方法：
1.相片硬照(任何尺寸均可)，可親自帶到中心，中心
職員可以即時進行拍攝及交回給提供者
2.透過Whatsapp傳送照片，請提供者在傳送後向中心
職員登記，確保中心收妥
第二階段 ~ 「我最愛笑」長者開心相片展
展覽日期：2022年3月份
(資料節錄：https://askthescientists.com/zh-hant/laughter-immunity/)
展覽地點：耆福中心
精神健康金句：【面上笑容在 福氣自然來 (阿虫)】 備註：相片提供者須同意將提供的相片作展覽用

社區資訊

肺癌篩查先導計劃：
根據癌症資料統計中心的2019年最新數據，在本港十大癌症排行榜上，肺癌超越大腸癌，躍居榜首，於2019年有超過
5500宗新症。同時，有研究發現，有肺癌家族歷史的人士患上肺癌的風險比沒有家族史的人士要高。有見及此，癌症資訊
網慈善基金宣佈從今年11月至明年10月，推出為期一年的免費肺癌篩查計劃，希望透過篩查計劃有助提高公眾對肺癌的關
注，尤其是高危人士要更加留意。
是次計劃的重點︰
•
內 容︰包括一次低劑量胸腔電腦掃描檢查（LDCT）檢測，專科醫生檢測前及檢測後各一次評估咨詢
•
對 象︰血親曾患上肺癌的人士
•
費 用：全免
•
計劃期：2021年11月至2022年10月
•
名 額：100人（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美國的研究結果顯示，指出若每年接受低劑量胸腔電腦掃描檢查（LDCT），那麼肺癌死亡率可以降低約20%，跟X光相
比，LDCT 有更高的敏感性，而且輻射量低，也無需使用顯影劑，因此對身體的影響較小，所以現在國際多個地區都以
LDCT作肺癌篩查工具。
符合資格的參加者可以直接向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查詢及報名，然後基金會首先安排專科醫生面診確認參加者合適進
行LDCT檢測並提供LDCT的轉介信。參加者憑轉介信可以到參加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的計劃之指定檢測中心進行LDCT檢測。
完成檢測後，參加者帶同檢測報告再次見專科醫生，專科醫生解釋報告結果。如有興趣者可以瀏覽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
了解更多有關計劃的內容。

耆男部落

生死教育
藝述生與死

負責社工-彭先生

日期︰2021年12月20日起(逢星期一)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德福大厦501室
費用︰$10(共5堂)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透過不同的藝術活動，與參加
者探討及了解對「生」、「死」
的看法。

耆拍天地

製作立體聖誕卡

日期︰2021年12月9日(星期四)
2022年1月6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男士會員
內容︰教授一些基本拍攝方法，學習
不同的影片剪接方式及技巧。

日期︰2021年12月16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2:30–4:00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男士會員
內容︰聖誕佳節來臨，教授參加者親手
製作一張特別及有心思的立體聖
誕卡，送給你身邊的親人。

護老者資訊

<<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 外展社會服務>>

長者：
我個屋苑近日參加左市區重建局推行的「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
雖然我住個座大廈有三部升降機，但只有一部停我住個層，部升降
機優化需要好幾個月先整好，我又行動不便，外出要坐輪椅，無左
部升降機，我都唔知點算，又落唔到街，有無方法可以幫下我呀？

張生：要坐輪椅，一層只有一部升降機，而部升降機優化需要幾
個月先完成，真係好唔方便。幸好近日有個【優化升降機資助計
劃 外展社會服務】，應該可以幫到你，我地一齊去了解下。

什麼是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 外展社會服務？
政府夥拍市區重建局推行的「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為合資格的各區樓宇進行升降機優化工程。考慮到有部份參加
了計劃的大廈只有一部升降機，或每層樓層只有一部升降機抵達，一些居民在升降機工程進行期間上落或有困難，市區重
建局特別委託東華三院提供相應的社區支援和外展服務，以紓緩工程期間對體弱長者或殘疾人士的不便和影響。
基本申請資格
• 申請人所居住的大廈的升降機即將或正因「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 工程而停止服務；及
• 有關大廈只有一部升降機或部份樓層只有一部升降機抵達；及
• 上落樓梯有困難人士；及
資料來源：
• 年滿60歲或以上的長者/或殘疾人士；及
東華三院外展社會服務
• 缺乏家人、其他人士照顧或其他社區服務支援。
經外展社工服務隊社工評估後，合資格居民可獲得提供以下服務:
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
•膳食訂購及送遞服務(協助有需要的住戶在指定供應商訂購及送遞餐膳或餸菜包)
•生活必需品訂購及送遞服務(協助有需要的住戶送遞已訂購的生活必需品)
•社區資源轉介(轉介與個別社會服務機構以提供支援服務)
•樓梯機支援服務(為有醫療需要人士提供樓梯機服務)
•臨時住屋安排 (協助極有需要的住戶物色、轉介及安排臨時性住宿)
查詢：東華三院外展社會服務熱線 2667 3060

