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良局劉陳小寶長者地區中心 
2015年 3月 

通訊 

「耆想的天空 III」 

觀塘東長者友善社區計劃 
 
香港正邁向人口高齡化的情況，居於社區的長者越來越多，在 2041年，推算
長者人口達二百六十萬人，佔總人口三分之二，如何令社區設施及規劃適宜
長者居住，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 

 
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7 年推出「全球長者友善城市指引」，向世界各個城市提
出 8 大指標去建設「長者友善城市」。自 2011 年起，本中心聯同「觀塘東安
老服務聯盟」各安老服務單位，舉辦了「耆想的天空」觀塘區長者友善社區
計劃。2014-2015年度的「耆想的天空 III」觀塘東長者友善社區計劃在利駿
行慈善基金贊助下繼續推行。現時，全港 18區長者服務單位也有參與「長者
友善社區」計劃。 

「長者友善社區」的 8大指標包括： 

 
 

 

 

 

 

 

 

 

 

 

 

 
                        

   

   

                歡迎各位會員對藍田區內的設施提出意見！ 

中心地址：九龍藍田德田邨碧雲道 223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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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 

友善社區 

 

室外空間 

和建築 

 

交通 

 

社會參與 

 

公民參與 

和就業  

社區與 

健康服務 

 

尊重和 

社會包容 

 

信息交流 

 

房屋 

http://www.plkdecc.hk/


中心活動  

2 

識花惜食生日旅行 
 日    期：3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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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額： 116名  

           (如報名人數不足，報名上限將會減至 58人) 

 

 行    程：   

  

 

 

 

 

 費  用：＄１９５ / 位 

 負責職員：許德杰先生 

 報名日期：即日起開始報名 

 備  註：所有一至三月生日之參加者皆可獲贈生日禮物一份
因酒店場地所限，因此將有不同圍席之組合 
如有特別需要請向負責職員查詢 

 

 

 

 

 

多款美食未能盡錄!!! 
 

(以上菜譜只供參考，菜式或會因時令而轉變，一切以當日供應為準) 

 

沙田車公廟 

沙田帝都酒店【自助餐】 

2015年維園花卉展覽 

菜譜 
三文魚生、多款壽司、日本冷麵、帶子裙、 

青口、煙三文魚、燒牛肉、雜菜沙律、等等 
 



 

 

 

 

 

 

 

 

 

  

 

 

 

 

 

 
 

 

 

3 月藝術樂 

抽籤詳情： 

1. 抽籤日期: 3月 5日(四)下午 4:30 

電腦抽籤 

2. 備註： 

   三個手作坊將會同時進行抽籤，有意   

   參加者須親臨現場抽籤，中籤者只能 

   從三個手作坊中選擇一個參與。 

 
電腦抽籤 

藝術手作坊 

藝術手作坊(一) 

日期：3月 13日(五)  

時間：上午 10:00-上午 11:30 

地點：健怡閣 

內容：製作利是封燈籠、彩沙樽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20人 

費用：全免 

 

藝術手作坊(三) 

日期：3月 27日(五)   

時間：上午 10:00-上午 11:30 

地點：健怡閣 

內容：製作捲紙卡、立體相連架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20人 

費用：全免 

 

藝術手作坊(二) 

日期：3月 25日(三)  

時間：下午 2:30-下午 4:00 

地點：健怡閣 

內容：製作刮畫、收縮膠匙扣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20人      

費用：全免 

 

        

 

 長幼藝術樂 

長幼藝術樂趣多 

日期：3月 6日(五)  

時間：下午 2:00-3:15 

地點：健怡閣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20人 

費用：全免 

內容：小學生表演及與長者做手工 

抽籤日期：３月５日(四)下午 4:00抽籤 

協辦機構：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電腦抽籤 

長幼藝術樂融融 

日期：3月 27日(五)  

時間：下午 2:00-3:15 

地點：健怡閣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20人 

費用：全免 

內容：小學生表演及分享藝術 

抽籤日期：３月 23日(一)下午 4:00抽

籤 

協辦機構：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電腦抽籤 

負責職員: 蔡沛敏 姑娘 

負責職員: 林柳英 姑娘 

3 



 

