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溫浩根長者鄰舍中心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份活動概覽   中心地址:長洲北社新村 138 號    電話：2981 8555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3/12 

十六 

4/12 十七 

10:00粵曲會知音(七)2【三樓】 

2:30 識字班(二)4【二樓】 

9:00 入伍登陸練習 1【三樓】 

5/12 十八 

會員例會 
10:00 愛心組【二樓】 

2:00 亞洲婦協探訪活動【三樓】 
2:30 松柏組【護理院大廳】 

6/12 十九 
會員例會 

10:00 街市體育館例會 

2:30 關懷組福康組【二樓】 

2:30 入伍登陸練習 2【三樓】 

2:30 西灣例會【西灣】 

7/12 二十 
9:45 治療師班組(11 月) 2/4【二樓】 

11:00蓆上運動班(11月)2/4【三樓】 

1:00 入伍登陸練習 3【三樓】 

2:15 七彩音樂鈴(表演班)【三樓】 

活動抽籤【中心大堂】: 
2:30 順德聯誼總會第 39 屆敬老大會    

新生會探訪 

鄉事委員會青少年中心到訪 

報名： 
11.腦當益壯(5) 12.保健致寶(三) 
13.金曲挑戰站 9 14.粵唱越強 9 
15.免費理髮  
護老者報名： 
16.護老運動樂五(12 月) 

8/12 廿一 

8:30 入伍登陸練習 4【三樓】 

9:30 六通拳 2 1/8【二樓】 

9:45 樂齡女童軍-島外活動 

【長洲碼頭集合】 

10:30 耆趣大本型【三樓】 

活動抽籤【中心大堂】: 

10:30 跨島長者敬老活動抽籤 

 

2:30七彩音樂鈴(表演班)【三樓】 

9/12 廿二 

9:15 週六影院-【大堂】 

      萬水千山總是情 9-10/30 

9:00 鄉委會青少年中心到訪 A【二樓】 

9:30 普通話班(三)1【三樓】 

11:00 鄉委會青少年中心到訪 B【二樓】 

 例會後報名： 

抽籤：1.順德聯誼總會第 39 屆敬老大會  2.跨島長者敬老活動   

3.新生會探訪  4.鄉事委員會青少年中心到訪 

1.認識消化不良講座 

4.耆英打機好有型(12 月) 

7.治療師班組(12 月) 

2.六通拳(2) 

5.普通話班(三) 

8.七彩音樂鈴(12 月) 

3.向世界出發(4) 

6.蓆上運動班(12 月) 

9.七彩音樂鈴(表演班) 

護老者報名： 

10.認識婦女小便失禁(護) 

10/12 

廿三 

11/12 廿四 
10:00 腦當益壯(5)A【二樓】 

10:00粵曲會知音(七)3【三樓】 

2:30 識字班(二)5【二樓 A】 

2:30 腦當益壯(5)B【三樓】 

12/12 廿五 

9:30 歌詠班(三)4【三樓】 

11:15「百福袋」製作【三樓】 
1:30 順德長者敬老聯誼大會 
    【中環大會堂】 

13/12  廿六 

9:15 金曲挑戰站 9【三樓】 

2:30 新生會探訪【三樓】 

14/12 廿七 

9:45 治療師班組(11 月) 3/4【二樓】 

11:00蓆上運動班(11月)3/4【三樓】 

2:30 向世界出發(4)【三樓】 

15/12 廿八 
9:30 六通拳 2 2/8【二樓】 
10:00認識消化不良講座【三樓】 
2:30 七彩音樂鈴(12 月)【三樓】 
 

16/12 廿九 
9:15 週六影院-【大堂】 

     萬水千山總是情 11-12/30 
9:30 普通話班(三)2【三樓】 
10:00 中華基督教會探訪【雅寧苑】 

17/12 

三十 

18/12  十一月 

10:00粵曲會知音(七)4【三樓】 

2:30 識字班(二)6【二樓】 

19/12 初二 

9:30 歌詠班(三)5【三樓】 

2:30 護老運動樂(五)A(12 月) 

