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 270份 

< 中心開放時間 >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00 - 下午 12:30 

下午 1:30 - 下午   5:00 

星期六 上午 9:00 - 下午  1:00 

< 星期三下午、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 

 

< 中心售票時間 >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30 - 下午 12:15 

下午 1:45 - 下午   4:30 

星期六 上午 9:30 - 下午 12:30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關懷長者中心                                                                                                                                                                                                            

2017 年 8月份通訊 

 

 
 

 

 

 

 

2017 年 9 月例會時間表 

日期 時間 

9月 7日(星期四) 第一場家會   (農曆七月十七) 下午 2:00 

9月 8日(星期五) 第二場家會  (農曆七月十八) 上午 9:30 

9月 8日(星期五) 第三場家會  (農曆七月十八) 上午 11:00 

9月 8日(星期五) 第四場家會   (農曆七月十八) 下午 2:00 

為本月第二場家會期間，購買旅行活動時可坐較前位置。 
 

 

 

 

 

 

 

 

 

 

 

牛頭角玉蓮台第一座 G-003室  電話 2342 2452 

※ 本年度金句 ※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 
(以賽亞書 54章 2節) 



 

 戶外活動 戶內活動 

黃色暴雨警告   

紅色暴雨警告  (有限度開放) 

黑色暴雨警告   

一號風球   

三號風球(活動前兩小時懸掛)  (有限度開放) 

八號風球或以上   

 

                                           

1. 請各位會員帶備會員證，於進入中心時拍咭記錄。售票時出示有效之會員証 

才享有會員優價。 

2. 家會期間，每人最多只可擺放 2張會員證於枱上排隊，購票時每人亦最多持 

2張會員証購票，一証只限購買一票。 

3. 為保障參加者安全，一般旅遊巴不適合攜帶輪椅登車(復康巴士除外)，請各 

位合作。 

4. 中心已增設流動電話，方便在戶外活動時聯絡大家，電話號碼：6984 7733 

5. 所有活動滿額後，參加者可於活動進行前最少 3個工作天申請退出，活動進 

   行或完後概不退款。 

6. 本中心恕不接受電話報名及留位手續服務，活動報名以繳費作實。一般情況 

   下，活動以先到先得為原則，額滿即止。 

7. 請各參加者在報名前，務必查閱各活動的日期、時間及節數。 

8. 所有活動的詳細安排，以本中心最後公佈為準。 

9. 請會員務必按集合時間準時出席各項活動，為對準時參加者公平起見，逾時 

   者一概不候。 

10.會員進出中心或參與活動時，請妥善保管自己財物。 

11.王欣榮先生已於 7月 25日離職，祝前程錦繡。 

12.天氣惡劣時中心開放安排如下： 

 

 

 

 

 

 

 
 

建議 / 投訴 / 稱讚內容： 意見欄 

 

  

 

  

 

  

 

姓名：            電話：            日期：             

中心設置意見箱，歡迎各位給予任何意見。 

多謝各位提供寶貴意見，閣下填寫的資料絕對保密。 



    

 

售賣奶粉服務 
金裝加營素或怡保康奶粉 

日期：8月 31日(星期四) 農曆七月初十 

   9月 29日(星期四) 農曆八月初九 

時間：上午 9:30 – 上午 11:00 

地點：中心 

對象：會員 

費用：金裝加營素(900克)$145 

   怡保康(900克)  $199.5 

   活力加營素(850克)$175 

三花奶粉 

訂貨日期：8月 7日至 7月 11日 

取貨日期：9月 11日至 9月 15日 

時間：上午 9:30 – 下午 4:00 

地點：中心 

對象：會員 

費用：三花柏齡健心(800克)  $78 

   三花高鈣健骨(800克)  $78 

   三花雙效降膽固醇(800克)$120 

備註：凡出席者可獲禮物乙份 

負責同事：葉姑娘 

詳情請參閱中心海報 
 

 班組名稱 日期及時間 費用 負責同工 

1     中文班 

日期：7月 10日至 9月 4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9:45-10:30(共 8堂) 