 

 

 

 

 

 

 
 

 

 

 

 

 

 

藝術遊踪-演藝足跡 
日期：3月 8日(日)  

時間：下午 1:00-下午 5:00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 

內容：參加學院開放日，認識多元藝術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5人 

費用：全免(交通費自付) 

報名方法：3月 2日(一)下午 1:00開始

登記 

*此活動由導賞員帶領 

 

藝術遊踪-建築藝術行 
日期：3月 24日(二)  

時間：上午 9:30-下午 1:00 

地點：油麻地戲院、 紅磚屋、果欄 

內容：遊覽建築古蹟，體驗特色文化藝術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20人 

費用：全免(交通費自付) 

報名方法：3月 2日(一)下午 1:00開始登記 

       *此活動由導賞員帶領 

 

 

藝術遊踪-畫廊遊賞 
日期：3月 17日(二)  

時間：上午 10:00-下午 1:00 

地點：觀塘奧沙畫廊 

內容：於特色畫廊欣賞當代藝術展覽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5人 

費用：全免(交通費自付) 

報名方法：3月 2日(一)下午 1:00開始

登記 

*此活動由導賞員帶領 

 

溫馨提示: 

1. 請有意參加者先考慮身體狀

況 

是否合適參加上述外出活動。 

2. 以上活動不包括午膳。 

3. 上述活動之安排本中心有權

作任何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敬請見諒。 
 

日期: 3月 9日(一)、3月 16日(一)、3月 23日(一) 

時間: 中午 12:00 – 下午 1:00 

地點: 議事堂 

內容: 以快樂為題製作畫作，最後集合長者作品合併成一幅大型快樂畫。 

對象: 中心會員 

費用: 全免 

參加方法: 於活動當日即場參與，座位先到先得。 

週一快樂畫 

3 月藝術樂 
藝術遊踪 

負責職員: 蔡沛敏 姑娘 

負責職員: 林柳英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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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妝篇 

日期：3月 9日(一)   

時間：下午 3:00-下午 4:30 

地點：健怡閣 

內容：化妝師介紹簡單化妝技巧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5人 

費用：全免 

報名方法：3月 2日(一)下午 1:00開始

登記報名 

協辦團體: Make a Wish Makeup Studio 

髮型篇 

日期：3月 11日(三)   

時間：下午 3:00-下午 4:30 

地點：健怡閣 

內容：化妝造型師介紹簡單頭髮造型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5人 

費用：全免 

報名方法：3月 2日(一)下午 1:00開始

登記報名 

協辦團體: Make a Wish Makeup Studio 

 

插花篇 

日期：3月 16日(一)   

時間：下午 2:30-下午 4:00 

地點：健怡閣 

內容: 介紹插花技巧，完成小盆栽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5人 

費用：全免 

報名方法：3月 2日(一)下午 1:00開始

登記報名 

 

肥皂篇 

日期：3月 18日(三)   

時間：下午 2:30-下午 4:00 

地點：健怡閣 

內容：義務導師介紹製作環保肥皂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5人 

費用：全免 

報名方法：3月 2日(一)下午 1:00開始

登記報名 

 

備註: 上述四項活動，每位參加者請選擇其中一項參與，若對   

     其餘項目有興趣，可先登記後備，若有剩餘名額，會按照 

     後備登記之先後次序作安排。 

3 月藝術樂 
藝術教室 

負責職員: 蔡沛敏 姑娘 

負責職員: 林柳英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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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系列-扭扭樂 

日期：3月 21日(六)                  

時間：下午 2:30-3:30 

地點：老友記劇場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40人                          

費用：全免 

內容：人氣扭氣球大師教授扭氣球及 

分享製作氣球藝術的歷程 

抽籤日期：3月 18日(三) 下午 4:00抽

籤 

 

藝術家系列-魔術樂 

日期：3月 21日(六)                   