【三樓】 

20/12  初三 
10:00 長者義工組【三樓】 
11:15 中心生日會午宴【新金湖】 

2:30 護老運動樂(五)B(12 月)【三樓】 
5:30 中心生日會晚宴【金冠】 

21/12  初四 

9:45 治療師班組(11 月) 4/4【二樓】 

11:00蓆上運動班(11月)4/4【三樓】 

2:00 認識婦女小便失禁(護)【三樓】 

22/12  冬至 

9:30 六通拳 2 3/8【二樓】 

2:30 環保耆兵－義工工作坊 1

（潤唇膏）【二樓】 

23/12  初六 
9:15 週六影院-【大堂】 

     萬水千山總是情 13-14/30 
9:30 普通話班(三)3【三樓】 
10:00 雅寧冬日耆樂聚【雅寧苑】 

2:00 免費理髮【護理院地下】 

24/12 

初七 

25/12  聖誕節 

 

 

 

26/12  聖誕節翌日 

 

27/12 初十 

9:15 粵唱粵強 9【三樓】 

2:30 耆英打機好有型(12 月)A【三樓】 

2:30 環保耆兵－義工工作坊 2 

（導師預備材料）【二樓】 

 

28/12  十一 

9:45 治療師班組(12 月) 1/4【二樓】 

11:00蓆上運動班(12月)1/4【三樓】 

1:00 環保耆兵－義工工作坊 2 

（製作果醬）【二樓】 

3:30 環保耆兵-冬日探訪【二樓集合】 

29/12 十二 

9:15 關懷長者街展站【公眾碼頭】 

9:30 六通拳 2 4/8【二樓】 

2:30 耆英打機好有型(12 月)B 

【三樓】 

 

 

30/12 十三 
9:15 週六影院-【大堂】 

     萬水千山總是情 15-16/30 
9:30 普通話班(三)4【三樓】 
10:00 鄉委會青少年中心到訪 C【二樓】 

10:30 跨島長者敬老活動 
【長洲碼頭集合】 

2:30鄉委會青少年中心到訪D【二樓】 

31/12 

十四 
1/1  元旦 2/1 十六 

會員例會 

10:00 愛心組【二樓】 

2:30 松柏組【護理院大廳】 

3/1 十七 
會員例會 

10:00 街市體育館例會 
2:30 關懷組福康組【二樓】 

2:30 西灣例會【西灣】 

4/1 十八 

9:45 治療師班組(12 月) 2/4【三樓】 

11:00蓆上運動班(12月)2/4【三樓】

1:00 保健致寶(第三期)【二樓 AB】 

5/1 十九 

9:30 六通拳 2 5/8【二樓】 

 

6/1 二十 

9:15 週六影院-【大堂】 

     萬水千山總是情 17-18/30 

9:30 普通話班(三)5【三樓】 

由 2017 年 4 月份開始，大家如交了報名費參加中心活動，而後來因事未能出席，中心會有以下兩個處理方式︰ 報名指引 報名日上午 8:00 報名日上午 10:00 報名日上午 11:00 

中心聚餐及旅行 其他小組活動 
活動類別 

一般班組/ 
免費活動 

一般 
聚餐 

旅行 
活動 

一般班組/ 
免費活動/旅行 

旅行 
活動 

所有活動 
(中心生日會除外) 退票可豁免收取手續費，但必須符合以下所有條件︰ 

1. 參加者最遲在【聚餐】活動當日 10 時前或【旅行】前一天 10 時前通知中心； 
2. 退票者必須將活動收據或及餐券交回中心； 
3. 有人到中心報名、有後備名單可以補上，或者退票者找到其他人報名參加該活動。 

