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QS1-4.3 LTNEC 

共 550份 

<中心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四 上午  9:00 - 下午  6:00 

星期五 
上午  9:00 - 下午 12:30 

下午  1:30 - 下午  6:00 

星期六 上午  8:30 - 下午 12:30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2020 年 12月份通訊 
 

 

 

 

 

 

下次家會 

日期 時間 

1月 6日(星期三)  樂信家 

1月 6日(星期三)  樂仁家 
(農曆十一月廿三) 

上午 9:30 

下午 2:15 

1月 7日(星期四)  樂旺家 

1月 7日(星期四)  樂誠家 
(農曆十一月廿四) 

上午 9:30 

下午 2:15 

1月 8日(星期五)  樂和家 (農曆十一月廿五) 上午 9:30 

為本月第一場樂信家家會期間，購買旅行活動時可坐較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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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KTMSS Lam Tin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九龍藍田平田村平仁樓地下                電話：2346 6775 

Unit 5,G/F., Ping Yan House, Ping Tin Estate                    傳真：2346 6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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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5 服務質素人力資源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招聘、調配及晉升職員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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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才可

享有會員優惠價。 

2 中心不設電話留位服務或電話報名服務，如會員需購買活動門票，請於售票時間

帶同會員證到中心辦理手續。 

3 中心售票時間：星期一至四上午 9:00-下午 4:15、星期五上午 9:00-中午 12:30、 

                                                                                            下午 1:30-4:15、星期六上午 8:30-下午 12: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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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中心設有流動電話，方便在戶外活動時聯絡大家，電話號碼：6984 772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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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款按申請

日期先後通知，活動進行或完成後概不退款。 

7 中心部份活動設有派籌制度，派籌時間為該活動開始前 1小時開始，敬請留意。 

8 歡迎會員到訪中心，會員應以禮相待，互相尊重，保持和氣，切勿霸位或吵鬧打 

架。 

9    12月 25-26日聖誕節假期，中心休息兩天，12月 28日照常開放。 

10   1月 1日元旦假期，中心休息一天，1月 2日照常開放。 

11   本月介紹 SQS5之內容，如有疑問，歡迎向職員查詢。 

 
12   為有效加強疾病防控，進入中心參加活動時均需佩戴口罩、量度體溫及洗手。 

13   由於疫情關係，中心內舉行家會的人數有所限制及需要預約。 

14   各活動抽籤日期請參閱中心海報。 

 

   

天氣惡劣時中心開放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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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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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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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組名稱 日期及時間 費用及名額 負責同工 

1 普通話入門班(1) 

日期:1月 11、25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9:30-10:15(共 2堂) 

內容:學習簡單普通話 

費用:全免 

名額:6人 
謝慕津姑娘 

2 中文班(3) 

日期:1月 5、12、26日、2月 2日(星期二，共 4堂) 

時間:上午 9:00-9:30(共 4堂) 

內容:教授成語及錯別字   

 

費用:10元 

名額：6人  

 

李焯敏姑娘 

 

3 

 

中文班(4) 

日期:1月 5、12、26日、2月 2日(星期二，共 4堂) 

時間:上午 9:45-10:15(共 4堂) 

內容:教授成語及 錯別字   

 

費用:10元 

名額：6人  

 

李焯敏姑娘 

4 
硬地滾球班 

(1-3月) 

日期:1月 13、27、3月 17、24日(星期三，共 4堂) 

時間:下午 2:30-3:15 

內容:學習硬地滾球的玩法 

費用：10元 

名額：12人 

 

石英傑先生 

 

5 

功夫傳耆 

(1-3月) 

日期:1月 13、27、3月 17、24日(星期三，共 4堂) 

時間:上午 10：15 - 11：00 

內容:教授詠春拳 

費用：10元 

:名額：12人 

 

石英傑先生 

6 
樂齡松柏團 

(1-3月) 

日期:1月 15、22、29日、2月 19、26日、 

:3月 12、19、26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9：00-10:00(共 8堂) 

內容:遊戲、唱詩及簡單經文分享   

費用：全免 

名額：不限 
張國棟先生 

7 
長者 WhatsApp班

(1月) 

日期：1月 11-14、25-28日(逢星期一至四，共 8堂)