時間：上午 10:00-11:00 

地點：老友記劇場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80人                         

費用：全免 

內容：魔術師表演魔術及分享其鑽研 

      魔術的歷程  

抽籤日期：3月 17日(二) 下午 4:30抽

籤 

 

藝術家系列-台上的風姿 

日期：3月 26日(四)            時間：下午 2:30-3:30 

地點：健怡閣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30人                   費用：全免 

內容：同事分享演出舞台劇、話劇的技巧及作即席表演                       

抽籤日期：3月 24日(二) 下午 3:00抽籤 

藝術萬花筒 
日期: 3月 28日(六) 

時間：下午 2:00-3:45 

地點：老友記劇場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80人 

費用：全免 

內容：小學生才藝表演及藝術樂總結 

抽籤日期：3月 24日(二) 下午 3:30抽

籤 

協辦機構：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粵劇多面睇 

日期: 3月 20日(五) 

時間：上午 10:00-11:00 

地點：老友記劇場 

對象: 中心會員 

名額：80人 

費用：全免 

內容：以講座及示範讓長者認識粵劇 

抽籤日期：3月 17日(二) 下午 4:00抽

籤 

協辦機構：粵劇營運創新會有限公司 

 

3 月藝術樂 
藝術家系列 

負責職員: 蔡沛敏 姑娘 

負責職員: 林柳英 姑娘 

 
電腦抽籤 

 
電腦抽籤 

 
電腦抽籤 

 
電腦抽籤 

 
電腦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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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樂新春大匯演 
日    期：3月 7日(六) 

時    間：下午 2:15- 4:30 

地    點：二樓社區會堂 

內    容：讓長者一同欣賞中樂，慶賀新歲，共度歡樂新春。 

表演嘉賓包括稅務局中樂團、本中心中樂團及二胡班。 

對    象：中心會員 

名    額：250人 

費    用：全免 

派票日期：將於 3月四場例會中派票。 

協辦機構：稅務局中樂團 
負責職員：蔡國輝 先生、林奕軒 先生 

中西共融慶羊年(二) 
日  期：3月 18日(三) 

時  間：上午 11:15–下午 12:00 

地  點：老友記劇場 

內  容：表演音樂劇、唱歌及互動遊戲，每位參加者可獲禮物乙份。 

對  象：中心會員 

名  額：80人 

抽籤日期：3月 11日(三)上午 10：00電腦抽籤 

備  註：如已報名參與此活動之會員，則不需報名另一活動：中西共融慶羊年(一) 

協辦機構：壹鋼環保回收有限公司 

負責職員：黎卓宇 先生、秦演文 姑娘 

家+好煮意─家+聚餐 
日  期：3月 14日(六) 

時    間：下午 3:00–4:30 

集合時間：下午 2:45 

活動地點：彩明海鮮火鍋酒家 

         (德田廣場 3樓 305號舖) 

內    容：茶聚、活動回顧、心聲分享 

名    額：36人     費    用：免費 

對    象：曾參與「家+好煮意」整個活動計

劃的長者及家屬 

報名日期：3月 4日(三)上午 11:00 

備    註：參加者需自己前往活動地點集合 

負責職員：林幗芬 姑娘 

80歲後生日會 
日    期：3月 23日(一) 

時    間：下午 2:30- 3:30 

地    點：健怡閣 

內    容：與會員共賀生日 

對    象：1-3月份生日的 80歲或以上中心

會員 

名    額：30人 

費    用：$10 

報名日期：3月 5日(四)例會後開始登記 

負責職員：林奕軒 先生、李淑芬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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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者聚會 

日  期：3月 5日(四) 

時  間：下午 2:3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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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法幻影工作坊 

日  期：3月 13日(五) 

時  間：下午 2:00–3:00 

地  點：健怡閣 

內  容：由小學生以魔術及雜耍娛樂 

          參加者。 

名  額：40人 

抽籤日期：3月 5日(四)於護老者聚會中

抽籤 

協辦機構：循道衛理會 

負責職員：秦演文 姑娘 

中西共融慶羊年(一)  
日  期：3月 18日(三) 