一律不設退款 

 
※如遇特殊情況， 
中心會或會酌情

處理，最終處理交
由中心決定。 

報名安排 
親自到中心報
名替 1 名直系 
親屬報名 

替多名人
士報名 

替 1 名人
士報名 

替 1 名人 
士報名 

替多名人
士報名 

免費活動-可即時確認報名 

收費活動-以電話留位,並須於同日 5:00 前

到中心繳費作實。逾時繳費, 視作放棄論, 

中心會自動取消其留位,而不會作另行通知。 

其他情況處理︰ 
 如退出者沒有將活動收據及餐券交回給中心協助退款，直接將餐券或者旅行名額送給其他人，
中心在參加者名單中根本沒有頂上的參加者資料，是不會讓此頂替者參加該活動。 

 如該頂替者是中心會員，中心可提供另一個選擇，就是他即時購票報名參加該次聚餐或旅行。 
 為避免參加者不知道退款程序，中心會將有關細則列印於餐券/活動備忘上。 

         



 報名日期 號碼 班組及活動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內容 對象 名額 負責人 

12 月 5 日(二) 

 

此日報名活動

在例會後進行

即場登記。 

 

錯過例會, 

需等到星期四

再報名。 

 

 

註：*適用於 

《會員學分獎

賞計劃》 

 

抽籤 1 
順德聯誼總會第 39 屆

敬老大會 

抽籤會 
12 月 7 日(四) 

下午 2:30 中心大堂 

免費 

※抽籤資格必須年滿 65 歲或以上的中心有效會員、2015 和 2016 年度沒有中籤及有出席十二月
份例會的會員報名。只有抽中籤的會員會收到中心職員電話通知。 

※參加者需要自行前往大會堂及返回長洲，職員只會在大會堂門外核對名單及派入場券。回程時，
參加者需要自行領取禮物返回長洲。 

※中籤者如有任何原因於活動當天未能出席活動，最遲需於活動當天早上 10:00 或之前通知中心，
由中心安排後備補上。中籤者如無合理原因，無故缺席當天活動，當天的利是/禮物並不會獲安
排後補，該無故缺席者亦需要暫停三年不能再抽順聯活動。 

中心會員 35人 
梁姑娘 

鄺姑娘 活動日期 

12 月 12 日(二) 

派飛時間下午 1:30 

活動開始下午 2:00 

中環 

大會堂 

抽籤 2 跨島長者敬老活動 

抽籤會 
12 月 8 日(五) 

上午 10:30 
坪洲 

體育館 
免費 

※由香港傷健協會坪洲長者暨青少年鄰舍中心舉辦，活動內容包括大腦健康講座、健康舞蹈、魔
術及歌唱表演。每位參加者均有愛心福袋一個，包括午餐肉、麵及$50 超市禮券等。 

※在本年順聯活動中籤者，不能參與本活動抽籤，以增加其他會員的參與機會。 
若報名人數超過 30 人會於 12 月 8 日上午 10:30 在大堂抽籤，中籤者將會電話通知。 

中心會員 30人 許姑娘 

12 月 30 日(六) 
長洲碼頭集合 10:30 
活動時間 1:00-5:00 
坪洲回程船 17:55 

抽籤 3 新生會探訪 12 月 13 日(三) 下午 2:00-3:30 中心三樓 免費 
※由新生精神康復會義工到中心探訪，與大家做手工、唱聖誕歌、玩遊戲，一起歡渡
聖誕。活動名額有限，若報名人數超過 30 人會於 12 月 7 日下午 2:30 在大堂抽籤，
中籤者將以電話通知。 由於活動性

質相近，以
上兩項活動
只 限 二 選
一。 

中心會員 30人 鄺姑娘 

抽籤 4 
鄉事委員會 

青少年中心到訪 

12 月 9 日(六) 
A:上午 9:00-10:30 

中心二樓 免費 

※由鄉事委員會青年義工來中心探訪，與會員交流、分享小食及使用平版電腦。若報

名人數超過 15 人，中心會於 12 月 7 日下午 2:30 在大堂進行抽籤，中籤者將以電

話通知。 

中心會員 
每節 

15人 
楊先生 

B:上午 11:00-12:30 

12 月 30 日(六) 
C:上午 10:00-11:30 

D:下午 2:30-4:00 

*1 認識消化不良講座 12 月 15 日(五) 上午 10:00-11:00 中心三樓 免費 
※由衛生署外展姑娘到中心，講解有關身體老化對消化系統的影響、長者常見腸胃不適的原因及
處理方法、一些危險病徵以幫助長者提高對病患的警覺。 中心會員 60人 梁姑娘 