內容：教授中文單字、簡單句子 

名額：12人 

10元 葉姑娘 

2  英文班 

日期：7月 10日至 9月 4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9:45-10:30(共 8堂) 

內容：輕鬆愉快學習英文歌及分享自己生活 

名額：12人  

10元 劉姑娘 

3  時事齊齊講 

日期：7月 11日、8月 1、29日 9月 19日 

   (星期二) 

時間：下午 2:00-3:00(共 4節) 

內容：分享時事議題及長者權益 

名額：10人  

全免 劉姑娘 

4  強健好輕鬆 

日期：7月 12日至 9月 21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9:45-10:30(共 8堂) 

內容：透過跑步動作，鍛鍊心肺功能及肌肉 

名額：12人  

10元 張先生 

5  魔術班 

日期：7月 6日至 9月 21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9:45-10:30(共 6堂) 

內容：教授魔術及表演魔術技巧 

名額：12人  

20元 吳先生 

6  關懷里 

日期：7月 14日至 9月 22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00-3:30(共 9節) 

內容：茶聚、分享健康資訊 

名額：12人  

全免 
周姑娘 

張先生 

7-9 月小組推介 



八月中心活動推介 

 

○1 8月靚湯及講座 

日期：8月 7日(星期一) 

      農曆閏六月十六 

時間：下午 2:00 

地點：中心 

靚湯：羅漢果瘦肉湯 

講題：認識抑鬱症 

對象：會員 

名額：40位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吳先生 

備註：活動開始後 15分鐘將暫停進場 

 

○2 義工探索遊 

日期：8月 10日(星期四) 

      農曆閏六月十九 

集合時間：上午 9:15 

集合地點：中心 

內容：大埔舊警署(綠匯學苑)、石門富臨皇宮、 

      西九龍文化區 M+展亭「廣東快車」、Mikiki商場 

對象：義工(優先報名) 

名額：22位 

費用：$80 

負責同工：吳先生 

 

○3 佈道技巧手工課程 

日期：7月 27日(星期四)農曆閏六月初五 

      8月 16日(星期三)農曆閏六月廿五 

      8月 30日(星期三)農曆七月初九 

時間：下午 2:00 

地點：中心 

內容：學習佈道手工及佈道技巧 

對象：會員    

名額：10名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張先生 

 

 

滿 



 

○4 健康檢查 

日期：8月 17日(星期四) 

      農曆閏六月廿六 

時間：上午 9:15 

地點：中心 

內容：磅重、量血壓、膽固醇、血糖、 

   血氧、洗耳、肺容量測試、切藥 

對象：會員/非會員  

名額：25位 

費用：肺容量測試$3、膽固醇$20、血糖$5 

      、洗耳$1、其他項目免費 

負責同工：張先生 

備註： 

1)首 25位房協住戶膽固醇及血糖免費膽固醇及血糖，請在 3小時前停止進食 

2)若需驗血糖或膽固醇，請請在 3小時前停止進食。 

○5 愛日軒 

日期：8月 17日(星期四) 

      農曆閏六月廿六 

時間：下午 2:00 

地點：中心 

內容：提供廉價下午茶 

特點：咖喱蘿蔔魚旦 

對象：會員    

名額：30名    

費用：代用券$10 

負責同工：吳先生 

○6 逍遙一派 

日期：8月 19日(星期六) 

      農曆閏六月廿八 

時間：上午 10:00 

地點：中心 

內容：香薰治療講座 

對象：會員    

名額：30名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張先生. 