時  間：上午 10:00–11:00 

地  點：老友記劇場 

內  容：表演音樂劇、唱歌及互動遊戲，每位參加者可獲禮物乙份。 

對  象：護老者及被護者 

名  額：80人 

抽籤日期：3月 5日(四)於護老者聚會中抽籤 

備  註：如已報名參與此活動之會員，則不能報名另一活動：中外共融慶羊年(二) 

協辦機構：壹鋼環保回收有限公司 

負責職員：秦演文 姑娘、黎卓宇 先生 

 

 

 

 

 

認識痛症工作坊 

日  期：3月 19日(四) 

時  間：下午 2:30–3:30 

地  點：議事堂 

內  容：了解痛症的成因及預防方法。 

名  額：20人 

協辦機構：靈實家居照顧隊 

負責職員：秦演文 姑娘 

做個開心快樂人講座 

日  期：3月 23日(一) 

時  間：下午 2:30–3:30 

地  點：老友記劇場 

內  容：講解快樂之道的生活秘訣。 

名  額：50人 

協辦機構：衛生署長者健康外展隊伍 

負責職員：秦演文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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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班 
 日  期：3月(逢星期四) 

時  間：上午 11:00 – 12:00 

地    點：健怡閣 

內    容：跟據跆拳道協會考帶的內容而定 

對  象：中心會員  

費  用：$60 (4堂)  

名  額：15名 

協辦機構：香港實用跆拳道協會 

負責職員：黎卓宇 先生 

軟握力球運動 
日  期：3月 9日(一)   

時  間：下午 2:30–3:30 

地  點：老友記劇場 

內  容：由男士義工推廣軟握力球運  

          動，分享運動的樂趣。 

對  象：中心會員 

名  額：20人 

費  用：全免 

負責職員：葉鑫昇 先生 

「老有所為活動計劃」 

『耆愛濃情家滿載』重聚日  
日  期：3月 12日(四)   

時  間：下午 2:30–3:30 

地  點：健怡閣 

內    容：回顧 13-14年計劃的活動成果，

及分享參與計劃後的得著與感

受，並簡介 14-15年度計劃 

對    象：14-16年度老有所為義工大使 

負責職員：葉鑫昇 先生 
  

3月晚間活動 

招財「俊」寶全「家」福 
日    期：3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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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進行才藝表演，並與老

友記一起互動，共享長青同樂。 

名    額：60人 

費    用：$10 (即日起開始購票) 

負責職員：陳俊卿 先生 (實習社工) 

          蔡家慧 姑娘 (實習社工) 

會員迎新日 
日  期：3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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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新會員加 

          強對中心服務及活動的了 

          解，增加新會員的歸屬感及 

          擴濶其社交圈子。 

費  用：全免 

名  額：50人 

負責職員：葉鑫昇 先生 

自務活動-粵韻舞飛揚 
日    期：3月 26日(四) 

時    間：下午 2:00-4：00 

地    點：健怡閣 

內    容：由自務組員表演粵曲、跳舞與

會員歡度下午。 

對    象：中心會員 

名    額：80人 

費    用：全免 

抽籤日期：3月 20日(五)下午 4:00。 

負責職員：李淑芬 姑娘 

   

電腦抽籤 



保良局劉陳小寶長者地區中心                                 【每月班 / 組 / 活動時間表】                                                     二零一五年三月份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2/3                  十二 3                 十三 4                  十四 5                  十五 6                  十六 7                十七 8      十八 

01:00 登記：藝術遊踪及藝術 

      教室 

09:00 血糖檢驗 (議) 

09:15 登記：4月血糖檢驗

名單 

 

09:30 趣味中文班(美) 

 

10:00 粵曲班(劇)  

10:00 先知先覺-跆拳道小

組(健) 

01:15 足底按摩保健樂

(靜) 

02:30 護老者聚會(劇) 

03:00 園藝閣小聚(議) 

04:00 抽籤:3月 6日長幼

藝術樂趣多(劇) 

04:30 抽籤：三個手作藝術

坊活動(劇) 

02:00 先知先覺-認知訓練 

      小組(議) 

