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 250份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關懷長者中心                                                                                                                                                                                                            

2021年 10月份通訊 
 <中心開放時間> <中心售票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00-下午 12:30 

下午 1:30-下午 5:00 

上午 9:30-下午 12:15 

下午 1:45-下午 4:00 

星期六 上午 9:00-下午 1:00 上午 9:30-下午 12:30 

<星期三下午、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2021年 11月家會時間表 

日期 時間 

11月 2日(星期二)  第一場家會  (農曆九月廿八) 上午 9:15 

11月 2日(星期二) 第二場家會  (農曆九月廿八) 上午 11:15 

11月 3日(星期三) 第三場家會 (農曆九月廿九) 上午 9:15 

11月 3日(星期三) 第四場家會  (農曆九月廿九)) 上午 11:15 

為本月第一場家會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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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長者中心 
KTMSS Elderly Concern Centre 
    

 

 
 
 
 
 
 

九龍觀塘牛頭角道 297號玉蓮台第一座地下 G-003室            電話：2342 2452 

Flat G-003,G/F.Lotus Tower 1, 297Ngau Tau Kok Road, Kwun Tong             傳真：2342 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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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優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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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App電話，方便傳送最新通告及資訊之用，未加入的會員，請聯絡 

張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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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家會期間報名的活動及小組，需要先登記，如額滿後需抽籤，抽籤結果將於 

10月 11日(星期一)，下午 2:00公布；所有登記名單將在中心壁報將貼，敬請留意。 

7. 中心不設電話留位或電話報名服務，活動報名以繳費作實。 

8. 中心售票時間，星期一至六上午 9:30 至下午 12:00、星期一至五下午 2:00 至下午

4:30，星期三下午中心不開放及不設報名服務，敬希垂注。 

9. 10月 1日(星期五)為國慶日及 10月 14日(星期四)為重陽節，中心暫停開放。 

10.活動登記的名單，將會在抽籤後，公開張貼，敬希注意。 

11.為有效加強疾病防控，所有進入本中心人士均需佩戴口罩及量度體溫，亦需要使用消

毒搓手液或到洗手間清潔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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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護老者服務 

奶粉服務 

 

歡迎加入護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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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用復康器材                            -提供有關護老者及社區資訊 

-提供護老者訓練課程                      -護老者互助小組 

-提供減壓活動                            -護老資源閣(協助訂購醫療、營養用品) 

服務範圍: 牛頭角區 

 

如有任何有關護老者服務問題，歡迎向潘姑娘或馬嘉偉先生查詢。 

護老者家會 

日    期：10月 7日(星期四) 

時    間：上午 11:00 

地    點:關懷長者中心 

內    容：招募護老者，提供中心及社區

資訊 

對    象：護老者 

費    用：全免 

名    額：30 名(額滿即止) 

負責同工：潘姑娘/ 馬嘉偉先生 

護老者專題講座- 

中醫穴位及緩痛 

日    期：10月 16日（星期六）  

時    間：下午 2:30-3:30 

地    點:關懷長者中心 

內    容：由中醫師講解中醫穴位，讓護老

者能掌握穴位及按摩的基本手

法，則可紓緩常見不適。  

對    象：護老者  

名    額：20名  

費    用：全免 

負責同工：陳姑娘 

金裝加營素或怡保康奶粉 

日    期：10月 28日(星期四) 

11月 18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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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怡保康(900克)  $205.5 

          活力加營素(850克)$199 

負責同工：張姑娘 

三花奶粉 

訂貨日期：10月 11 - 13日(星期一至三) 

取貨日期：11月(到貨後會致電通知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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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三花高鈣健骨(800克)  $80 

          三花雙效降膽固醇(800克)$105 

負責同工：張姑娘 



10-12 月小組推介 

以下小組額滿抽籤 抽籤公佈日期: 10月 11日 (一) 下午 2:00 

 
以下 10-12月小組已經額滿，詳情請參閱九月通訊或活動海報 

1)強健好輕鬆 2)肌力運動訓練班 3)手提電話應用班 4)關長硬地滾球隊  

5)祈禱小組 6)趣味小手工 7)棋藝小組 8)關懷里 9)時代曲小組 10)小結他班 

多謝支持! 
 

