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良局劉陳小寶長者地區中心 

2014年 3月 
通訊 

感謝義工的貢獻 
本中心自 2005年起成立，一直為區內提供不同義工服務，長者義工人數現

已超過 300人，社區義工亦超過 250人，提供義工服務的義工機構更超過 40間，

包括(中銀香港、瑞銀、滙豐銀行、新創建、勞工處、九巴之友及港鐵等)。 

本中心提供的義工服務衆多，包括：探訪區內有需要長者及院舍、表演、

籌款活動、活動籌備、中心當值、義務導師及 U3A等活動。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

及貢獻社會的服務，共同建立和諧社區為『長者友善社區』出一分力。 

於 2013-2014 年度，本中心的長者義工總共提供 10863 小時的服務時數，

為鼓勵及嘉許長者義工及團體義工一直以來的努力，謹定於 2014年 5月 17日(星

期六)舉行義工嘉許禮。獲獎長者義工如下: 

義工服務金獎(服務超過 200小時) *排名不分先後 

黎愛馥 鄧彩章 周嬋卿 廖國鑫 劉惠容 麥笑琼 陳潤貞 鍾奇珍  

孟顯宗 鄧蕙蘭 高國權 蔣玉聘 左寶元 岑佩仕 王慶惠 劉少群  

謝娓娓 黃連好 吳麗芬 伍愛蘭 湯巧賢 謝愛玲 李寶珍 戴娥英 

  義工服務銀獎(服務超過 100小時) *排名不分先後 

梁桂珍 潘淑英 關彩維 許世浮 張喜添 黃玉池 王儒璋 

王廷珍 吳玲珍 方筱英 黃潤屏 彭玲娟 羅佩卿 馬惠珠 

姚桂芬 黎金泉 吳文珠 黎少貞 陳嫦娥 何文波 

義工服務銅獎(服務超過 50小時) *排名不分先後 

戚其芬 梁映容 梁道千 鄭美嬌 于麗金 劉惠芳 施能土 譚瑞貞 石勤興 

岑少群 馮惠萍 謝美珍 黃金妹 岑樹樑 陳帶喜 顏翠竹 王淑英 杜惠琼 

洪國忠 蔡香菇 陳家良 丁海平 張加興 羅玉梅 陳焯明 何美嫻    

    
中心地址：九龍藍田德田邨藍田社區綜合大樓一樓及德欣樓地下 B翼 

耆英智多星熱線：2177 6166   傳真：2177 6121 耆英網絡通：www.plkdecc.hk 

http://www.plkdecc.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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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生活津貼「自動轉換」個案 
郵遞覆檢 

  社署在 2013年 4月推出長者生活津貼。津貼推行 10個月後，社

署將於 2014年 2月 17日開始，向第一階段「自動轉換」安排領取津

貼的長者，以郵遞方式覆檢他們的經濟狀況，以便社署核實受惠人是

否繼續符合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資格。 

 

  第一階段「自動轉換」安排領取津貼的長者將陸續收取有關信件

(藍色)，受惠人須提供其及其配偶(如適用)的入息及資產的申報。隨

函夾附「郵遞覆檢表格」、「長者生活津貼受惠人須知」及回郵信封，

請細心閱讀有關內容，包括入息及資產限額，並於通知書發出日期起

的一個月內，填妥及簽署「郵遞覆檢表格」，連同你及你配偶(如適用)

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放入回郵信封內，郵寄至「東九龍郵政局郵政信

箱 2200號社會福利署」。 

 

  完成調查後，如你仍符合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入息及資產規定，

社署會繼續向你發放長者生活津貼(現時每月 2,285 元)。但如你及／

或你配偶的入息及／或資產超過限額，你將不合資格領取津貼，社署

會停止向你發放長者生活津貼，並另函通知。 

 

  有關詳情，可瀏覽 http://www.swd.gov.hk/oala/。如對以上資

料有任何查詢，可聯絡中心當值職員。 

 

http://www.swd.gov.hk/oala/


                           攜手扶弱基金「耆暉義軍」計劃 

           「義軍同心護耆英和諧社區攜手創」 

                義工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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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攜手扶弱基金贊助之「耆暉義軍」計劃正式展開！由長者、青年、婦女及專業團隊組

成「耆暉義軍」義工隊，合作關顧及支援身邊有需要的長者，達至「居家安老」的使命。  

熱心助人的您，如果想加入我們「耆暉義軍」行列，快 D報名啦！ 

義工、社工、物理治療

同職業治療師成日上

黎屋企關心我地!我成

個人都開心哂! 