02:00 長幼藝術樂趣多(健) 
02:30 耆英大使大會(劇) 

03:30 耆義大事回顧(劇) 

 

10:15 二胡班(健) 

11:15 中樂團(健) 

02:15 中樂新春大匯演 

01:00藝術遊踪

-演藝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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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十九 10                二十 11                 廿一 12                 廿二 13                 廿三 14               廿四 15     廿五

1 12:00週一快樂畫(議) 

03:00 藝術教室-化妝篇(健) 

10:00 懷舊金曲(劇) 

 

09:30 趣味中文班(美) 

10:00 電腦抽籤：3月 18 

      日中外共融慶羊年 

      (二) 

10:00 普通話樂園(健) 

11:15 基礎普通話班(健) 

03:00 藝術教室-髮型篇 

      (健) 

 

09:30 抽籤：開心齊唱 K 

(議) 

10:00 粵曲班(劇)  

10:00 先知先覺-跆拳道小

組(健) 

01:15 足底按摩保健樂  

      (靜)        

09:30 派票：3月 19日 

      護心運動帶操 

09:30 開心齊唱 K(美) 

10:00 藝術手作坊(一)(健) 

02:00 魔法幻影工作坊

(健) 

02:00 先知先覺-認知訓練 

      小組(議) 

02:15 開心齊唱 K(美) 

02:30 長中義工-愛心組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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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廿六 17                廿七 18                 廿八 19                 廿九 20                 初一 21               初二 22     初三 

09:30 派票：3月 17日痛風    

症-講座 

12:00 週一快樂畫(議) 

02:30 藝術教室-插花篇(健) 

09:00 血糖檢驗 (議) 

10:00 懷舊金曲(劇) 

10:00 藝術遊踪-畫廊遊賞 

02:00 先知先覺-認知障礙 

      預防計劃嘉許禮暨 

      嘉年華(總局) 

02:30 痛風症-講座(劇) 

04:00 抽籤：3月 20日粵劇 

      多面睇(劇) 

04:30 抽籤：3月 21日藝   

      術家系列-魔術樂  

      (劇) 

 

09:30 趣味中文班(美) 

10:00 中外共融慶羊年 

      (一)(劇) 

10:00 普通話樂園(健) 

11:15 中外共融慶羊年 

      (二)(劇) 

11:15 基礎普通話班(健) 

02:30 藝術教室-肥皂篇(健) 

04:00 抽籤：3月 21日藝術  

      家系列-扭扭樂(劇) 

 

 

 

10:00 粵曲班(劇) 

10:00 先知先覺-跆拳道小

組(健) 

01:15 足底按摩保健樂 

      (靜) 

02:30 健康講座-護心運動

帶操(健) 

02:30 認識痛症工作坊

(議) 

09:30 開心齊唱 K(美) 

10:00 粵劇多面睇(劇) 

02:00 先知先覺-畢業禮 

      (健) 

02:15 開心齊唱 K(美) 

04:00 抽籤:自務活動(健) 

09:00 耆暉義軍-聚會及 

探訪(健) 

10:00 藝術家系列-魔術  

      樂(劇) 

10:15 二胡班(健) 

11:15 中樂團(健) 

02:30 藝術家系列-扭扭 

      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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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初四 24                   初五 25                 初六 

12:00 週一快樂畫(議) 

02:30 做個開心快樂人講座 

      (劇) 

02:30 八十歲後生日會(健) 

04:00 抽籤：3月 27日長幼藝 

      術樂融融(劇) 
 

 

09:30 藝術遊踪-建築藝術行 

10:00 懷舊金曲(劇) 

03:00 抽籤：3月 26日藝術家 

系列-台上的風姿(劇) 

03:30 抽籤：3月 28日藝術萬 

      花筒(劇) 

 
 

 

10:00 普通話樂園(健) 

11:15 基礎普通話班(健) 

02:30 藝術手作坊(二)(健) 

 

30                    十一 31                   十二  1/4                十三 

09:30 派票：3月 31日認識老

人癡呆症-講座 

09:30 交安及防騙推廣日(議) 