每星期只上 1堂 

時間：上午 10：00 – 10：45 

下午 2：00 – 2：45 

內容：學習 WhatsApp各種功能的應用 

費用：全免 

名額：每班 4人 
譚啟生先生 

8 
長者 WeChat班 

(1月) 

日期：1月 15、29日(逢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00 – 10：45 

 下午 2：00 – 2：45 

內容：學習 WeChat各種功能的應用 

費用：全免 

名額：每班 4人 
譚啟生先生 

9 韓語學堂 

日期:1月 15、29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3:30-4:15(共 2堂) 

內容:教授簡單韓語(日常用語、韓國食品) 

費用：全免 

名額：6人 

謝慕津姑娘 

陳偉玲姑娘 

由於版面有限，內容詳情請參閱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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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中心活動 

          ○1 動動腦筋(一) 

日期：2020年 12月 2-4日(星期三至五) 

(農曆十月十八至二十)  

時間：上午 9:00-下午 5:00 

地點：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內容：透過動動腦筋(一)活動，期望透過

遊戲，讓長者重溫昔日所學成語。 

費用：免費 

對象：中心有效會員  

名額：60位(滿額即止)   

負責同工：江怡姑娘 

 

○2 樂齡賀聖誕 

日期：2020年 12月 8日(星期二) 

(農曆十月廿四)  

時間：第一場:10:00 

      第二場:11:00 

      第三場:2:30 

      第四場:3:30  

地點：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內容：與中心會員一同唱歌、玩遊戲歡渡聖 

誕   

費用：$30  

對象：中心有效會員  

名額：每場 20位  

負責同工：陳偉玲姑娘、張國棟先生 

○3 愛逸軒 12月 

日期：2020年 12月 9日(星期三) 

(農曆十月廿五) 

時間：下午 2：30 

地點：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內容：提供廉價食品 

是日特點：糯米飯 

費用：$5 (愛逸軒代用券) 

對象：中心有效會員 

名額：60位 

負責同工：梁少玲姑娘 

備註： 

1) 食物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2) 因疫情關係，只提供外賣服務 

3) 自攜食物盒 

○4 樂齡理髮站(12月) 

日期：12月 10日(星期四) 

      (農曆十月廿六) 

時間：上午 11：00 

地點：中心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邀請義工為長者進行理髮 

費用：會員 10元 

名額：15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負責同工：石英傑先生 

○5 甜品達人 

日期：12月 17、24日(星期四) 

      (農曆十一月初三、初十) 

時間：下午 3：30 

地點：中心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製作甜品(芝士蛋糕、木糠布甸) 

費用：20元 

名額：6位(額滿抽籤) 

負責同工：謝慕津姑娘 

○6 聖誕飾物班 

日期：12月 22日(星期二) 

(農曆十一月初八) 

時間：上午 11:30     

地點：中心 

內容：教授製作簡單聖誕飾物的技巧，增 

添聖誕氣氛 

對象：有效會員 

費用：$10 

名額：6位(額滿抽籤) 

負責同工：梁少玲姑娘 

由於版面有限，內容詳情請參閱海報  



                                    第四頁/第十一頁 

○7 樂齡沙龍 

日期：12月 14日(星期一) 

      (農曆十月三十) 

時間：下午 2：30 

地點：中心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為長者染髮 

費用：會員 20元 

名額：8位 

負責同工：謝慕津姑娘、李焯敏姑娘 

○8 小城故事(油麻地篇)  

日期：2020年 12月 16日(星期三) 

    (農曆十一月初二) 

時間：上午 9：30(出發) 

集合地點：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參觀油麻地新玉石市場及油麻地果欄

(玉石市場已清拆，重遊回顧惜日回

憶) 

費用：全免(交通自費) 

名額：8人(額滿抽籤) 

負責同工：江怡姑娘 

注意:1)活動需要填寫健康申報表 

     2)活動期間參加者必需罩上口罩及量體 

:溫。 

○9 做個精明消費者(食物篇)  

日期：2020年 12月 19日(星期六) 

      (農曆十一月初五) 

時間：上午 9:00至 9:45 

地點：中心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介紹閱讀食物營養標籤的用處、讓

長者掌握閱讀食物營養標籤的技

巧。 

費用：全免 

名額：20人(名額有限，額滿抽籤) 