係呀?住我隔離的陳伯都

好想有人上門探訪，等我

同姑娘講下先！ 

我們整個專業團隊及熱心義工將 

隨時候命，關心老友記身心靈需要！ 

義工招募 

名額：30位 

如有任何查詢， 歡迎聯絡中心職員 蕭紹康 先生或 胡佩蘭 姑娘    電話: 21776299 

義工服務包括： 

 8 堂義工特訓 定期上門探訪活動   

 電話慰問    外遊及購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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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輕鬆一日遊暨春季生日會 

日    期: 3 月 28 日(五) 

時    間: 上午 9:15 -下午 5:00 

集合地點: 老友記劇場 

集合時間: 上午 9:15 分 

行    程: 車公廟      中文大學氣候博物館     

豐膳自助餐      鴻福堂涼茶館 

費    用: 會員$175    護老者$195 

名    額: 116 位(例會後可以報名購票) 

對    象: 中心會員 

負責職員: 葉鑫昇 先生 

自助餐餐單 
凍頭盆：三文魚、雜錦壽司、澳洲青口、什凍肉拼盤、凍鮮蝦咯嗲汁、嗜喱火腿腸 

沙 律：雜菜沙律、紅車厘茄、羅馬生菜、紅毛菜、翡翠苗、牛油生菜、咖哩薯仔沙律、 

       蟹柳海蜇粉絲、香草青瓜沙律、火腿提子栗米粒 

湯 類：西式餐湯、中式靚湯 

燒 烤：蜜汁焗煙火腿 

麵 檔：炸魚條、墨魚丸、牛丸、日式魚餅、幼油麵、米粉、河粉 

時 疏：唐生菜、白菜仔、鮮冬茹 

熱主菜：保雲蘇魚柳、椒鹽豬扒、紅酒燴牛尾、馬來雞咖喱、什菌扒豆腐、蟹籽豬肉燒賣、 

素菜春卷、牛油香草燒薯仔角、蠔油海鮮卷、燒什菜粒炒飯、鮮茄牛柳絲意粉、 

蒜片炒時蔬 

甜 品：黑森林餅、朱古力慕思餅、焗芝士餅、芒果布甸、休困啫喱、咖啡毛士、香蕉蛋糕、 

花生醬芝麻餅、即制什果班戟、新鮮生果、各式雪糕杯、咖啡或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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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 80歲後生日會 
日  期：3月 14日(五) 

時    間：下午 2:30–3:30 

地    點：健怡閣 

內    容：精彩遊戲及歌曲，與會員共慶生日。 

費    用：$10 

名    額：40人 

對    象：於 1-3月生日的 80歲或 

          以上中心會員 

購票日期：3月 4日(二) 

上午 11:00例會後開始購票 

負責職員：毛茜俞 姑娘、李淑芬 姑娘 

復活無限紛 
日  期：3月 28日(五) 

內  容：聖愛德華小學探訪中心長者， 

與長者玩節日遊戲，歡度復活節。 

時  間：下午 2:00-3:15 

地  點：老友記劇場 

收  費：免費 

名  額：40人 

對  象：中心會員 

抽籤日期：3月 25日(二)  

下午 2:00放証 3:00抽籤 

負責職員：林幗芬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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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晚間活動 
招「蔡」進「寶」與你環遊世界 

日  期: 3月 27日(四) 

時  間: 晚上 6:30–8:00 

地  點: 老友記劇場 

對  象: 中心會員 

內  容: 以互動遊戲及精彩表演，讓老友記體驗世界各地之文化 

          風情，共渡歡樂一夜。 

名  額: 80人 

費  用: $10 

購票日期: 3月 4日(二)上午 11:00例會後開始購票 

負責職員: 蔡沛敏 姑娘、梁寶儀 姑娘 

「耆想的天空 2」長者友善社區 
發佈會暨閉幕禮 

日  期: 3月 14日(五) 

時  間: 下午 2:30-4:30 

地  點: 藍田邨廣場 

內  容: 1.觀塘區長者友善社區委員工作結果發佈 

2.短劇表演 

3.圖片展覽 

4.攤位遊戲 

對  象: 中心會員                

費  用: 全免 

名  額: 100人(只派發攤位遊戲票) 

派票日期: 3月 12日(三)下午 3:00           觀塘區議會贊助 

負責職員: 李淑儀 姑娘                      

協辦機構：觀塘東安老服務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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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相聚 
日  期：3月 5日(三) 

時  間：上午 11:00-12:00 

地  點：老友記劇場 

內  容：提供每月最新資訊 

          及即場派發護老者 

          活動券。 

對  象：護老者及被護者 

負責職員：秦演文 姑娘 

護學活用-不再抑鬱 
日  期：3月 14日(五) 

時  間：下午 2:30–3:30 

地  點：議事堂 

內  容：學習面對抑鬱情緒的 

          處理方法。 

名  額：30人 

協辦機構：靈實家居照顧隊        

負責職員：秦演文 姑娘 

耆動青春舞 
日  期：3月 15日(六) 

時  間：下午 1:30–4:30 

地  點：老友記劇場/健怡閣 

內  容：青年義工與參加者 

          傾談，共同製作紙 

          黏土手工及唱歌。 

名  額：24人 

協辦機構：何文田官立中學        

負責職員：許德杰 先生 

排便可以好輕鬆講座 
日  期：3月 28日(五) 