售賣奶粉服務

護老者活動

日期：2021年12月9日及2022年1月13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9：30-11：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會員/護老者
備註﹕會員欲購買奶粉必須致電中心登記，讓供應商可
以準確預算數量，截止登記日期分別是6/12/2021
及10/1/2022(逢星期一)。每位會員每次只可購買
2罐奶粉
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產品 金裝加營素 金裝加營素
低糖 怡保康 活力
(呍呢嗱)
(朱古力味)
名稱
加營素
加營素
重量
900g
900g
850g
850g
850g
價錢
$163
$163
$168 $205.5 $199

負責社工-任姑娘

護老聖誕聯歡會
日期︰2021年12月24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4:00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免費
對象︰護老者及被照顧者
內容：透過互動遊戲，讓護老者及被照顧者共同歡渡聖
誕，以及認識鄰里，擴闊支援網絡。

護老舒壓遊戲小組

時間：上午9:00-下午4:00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免費
對象：護老者及會員內容：提供輪椅、助行架等復康用品借
用服務，並有不同類型的書籍及影片供護老者借閱
備註：可借用兩星期，期滿後如有需要可致電續借。

日期︰2022年1月7日、14日、21日及28日(逢星期五，
共4堂)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德福大廈501室 費用︰免費
對象︰護老者
內容︰透過不同的集體活動及遊戲，讓護老者可以放鬆
及尋找快樂的空間，並且讓護老者們可以互相認
識，增進友誼及關係。

繪本故事分享工作坊

「曼陀羅」靜心初體驗

復康用品借用服務

日期︰2021年12月13日(星期一) 或 12月17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4:00
地點︰德福大廈501室 費用︰免費
對象︰護老者
內容︰透過閱讀及演繹繪本故事，讓參加者輕鬆地分享日常，
互相作出鼓勵及支持，以達致放鬆減壓。
備註︰有興趣報名的護老者只可以在以上的活動日子中，2
選其1。

日期︰2022年1月18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本中心 費用︰$20
對象︰護老者
內容：透過繪畫曼陀羅，體驗當中的樂趣，讓緊張的情
緒舒緩下來，進入平靜狀態，專注關顧個人心靈
需要，達致減壓。

米蘭棋趣坊

認知小組活動/支援

日期：2021年12月16日(星期四)，下午2:30-4:00
2021年12月30日(星期四)，上午10:00-11:30
2022年1月14日(星期五)，上午10:00-11:30
2022年1月26日(星期三)，下午2:30-4:00
地點：12月604室，1月501室
費用：免費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米蘭棋名為魔力橋，屬於健腦及訓練記憶的遊戲活動，
可提升個人專注力及強化記憶。

「智晴」俱樂部
日期：2021年12月17日(星期五)，下午2:30-3:30及
2022年1月19日(星期三)，上午10:30-11:30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免費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透過玩桌上遊戲鍛鍊自己記憶力、反應及專注力等，
多動腦筋，預防記憶力衰退。

健腦智醒運動：適合認知障礙症人士的運動
日期：2021年12月20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免費
對象：認知障礙症照顧者/會員
內容：邀請東華三院智晴坊物理治療師到中心分享適合認知
障礙症人士的運動及需要注意的地方，並一同進行健
腦智醒運動。

押花香薰蠟燭舒壓工作坊
日期：2021年12月22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10:00-11:30
地點：德福大廈501室 費用：$20
對象：認知障礙症照顧者
內容：由導師教授製作香薰押花蠟燭，享受專注自己的時間，
舒緩照顧壓力。

負責社工-黃姑娘

「歲月不忘情」影片分享
日期：2021年12月23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免費 對象：會員 / 義工
內容：觀賞有關認知障礙症的影片，從中認識及關
注認知障礙症，並進行討論分享，鼓勵大眾
多關心患者及家屬，締造關愛的社區。

