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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梁李秀娛長者鄰舍中心 

地址：上水彩園邨彩華樓第三座地下139-144室  印刷：500份  

電話：2672 - 0630 傳真：2671 - 4411 電郵 : llsynec@wwcedhk.org.hk 網址：http://www.wwcedhk.org.hk 

開放時間：星期一至六 上午9:00-下午5: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中心只安排第三者保險，如有需要，請自行購買意外或旅遊保險。 

 2022年11月 

 中心通訊 

通告﹕  

    因 疫 情 整 體 緩
和，中心由5月16日起
恢 復 正 常 服 務 。 

    本中心會繼續參
考衛生防護中心發出
的相關指引，進入本
中心的所有人士必須
使用「安心出行」流
動應用程式或登記個
人資料，進入中心範
圍必須佩戴口罩、消
毒雙手、接受體溫檢
測、保持社交距離。 

  如有需要，請致電
2672-0630與 中 心 當
值 職 員 聯 絡 。 

風雅頌慈愛會探訪) 

日    期﹕11月28日(星期一)      

時    間﹕上午10:30-12:00  (1小時30分) 

名    額﹕120人           費    用﹕免費    

對     象﹕中心會員          集合地點﹕彩園會堂 

內     容﹕粵曲獻唱、中樂表演、遊戲節目、大合唱 

報名方法： 因名額有限，請於11月25日請親臨中心報名 

            額滿即止！ 

    每年十一月第三個星期日定為「長者日」，藉此表揚
長者為社會貢獻，推動敬老、愛老及尊老文化，促進社會
人士關注長者的需要。11月20日乃長者日，中心於十月下
旬提早為大家送上長者月小小心意！ 

    是次心意派送活動已完滿結束，期間已有約二千四百
位會員到中心領取了心意禮物。中心祝願各位老友記開開
心心，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晚晴愛心迎長者月 

彩園會堂之活
動，參加者必須
打滿3針疫苗或
符合疫苗通行証
要求。 

日    期﹕11月18日 (星期五)    

時    間﹕上午11時-12時  

名    額﹕待定 (約40份)             

對     象﹕中心會員          

內     容﹕由職員抽出長者月禮物 

報名方法： 不用報名，中心會把所有會員名單用電腦程式抽出 

            幸運兒。 

公布方法﹕會以Whatsapp廣播通知/個別通知得獎者 

第一嚮~小小心意 

第二炮~以歌會友獻長者(   

第三炮~長者月禮物抽獎 

mailto:llsy_centre@yahoo.com.hk
http://www.wwced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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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班  
日期﹕11月17日 (星期四) 

時間﹕2時至3時 (義工受訓時間)、3時半至4時半(參加者)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免費    

名額﹕5位義工及10位參加者      對象﹕已登記義工及會員 

內容﹕由女青年會主辦City Wide 50+派員向義工教授紙花卡製作，再由義工教授長者。 

      義工教授長者製作紙花卡。 報名方法﹕請於11月15日親往中心報名，額滿即止！ 

日期﹕A班(11月8、15、22日(二)、B班(11月4、11、25日(五)       

時間﹕A班( 下午2:00-3:00)                B班( 下午 2:00-3:00) 

地點﹕本中心                                    名額﹕每班6人 

費用﹕$15 /每組 

對象﹕曾領取智融易免費手機 (職員自行聯絡)               

「智融易」長者愉快學手機班 (鍾姑娘)  (已滿額) 

手作傳揚愛(劉姑娘) 

 魔力橋體驗班  (鍾姑娘)  (已滿額) 

日期：11月4、11、18、25日 

時間﹕下午2:00-3:00        

地點﹕本中心        名額﹕12人 

費用﹕$10/4堂       對象﹕會員 

內容﹕又好玩又可以鍛鍊腦筋。       

地壺運動訓練(體驗班)   (劉姑娘)        女青年會City Wide50+主辦 

日期﹕11月7、14、21日(一)  