負責同工：葉婉羚姑娘、陳偉玲姑娘 

 

○10 品味人生–咖啡篇 

日期:2020年 12月 23、30日(星期三) 

(農曆十一月初九、十六) 

時間:上午 11:00-11:45 

地點:中心 

內容:透過品嚐咖啡及曲奇，讓參加者放鬆心 

情 

對象:中心會員 

收費:$5 

名額:6位 (名額有限，額滿抽籤) 

負責同工:李焯敏姑娘 

 

○11 品味人生–紅酒篇 

日期:2020年 12月 29(星期二) 

(農曆十一月十五) 

時間:下午 3:00-3:45 

地點:中心 

內容:介紹不同國家紅酒，讓長者淺嚐紅 

酒 

對象:中心會員 

收費:$5 

名額:6位 (名額有限，額滿抽籤) 

負責同工:李焯敏姑娘 

○12 做個精明消費者(防疫篇) 

日期: 2020年 12月 30日(星期三) 

      (農曆十一月十六)  

時間: 下午 2:00至 2:45 

地點:中心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 教育長者如何正確選擇正確的防疫用

品，例如口罩、洗手液、消毒紙巾

等。 

費用：全免 

名額:20位(名額有限，額滿抽籤)    

負責同工: 葉婉羚姑娘、陳偉玲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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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月愛逸軒  

日期：12月 9日 (星期三)            

時間：下午 2:00-4:00  

地點：中心 

內容：協助派發及登記 

對象：義工/有興趣登記之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3位 

負責同工：梁少玲姑娘 

○2 義工會 

日期：12月 12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 9:00-9:45   (時段 1) 

      上午 11:00-11:45 (時段 2) 

地點：中心 

內容：本月義工活動、服務及培訓 

對象：義工/有興趣登記之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每時段 12人 

負責同工：梁少玲姑娘、江怡姑娘 

備註：為免人群聚集，如有興趣請致電梁 

少玲姑娘預約出席時間。 

○3 聖誕節派對  

日期：12月 19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00-上午 11:30 (時段 1) 

      中午 12:00-中午 12:30 (時段 2) 

地點：中心 

內容：提供一個輕鬆及歡樂的環境，與義

工共聚聖誕節 

對象：義工/有興趣登記之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7位 

負責同工：梁少玲姑娘  

○4 社關：致電關懷長者(12月) 

日期：12月 15、17日(星期二、四) 

時間：將會在 12月義工會公佈 

地點：中心 

內容： 藉電話慰問，關心區內的 

      獨居長者 

對象：義工/有興趣登記之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7位 

負責同工：梁少玲姑娘 

○5 樂齡行山團-太平山頂篇                   

日期：12月 23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8:45-下午 2:00      

地點：中心 

內容：透過行山的康樂活動，與義工們放

鬆心情。 

對象：義工/有興趣登記之義工 

費用：$10(按金) 

名額：4位 (藍田樂齡鄰舍中心)(額滿抽

籤) 

      4位 (關懷長者中心)(額滿抽籤) 

負責同工：江怡姑娘 

備註︰ 

1. 是次活動 5人參與才成團，否則取消 

2. 請自行自備乾糧 

3. 逾時不侯 

○6 關顧義工大行動                   

 

義工發展服務 

如有任何有關義工服務的問題，歡迎向梁少玲姑娘及江怡姑娘查詢。電話：2346 6775 

日期：12月 31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30-中午 12:30      

地點：藍田區 

內容： 協助派發防疫物資及心意卡，

以關心區內人士 

對象：義工/有興趣登記之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6位 

負責同工：江怡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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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抗疫小貼士 

 接納自己的情緒反應：不壓抑、不逃避、不抗拒 

 明白擔心源於對將來的憂慮，嘗試將注意力帶回現在，尤其是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上 

 學習放慢自己的步伐，留心平時忽略的東西，例如窗外的風景、洗手時的水溫等 

 安排一些可以令自己心情舒暢的家中活動，例如聽音樂、唱歌、練習書法、種花等 

 定時做鬆弛練習，如腹式呼吸法、靜觀呼吸等，令繃緊的身心可以得到紓緩 

資料來源:衛生署---安心抗疫：面對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心理調適 (elderly.gov.hk) 

○1 護聯網一聚(12月) 