02:30 認識老人癡呆症-講座

(健) 

 

繽紛活動全接觸 
(1)健康早操：早上 7時 35分，與會員齊齊做運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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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出健康：逢星期一至六早上 9時 30分，與會員齊做運動，保持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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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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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初七 27                初八 28             初九 29 初十 

10:00 粵曲班(劇) 

10:00 抽籤:足底按摩保  

      健樂(議)先登記名單     

02:30 粵韻舞飛揚(劇) 

02:30 藝術家系列-台上 

      的風姿(健) 

 

09:00 中心旅行(劇) 

09:30 開心齊唱(美) 

10:00 藝術手作坊(三)(健) 

02:00 長幼藝術樂融融

(健) 

02:15 開心齊唱 K(美) 

 

 

 

02:00 藝術萬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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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十四 3                  十五 4              十六 5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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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馨提示：中心按情況可彈性調配房間運用＊ 

每天恆常活動：  



14 

 

     永旺百貨 

「幸福的黃色小票」 
 

永旺百貨訂每月的 11號為『永旺日』，並於全港推行「幸福的黃色小票」活動，

顧客於每月 11日購物付款後，如把收據投到入選的慈善機構票箱內， 永旺百

貨便會按收據總金額的 1%，以物品形式捐贈給機構。 

保良局亦在本季入選為受惠機構，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購物後將收據投放到保

良局箱內，讓捐贈可以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保良局的老友記，亦在下列日子出動，到各區的永旺百貨設攤位，呼籲大家踴

躍支持。 

大窩口店 11/2 

保良局莊啓程耆暉中心 

將軍澳店 11/3 

保良局華永會生命教育及 

長者支援中心 

藍田店 11/4 

保良局劉陳小寶 

長者地區中心 

黃埔店 11/5 

保良局田家炳 

長幼天地 

九龍灣店 11/6 

保良局張麥珍耆樂中心 

九龍城店 11/7 

保良局劉陳小寶 

耆暉中心 

 
 



講座及中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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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檢驗 
日  期： 3月 3日 (二)   

(4月 14日血糖檢驗於 3月 3日先登記名單) 

時  間：上午 9: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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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名  額：40 人 

負責導師：登記護士－錢建茵 姑娘 

負責職員：葉愛美 姑娘 

血糖檢驗 
日  期 : 3月 17日(二) 

(4月 28日血糖檢驗於 3月例會先登記名單) 

時    間 :上午 9:00- 10:00 

地  點 : 老友記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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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名  額 : 40人 

負責導師：登記護士－錢建茵 姑娘 

負責職員：葉愛美 姑娘 

開心齊唱 K 
日  期：3月 13日、20日及 27日(五) 

地  點：    老友記劇場  

        (時間 - 上午 10:00-12:30 

             及 下午 2:15-4:30)   

         美膳館 

 (時間 - 上午 9:30-11:15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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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四) 

上午 9:30於議事堂抽籤 

負責職員：葉愛美 姑娘 

痛風症-講座 
日    期：3月 17日(二) 

時    間：下午 2:30- 3:30 

地    點：老友記劇場 

內    容：痛風症的成因、徵狀及防治方法。 

對    象：中心會員 

名    額：80人 

費    用：全免 

派票日期：3月 16日(一)上午 09:30派票。 

協辦機構 :衛生署長者外展隊伍 

負責職員：黎卓宇 先生 

護心運動帶操-講座 
日    期：3月 19日(四) 

時    間：下午 2:30-4：00 

地    點：健怡閣 

內    容：教授簡單心肺功能運動,強壯心臟

與肺部健康。 

對    象：中心會員 

名    額：30人 

費    用：全免 

登記日期：3月 5日上午例會後 

派票日期：3月 13日(五)上午 09:30派票。 

協辦機構 :美國雅培 

負責職員：李淑芬 姑娘 

認識老人癡呆症-講座 
日    期：3月 31日(二) 