時  間：上午 10:00–11:00 

地  點：老友記劇場 

內  容：認識便秘的成因及防 

          治方法，及早關注腸癌 

          病徵兆。  

名  額：50人 
協辦機構：衛生署長者健康外展隊伍 

負責職員：李淑芬 姑娘 

滙豐社區夥伴計劃 

『愛家‧護老』攜手建社區小組 
日   期：3-6月份  

時  間：待定 

內   容：參加者可選擇參與以下小組：(1)正向心理學、 

         (2)藝術治療及(3)園藝治療，學習舒緩照顧上的壓力。 

對  象：護老者 

登記方法：3月 5日(三)守護相聚開始接受報名 

負責職員：秦演文 姑娘/ 蔡國輝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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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痛耆蹟」計劃-健樂閣 
日  期：2014年 3月 6日、7日、13日、14日、20日、21日 

27日及 28日 (逢星期四及五) 

時  間：下午 2:00-4:30 

地  點：交心閣 

對  象：曾參與本計劃痛症管理小組的組員 

內  容：透過緩痛用品舒緩痛症 

費    用：全免 

登記日期：3月 5日(三)上午 9:30於議事堂抽籤        活動由攜手扶弱基金贊助 

負責職員：梁寶儀 姑娘 

紅十字會健康檢查日 
日   期：3月 15日 (六) 

時   間：下午 2:00–4:30  

地    點：健怡閣 

內    容：為長者度高，磅重，量血壓  

          及脂肪量度。 

對    象：中心會員 

費    用：全免 

名    額：80人 

協辦機構：紅十字會 

派發日期：3月 14日(五)上午 10:00 

          開始派發檢查券 

負責職員：許德杰 先生 

血糖檢驗 
日   期 : 3月 25日(二) 

          2月 25日開始購票      

時   間 : 上午 9:30-10:30 

地   點 : 議事堂 

內   容 : 由註冊/登記護士提供廉價 

 的血糖檢驗服務 

對   象 : 中心會員 

費   用 : 會員$8   

名   額 : 38人 

協辦機構: 蕭明紀念護老院 

負責職員: 葉愛美 姑娘 

會員自務活動-愛是無敵 
 

日    期：3月 26日(三) 

時    間：下午 2:30-4:00 

地    點：老友記劇場 

內    容：由自務組會員表演  

對    象：中心會員 

名    額：80人  

費    用：全免 

抽籤日期：3月 13日(四) 

          下午 2:00放証，3:00抽籤 

負責職員：李淑芬 姑娘 

單身貴族–寶石聚會 

日  期：3月 20(四) 

時  間：下午 2:30-3:30 

地  點：老友記劇場 

內  容：與單身貴族各寶石組員相聚， 

           促進組員間的交流。 

費  用：全免 

對  象：已登記之單身貴族寶石組員。 

負責職員：林幗芬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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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教室「智能電話」學習班 3月及 4月 

    科技一日千里，老友記都開始跟上潮流。不少老友記手上都有一部智能電

話，但老友記對你的智能電話認識又有多少?德仔教下老友記一齊玩下你手中的

智能電話!有興趣的話快來報名啦!!! 
3月份日期：3月 18日及 25日 

4月份日期：4月 22日及 29日 

時    間：下午 3:00-5:00 

地    點：議事堂 

內    容：讀解智能電話基本使用方法   

費    用：$20 

名      額：10人 

對    象：中心會員 (必須自備智能電話) 

             只限使用智能電話之老友記(非 I phone) 

3月報名日期：3月 4日例會後接受報名 

4月報名日期：4月 1日例會後接受報名 

負責  職員：許德杰 先生 

互動負重運動儀 - 試用服務 
    本中心於 2014年添置一台互動負重運動儀。本運動儀能改善使用者之身體

機能，為大家為來實際之身體改善。 

    本服務將開放給予中心會員免費使用。次階段將於 3月 7日開始服務大家，

有意參加之會員敬請出席簡介會以作更深入了解，本服務將於簡介會後即場抽

籤。 

簡介會日期：3月 6日(四) 

簡介會時間：下午 3:30- 4:30 

地點：中心老友記劇場 

負責職員：許德杰 先生、葉愛美 姑娘 

互動負重運動儀 - 購票服務 
    經歷 2-3月試用後反應熱烈。在此非常感謝各義工仗義幫忙及各會員的支

持。未來將於 2014年 4月 7日開始正式投入服務。 

    有意參加之會員敬請出席簡介會以作更深入了解，本服務將於簡介會後即

場抽籤及交費。 
簡介會日期：4月 2日(三) 

簡介會時間：下午 2:30 

地點：中心老友記劇場 

負責職員：許德杰 先生、葉愛美 姑娘 



保良局劉陳小寶長者地區中心                                 【每月班 / 組 / 活動時間表】                                                                     二零一四年三月份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3                     初三 4                   初四 5                  初五 6                    初六 7                    初七 8                  初八 9        初九 

10:00 豐姿妙舞義工團一  

     (健) 

11:15豐姿妙舞義工團二 

     (健) 

 

09:45 非洲鼓初班一(健) 

10:00例會(劇) 

11:00例會(劇) 

11:00非洲鼓初班二(健) 

 

09:30趣味中文班(美) 

10:00例會(劇) 

10:00普通話樂園(健) 

11:00守護相聚(劇) 

11:15基礎普通話(健) 

02:30 毛筆習字班(美) 

 

09:30 毛筆書法初班(美) 

10:00粵曲班(劇) 

10:00 太極初班(健) 