日期： 2020年 12月 7日 (星期一) 

       時間：上午 9:15-9:45(第一場) 

             上午 10:00-10:30(第二場) 

地點：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內容：護老資訊分享  

對象：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每時段 10人(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陳偉玲姑娘 張國棟先生 

備註：為免人群聚集，如有興趣請致電 

   陳姑娘/張生預約出席時間 

○2 護老聖誕手工樂 

日期：2020年 12月 21日 (星期一) 

時間：下午 2:30-3:30 

地點：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內容：與護老者動動手，做手工，歡度聖誕 

對象：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10人(額滿即止) 

負責同事：陳偉玲姑娘 

○3 護老資源閣(12月) 

如要訂購奶粉，請與張國棟先生及陳偉玲姑

娘聯絡。 

三花訂購日期:12月 1日-12月 9日 

加營素訂購日期:12月 1日-12月 26日 

金裝加營素 $167/罐 

怡保康 $207/罐 

低糖加營素 $172/罐 

活力加營素 $192/罐 

三花柏齡 $80/罐 

三花健骨 $80/罐 

三花雙效 $105/罐 

三花活關節 $90/罐 

 

 

服務對象：凡照顧至少一名 60歲或以

上長者的人士

提供服務： 

＊輔導/情緒支援   

＊善終/善別服務 

＊互助小組      

＊訓練課程 

＊復康用品借用(包括輪椅、拐杖、助行架、便椅等) 

＊優惠服務(協助訂購用品) 

護老者活動 
 

如有任何有關護老者服務的問題，歡迎向陳偉玲姑娘和張國棟先生查詢。電話：2346 6775 

電話：2346 6775  

https://www.elderly.gov.hk/tc_chi/healthy_ageing/mental_health/covid_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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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單身一族會 

日期︰12月 11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 2:15-2:45 / 下午 3:00-3:30  

地點︰中心 

內容︰為獨居長者提供社區資訊 

對象︰獨居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20人/20人 

負責同工︰梁葉漢先生 

○2 叻叻!gogo! 

日期︰12月 10,17.24日(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 2:00-3:00 

地點︰中心 

內容︰為長者提供創新遊戲及室內歷奇的體

驗 

對象︰獨居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6人 

負責同工︰梁葉漢先生 

 ○3 樂齡理髮站(12月) 

日期：12月 11日(星期五) 

      (農曆十月廿七) 

時間：上午 11：00 

地點：中心 

對象：獨居及領取綜援之會員 

內容：邀請義工為長者進行理髮服務 

費用：免費 

名額：15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負責同工：石英傑先生 

 ○4 同路人小組 

日期︰12月 5、12、19日  

(逢星期六)(共 3堂) 

時間︰上午 11:00-12:00 

地點︰中心 

內容︰以小組形式分享情緒 

對象︰獨居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8人 

負責同工︰梁葉漢先生 

○5 樂齡獨居齊做冬 

日期︰12月 18日 (星期五) 

(農曆十一月初四) 

時間︰上午 11:00-11:45  

地點︰中心 

內容︰為獨居長者提供節日活動、一同過

冬 

對象︰獨居會員 

費用︰$30 

名額︰30人/25人 

負責同工︰梁葉漢先生 

備註:因應疫情緣故，只供外賣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單身一族活動 
 
 
 
 

如對上述活動有任何問題，歡迎向梁葉漢先生查詢。     電話：2346 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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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認知障礙症服務簡介 
支援認知障礙症服務是為懷疑患上認知障礙症之長者及其照顧者提供服務，透

過訓練、小組活動及社區教育，保持長者自我照顧能力、支援照顧者需要及提

升社區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 

○1 智得耆樂(三) 

日期：1月 5、7、12、14日 

   (逢星期二、四)(共四節) 

時間：下午 4:00-5:00 

地點：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內容：透過認知訓練（主題：家居生活導 

向）鞏固生活技能，維持活力，減 

輕家人照顧壓力 

對象：認知障礙症患者 

費用：全免 

名額：6位 

○2 智醒目講座(1) 

日期：1月 16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30-11:30 

地點：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內容：分享認知障礙症的病因，初、 

中、後期之症狀，如何面對患者及 

相處之注意事項 

對象：不限 

費用：全免 

名額：15位 

○3 智得耆樂(四) 