時    間：下午 2:30- 3:30 

地    點：老友記劇場 

內    容：老年癡呆症的成因、徵狀、治療

及處理方法。 

對    象：中心會員 

名    額：80人 

費    用：全免 

派票日期：3月 30日(一)上午 09:30派票。 

協辦機構 :衛生署長者外展隊伍 

負責職員：黎卓宇 先生 

電腦抽籤 



義工發展及外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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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耆英大使大會 3月耆義大事回顧 

日  期 3月 6日(五) 3月 6日(五) 

時  間 下午 2:30-3:30 下午 3:30-4:00 

地  點 老友記劇場 老友記劇場 

內  容 宣傳義工及外展活動 
歡迎有興趣加入義工之人士參加 

回顧上月活動及提供晒相服務 

負責職員 蕭紹康先生、李銘泰先生 蕭紹康先生、李銘泰先生 

長中親善大使 
日 期：3月 17、19、24、26、31日 (二、四) 

時 間：上午 9:00-10:30及  

下午 2:00-3:30 

地 點：中心範圍 

內 容：關懷長者需要及宣傳活動 

對 象：中心義工    

名 額：10人 (每段時間各 1人) 

登記日期：3月 6日(五)耆英大使大會 

負責職員：蕭紹康先生、李銘泰先生 

新聞分享助他人 
日 期：3月 11、18、25日(三) 

時 間：上午 9:15-10:00 

地 點：老友記劇場 

內  容：以互動形式與中心 

會員分享時事和其他消息 

對 象：中心義工      

名 額：3人 

登記日期：3月 6日(五)耆英大使大會 

負責職員：蕭紹康先生、李銘泰先生 

電話慰問義工服務 

日 期：3月 22-27日(一至五) 

時  間：下午 2:30-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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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日(五)耆英大使大會 

負責職員：蕭紹康先生、李銘泰先生 

通告：各義工即日起可向義工隊職員領取新一年度之義工紀錄簿 



義工發展及外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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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閣小聚 
日  期：3月 5日(四) 

時  間：下午 3:00-4:00  

地  點：議事堂 

內  容：透過種植學習栽種技巧， 

同時培養義工尊重生命的態度 

對  象：協助打理園藝閣的義工 

負責職員：李銘泰先生、劉倩梅姑娘 

  

交安及防騙推廣日 
日期：3月 31日(二) 

時間：上午 9:30-11:00  

地點：議事堂/碧雲道 

內容：向區內長老宣傳防騙及交安資訊 

對象：中心義工 

名額：15人 

負責職員：蕭紹康先生、李銘泰先生 
登記日期：3月 6日(五)耆英大使大會 

耆暉義軍-聚會及探訪 
日    期：3月 21日(六) 

時    間：上午 9:00-12:00  

地    點：中心健怡閣  

內    容：增加耆暉義軍的凝聚力，並

會探訪區內有需要的長老 

對    象：中心耆暉義軍 

名    額：40人 

負責職員：蕭紹康先生、李銘泰先生 

耆暉義軍-中醫養生講座 
日    期：3月 28日(六) 

時    間：上午 10:00-1:00  

地    點：中心劇場 

內    容：由中醫師教授四穴養生法 

及春季保健湯水 

對    象：中心義工 

名    額：40人 

負責職員：蕭紹康先生、李銘泰先生 

長中義工齊參與 服務社群愛他人 

長中義工大比拼 
日 期：3月 18日(三) 

時 間：下午 2:30-3:30  

地 點：中心劇場 

內  容：以互動遊戲增加 

義工交流機會 

對 象：信心組、愛心組、耐心組義工 

負責職員：蕭紹康先生、叢芷泳姑娘 

蔡沛敏姑娘 

學「義」「智」用 
日  期：3月 27日(五) 