備註：頭 30位出席者可獲小禮物乙份 

○7 外展檢查 

日期：8月 22日(星期二) 

      農曆七月初一 

時間：下午 2:30 

地點：玉蓮台一座空地 

內容：磅重、度高、量血壓、測脂肪、 

      量血氧、手握力測試 

對象：60歲或以上花園大廈住戶    

名額：30名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葉姑娘 

○8 歷史清宮遊 

日期：8月 24日(星期四) 

      農曆七月初三 

集合時間：下午 1:15 

集合地點：中心 

內容：參觀「萬壽載德-清宮帝后誕辰慶

典」 

對象：會員    

名額：22名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劉姑娘 

 

 



 

保健閣 
日期：8月 10 、24、31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3:00 – 下午 4:00 
日期：8月 5、12、26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 – 上午 11:00 

地點：中心 

內容：○1 量體重○2 量血壓○3 量血氧○4 切藥
服務○5 查詢醫療券餘下的金額○6 專人協助
申請長者卡 
對象：會員 

名額：不限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張先生 

耆英劇場 
日期：8月 8、15、22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00 – 下午 3:30 
地點：中心 

內容：播放著名歌手演唱會、經典電影 

對象：會員 

名額：不限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劉姑娘 

日期 8/8 15/8 22/8 

片名 帝女花 

(1959) 

梅艷芳 

演唱會 

陳世美與 

秦香蓮 
 

 

生前顧後計劃 
○1 透過生死教育活動協助長者探討「生命價值」及「生命意義」，藉由建立更

正面及更積極的人生觀 

○2 藉著參觀及體驗活動，增加長者及社區人對殯葬服務及殯葬事宜的認識並

且減少他們對死亡的恐懼 

○3 協助長者有計劃地安排身後事宜，並按其意願執行 

服務對象：觀塘區獨居長者、雙老長者及長者家屬 

計劃一(道教/佛教儀式) 

形式:醫院或殮房直接出殯 
計劃五(基督教) 

形式:醫院或殮房直接出殯 

01.代領死亡証 

02.代訂火化爐 

03.標準欖型靈柩 

04.棺木內絲綢裝裱 

05.瓷漆灰打桶 

06.灰包棉枕 

07.中國超等壽衣 

08.子孫被一張 

09.遺體清潔、化粧、 

   穿壽衣 

10.西式棺木名牌貼 

11.祭品全套 

12.香燭全套 

13.十二吋遺照連相架 

14.遺屬孝服 

15.遺屬腰帶頭蓋 

16.遺屬蔴衣 

17.遺屬孝花黑紗 

18.吉儀封、禮簿、筆 

19.路票 

20.遺體口含「金銀珠」 

21.法師開路運財 

22.法師上山英雄 

23.仵工專責搬運遺體 

24.仵工出殯 

25.靈車接送遺體 

26.靈車出殯 

27.利是雜項費用 

28.56座旅遊車接送 

01.代領死亡証 

02.代訂火化爐 

03.標準欖型靈柩 

04.棺木內絲綢裝裱 

05.瓷漆灰打桶 

06.白色枕頭一個 

07.中國超等壽衣 

08.繡金十字被一張 

09.遺體清潔、化粧、 

   穿壽衣 

10.棺面名牌一個 

11.鮮花一束 

12.菊花 

 

13.十二吋遺照連相架 

14.遺屬孝服 

15 遺屬黑紗 

16.遺屬黑腰帶 

17.白洋燭 2對 

18 棺面十字架一個     

19.吉儀封、禮簿、筆 

20.利是雜項費用 

21.仵工出殯 

22.仵工專責搬運遺體 

23.靈車接送遺體 

24.靈車出殯 

25.56座旅遊車接送 

*中心設有其他計劃或對任何有關生死教育、遺囑及殯葬個案服務等事宜查詢，歡迎於辦 

 工時間內致電 2342 2452向劉姑娘或張先生查詢。 
 

我們需要您鼎力支持本計劃，不但襄助長者救急解困，也表達與貧窮人逆境共

生的守望之情。 

捐款方法：直接存入東亞銀行戶口:531-10-53722-5 或 與中心職員聯絡。 
 

 

$14910 $14910 



我們需要您的支持! 