10:00 派 3月 7日體育與奧林

匹克主義講座券 

11:00 楊式太極班(健) 

12:00 太極功夫扇(健) 

01:15 足底按摩保健(靜) 

02:30 例會 (健) 

02:30 相愛 2人行小組(議)  

03:00 抽籤：3月 26日自務活

動─愛是無敵 

03:30 互動負重儀試用抽籤(劇) 

10:00 聲樂基礎班(健) 

10:00 講座-體育與奧林匹

克主義 (劇) 

12:00 電腦基礎班(聊) 

02:30 耆英大使會(劇) 

10:00 好戲連埸(劇) 

10:15二胡班(健) 

11:15中樂團(健) 

02:30 好戲連埸(劇) 

02:15 
大笑瑜珈 
02:30 

BINGO對對碰  
(大堂) 
02:30 

自助健康檢查 
(聊) 
02:45 
好戲連場 
(劇) 

10                    初十 11                  十一 12                   十二 13                   十三 14                   十四 15                 十五 16       十六 

10:00 豐姿妙舞義工團一 

     (健) 

10:30匡智顯「義」能(劇) 

11:15豐姿妙舞義工團二 

     (健) 

 

 

09:45 非洲鼓初班一(健) 

10:00勁歌金曲(劇) 

11:00非洲鼓初班二(健) 

 

09:30趣味中文班(美) 

10:00普通話樂園(健) 

11:15基礎普通話(健) 

02:30 毛筆習字班(美) 

02:30 義勇群英(劇) 

09:30 毛筆書法初班(美) 

09:30 開心齊唱 K抽籤(議) 

10:00粵曲班(劇) 

10:00 太極初班(健) 

11:00 楊式太極班(健) 

12:00 太極功夫扇(健) 

01:15 足底按摩保健樂

(靜) 

02:30 相愛 2人行小組(議) 

 

 

10:00 聲樂基礎班(健) 

10:00 開心齊唱 K(劇) 

12:00 電腦基礎班(聊) 

02:15 開心齊唱 K(美) 

02:30 春季 80歲後生日會 

02:30健康講座-雅培(劇) 

02:30護學活用-不再抑鬱  

     (議) 

 

10:00 好戲連埸(劇) 

10:15二胡班(健) 

11:15中樂團(健) 

01:30耆動青春舞(劇/健) 

02:15紅十字會健康檢查  

      日(健) 

02:15 
大笑瑜珈 
02:30 

BINGO對對碰  
(大堂) 
02:30 

自助健康檢查 
(聊) 
02:45 
好戲連場 
(劇) 

17                    十七 18                  十八 19                   十九 20                   二十 21                   廿一 22                 廿二 23       廿三 

10:00 豐姿妙舞義工團一 

     (健) 

11:15豐姿妙舞義工團二 

     (健) 

02:30 長中先鋒義工團 

- 耐心組 (劇) 

 

09:45 非洲鼓初班一(健) 

10:00 派 3月 19日認識 

      大腸癌健康講座券 

11:00非洲鼓初班二(健) 

02:30 長中先鋒義工團 

     - 信心組 (健) 

03:00 智能電話班(議) 

10:00健康講座-認識大腸

癌講座(劇) 

10:00普通話樂園(健) 

11:15基礎普通話(健) 

02:30 毛筆習字班(美) 

02:30 長中先鋒義工團 

- 愛心組 (健) 

 

09:30 毛筆書法初班(美) 

10:00粵曲班(劇) 

10:00 太極初班(健) 

11:00 楊式太極班(健) 

12:00 太極功夫扇(健) 

01:15 足底按摩保健樂

(靜) 

02:30單身貴族—寶石聚會 

02:30 相愛 2人行小組(議) 

 

 

09:30 開心齊唱 K (美) 

10:00 聲樂基礎班(健) 

10:00 派 3月 24日-長者皮

膚問題與處理健康

講座券 

12:00 電腦基礎班 (聊) 

02:15 開心齊唱 K (美) 

02:30好戲連埸(劇) 

03:00 平板電腦精讀班

(議) 

 

10:00 好戲連埸(劇) 

10:15二胡班(健) 

11:15中樂團(健) 

02:30 好戲連埸(劇) 

02:15 
大笑瑜珈 
02:30  

BINGO 對對碰  
(大堂) 
02:30 

自助健康檢查 
(聊) 
02:45 
好戲連場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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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劉陳小寶長者地區中心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24                   廿四 25                    廿五 26                 廿六

1 10:00 健康講座-長者皮膚 

      問題與處理 (劇) 

10:00 豐姿妙舞義工團一 

     (健) 

11:15豐姿妙舞義工團二(健) 

 

09:30 血糖檢驗 (議) 

09:45 非洲鼓初班一(健) 

10:00勁歌金曲(劇) 

11:00非洲鼓初班二(健) 

03:00抽籤：3月 28日復活 

      無限紛 

10:00普通話樂園(健) 

11:15基礎普通話(健) 

02:30自務活動-愛是無敵 

31                   初一

1 

1/4                   初二

二 

2                  初三 

10:00 豐姿妙舞義工團一 

     (健) 