時  間：下午 2:30-3:30 

地  點：老友記劇場 

內  容：進行義工交流和訓練， 

增加義工對社會的認識， 

及加強義工的技巧 

對  象：中心義工  

名  額：80人  

負責職員：李銘泰先生 
 

https://hk.images.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8tUwJogMSFUCQkANsy1ygt.;_ylu=X3oDMTIyZDR2ZTgyBHNlYwNzcgRzbGsDaW1nBG9pZAM5MWYxMzA0YTc5MzVhMjI0OTg1ODFlNDE2MDI5YWYzZQRncG9zAzMEaXQDYmluZw--?back=https://hk.images.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6%A0%BD%E7%A8%AE&fr=yfp-s&fr2=piv-web&tab=organic&ri=3&w=320&h=240&imgurl=www.elderly-ministry.org/graphics/heart.jpg&rurl=http://www.elderly-ministry.org/&size=33.7KB&name=%E5%9C%96:<b>%E6%A0%BD%E7%A8%AE</b>%E4%B8%80%E9%A1%86%E6%95%AC%E8%80%81%E7%9A%84%E5%BF%83&p=%E6%A0%BD%E7%A8%AE&oid=91f1304a7935a22498581e416029af3e&fr2=piv-web&fr=yfp-s&tt=%E5%9C%96:<b>%E6%A0%BD%E7%A8%AE</b>%E4%B8%80%E9%A1%86%E6%95%AC%E8%80%81%E7%9A%84%E5%BF%83&b=0&ni=21&no=3&ts=&tab=organic&sigr=110d6b35u&sigb=13bie5mo1&sigi=11bqamnnp&sigt=11351s96r&sign=11351s96r&.crumb=Fmz7GO3jbQT&fr=yfp-s&fr2=piv-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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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輔導服務副主任﹕李綺蘭 姑娘 

各位老友記，大家好!我是蘭姑娘，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及愛護，我已正式由義工發

展及外展服務團隊調職至輔導組工作，期望之後有更多機會和大家相處及交流。祝各位新

春快樂!身體健康!喜氣洋洋！ 

 
外展服務副主任﹕叢芷泳 姑娘 

大家好! 我是新來的外展服務副主任，大家可以叫我芷姑娘，是義工發展及外展服務的社

工。很高興未來可以接觸更多老友記，希望將來可以與「你」、「妳」、「您」多多交流，歡

迎老友記與我分享你的生活瑣事，豐功偉業。多多指教! 

 活動策劃幹事﹕黎卓宇 先生 

各位老友記好!我急不及待想同大家分享這份喜悅，宇仔升職啦!正式出任長者及護老者團

隊活動策劃幹事一職，希望繼續同老友記相處融洽，將歡笑和快樂帶給大家。 

每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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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標準 7：服務資料 

『財政管理─服務單位實施政策及程序以確保有效的財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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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經理： 

劉敏儀            .張翠韻 

登記護士： 

錢建茵 

「長者及護老者服務」團隊： 

蔡國輝、李淑儀、秦演文、林奕軒、許德杰、葉鑫昇、黎卓宇、李淑芬、陳煥珍、 

葉愛美 

「輔導服務」團隊： 

黃達維、呂清蓉、李綺蘭、張家興、林幗芬 

「義工發展及外展服務」團隊： 

李鴻基、蔡沛敏、蕭紹康、叢芷泳、陳銘康、葉霖傑、林柳英、李銘泰、劉倩梅、蔡振宇 

「行政及常務」團隊： 

吳雪儀、何紹文、楊穎璇、廖敏怡、方杏嬌、蔡桂蘭、黃煥嬌、唐允泉、羅陸養 
 

 

SQS服務質素標準 

中
心
職
員 

快樂從笑容開始 

笑迎福來      福臨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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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會通知 
凡 2014年 4月入會之會員，請於 2015年

3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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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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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獲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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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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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玉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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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翠韻 副經理 

編輯人員： 楊穎璇 姑娘 

印刷數目： 1300份 

日  期： 2015年 3月 

2015年 4月份例會時間表 

日期：2015年 4月 1日（三） 

上午 10:00、11:00 及 下午 2:30  

2015年 4月 2日（四） 

     上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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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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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使用

QR CODE進入

本中心網頁 
劉陳小寶長者地區中心 

快樂小聚 

日期﹕逢星期二下午   時間﹕3:00-4:00(兩組) 

內容﹕與同事暢談中心/個人之意見 

備註﹕每組最多 8人﹔每組為半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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