健腦操小組
日期：2022年1月6日至1月27日(逢星期四，共4堂)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本中心 費用：$10
對象：記憶力衰退之會員
內容：健腦操是能提升全腦功能的運動，小組將會
與參加者一起進行部分健腦操招式，進行腦
部及身體運動，刺激腦的不同部位。
「心」呼吸聚會
日期：2022年1月24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00-11:30
地點：德福大廈501室 費用：免費
對象：認知障礙症照顧者
內容：透過每月聚會與一班照顧認知障礙症長者的
同路人一起分享及傾談，讓自己疲倦的身體
及心靈可休息一下，充充電，重新尋回自我
生活!
*照顧者請向黃姑娘報名或由黃姑娘直接邀請照顧者。

健康講座
製作聖誕小花環
日期：2021年12月14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2：00–3:30
地點：本中心 費用：$10 對象：中心女士會員
內容：藉着聖誕節，導師教授製作小花環掛飾，點綴家居增
添節日氣氛。

禪繞布袋創作
日期： 2022年1月3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9：15–11:15
地點：本中心 費用：$10 對象：中心女士會員
內容：以禪繞方法教授設計自家製布袋，實用之餘又顯出個
人風格。

「每月見一面」
網上直播活動 (ZOOM)

健康講座 - 走出疫情下的領悟
日期：2021年12月9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00–11 : 30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免費 對象：會員/護老者
內容：講員與大家分享疫情下逆境當中，如何能夠保持一種
積極正面的心態，面對生活上的轉變。
備註：香港撒瑪利亞會派員主講

健康講座 - 認識精神健康疾病
日期：2022年1月13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30–11 : 30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免費 對象：會員/護老者
內容：增強大家對不同精神健康疾病的認識，從中了解如何
辦認患有精神健康疾病的長者，藉此關注精神健康的
重要性。
備註：香港善導會派員主講

日期：2021年12月10日 (星期五) ；1月14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3:15

對象：懂得操作ZOOM的會員

內容：由中心義工協助網上直播活動，與會員於直播活動玩
遊戲、分享主題等。
報名：有興趣的會員先致電中心報名，中籤者中心會聯絡及
給予ZOOM的連結參與活動，參加者必須懂得自行操作
ZOOM，中心未能於當天提供協助。
備註：由10月開始，將舉辦獎勵計劃，如會員於10/2021-

03/2022參與次數達5-6次將得豐富禮物一份，參與次
數3-4次可得禮物一份，誠邀各會員踴躍參與。

資訊科技
手機程式-翻譯軟件
日期：2021年12月20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1：00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免費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學習以手機軟件協助翻譯：以說話翻譯、以文字
翻譯及以圖片翻譯等。

義工專題培訓-積極人生掌門人

義工活動

日期：2022年1月6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00-11: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中心義工
內容：由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同工到中心分享積
極人生訊息，讓義工建立正面態度及人生。

義工基礎培訓
日期：2022年1月19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德福大厦501室
對象：新義工或未曾參與基礎培訓的義工
內容：分享義工守則及態度，了解中心義工服務、了
解與長者溝通的技巧等。

義工訓練-以手機程式製作動態影片
日期：2022年1月10日(星期一)及1月17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9:30-10: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中心義工
內容：學習把多張相片合併並加上配樂的方法去製作簡單影片。
備註：義工之後需在班組或活動中協助。

聖誕獻出愛聯歡會義工招募及會議
日期：2021年12月13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45 地點：本中心 對象：中心義工
內容：義工回中心商討24/12聖誕聯歡會活動內容及進行分工。
*義工需於24/12活動回中心協助。

義工拍片展才藝
簡介：疫情持續令部分長者因疫情不敢外出，生活苦悶及感困擾，有見及此，中心期望招募義工拍攝短片，分享自己的才
藝，讓長者可於家中觀看，從中得到樂趣，義工亦可發揮所長。義工可分享自己 “拿手”的才藝、如整甜品、煲
湯、變魔術、樂器演奏等，義工可選擇回中心拍攝短片或邀請中心職員到義工家中協助拍攝短片，但拍攝內容必須
事先與中心商量並得到中心同意，並同意中心於網頁及FACEBOOK放上短片。有興趣參與拍攝之義工快D搵黃姑娘、
峰或莫姑娘查詢啦!