時間﹕第一場—9:30 

      第二場—11:00 

地點﹕彩園會堂        名額﹕每場12人 

費用﹕免費         對象﹕會員 

內容：由長者義工向有興趣長者教授三堂地壺學習班。 

日語教室  (譚先生) 

日期﹕11月4、11、18、25日 (五) 

時間﹕下午3:00-4:00  

地點﹕本中心       名額﹕8人                               

費用﹕$30          對象﹕會員 

內容﹕ 譚Sir教大家日語基礎發音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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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活動  

晚晴當值大使(第三季) 
招募義工擔任「晚晴當值大使」 

當值時間由 9:00-10:00、10:00-11:00 

如此類推。 
服務內容包括： 
1. 負重機服務點名、派發咭 
2. 偶到服務點名 
3. 逢星期一、四協助派飯盒 
義工可自行到中心填寫當值時間，或致 

義工關懷慶生日 (林先生) 
日期： 11月 8-10日 

時間：上午 10:00-12:00 

費用：免費 

名額： 10人 

對象：長者義工 

內容：長者義工致電給 11月生日的 

      會員，送上祝福。 
 

生命熱線 – 義工上門探訪 (炘姑娘) 
日期： 11月 18 日，12月 9日，1月 13 日，
2月 10日，3月 10 日，4 月 14日 (逢星期
五，共 6 次) 

時間：下午 2:00-4:00 

費用：免費 

名額： 12人 (已滿額，多謝支持！) 

對象：已完成生命熱線義工探訪訓練之 

      長者義工 

內容：透過長者義工探訪情緒受困/有早期 

      自殺先兆的長者，期望令被訪者紓緩 

      情緒，降低自殺風險，重拾生命動力。 

耆樂愛心湯籌備 (林先生) 

日期﹕11月 3日(四)   

時間﹕下午 2:00-3:30 

費用﹕免費 

名額﹕10人 

對象﹕長者義工 

地點﹕本中心 

內容﹕長者義工籌備 11月耆樂愛心湯活動。 

「義」學「義」玩 –     
        桌上遊戲大使訓練 (林先生) 
日期： 11月 22日(二)  
時間：下午 3:00-4:00 
費用：免費 
名額： 10人 
對象：長者義工 
內容：長者義工一同學習桌上遊戲的玩 
      法及帶領技巧，為日後帶領相關 
      活動作準備。 

衛生署-家居評估 
         義工上門探訪 (炘姑娘) 
日期： 11月 24日(四)  
時間：下午 2:00-4:00 
費用：免費 
名額： 12人(已滿額，多謝支持！) 
對象：曾參加訓練的義工。 
內容：義工根據訓練所得的技巧，上門 
      評估長者家居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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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者 活動  

日期﹕11月17日(四)       

時間﹕下午2:00-3:00                 

費用﹕$10          名額﹕8人 

地點﹕本中心      

對象﹕護老者  

內容﹕透過繪畫線條，專注的繪畫過程中讓長 

      者得到平靜放鬆、有助減輕壓力。 

日期﹕11月4、11、18、25日  (逢星期五)  

時間﹕3:00-4:00  (8節) 

地點:本中心 

費用﹕$ 30       名額﹕8人 

對象﹕患有痛症的護老者 

內容﹕參加者學習自我管理痛症的知識及一些伸展 

       運動技巧，提升應付痛症的自信心。          

與痛同行 (莊姑娘) 

日期﹕11月3、10、17、24日 

     (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3:00-4:00 (6節)  

地點﹕本中心 

費用﹕$30      名額﹕8人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女士) 

內容﹕透過懷緬開開心心的舊有時光， 

       重尋人生意義。       

日期﹕11月14日(星期一)  

時間﹕10:00-11:00    

費用﹕免費       名額﹕15人 

地點﹕本中心         

對象﹕護老者  

內容﹕與護老者觀看微電影「蚪尾」，一 

     同交流及探討長者面對的種種照顧問題。 

「蚪尾」電影欣賞 (莊姑娘) 

禪繞畫初體驗 (莊姑娘) 