 

 班組名稱 日期及時間 名額 負責同工 

1 電話諮詢站(7) 

日期：4/10、11/10、18/10、25/10（星期一） 

時間：上午 9:30-11:30  

內容：15分鐘，一對一解答智能電話疑難 

收費：全免 

備註：參加者需提前預約 

每次 8位 

（每人每

月只可登

記兩個時

段） 

 

馬嘉偉 

先生 

2 欣賞‧生命之旅   

日期：21/10、28/10、18/11、25/11、9/12、

16/12 (星期四)  

時間：下午 1:45-2:45  

內容︰藉著輕鬆的藝術活動，重整人生及重拾

智慧、寬容談論生死，活在當下  

收費:$10 

對象：會員(無須藝術經驗/未參與過表達藝術

與生死教育小組的會員優先 

6人 潘姑娘 

3 平板電腦(1)班 

日期：19/10,20/10,21/10(一連三日) 

時間：上午 9:00-10:00  

內容：學習使用平板電腦玩遊戲  

收費：全免 

6人 

馬志濤 

先生 

4 平板電腦(2)班 

日期：26/10,27/10,28/10(一連三日) 

時間：上午 9:00-10:00  

內容：學習利用平板電腦使用 Google搜索系統

和地圖 

收費：全免 

6人 

馬志濤 

先生 

5 

 

ZOOM教學班(3) 

 

日期：1/11、8/11、 15/11、22/11（星期一） 

時間：下午 14:00-14:45 

內容：教授 ZOOM的使用方法 

收費：全免 

7人 

馬嘉偉 

先生 



10 月中心活動推介 

 

義工發展服務 

2021-2022義工大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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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興趣參

與義工服務可與黃先生聯絡。 

 服務內容： 

  ●上門探訪         ●生日會      ●協助售賣奶粉 

  ●靚湯及講座        ●健康檢查     ●賣旗籌款 

義工會議 

日    期：10 月 8日(星期五)  

時    間：下午 2:00(第一場) 

下午 3:15(第二場) 

內    容：探討義工發展方向，登記義工及培

訓活動 

對    象：義工/有興趣登記義工人士 

費    用：全免 

名    額：每場 30 

負責同工：黃先生/陳先生 

義工訓練(1) 

與情緒壓力相遇 
日    期：2021 年 11月 17日(星期三) 

時    間：上午 11:00-12:00  

內    容：探討如何面對情緒和壓力。 

對    象：中心義工 

費    用：全免 

名    額：30人(額滿抽籤) 

負責同工：張國棟先生、黃先生  

備    註：2021 年 10月 8日義工會報名 

 

智 Fun天地 
日    期：13/10、20/10、27/10(三)/ 15/10、22/10、29/10（五） 

時    間：星期三:上午 11:00-12:30/ 星期五:下午 3:00-4:30 

內    容：歡迎會員預約指定時間到中心借用桌上遊戲、平板電腦、參與填色（借用只限於中心內使用） 

費    用：免費 

對    象：會員/護老者 

名    額：每節 8人(每節 45分鐘) 

備    註：每人一次只限借兩節，詳情請參閱海報  

負責同工：張姑娘 

1.疫苗注射 

日    期：10 月 11 日(星期一) 

時    間：下午 2:00 

地    點:關懷長者中心 

內    容：為長者提供免費流感及肺炎球

菌疫苗 

對    象：會員 

名    額：30人(額滿即止) 

費    用：全免 

負責同工：馬嘉偉先生  

2.靚湯及講座(10月) 
日    期：10 月 12 日(星期二) 

時    間：下午 2:00-下午 3:00 

講    座：如何提昇活動能力 

靚    湯：蕃茄薯仔豬骨湯 

對    象：會員 

名    額：30名(額滿抽籤) 

費    用：全免 

負責同工：黃先生 

備    註：開始後 15分鐘暫停進場 



    

10月中心活動推介 

 

 

 

  

3. 得閒飲茶 

日    期：10月 16日(星期六)  

時    間：中午 12:00-下午 1:30 

地    點：觀塘百樂門酒家觀塘鱷魚恤中心

8樓(需自行前往) 

內    容：長者與義工享用點心餐，共渡歡

樂時光 

對    象：中心會員 

名    額：30位(額滿抽籤) 

費    用：$35 

負責同工:李姑娘、馬志濤先生 

4. 循道生日會 (10-12月) 

日    期：10月 18日(星期一)   

時    間：下午 2:00 – 2:45(第一場) 

下午 3:15 -  4:00(第二場) 

內    容：唱歌、玩遊戲、抽獎及派發生日

禮物 

對    象： 生日/非生日會員 

名    額：50名(額滿即止)  

費    用：$10/$15 

負責同工：馬嘉偉先生 

5.健康檢查 

日    期：10月 21日（星期四） 

時    間：上午 10:00-11:30  

地    點:關懷長者中心 

內    容：為長者磅重、量血壓、心房顫動

測試和切藥丸服務 

對    象：會員 

名    額：30名  

費    用：全免 

負責同工： 馬嘉偉先生 

備    註：由於疫情關係，參加者需提前 

預約 

6.剪髮服務(2) 

日    期：10月 25日(星期一)        

時    間：下午 2:00 

地    點:關懷長者中心 

內    容：由義工為參加者提供義剪服務 

對    象：會員 

名    額：30名(額滿即止)  

費    用：全免 

負責同工： 黃先生 

備    註：參加者須在參加活動前自行洗 

頭髮    

 