耆福團契
日期：2021年12月1日，2022年1月5日，19月 (星期三)
時間：上午9:30–11:00
地點︰德福大厦501室 費用：免費 對象：中心會員
主題節目︰12月 1日︰「自學新知」
1月 5日︰「安享金齡」
1月19日︰「和諧人生」
內容：詩歌分享、聖經硏讀、主題訊息； 歡迎各位會員踴躍參加。
備註：由陳偉雄牧師及感恩堂弟兄姊妹帶領。

福音活動–平安何處尋
日期：2021年 12月 22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2:00–3:30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免費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透過詩歌、主題信息、遊戲認識聖誕節的真意
義。歡迎各會員踴躍參加。
備註：活動由陳偉雄牧師及感恩堂弟兄姊妹合辦。

聖誕獻出愛聯歡會

慶祝活動

日期：2021年12月24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9:45-10:30，10:45-11:30
(請根據分組時間到達中心)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免費 對象：會員
內容：由中心義工籌備及協助聖誕聯歡活動，玩遊戲唱下歌，與會員一同慶祝
聖誕節，共度開心愉快的上午。

送牛迎虎新春（團拜）嘉年華

第一組上午09:30-10:00
第二組上午10:00-10:30
第三組上午10:30-11:00
第四組上午11:00-11:30

第五組下午14:30-15:00
第六組下午15:00-15:30
第七組下午15:30-16:00
第八組下午16:00-16:30

日期：2022年1月24日(星期一)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免費
內容：一年復始，萬象更新，耆福為大家打打氣，舉辦送牛迎虎新春（團拜）
嘉年華活動，有以下四個攤位活動，歡迎大家報名參加。
~ 祈福之樹 - 給予大家寫下來年願望/祝福說話
~ 迎春接福 - 取2張手寫揮春寓意新一年順順利利。
~ 富貴一生 - 帶雙富貴竹回，祝願來年好事成雙
~ 新年掛飾 - 取一個新年掛飾，為家居添新氣
~ 財 神 到 - 與財神爺合照，接財神利是

護老者/外籍家傭訓練小組

10-12月份生日會暨元旦慶祝
日期：2021年12月29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9:30-10:30或下午2:30-3:30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免費
對象：只限10-12月份生日壽星
內容：為10-12月份生日壽星慶祝生日及
新年。
備註：有興趣會員先登記然後抽籤決定
名額。

拍攝生日相
日期：2021年12月29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10:30-11:30或
下午3:30-4:30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免費
對象：4-12月未曾拍攝生日相的會員
內容：為生日壽星拍攝生日相及領取生
日禮物。

弱老護老者活動

負責社工-張先生

日期：2021年12月13日、12月20及2022年1月3日及10日

香港濕地公園半日遊

時間：上午10:00-11:00

日期：2021年12月18日（六）

地點：德福大廈501室

對象：弱老護老者/外籍家傭、會員/護老者

費用：免費

講者：註冊護士

內容：教授參加者照顧體弱長者的基本照顧知識和技巧；培訓參加者協助長

者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減少潛在風險，提高長者在社區生活的質素。
學習：藥物處理、長者防跌 +餵食、生命表徵、助行器使用轉移

時間：下午1：00-6：00

（易達巴士接送，適合輪椅參加者）
地點：香港濕地公園

費用︰全免

對象：只限弱老護老及其家屬

12月郊遊樂

郊遊樂

日期：A組︰2021年12月23日（星期四）
B組︰2021年12月30日 (星期四 )
時間：上午 9：30於中心集合（逾時不候）
地點︰香港公園、上環海味街 費用：$20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中心集合後，乘旅遊車往佔地約8公頃的香港公園遊覽，欣賞
由舊軍營網球場改建而成的人工湖和瀑布，參觀茶具博物館，
又可觀賞溫室植物和觀鳥園這兩座大型現代設施，漫步花園，
拍照留念；之後乘車往洋溢着舊情懷的香港賣海味集中地--上環海味街，自由閒逛及購物，指定時間集合，約於下午
1:45 返回德福平台解散。

12月獵綠組

22年1月份郊遊樂

22年1月獵綠組

日期：A組︰2022年1月20日 (星期四)
B組︰2022年1月27日 (星期四)
時間：上午9:30於中心集合（逾時不候）
地點：西貢獅子會、西貢巿中心 費用：$20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乘搭旅遊巴到西貢獅子會遊覽，然後再往西貢巿中心購物及
觀光，約下午1:45返回德福花園K座迴轉處解散。
備註：郊遊樂沒有午膳安排。