義工發展服務 

 

無論你是甚麼年紀，有甚麼技能，只要有心志及興趣服務本區或有需要人

士，發展自我潛能，歡迎加入我們的義工隊，協助本中心推行不同的義工

服務，關心社區，服務社群。 

 服務內容： 

  ●上門探訪         ●生日會      ●協助售賣奶粉 

  ●愛日軒           ●健康檢查     ●賣旗壽款 

○1 義工會議 

日期：8月 7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0:30 

地點：中心 

內容：向義工介紹本月義工活動、服務及培 

      訓 

對象：義工/有興趣登記義工人士 

費用：全免 

名額：不限 

負責同工：葉姑娘 

○2 環保耆兵 

日期：9月 4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3:00 

地點：中心 

內容：義工們學習製作環保手工 

對象：義工隊 

費用：全免 

名額：30人 

負責同工：葉姑娘 

機構賣旗日 
日期：11月 25日(星期六) 

時間：7:00 

地點：牛頭角 / 旺角 

內容：賣旗服務，善款將會用於扶貧服務、長者服務、有特殊學習需要兒童服 

      務及支援所有服務中心 

對象：會員/非會員 

名額：不限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劉姑娘 

 

2017-2018 義工大招募 

凡報名並且當日出席者將有以下禮物 

牛頭角區 旺角區 

                                                                       

                                                                                       

 

藥油 

一公斤米 



 

若有任何更改，恕不另作通告。如有任何爭議，本中心保留一切最終決定權。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地點及名額 對象及費用 負責同工 

 1 靚湯及講座 
日期：9月11日(星期一)   農曆七月廿一 
時間：下午2:00 

講座：認識中暑之危險性及預防妙法  靚湯：冬瓜薏米豬骨湯 

地點:中心 
名額：40名 

對象:會員 
費用：全免 

吳先生 

2 2 健康檢查 

日期：9月14日(星期四)   農曆七月廿四 
時間：上午9:15 

內容：為長者磅重、量血壓、驗膽固醇、驗血氧、驗血糖、 

      肺容量測試 

備註：首 25名花園大廈住戶參加者，可免費檢驗膽固醇及血糖 

地點:中心 
名額：25名 

對象:會員 
費用：膽固醇$20、

血糖$5、洗耳$1、

肺容量測試$3、其

他檢查全免 

張先生 

3 愛日軒 
日期：9月14日(星期四)   農曆七月廿四 
時間：下午2:00 

內容：提供廉價下午茶   特點：水果布丁 

地點:中心 
名額：30名 

對象:會員 
費用： 

代用券$10 

吳先生 

4 循道賀中秋 
日期：9月18日(星期一)   農曆七月廿八 
時間：下午2:00 

內容：唱歌、玩遊戲、抽獎及派發月餅 

地點: 

百靈樓禮堂 
名額：50名 

對象:會員/非會員 
費用：$30/$40 

吳先生 

5 長者遠足遊 

日期：9月20日(星期三)  農曆八月初一 
集合時間：上午11:15 

內容：暢遊長洲小長城 

備註：參加者需自備車費 

集合地點:中心 
名額：20名 

對象:會員 
費用：全免 

張先生 

6 
活出精彩 
佈道會 

日期：9月21日(星期四)  農曆八月初二 
時間：下午2:00 

內容：福音粵曲、福音魔術、信息分享 

備註：出席者可獲禮物乙份 

地點: 

百靈樓禮堂 
名額：60名 

對象:會員/非會員 
費用：全免 

張先生 

7 剪髮服務 
日期：9月25日(星期一)  農曆八月初六 
時間：下午2:00 

內容：為長者提供免費剪髮服務 

地點:中心 
名額：20名 

對象:會員 
費用：全免 

吳先生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關懷長者中心 2017年9月活動 
(以下部份活動於8月開始發售，如有修改均以中心通告為準)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 
12:00 關懷飯堂 

2:00  會員入會/續會 

2:00  時事齊齊講 

2 

12:00  關懷飯堂  

3 
9:45   魔術班 

12:00  關懷飯堂 

2:00   第一場家會 

3:30   「棋」樂日 

4 
9:30  第二場家會 

11:00 第三場家會 

12:00 關懷飯堂 

2:00  第四場家會 

5 
10:00 保健閣 
 

6 

 