有需要護老者活動  
回到未嫁時(小組)  (茹姑娘) 

日期﹕11月21日(一)       

時間﹕下午2:00-3:00                 

費用﹕$30       名額﹕8人 

地點﹕本中心      

對象﹕已登記有需要護老者 

內容﹕享受畫和諧粉彩的那一份平靜。 

好心情和諧粉彩 (茹姑娘) 

護老鬆一鬆     (實習社工鄭先生) 

日期﹕11月18、25日 

      及12月2、9、16、23 日(逢星期四)       

時間﹕上午11:30-12:30                 

費用﹕$30          名額﹕10人 

地點﹕本中心         對象﹕護老者  

內容﹕說說笑笑玩玩，一同分享照顧另一半的喜與 

       樂，沿途有您，互相支持，萬勿錯過！ 

(上月已開，滿額) (上月已開，滿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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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障礙症活動  

 認知障礙症協會 

認知訓練小組     (季姑娘)

日期﹕11月9、16、23、30日 
   (逢星期三) 共24節(半年)       

時間﹕上午10:00-11:00 

費用﹕免費  名額﹕6人 

地點﹕活動室(二)    *已開堂 

對象﹕患有認知障礙症會員 
內容﹕認知障礙症協會派員為 

      參加者進行一連串認知 

      訓練，延緩衰退。 

腦友鬼鬼．認知耆園(實習社工謝姑娘) 

日期﹕11月15、22、29日 
      12月6、13、20日(逢星期二) 

時間﹕下午3:15-4:15 

費用﹕$10 

對象﹕記憶力有衰退現象的會員 
地點﹕本中心 
內容﹕透過好玩的互動遊戲，學 

      習增強記憶力的方法，快 
      些參加啦！ 

腦友記樂園   (季姑娘) 

日期﹕11月8、9、10、11、15、16、17、18、22、23、24、25、29日 
時間﹕第一場：上午9:15-10:15 

            第二場：上午10:15-11:15 

費用﹕免費 

對象﹕記憶力有衰退現象的會員 
地點﹕本中心 

內容﹕季姑娘與老友記一起進行認知訓練及遊戲活動，鍛鍊腦筋。 

   步行是最簡單、最

安全的運動，也是最有效促進健康的運動之一。走路除了有益身心，

原來更有益大腦！外國研究發現，每日以任何速度步行 3,800步的人

士，腦退化症風險可降低25%；日行9,826步，風險更可減50%！且只要

步速愈快，效果就愈明顯。希望研究結果可以成為鼓勵各長者多做運

護腦小貼士 

 

 
 

一日之始在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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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動  
11 月份生日會   友善社區大搜查  (女青年會主辦)   

日期﹕11月14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2:00-3:00 

費用﹕免費         名額﹕不限 

地點﹕彩園會堂          

對象﹕11月生日的會員 

內容﹕好玩遊戲、唱歌表演、抽獎 

      ，一齊唱下玩下一樂也！ 

 

日期﹕10月31、11月7及14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2:00-4:00 

費用﹕免費          名額﹕20位 

地點﹕社區        (已滿額，多謝支持！) 

對象﹕長者義工 

內容﹕訓練義工成為友善大使，走訪區內並 

      去收集有關長者友善社區的資料。 

          

耆樂愛心湯 (林先生) 男士聚一聚          

日期：11月12日(六) 

時間：下午12:00 - 1:00 

名額：30人 

地點：本中心 

費用：$5/碗 

對象：獨居/兩老長者 

內容：長者義工為獨居/兩老煲出 

      愛心湯水。  

是月湯水： 

日期﹕11月30日(三) 

時間﹕下午3:15-4:15 

費用﹕免費 

對象﹕中心男會員 

地點﹕本中心 

內容﹕Ben Sir與你吹吹水， 

      傾傾計！男人心事男人知！ 
 

明愛樂晴軒 – 壓力處理知多 D   明愛樂晴軒 – 失眠小組 (林先生) 