獵綠組

日期：2021年12月21日(A組)或28日(B組) (星期二)
時間：上午9:30於中心集合（逾時不候）
車費：$20 (包旅遊車接送)
行程：中心集合，乘旅遊車往陽明山莊起步，經大潭
水塘道落大潭水塘，然後乘旅遊巴返抵德福花
園解散，返抵時間約下午1：30。行程需要上落
斜路，連休息全程大約二小時。
難度：一星 (如五粒星為難度最高）

日期：2022年1月18日(A組)或25日(B組)（星期二）
時間：上午9：30於中心集合（逾時不候）
費用：$20 (包旅遊車接送)
行程：中心集合，乘旅遊車往大棠賞紅葉，行大約一
小時三十分鐘，有上落斜路至吉慶橋大休，然
後沿路捷返，乘旅遊巴返抵德福花園解散，返
抵時間約下午2：00。
難度：二星 (如五粒星為難度最高）
備註：參加者必須在旅遊巴上全程戴上口罩，當天若
有不適並不適宜參與中心活動。
日期：2022年1月5日(星期三)
參加獵綠組須注意事項：
時間：上午10:00於中心集合(逾時不候)
1. 請各位參加者準時出席，逾時不候。
地點：建造業零碳天地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中心集合後，步行往九龍灣建造業零碳天地中心參觀。透過導 2. 請自備乾糧及飲料。
賞認識可持發展智慧城市的重要元素，包括低碳生活、可再生 3. 穿著合適的運動衣服及鞋襪。
能源應用、海洋保育、綠色建築設計等，期望可實踐低碳生活 4. 帶備防蚊及防曬用品及雨具，必須帶備行山手杖。
，同為實現香港碳中和目標出力。約於11時30分解散。
5. 如遇天氣惡劣，請留意中心通訊內刊登的指引。
備註：1.請留意此活動需要較長時間步行，各參加者宜先為自己能力評估 6. 如未能出席活動，恕不可退票，費用將補貼於租車
2.此活動會受疫情進展而影響參觀的限制
費中並須通知中心未能出席。
3. 入場人士必須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或登記個人資料

綠色教育

興趣班組
班組名稱

日期及時間

姆指琴
2022年 1月4月 起（逢星期二）
體驗班
上午9：15-10：15
(上、下期)
2022年1月4日起（逢星期二）

中文唱歌
A班 : 下午1:45-2:45
班
B班 : 下午3:00-4:00

普通話班
大家樂

2022年 1月 5日起（逢星期三）
下午1：45-2：45
2021年 12月 13日起（逢星期一）
上午9：30-10：30

水墨畫社 2021年12月10日（逢星期五）
(上、下期) 上午9：00-10：30

水墨畫班 2021年12月10日（逢星期五）
(上、下期) 上午10：30-12：00

水墨畫
初班
(上、下期)

2021年12月10日（逢星期五）
下午1：45-3：00

費用

內容
卡林巴(Kalimba)又名姆指琴，是來自非洲的一種傳統手
握式彈撥樂器。其外型細小，音色柔軟抒情，既可獨奏
$120
又可彈唱，適合長者學習。本課程由導師區燕欣女士教
（共八堂） 授基本的彈奏手勢和技巧，讓學員認識基本樂譜、節奏，
學會配合其他簡單樂器合奏。
由導師區燕欣女士教授以下三首粵語/國語歌曲︰
$20(共四堂) (一)每當變幻時、(二)甜蜜蜜、(三)紅棉，並於第四
堂重溫歌曲。
由義務導師梁玉熙先生以口語短句及交談形式教授普
$20
通話，內容圍繞日常生活，訓練長者聽講普通話的能
（共四堂） 力。

備註
1.上課時需要
自備樂器。
2.此課程只適
合舊生報名
每位參加者只
可參加其中一
班

$10

藉着小小運動舒展肢體，以及參與齊齊動腦筋遊戲，
（共兩堂） 開心歡聚一句鐘。
$40(共八堂) 由義務導師高錦屏女士教授水墨畫技巧。

舊生優先報名

$60(共八堂) 由義務導師高錦屏女士教授水墨畫技巧。

舊生優先報名

$60(共八堂) 由水墨畫社的師兄師姊教授水墨畫基本技巧。

舊生優先報名

*因疫情影響，參與中心班組、活動，必須全程帶上口罩
*各會員如有興趣，可致電聯絡中心登記有興趣的班組或活動，於12月1日(三)截止登記，
12月2日(四)上午10:00進行抽籤
*已登記參加活動及班組的會員可於12月3日(五)10:00後致電中心查詢抽籤結果
*獲通知抽籤結果的會員請於12月18日前到中心報名，報名後憑票出席活動