7  
9:45  中文班 

10:30 義工會 

12:00 關懷飯堂 

2:00  靚湯及講座 

8 
9:45  英文班 

12:00 關懷飯堂 

2:00  會員入會/續會 

2:00  耆英劇場 

9 
9:45   強健好輕鬆 

12:00  關懷飯堂 

10 

9:15   義工探索遊 

12:00  關懷飯堂 

3:00   保健閣 

11  
12:00 關懷飯堂 

2:00  關懷里 

 

12 
10:00 保健閣 

 

13 

 

14 
12:00 關懷飯堂 

 

15 
9:45  英文班 

12:00 關懷飯堂 

2:00  會員入會/續會 

2:00  耆英劇場 

16 
9:45   強健好輕鬆 

12:00  關懷飯堂 

2:00  佈道技巧手工 

       課程 

 

17 
9:15   健康檢查 

12:00  關懷飯堂 

2:00   愛日軒 

18 
12:00 關懷飯堂 

2:00  關懷里  

19 
10:00 逍遙一派 

20 
 

21 
9:45  中文班 

12:00 關懷飯堂 

 

22 

9:45  英文班 

12:00 關懷飯堂 

2:00  會員入會/續會 

2:00  耆英劇場 

2:30  外展檢查 

23 

9:45   強健好輕鬆 

12:00  關懷飯堂 

24 

9:45   魔術班 

12:00  關懷飯堂 

1:15   歷史清宮遊 

25 
12:00  關懷飯堂 

2:00   關懷里 

 

26 
10:00 保健閣 
 

 

27 

 

28 
9:45  中文班 

12:00 關懷飯堂 

 

29 

9:45  英文班 

12:00 關懷飯堂 

2:00  會員入會/續會 

 

30 
12:00  關懷飯堂 

2:00   佈道技巧手工 

       課程 

31 

9:30   加營素及怡保 

       康售賣日 

12:00  關懷飯堂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關懷長者中心 

2017年 8月份時間表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關懷長者中心 
老有所為-義工計劃 

長幼廚房系列 

○1 義工訓練(一) 

日期：9月 25日(星期一) 

      農曆八月初六 

時間：上午 9:30-11:30 

地點：中心 

內容：-學習和兒童相處的態度和技巧 

      -製作食品(糯米糍) 

      -食物安全 

對象：55歲以上    

名額：20名    

負責同工：劉姑娘 

○2 長幼廚房 

日期：10月 14日(星期六) 

      農曆八月廿五 

時間：上午 10:00-12:00 

地點：中心 

內容：長者義工帶領兒童製作食品 

對象：已參加「義工 

      訓練(一)」的 

      義工 

名額：20名    

負責同工：劉姑娘 

天糧網 – 短期食物援助服務 

服務目的： 

為弱勢人士或家庭提供短期食物援助，以協助其解決在生活開支上遇到的短

暫困難。 

服務對象：○1 長者、○2 低收入人士及家庭、○3 失業人士、○4 新來港人士 

每月入息及資產限額如下： 

住戶人數 每月入息限額 實際入息水平 每月資產限額 

1人 $10,000 $10,526 $88,500 

2人 $16,600 $17,473 $120,00 

3人 $18,900 $19,894 $180,000 

4人 $22,100 $23,263 $240,000 
＊每名年滿 60歲的申請人或住戶成員可獲增加$35,000的額外資產限額。 
 

更多住戶人數入息限額、實際入息水平及每月資產限額，歡迎與中心職員查詢。 

公營醫院收費調整 2017年 6月 18日生效 

項目 費用 
急症室服務 $100  $180 

普通科門診費 $45  $50 

專科門診首次診症費 $100  $135 

其後每次診症費 $60  $80  

急症病床住院費 $100  $120 

社康護理服務收費則維持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