11:15豐姿妙舞義工團二(健) 

 

10:00例會(劇) 

11:00例會(劇) 

 

10:00普通話樂園(健) 

11:15基礎普通話(健) 

02:30互動負重儀簡介會(劇) 

繽紛活動全接觸 
(1)健康早操：早上 7時 35分，與會員齊跳保良“We Are Ready”名曲，有益身心。 

(2)晨早新聞站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 9時 30分，讓會員了解最新時事，緊接時代脈搏。 

(3)護心操：逢星期一至六早上 9時 30分，與會員齊做護心操，保護心臟。 

(4)好戲連場：逢星期日下午 2時 30分，向會員播放中心精選電影或長者主題特輯。 

(5)愛笑瑜珈運動：逢星期日下午２時 15分，與會員齊做舒展身心的大笑運動。 

(6)Bingo對對碰：逢星期日下午２時 30分，一試當日幸運指數。 

(7)每日鬆一鬆 ：全日(逢星期四暫停)為會員提供廉價按摩椅服務。 

(8)科技資訊站：逢星期一至五早上 10:00-12:00及下午 2:00-4:00 

(9)網上任我行：數碼天地為會員提供免費電腦借用服務，時段為： 

   (1)星期一至六，上午 9:00-12:00及下午 2:00-5:00；(2)星期日，下午 2:00-5:00 

(10)自助「健康角」檢查：逢星期一至五，9:30-11:30，歡迎所有會員參加。 

(11)自助「健康角」特別開放日：逢星期日，下午 2:00-4:00，歡迎所有會員參加。 

(12)溫故知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 10:00-10:30，歡迎會員傾心事及分享長者苦與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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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良局劉陳小寶長者地區中心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27                 廿七 28                 廿八 29              廿九 30  三十 

09:30 毛筆書法初班(美) 

10:00粵曲班(劇) 

10:00 足底按摩保健樂 

      抽籤 4月份 

01:15 足底按摩保健樂

(靜) 

06:30 招「蔡」進「寶」 

與你環遊世界 

09:15集合：三月旅行暨春 

      季生日會(劇/健) 

09:30 開心齊唱 K (美) 

10:00排便可以好輕鬆講座

(劇) 

10:00 聲樂基礎班(健) 

02:15 開心齊唱 K (美) 

10:00 好戲連埸(劇) 

10:15二胡班(健) 

11:15中樂團(健) 

02:30 好戲連埸(劇) 

02:15 
大笑瑜珈 
02:30 
BINGO 

 對對碰  
(大堂) 
02:30 
自助健 
康檢查 
(聊) 
02:45 

好戲連場 
(劇) 

3                  初四 4                  初五 5               初六 6   初七 

09:30 毛筆書法初班(美) 
 

12:00 電腦基礎班(聊) 

 

10:15二胡班(健) 

11:15中樂團(健) 

 

02:15 
大笑瑜珈 
02:30 
BINGO 
 對對碰  
(大堂) 
02:30 
自助健 
康檢查 
(聊) 
02:45 
好戲連場 
(劇) 

                1.逢一至六(上午 9:15至 9:40)『健康十巧』及『護心操』(健) 

         2.逢二 『時代金曲對對唱』及『棋類活動』(美) 

         3.逢四 『粵曲唱不停』及『棋類活動』(美) 

               (晚上 6：30至 8：30) 

         4.逢一至五(上午 9:30至 11:30)『自助健康檢查服務』(交) 

         5.逢一至六(上午 10:00至 10:30)『溫故知新』(懷) 

         6.逢一至五(上午 9:30至 10:00) 『晨早新聞』(劇) 
 

活動地點：    (劇) - 老友記劇場     (懷) - 懷舊閣 / 讀書廊 

(健) - 健怡閣         (交) - 交心閣 / 健康角 

(清) - 清談雅座       (聊) - 聊天閣 / 數碼天地 

           (聚) - 聚首軒         (靜) - 靜心閣 

           (議) - 議事堂         (美) - 美膳館 

每天恆常活動：  



中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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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電腦精讀 A班(3月)及(4月) 
時    間：下午 3:00-5:00 

3月班組日期：3月 21及 28日 

4月班組日期：4月 22及 29日 

內   容：教授平板電腦的使用技巧、遊戲簡介及 facebook應用。 

對   象：中心會員 

名    額：8人 

費   用：$20  

堂    數：2堂(每堂 2小時) 

3月報名日期：3月 4日例會後 

4月報名日期：4月 1日例會後 

負責職員：許德杰 先生 

有興趣的會員請於詢問處報名！ 

軟握力球運動 

日  期：3月 10日(一)   

時  間：下午 2:30–3:30 

地  點：健怡閣 

內  容：由男士義工推廣軟握力 

          運動，分享運動的樂趣。 

對  象：中心會員 

名  額：每班 20人 

費  用：全免 

派票日期： 3月 7日(五)上午 10:00 

負責職員：葉鑫昇 先生 

精神健康齊互助 
日    期：3月 21日(五) 