7. 新會員導向（3） 

日    期：10月 26日（星期二）  

時    間：上午 10:30-11:30  

地    點:關懷長者中心 

內    容：提供平台讓新入會會員認識中心所提供的服務及社區資源 

對    象：會員 

名    額：10名 

費    用：全免 

負責同工：潘姑娘 

 



   
2021年 10月份時間表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關懷長者中心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國慶 

 

□2  廿六 

 

□3  廿七 

 

□4  廿八 

9:30 電話諮詢站 
 

□5  廿九 

9:15 第一場家會 

11:15 第二場家會 

 2:00 第三場家會 

 3:30 第四場家會 

□6  九月 

9:15 第五場家會 

11:15 第六場家會 

 2:00 第七場家會 
 

□7  初二 

10:00 棋藝小組 

11:00 護老者家會 
 

□8  初三 

10:00 小結他班 

 2:00 義工會議(一) 

 3:15 義工會議(二)  

□9  初四 

 

□10  初五 

 

□11  初六 

9:30 電話諮詢站 

2:00 疫苗注射 

□12  初七 

10:00 手提電話應用班 

11:00 關長硬地滾球 

2:00 靚湯講座 

□13  初八 

9:00老有所為 

  到戶關懷探訪 

10:00 趣味小手工 

11:00智 Fun天地  
 2:00 祈禱小組  

3:00 擴香石牌  

□14重陽節  

 

□15  初十 

10:00 小結他班 

 2:00 關懷里 

 3:00智 Fun天地 
 

□16  十一 

12:00得閒飲茶 

2:30護老者專題講座 

-中醫穴位  

□17  十二 

 

□18  十三 

9:30 電話諮詢站 

 2:00 循道生日會(一) 

3:15 循道生日會(二) 

□19  十四 

9:00平板電腦（１）班 

10:00 手提電話應用班 

11:00 關長硬地滾球 

2:00 強健好輕鬆 

3:00 肌力運動訓練班 

□20  十五 

9:00平板電腦（１）班 

11:00智 Fun天地  
3:00 皮革 

 

□21  十六 

9:00平板電腦（１） 

10:00 健康檢查 

11:00 時代曲小組 

1:45 欣賞．生命之旅 

□22  十七 

10:00 小結他班 

2:00護老加油站 

3:00智 Fun天地 

□23  十八 

 

□24 十九/ 

□31 廿六 

  

 

□25  二十 

9:30 電話諮詢站 

2:00 義工剪髮 
 

□26  廿一 

9:00平板電腦（２）班 

10:30 新會員導向(3) 

2:00 強健好輕鬆 

3:00 肌力運動訓練班 
 

□27  廿二 (職員會) 

9:00 平板電腦（２）班 

10:00 趣味小手工 

11:00智 Fun天地  
2:00 祈禱小組 

 

□28  廿三 

9:00平板電腦（２）班 

9:30 奶粉售賣 

10:00 棋藝小組(室一) 

11:00 時代曲小組 

1:45 欣賞．生命之旅 

□29  廿四  

10:00 小結他班 

2:00 關懷里 

3:00智 Fun天地 
 

□30  廿五 

 

 
*除家會、個別小組及預約外， 中心逢星期三下午並不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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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日期：11月16日(星期二)          農曆十月十二 

時間：下午 2:00 

地點:關懷長者中心 

講座：路路平安講座 

靚湯：胡椒豬肚白果湯 

備註：11月家會接受登記 

名額：30人 
對象：會員 

費用：全免 
黃先生 

2 
「老有所為日」 
歡樂網載慶祝活動 

日期： 11月4日(星期四)          農曆九月三十 

時間：第一場︰下午2:00-2:30  

      第二場︰下午2:45-3:15  

地點:關懷長者中心 

內容︰回顧「老有所為活動計劃」的發展歷程、長者義工的

分享和表演、嘉許傑出參與團體。                          

名額：每場25人 
(額滿即止) 

對象：會員  

費用︰免費  

 

潘姑娘 

3 
健康檢查 
(11月) 

日期：11月25日(星期四)          農曆十月廿一   

時間：上午 10:00-11:30 

內容：為長者磅重、量血壓、心房顫動測試和切藥丸服務 
備註：1)由於疫情關係，參加者需提前預約 

2) 11月家會再作報名 

名額：30人 
(額滿即止) 

對象：會員 

費用：全免 

馬嘉偉 
先生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關懷長者中心 2021年11月活動 

(以下部份活動於10開始發售，如有修改均以中心通告為準) 

 

掃瞄此二維碼 

可進入本機構網頁查

閱中心最新通訊。 

感謝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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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我們的團隊 

督導主任:曾憲輝 

註冊社工:潘楚賢、陳威、李嘉欣 

活動幹事:黃啟迪、馬嘉偉、張心怡、馬志濤 

工友:黃小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