1) 公眾假期

猛料傳真

12月25及27日為聖誕節公眾假期、以及2022年1月1日為元
旦假期、2月1日至2月3日農曆假期中心休息。
2) 職員動態
各位會員好,張姑娘要同各位講再見啦!
因為希望自己可以繼續進步學習更多事物,所以張姑娘決
定離職去進修。雖然同大家認識時間唔係好耐,但係我都
好享受係中心見到各位同大家互相傾計問候嘅時光,將成
為我美好嘅回憶!祝耆福中心各位老友記身體健康,每日都
開開心心!期望將來可以回中心再探望大家:)
3) 服務質素標準一至四

惡劣天氣安排

當暴雨及颱風訊號懸掛時，本中心運作情況如下：
情況

中心開放

黃色
暴雨
警告



中心內活動及班組

戶外活動

活動開始前2小時仍生效，
會視乎活動地點、路面情
況及預計天氣轉變而定

紅色
• 活動及班組開始前2小時仍生效，活動及班
暴雨

組取消
警告
• 已開始於中心舉行的活動及班組繼續進行
• 已進行中的戶外活動會視乎情況考慮停止



•
活動開始前2小時仍生效，
標準一：服務單位確保製備說明資料，清楚陳述其宗旨、目標 黑色 如 黑 色 暴 雨 ( 已 於 中 心 開 始 的 活動取消
告 於 中 心 活動及班組繼續進 • 已開始的活動會安排參
和提供服務的形式，隨時讓公眾索閱
暴雨 警
開
時 間 生 行，目的是讓服務
標準二：服務單位應檢討及修訂有關服務提供方面的政策和程 警告 效 放
， 中 心 使用者留在安全的 加者留在安全的地方，
並視乎情況考慮回程安
序
照常開放
地方)
排
標準三：服務單位存備其服務運作和活動的最新準確紀錄
活動開始前2小時仍生效，
一號
標準四：所有職員、管理人員、管理委員會和/或理事會或其


會視乎活動地點、路面情
風球
他決策組織的職務及責任均有清楚的界定
況及預計天氣轉變而定
中心備有文件詳述以上各項的內容，有興趣者可到中心借閱或
• 活動及班組開始前2小時仍生效，活動及班
三號
組取消
向職員查詢，如對中心的服務有任何意見亦歡迎與職員聯絡。

風球
•
已開始於中心舉行的活動及班組繼續進行
4) 慶祝十、十一及十二月份會員生日，祝各位壽星生日快樂!
• 已進行中的戶外活動會視乎情況考慮停止
身體健康!
八號

風球

(活動及班組開始前2小時仍生效，活動及班
班組活動報名/退票辦法
組取消)
活動報名：會員可先致電中心登記有興趣參與的活動，以抽 或以上

籤形式報名，若仍有餘額，會員可於辦公時間到
中心查詢及報名。
班組報名：安排如上。(中心某些班組要求先收舊生，有興
趣的會員可先留名作後備)。
退票：參加者如報名，未能出席活動，須預早通知中心安排
後備補位，不可私下轉讓其他人，倘活動或班組尚有
餘額，則未能退回款項。
非會員報名：若班組活動尚有名額，非會員可以向中心職員
查詢，每項班組活動多加十元收費



建議/讚許/投訴：
＜意見欄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日期： ____________
歡迎各位會員、社會人士對本中心之服務提出意見，請將填妥的
資料投入本中心設置之意見箱，本中心會盡快跟進。多謝您寶貴
的意見，閣下的資料絕對保密。