時    間：上午 10:00-11:00 

地    點：老友記劇場 

內    容：認識長者精神病類及其病徵， 

並改善彼此間的溝通技巧。 

對    象：中心會員 

名    額：80位 

費    用：全免 

派票日期：3月 20日(四)上午 10:00 

負責職員：呂清蓉 姑娘 

協辦機構：香港心理衛生會-精神健康 

綜合社區中心 

會員迎新日 
日  期：3月 19日(三) 

時  間：下午 2:30–3:30 

地  點：老友記劇場 

內  容：透過歡聚活動，令會員加深對中心了解，從而加強歸屬感及社交圈子。 

費  用：全免 

名  額：80人 

對  象：有興趣之新會員，可與職員報名 

負責職員：葉鑫昇 先生、李淑芬 姑娘 



中心講座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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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講座-認識大腸癌 
日    期：3月 19日(三) 

時    間：上午 10:00-11:00 

地    點：老友記劇場 

內    容：認識大腸癌成因及預防方法。 

對    象：中心會員 

名    額：80位 

費    用：全免 

派發日期：3月 18日(二)上午 10:00 

負責職員：葉愛美 姑娘 

協辦機構 :衛生署 長者健康外展隊伍 

健康講座-長者皮膚問題與處理 
日    期：3月 24日(一) 

時    間：上午 10:00-11:00 

地    點：老友記劇場 

內    容：長者常遇到的皮膚問題。 

對    象：中心會員                   

名    額：80位 

費    用：全免 

派發日期：3月 21日(五)上午 10:00 

負責職員：葉愛美 姑娘 

協辦機構：衛生署 長者健康外展隊伍 

足底按摩保健樂 
日   期：3月 6日、13日 20日及 

27日(逢星期四)(共 4 節) 

3月 27日 10:00議事堂抽籤購買 4月 

時  間：下午 1:15–5:00 

地  點：靜心閣 

內  容：由專業師傅替會員按摩 

          足底穴位 

對  象：中心會員 

費    用：$70  

名  額：每日 5位 

負責導師：李國明 師傅 

負責職員：葉愛美 姑娘 

開心齊唱 K 
日  期：3月 14日、21日及 28日(五) 

地  點：     

   老友記劇場時間        美膳館時間 

  上午 10:00-12:30     上午 9:30-11:15 

        及                   及 

  下午  2:15-4:30     下午 2:15-4:30 

內  容：讓會員可一同享受唱 K的樂趣。 

對  象：中心會員 

費  用：全免 

登記日期：3月 13日(四)上午 9:30於 

          議事堂抽籤 

負責職員：葉愛美 姑娘 

健康講座─長者足部護理 

日    期：3月 8日(六) 

時    間：下午 2:00-3:00(講座)  

          下午 3:00-5:00(足部檢查) 

地    點：老友記劇場 

內    容：講解足部健康及護理方法，為長

者進行足部檢查。  

對    象：中心會員 

名    額：80人(講座) 30人(足部檢查) 

費    用：全免 

協辦機構：聖雅各福群會 

登記日期：3月 4日(二)例會後 

派發日期：3月 4日(二)上午 10:00 

負責職員：黎卓宇 先生  

(如有興趣接受檢查，可向負責職員登記。) 

健康講座-「認知障礙症」預防法 
日    期：3月 14日(五) 

時    間：下午 2:30-4:00 

地    點：老友記劇場 

內    容：由雅培之護心健腦大使替長者進

行預防「認知障礙症」 

教育講座及健腦立體拼圖遊 

(講座後售賣奶粉)  

對    象：中心會員                    

名    額：75人 

費    用：全免 

登記日期：3月 4日(例會後)-3月 10日 

派發日期：3月 10日(一)上午 10:00 

負責職員：李淑芬 姑娘 

協辦機構：美國雅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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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耆英大使大會 
日  期：3月 7日(五) 

時  間：下午 2:30-3:30 

地  點：老友記劇場 

內  容：宣傳義工及外展活動，有意成 

        為義工請聯絡義工隊職員 

負責職員：李鴻基 先生、蕭紹康 先生 

3月耆義大事回顧 
日  期：3月 7日(五) 

時  間：下午 3:30-4:00 

地  點：老友記劇場 

內  容：回顧上月活動及提供晒相  

服務 

負責職員：蕭紹康 先生 

匡智顯「義」能 
日  期：3月 10日 (一) 

時  間：上午 10:30-11:30 

地  點：老友記劇場 

內  容：與匡智藍田中心學員作義工交流， 

及欣賞他們的表演 

對  象：中心義工     名 額：40人 

抽籤日期：3月 7日(五)耆英大使大會 

負責職員：蕭紹康 先生 

協作機構：匡智會藍田中心 

義勇群英(三月) 
日   期：3月 12日 (三) 