日期：1月 20、22、27、29日 

   (逢星期三、五)(共四節) 

時間：下午 4:00-5:00 

地點：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內容：透過認知訓練（主題：家居生活導 

向；個人護理）鞏固生活技能，維 

持活力，減輕家人照顧壓力 

對象：認知障礙症患者 

費用：全免 

名額：6位 

○4 智樂同學會(2月) 

日期：2月 2、4、9、11日 

   (逢星期二、四)(共四節) 

時間：下午 4:00-5:00 

地點：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內容：透過認知訓練（主題：腦部刺 

激遊戲、慶祝節日）提升刺激腦部， 

緩慢退化速度 

對象：認知障礙症長者 

費用：全免 

名額：6位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如有任何關於支援認知障礙症服務的查詢，歡迎向譚曉峰及石英傑先生聯絡。       電話：2346 6775 

服務對象 
 六十歲或以上，懷疑患上認知障

礙症之長者及其照顧者 

服務範圍 
藍田區 

提供服務 
 認知及運動訓練 

 提供社區及認知障礙症資訊 

 外借認知訓練玩具 

 轉介服務 

 社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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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需要護老者提供日常生活支援服務 
服務內容： 

 區內外出陪伴服務 

 代購生活日常用品 

 日間看顧服務 

 協助訂購醫療、營養用品 

對    象：有需要護老者 

申請方法： 

請最少七個工作天前向中心申請並由社工進行評估。 

詳情請向負責有需要護老者服務同事聯絡 

○1 同守聖誕工作坊 

日期：12月 19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2：45(第一場) 

      下午 3：00-3：45(第二場) 

地點：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內容：邀請導師教授製作聖誕花環， 

讓參加者放鬆心情，共渡佳節。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及其受照顧長者優先 

費用：$20 

名額：每場 6人 （額滿後備） 

備註：12月 14日下午 2:00開放予會員報名 

負責同工：陳浚彥先生 

○2 有需要護老者拉筋班 3 

日期：12月 10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9:15至上午 9:45 

地點：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内容：教授膝關節伸展動作，強化肌 

肉及關節靈活性，減少痛楚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及其受照顧長者 

收費：全免 

名額：10人 

負責同工：葉婉羚姑娘 

備註 :請穿著輕便運動服裝及運動鞋 

○3 同守互勉小組（1-3月） 

日期：2021年 1月 11、25日、              

3月 8、15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1：00-11：30 

地點：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內容：透過遊戲和分享，舒緩照顧情緒，

互相支持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6人 

負責同工：陳浚彥先生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支援有需要護老者活動 
 

 

有關有需要護老者服務查詢，歡迎聯絡陳浚彥先生或葉婉羚姑娘。  電話：2346 6775 

圖片只供參考 

滿 



1 十七 2 十八 3 十九 4 二十 5 廿一 6 廿二
10:00 功夫傳奇(公園) 9:00 動動腦筋(一) 9:00 動動腦筋(一) 9:00 動動腦筋(一) 9:00 義工關懷大行動
10:00 WHATSAPP 班 9:30 家會 9:30 家會 9:30 家會 2:00 同守互勉關懷大行動

10:45 功夫傳奇(公園) 2:15 家會 2:15 家會 2:15 家會
2:00 WHATSAPP 班 4:00 智樂小達人 4:00 智樂小達人
2:30 硬地滾球
2:30 保健站
3:00 智樂檢測站(二)
3:15 硬地滾球

7 廿三 8 廿四 9 廿五 10 廿六 11 廿七 12 廿八 13 廿九
9:00 護老會(1) 10:00 樂齡賀聖誕(1) 10:00 WHATSAPP 班 9:15 有需要護老者拉筋班3 9:00 樂齡松柏團 9:00 義工會(1)

10:00 護老會(2) 11:00 樂齡賀聖誕(2) 10:00 電話關顧新會員 10:00 地壺球班 10:00 WECHAT 班 10:00 抗疫資訊
10:00 WHATSAPP 班 2:30 樂齡賀聖誕(3) 10:00 籃球體驗日 10:00 WHATSAPP 班 11:00 樂齡理髮站(12月) 11:00 義工會(2)
2:00 但以理成長小組 3:00 智樂檢測站(三) 2:00 WHATSAPP 班 11:00 樂齡理髮站(12月) 2:00 WECHAT 班
2:00 WHATSAPP 班 3:30 樂齡賀聖誕(4) 2:00 愛逸軒 2:00 WHATSAPP 班 2:15 單身一族會(1)
4:00 結伴同行好陽光 4:00 智樂小達人 2:00 叻叻!GO GO! 3:00 單身一族會(2)