10-12月壽星名單
梁 妹、王群娣、莊麗珊、任見兒、陳彩霞、江惠笑、黃文希、朱佩嫦、蘇國輝、招翠英、楊聖根、
黃贊好、關 琼、容淑華、湯佩英、梁 淦、鄺婉珍、嚴秀珍、陳佩君、陳醴泉、黃麗珍、何志光、
錢惠英、黎 容、梁 英、伍佩珍、吳少玲、陳碧輝、羅浩鏞、何佩群、何群卿、唐瑞玲、陳烱堯、
高麗卿、劉楚玲、胡 華、黃柳丹、曹麗嫦、容星揚、勵紹鶄、陳玉萍、林慧儀、陳晃瑩、陳小玲、
李俊藻、文秀鳳、蘇惠蘭、王鳳英、黃少珍、張玉燕、張福初、何潔培、譚美連、黃嬋英、莊清霜、
王愛媛、林翠萍、嚴麗瑜、陳愛玲、勞少梅、黃志文、區紹基、譚美英、趙玉蘋、羅婉芳、盧華笑、
林秀英、黃侃阡、區蓮用、吳璧君、陳錦增、周順發、鄧水秀、潘璇薇、黃麗愉、楊瑜曾、梁玉群、
何媚、郭銀英、阮麗親、歐陽瑞儀、梁惠珍、馮碧玉、譚秀萍、蔡明偉、黃新傳、李桂英、張雪屏、
彭 笑、陳玉環、張友平、李秀琴、李智純、王台漢、麥鮑惠珍、陳衛、吳寶香、張帶好、曾美鶯、
孫貴妹、李玉蓮、鍾敏棠、陳碧燕、翁美聰、林富強、邱冬榕、樊廣祥、張秀琼、黎本立、楊日高、
李雪英、袁慧螢、李裕增、甘木蘭、莫炳燊、梁祝好、何美英、鍾愛娟、麥 鑽、江素梅、黃少群、
陳桃倫、李雪梅、葉惠蘭、周鳳翔、李根嬌、叶水珍、呂少琼、陳 燦、蔡鎮芳、陳燕芳、湯流大、
崔定尹、聶淑賢、譚茂顏、何 宗、賴雪玲、李敏兒、管麗雯、林慧珠、伍蘇燕芬、司徒明、侯麗媚、
郭少芬、盧菊芳、陳桂嬌、蔡曼麗、謝淑明、黎鳳儀、張綺玲、黃棣寬、潘麗冰、鄧錦萍、黃婉屏、
梁玉熙、徐桂嬋、周鴻基、黃敏宜、鍾麗琼、關見好、伍惠琴、謝友如、廖秀蓮、黃德俊、邱錦絹、
陳秀珠、馮杏鈴、廖秋梅、關少芳、吳少紅、梁惠媚、李雪霞、傅月桂、周志良、朱錦麗、蔡秀珍、
陳潔華、呂玉潔、林家輝、潘綺文、林月英、王耀榮、阮李雪英、胡容坤、林笑容、簡漢洪、陳鳳見、
鄧炳祥、梅惠琼、黃紫芬、李煥恩、簡艷椿、簡艷英、何應占、劉麗娟、利國平、馮國添、王美嫦、
鄺姚莉、容偉堂、李國鴻、鄧景雄、吳坤儀、林遇珍、林焯榮、張婉芬、林燕萍、鍾月明、陳賢能、
陳劍蓉、陳 桂、成譚榮、馮東儉、鄭端儀、張婉玲、翁影鳳、黎小玉、戴笑平、陳翠芳、梁麗萍、
翁燕蘭、張新發、黃少玲、陳清風、林華安、王素珍、尹惠儀、梁麗華、關麗意、陳佩琼、周瑞璋、
曾燕媚、區惠蘭、陳玉嬋、陳綺蓮、龐詠賢、李堯坤、歐惠珍、張予心、繆啟金、曾英明、李复松、
鄧偉能、嚴桂芳、源秀芬、張明珠、李元枝

2021年12月份活動時間表

有*的活動到501室進行

星期一

29
廿五

義工旅行-漁排篇
9:30

星期二

星期三

30 姆指琴班(6)9:15

1

廿六

廿七

獵綠組B 9:30

*伸展瑜珈班(4)10:30
*心身機能運動小組
(4)2:30

星期五

3

4

廿八

廿九

十一月

*粉彩人生(3)10:00

愛笑瑜珈10:00

香薰按摩(4)2:30

6

7

8

9

10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姆指琴班(7)9:15

*伸展瑜珈班(畢)10:30

英文A班(6)9:15
英文B班(6)10:30

*心身機能運動小組
(5)2:30

14
聖誕獻出愛聯歡會義 十一 姆指琴班(畢)9:15
工招募及會議10：45
女子俱樂部2:00
*護老外傭訓練小組

星期六

2

*耆福團契9:30

樂齡家居睇真D 1:00

放輕鬆小組(畢)2:30

英文A班(5)9:15
英文B班(5)10:30

星期四

售賣奶粉服務9:30
走出疫情下的領悟
講座10:00

水墨畫社(新)9:00
水墨畫班(新)10:30

11
初八

*粉彩人生(4)10:00

水墨畫初班(新)1:45
每月見一面2:30

耆拍天地2:30

13 大家樂(新)9:30

15

16

17 水墨畫社(2)9:00

18

初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新)10:00

*心身機能運動小組
(6)2:30

*繪本故事分享工作坊
2:30

21

十七

十八

10:00

22 英文A班(畢) 9:15
獵綠組A 9:30

十九

*心身機能運動小組
(7)2:30

健腦智醒運動2:30

*藝述生與死(新)
2：30

27

28

二四

廿五

聖誕節翌日假期

*粉彩人生(5)10:00

弱老護老者旅行1:00

水墨畫初班(2)1:45
智晴俱樂部2:30
*繪本故事分享工作坊

*耆男部落2:30

2:30

20 大家樂(畢)9:30

翻譯軟件11:00
*護老外傭訓練小組(2)