時   間：下午 2:30-3:30 

地   點：老友記劇場 

內    容：進行義工分享、遊戲及訓練 

對   象：中心義工            

名   額：80人 

登記日期：3月 7日(五)耆英大使大會 

負責職員：蕭紹康 先生、黃文傑 先生 
2013-2014年度義工嘉許禮將於 5月 17日(六)下午 2時於 

藍田(東)社區會堂舉行，請各位義工預留時間出席活動。 
 

http://hk.images.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3eg9GgjUgRTbhIAPZW1ygt.;_ylu=X3oDMTIyczIxZG9tBHNlYwNzcgRzbGsDaW1nBG9pZANkMDY3NjI0ZDFmODdjNGJlMzI3ZDMzZGExZjgwODZiOQRncG9zAzEEaXQDYmluZw--?back=http://hk.images.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5%85%B1%E8%9E%8D%E5%8D%A1%E9%80%9A&sado=1&n=60&ei=utf-8&fr=sfp&fr2=sg-gac&tab=organic&ri=1&w=1600&h=1504&imgurl=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enews/images/71/1362602014bigstockphoto_Great_Team_4223795.jpg&rurl=http://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enews/news071c.htm&size=631.6KB&name=%E8%B1%A1%E5%BE%B5%E5%A4%9A%E5%85%83%E5%85%B1%E8%9E%8D%E7%9A%84%E5%8D%A1%E9%80%9A&p=%E5%85%B1%E8%9E%8D%E5%8D%A1%E9%80%9A&oid=d067624d1f87c4be327d33da1f8086b9&fr2=sg-gac&fr=sfp&tt=%E8%B1%A1%E5%BE%B5%E5%A4%9A%E5%85%83%E5%85%B1%E8%9E%8D%E7%9A%84%E5%8D%A1%E9%80%9A&b=0&ni=21&no=1&ts=&tab=organic&sigr=1225d8d0j&sigb=14ev0ujne&sigi=1379kmjs8&.crumb=vPP2hJFWKLO&fr=s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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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寶-有你同行定期探訪 
日  期：3月 13日(四) 

時  間：下午 2:00-4:00 

地  點：老友記劇場/寶達邨 

內    容：探訪寶達邨的獨居/雙老同住長者 

對  象：中心義工   

名   額：30人 

登記日期：3月 7日(五)耆英大使大會 

負責職員：蕭紹康 先生、李綺蘭 姑娘 

長中先鋒義工團 

耐心組 
日 期：3月 17日(一) 

時 間：2:30-3:30 

地 點：老友記劇場 

內  容：義工交流及訓練 

對 象：耐心組義工 

負責職員：李綺蘭 姑娘 

陳銘康 先生 

信心組 
日 期：3月 18日(二) 

時 間：2:30-3:30 

地 點：健怡閣 

內  容：義工交流及訓練 

對 象：信心組義工 

負責職員：蕭紹康 先生 

林柳英 姑娘 

愛心組 
日 期：3月 19日(三) 

時 間：2:30-3:30 

地 點：健怡閣 

內  容：義工交流及訓練 

對 象：愛心組義工 

負責職員：蔡沛敏 姑娘 

葉霖傑 先生 

美容坊 
日  期：3月 20日(四) 

時  間：上午 9:30-12:00 

地  點：靜心閣  

對  象：中心會員 

內  容：由美麗大使提供臉部護理 

名  額：8人    費用：$30  

報名方法：例會後開始報名 

電話慰問義工服務(三月) 
日  期：3月 24-28日(一至五) 

時  間：下午 2:30-3:30  及 

下午 3:30-4:30 

地  點：中心懷舊閣或議事堂 

內    容：以電話方式慰問區內長者  

對  象：中心義工 

名  額：10人(每段時間各 1人) 

登記日期：3月 7日(五)耆英大使大會 

負責職員：蕭紹康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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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經理：陳少洸 先生 

各位老友記, 我將於 4月轉到九龍城啟晴邨工作, 把保良局的安老服務帶給該處的老

友記。 在地區中心工作不經不覺已 8年多, 和老友記們的愉快相處及同事們的合作無

間，均是我日後的美好回憶，在此祝大家身體健康, 日日好心情, 天天都開朗。 

活動策劃幹事：黃文傑 先生 

轉眼間傑仔已在中心有 7年時間，各位老友記可說是見證著傑仔的成長和轉變。 

過去的日子，傑仔一直得到各位老友記的支持和鼓勵，特別是長者義工朋友，曾與各位認

識和相處，確實令傑仔的工作及人生更添豐富色彩。傑仔將會轉到九龍城啟晴邨服務長

者，希望各位老友記繼續支持中心的服務。祝願每一位長者朋友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活動工作員：謝以恆 先生 

各位老友記我是恆仔！快樂的時間過得特別快，在地區中心的工作時間已經快要接

近尾聲了。四月開始恆仔將會轉到九龍城啟晴邨工作，在此多謝在這半年時間地區

中心各位老友記的關顧及愛戴，亦希望各位頤年安康，一切順心！感謝！ 

 