4:00 智樂同學會12月

14 三十 15 一月 16 初二 17 初三 18 初四 19 初五 20 初六
10:00 WHATSAPP 班 10:00 WHATSAPP 班 9:30 小城故事 - 油麻地篇 10:00 WHATSAPP 班 9:00 樂齡崇拜 9:00 做個精明消費者-(食物篇)

11:00 同守互勉小組 10:00 地壺球班 2:00 WHATSAPP 班 10:00 WECHAT 班 11:00 義工聖誕派對
2:00 但以理成長小組 2:30 保健站 2:00 叻叻!GO GO! 11:00 樂齡獨居齊做冬(1) 2:00 同守聖誕工作坊(1)
2:00 WHATSAPP 班 2:00 WHATSAPP 班 3:30 甜品達人 2:00 WECHAT 班 3:00 同守聖誕工作坊(2)
2:30 樂齡沙龍 3:15 聯合職員會 4:00 智樂同學會12月
4:00 結伴同行好陽光

21 初七 22 初八 23 初九 24 初十 25 十一 26 十二 27 十三
10:00 WHATSAPP 班 10:00 WHATSAPP 班 8:45 樂齡行山團-太平山頂篇 10:00 WHATSAPP 班
10:00 地壺球班 10:00 地壺球班 10:00 WHATSAPP 班 2:00 WHATSAPP 班
2:00 WHATSAPP 班 11:30 聖誕飾物班 11:00 品味人生-咖啡篇 2:00 叻叻!GO GO!
2:30 護老聖誕手工樂 2:00 WHATSAPP 班 2:00 WHATSAPP 班 3:30 甜品達人
4:00 結伴同行好陽光 4:00 智樂同學會12月

28 十四 29 十五 30 十六 31 十七
10:00 WHATSAPP 班 10:00 WHATSAPP 班 10:00 WHATSAPP 班 10:00 WHATSAPP 班
2:00 WHATSAPP 班 2:00 WHATSAPP 班 10:00 電話關顧年長會員 10:30 關顧義工大行動
4:00 結伴同行好陽光 2:30 保健站 11:00 品味人生-咖啡篇 2:00 WHATSAPP 班

2:30 健康靚湯 2:00 WHATSAPP 班 2:00 健康檢查
3:00 品味人生-紅酒篇 2:00 做個精明消費者-(防疫篇) 4:00 智樂同學會12月

所有活動/小組需配合政府防疫措施及限聚令要求，而安排參與人數。

聖誕節假期 聖誕節假期

機構聖誕聯歡

2:00 職員會

社區日

星期六 星期日星期四 星期五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份時間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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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費用 負責同工 

1  1-3月生日會 

1月13日(星期三)(農曆十二月初一)                       上午10:00 

內容:1-3月生日的長者可獲2隻紅雞蛋及金壽桃1個 

地點:中心                                                 

名額:40位                                                  

 

對象:會員 

費用:全免 

 

 

張國棟先生 

2  情緒樂融融 

1月 15日(星期五) (農曆十二月初三)                  下午 2:00 

地點：中心  

內容︰此活動幫助長者認識情緒、壓力來源，並向長者分享一些有效應對情緒

問題的方法，讓長者可以保持身心健康。 

名額:10 人(額滿抽籤)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張國棟先生 

3  新春飾物(一) 

1月28日(星期四) (農曆十二月十六)                    上午9:30 
地點：中心  

內容：製作新春佈置                           
名額：6人(額滿抽籤)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10元 

江怡姑娘 

4  新春飾物(二) 

1月 28日(星期四)(農曆十二月十六)                   上午 10:30 

地點：中心  

內容︰製作新春佈置                           

名額：6 人(額滿抽籤)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會員10元 
江怡姑娘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藍田樂齡鄰舍中心2021年1月活動 
(以下部份 ,活動於12月開始發售，如有修改均以中心通告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