英文A班(7)9:15
英文B班(7)10:30
香薰按摩(畢)2:30

老友記做冬9:30
米蘭棋趣坊 2:30

水墨畫班(2)10:30

*心身機能運動小組
(畢)2:30

24

二十

廿一

廿六

生日會9:30
拍攝生日相10:30

生日會2:30
拍攝生日相3:30

郊遊樂A組 9:30
「歲月不忘情」影片
分享2:30

福音活動2:00

29
獵綠組B 9:30

英文B班(畢) 10:30
*押花香薰蠟燭舒壓
工作坊10:00

23

聖誕獻出愛聯歡會
(請按分組時間出席)

廿二

聖誕節假期

護老聖誕聯歡會2:30

30

31

廿七

廿八

郊遊樂B組 9:30
米蘭棋趣坊 10:00

25

水墨畫社(3)9:00
水墨畫班(3)10:30

水墨畫初班(3)1:45

*舒懷小聚2:30

1
廿九

元旦假期

2022年1月份活動時間表

有*的活動到501室進行

星期一

3

女子俱樂部9:15
十二月*護老外傭訓練小組(3)

星期二

4
初二

10:00

初八

11

17

星期四

6
綠色教育10:00

初四

*耆福團契9:30

星期五

7
*義工培訓10:00

初五

健腦操(新)2:30

12

13

初十

十一

普通話班(2)1:45

售賣奶粉服務
9:30
認識精神健康講座
10:30

義工訓練-手機(2)9:30 十六

*藝述生與死(4)
2：30

獵綠組A 9:30
曼陀羅靜心初體驗
10:30

19
十七

廿三

*心呼吸聚會10:00

姆指琴班(4)9:15
獵綠組B 9:30

15

十二

十三

水墨畫班(5)10:30

*米蘭棋趣坊10:00
水墨畫初班(5)1:45
每月見一面2:30

*護老舒壓遊戲小組
(2)2:30
十九

*耆福團契9:30

郊遊樂A 9:30

普通話班(3)1:45

健腦操(3)2:30

初六

14 水墨畫社(5)9:00

水墨畫班(6)10:30

22
二十

*新年聯合嘉年華
水墨畫初班(6)1:45

*護老舒壓遊戲小組
(3)2:30

26

27

28

廿四

廿五

廿六

中文唱歌A班(畢)1:45
中文唱歌A班(畢)3:00

*藝述生與死(畢)
2：30

智晴俱樂部10:30

8

*護老舒壓遊戲小組
(新)2:30

21 水墨畫社(6)9:00

十八

*義工基礎訓練2:30

中文唱歌A班(3)1:45
中文唱歌A班(3)3:00

24 送牛迎虎新春嘉年華 25

20

水墨畫社(4)9:00
水墨畫班(4)10:30

星期六

水墨畫初班(4)1:45

*耆拍天地2:30

普通話班(新)1:45

健腦操(2)2:30

18 姆指琴班(3)9:15

(請按票上時間出席)

初三

中文唱歌A班(2)1:45
中文唱歌A班(2)3:00

*藝述生與死(3)
2：30

廿二

姆指琴班(新)9:15

義工訓練-手機(1)9:30 初九 姆指琴班(2)9:15
*護老外傭訓練小組

(畢)10:00

十五

5
中文唱歌A班(新)1:45
中文唱歌A班(新)3:00

*藝述生與死(2)
2：30

10

星期三

普通話班(畢)1:45

郊遊樂B 9:30

水墨畫社(7)9:00
水墨畫班(7)10:30

*米蘭棋趣坊2:30

健腦操(畢)2:30

水墨畫初班(7)1:45

29
廿七

*護老舒壓遊戲小組
(畢)2:30

31

1

2

3

4

5

廿九

初一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中心班組暫停

大年初一假期

年初二假期

年初三假期

中心班組暫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