 
為確保公眾獲得優質的社會福利服務，貫徹「以客為本」的精神及加強福利服務的問責性，社

會福利署及受資助機構推行一套服務表現監察制度-----服務質素標準(SQS)。 
 

 SQS共有 16項，在各項標準之下共有 79條具體的準則，明確界定了管理及控制服務質素

水準所需的程式和指引。有關服務質素標準的詳細內容檔亦可向同事索取閱覽。 

今期介紹 SQS 12： 

標準 12：服務資料 

『服務資料─服務單位應製備說明資料－ 

知情的選擇─服務單位應盡量尊重服務使用者知情下作出服務選擇的權利。』 

為達到上述標準，中心已存備有關政策及程式並切實執行 

各位老友記如有任何意見及查詢，歡迎大家與以下職員聯絡： 
 

營運經理： 

              劉敏儀 

「長者及護老者服務」團隊： 

毛茜俞、秦演文、蔡國輝、林幗芬、許德杰、葉鑫昇、 

李淑芬、陳煥珍、葉愛美、黎卓宇 

「輔導服務」團隊： 

張翠韻、呂清蓉、梁寶儀、李淑儀、馮家希、胡佩蘭 

「義工發展及外展服務」團隊： 

李鴻基、李綺蘭、蕭紹康、蔡沛敏、陳銘康、葉霖傑、 

林柳英、謝以恆、劉倩梅 

「行政及常務」團隊： 

何紹文、李銘泰、廖敏怡、方杏嬌、蔡桂蘭、黃煥嬌 

唐允泉、羅陸養 
  

中
心
職
員 

 

SQS服務質素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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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會通知 
凡 2013年 3月入會之會員，請於 2014
年 2月 28日前到本中心辦理續會手續，
並繳交年費 21元（金咭）/ 50元（銀咭）。 

可得續會小禮物 1份 
 

續會時間 

星期一至六 上午 9:00至下午 5:00 

星期日 下午 2:00至下午 5:00 
 

1+1有你同行 
   於即日起，凡成功介紹朋友到中心入
會，成為新會員，可與新會員一起參與迎新

活動，並獲贈小禮物１份及免費使用按摩椅

服務 1次。(每次 15分鐘)，送完即止！ 

入會時間 

星期一至六 上午 9:00至下午 5:00 

星期日 下午 2:00至下午 5:00 
 

每月之星 
為鼓勵會員介紹鄰舍親友成為新會

員，我們舉辦了『每月之星』選舉。 

本月份介紹最多新會員入會 

的會員為: 

         

 

 

 對象及收費 

 任何人士 

早餐 

上午 8:15-8:35 

$2 上午 8:35-8:55 

上午 8:55-9:15 

午餐 

上午 11:45-12:15 

$10 下午 12:15-12:45 

下午 12:45-1:15 

晚餐 
下午 5:00-5:45 

$10 
下午 5:45-6:30 

 

穿梭巴士開駛時間/地點 開出時間 開出時間(保良局劉陳小寶長者地區中心) 

鯉魚門邨： 

（鯉生樓） 

上午 8時 45分、10時 45分 上午 10時 30分 

下午 1時 45分、3時 45分 下午 
1時 30分、3時 30分、 

5時 30分 

廣田邨 

（廣雅樓對開石椅） 

上午 8時 45分、10時 45分 上午 10時 30分 

下午 1時 50分、3時 50分 下午 
1時 30分、3時 30分、 

5時 30分 

寶達邨： 

（達顯樓） 

上午 
9時 15分、10時 15分 

12時 15分 
上午 9時、10時、12時 

下午 
2時 15分、3時 15分 

4時 15分 
下午 

2時、3時、4時、 

5時 50分 

藍田邨： 

（藍泰樓後門對開） 

上午 9時 35分、11時 45分 上午 9時 30分 

下午 2時 35分 下午 2時 30分、5時 30分 

平田邨： 

（平仁樓姚柏良 

  議員辦事處對開） 

上午 9時 40分、11時 50分 上午 9時 30分 

下午 2時 40分 下午 2時 30分、5時 30分 

啓田邨： 

（啓信樓；陳鑑林 

  議員辦事處對開） 

上午 9時 50分、11時 55分 上午 9時 30分 

下午 2時 50分 下午 2時 30分、5時 30分 
 

洪國忠 

李寶珍 

 

 

社社區區飯飯堂堂服服務務計計劃劃  

膳食類別 
時間 



 

 

 

 

 

 

 

 

 

 

 

 

 

 

 

 

 

 

 

 

 

 

 

 

 

 

 

  

 

 

 

 

  

 

督印人員： 劉敏儀 營運經理 

編輯人員： 李銘泰 先生 

印刷數目： 1300份 

日  期： 2014年 3月 

2014年 4月份例會時間表 

日期：2014年 4月 1日 （二） 

上午 10:00 及 11:00  

2014年 4月 2日 （三） 

上午 10:00  

2014年 4月 3日 （四） 

下午 2:30  

地點：老友記劇場 

中心開放時間 

暴風雨訊號下中心服務安排 

 
中心服務 戶內活動 戶外活動 

開放 關 照常 取消 照常 取消 

1號風球/黃雨       

3號風球/紅雨       

8號風球/黑雨       
 

 

請會員留意在颱風及暴雨訊號下中心之開放及活動安排，詳情請閱有關之通告。 

 

時間 /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上午 7:30 – 上午 9:00（德欣樓地下）        

上午 9:00 – 下午 2:00（大樓 1樓）        
下午 2:00 – 下午 5:00（大樓 1樓）        

下午 5:00 – 下午 6:30（德欣樓地下）        
下午 6:30 – 晚上 9:00（德欣樓地下）        

 延長服務時間  正常服務時間  公眾假期休息（除星期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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