日期：11月17日(四)       (林先生) 

時間：下午2:00 - 3:00 

名額：50人 

地點：彩園會堂 

費用：免費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透過短講及互動練習，協助參 
      加者認識壓力的成因，亦會介 
      紹身心健康行動計劃，鼓勵長 
      者積極面對壓力及掌握有效處 
      理方法。             

日期：11月24日(四) 

      12月2、9、16、23、30日(五)(共6節) 

時間：下午2:00 - 4:00 

名額：10人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免費 

對象：有失眠情況的中心會員 

內   容： 透過非藥物治療，改善長者的失 

          眠情況，提升生活質素。 

錄取方式：參加者須通過小組前評估，中心 

          將篩選出符合活動要求之參加 

          者。 

備    註：是次小組不適合患有智力障礙、 

          自閉症譜系、精神分裂及相關病   

          症、躁鬱症、柏金遜症或認知障 

          礙症的人士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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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動  

國際服務社-上水樂遊 

日期﹕11月19日(星期六)  
集合時間：下午2:00   下午4:00回程     
集合地點﹕本中心    報名日期﹕待定 
費用﹕免費          名額﹕10         
對象﹕參加了明愛樂晴軒 – 失眠小組 的組員優先報名 

內容﹕暢遊上水河上鄉 (免費旅遊巴接載)  

國際服務社-上門探訪 

日期﹕11月26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30-4:00   
地點﹕長者家中              費用﹕免費     
對象﹕彩園邨獨居、領取綜援及行動不便會員(中心自行聯絡)           

名額﹕60戶  
內容﹕家訪慰問因行動不便而較少出外的長者戶。     

                              2023/24 鄰舍第一、送米助人計劃   

日期﹕11月30日前提交表格 
時間﹕上午9:00-下午4:00   地點﹕本中心   

名額﹕不限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為合資格人士進行送米助人填表。 

成功申請者需於2023年4月至2024年3月自行前往粉嶺祥華邨

取米包，每月或隔月獲發一包重5公斤的白米。 
 

 

 

 

 

 

 

 

注意事項：  (參加者請先參閱以下守則！) 

◇ 計劃之申請資格及須知可親身到中心閱覽。 

◇ 中心只負責協助填寫轉介表最終由香港青年協會決定是否接納申請 

申請人及其家庭同住成員(如有)須帶備以下資料！ 

◇ 1.身份証  2.住戶証/租約  3.銀行存摺  4.病歷記錄  5.領米証 

*參加者必須打滿3針疫苗或符合疫苗通行証要求， 

攜帶手機並安裝「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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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報名日期    費 用 

11月3日(四) 

10:00-12:00(分段) 

路德會-飲食營養班   本中心 10月報名

(滿額) 

 免費 

名額﹕30 

11月4日(五) 

上午9:30-12:00 

下午2:00-3:30 

倍力康奶粉售賣   本中心 

 

即場購買 見中心海報 

名額﹕不限 

11月7日(一) 

上午9:30-12:00 

下午2:00-3:30 

雅培加營素 

奶粉售賣 

  本中心 

 

即場購買 見中心海報 

名額﹕不限 

11月9日(三) 

上午9:30-12:00 

下午2:00-3:30 

三花奶粉售賣  本中心 即場購買 見中心海報

名額﹕不限 

11月7日(一) 

下午3:00-4:30 

YMCA寶石湖長者鄰舍中
心- 

血糖測試 

彩園會堂 

(分段進行) 

 會員(50人) 

免費 

 備註﹕測試前禁食3小時    

11月10日(四) 

下午2:00-4:00 

雅倍-心房顫動測試 彩園會堂 

(分段進行) 

 會員(40人) 

免費 

11月17日(四) 

下午2:00-3:00 

倍力康-椅子舞 彩園會堂  免費 

11月21日(一) 

下午3:00-4:00 

YMCA寶石湖長者鄰舍中
心 
 

中醫講座(糖尿病) 

彩園會堂 

 

 會員(50人) 

免費 

 

健康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