*2 六通拳(2) 
12 月 8 日-1 月 26 日 

(逢五，共 8 堂) 上午 9:30-10:30 中心二樓 $16 
※由陳素賢婆婆及助教周桂玲教授六通拳招式，六通拳是一種招式簡單的體操，一共 36 式，簡單易
學。  

中心會員 12人 鄺姑娘 

*3 向世界出發(4) 12 月 14 日(四) 下午 2:30-3:30 中心三樓 $10 
※中心邀請到一位印度藉女士作為特別嘉賓，由她向大家介紹印度的傳統文化及風土人情。 
參加者可品嚐當地小食。 中心會員 30 人 梁姑娘 

*4 
耆英打機好有型 

(12 月) 

12 月 27 日(三) A:下午 2:30-3:30 
中心三樓 $5 

※鄺姑娘會指導參加者玩保齡球及其他運動迷你電視遊戲，歡迎對電視遊戲有興趣長者參加，每位
參加者可先選報玩一班，第二班的報名將被列作後備。 中心會員 

每班

8 人 
鄺姑娘 

12 月 29 日(五) B:下午 2:30-3:30 

*5 普通話班(三) 
12 月 9 日-1 月 27 日 

(逢六，共 8 堂) 上午 9:30-11:00 中心三樓 $30 ※由鍾黃幼容義務導師教授參加者正確的普通話詞語發音、聲調、聲母、韻母、拼音、及變調。 中心會員 15人 梁姑娘 

*6 蓆上運動班(12 月) 
12月 28 日-1月 18 日 

(逢四，共 4 堂) 
上午 11:00-12:00 中心三樓 

$40/ 

4 堂 

※由物理治療師帶領參加者做一系列伸展及肌力鍛鍊的運動，增進參加者肌肉耐力。 
(11 月份留後備者優先報名；有興趣者可按個人需要與「治療師班組」二選其一) 

  (參加者能自備瑜珈蓆更佳) 
中心會員 8 人 婷姑娘 

*7 治療師班組(12 月) 
12月 28 日-1月 18 日 

(逢四，共 4 堂) 
上午 9:45-10:45 中心二樓 

$40/ 
4 堂 

※由物理治療師帶領參加者做一系列平衡,伸展及肌力訓練, 指導當中要注意的技巧及姿勢，增強
參加者的關節靈活性及強化肌力和平衡力。 
(11 月份留後備者優先報名；有興趣者可按個人需要與「蓆上運動班」二選其一) 

中心會員 12人 婷姑娘 

*8 七彩音樂鈴(12 月) 12 月 15 日(五) 下午 2:30-3:15 

中心三樓 $5 

※七彩繽紛的手鈴是一種合奏的樂器，聲音悅耳，賞心悅目。 
※導師葉姑娘會同大家學數拍子及嘗試合奏簡單的歌曲。 

中心會員 
每班
8 人 

婷姑娘 
葉姑娘 

*9 七彩音樂鈴(表演班) 
練習 1 12月7日(四) 下午 2:15-3:15 ※七彩音樂鈴班獲得邀請，將會安排在 12 月 9 日(六)外間團體活動中表演(安老院大地)，為大家

合奏一曲，參加者必須曾參與此班組及能夠出席 2 次練習 (同日沒有其他表演者獲優先考慮)。 練習 2 12月8日(五) 下午 2:30-4:00 

*10 認識婦女小便失禁(護) 12 月 21 日(四) 下午 2:00-3:00 中心三樓 免費 
※由衛生署外展姑娘到中心，講解小便失禁的成因及其對患者身心的影響，並會講解訓練盤骨底
肌肉以改善失禁情況。 

護老者及
其長者 

60人 鄺姑娘 

12 月 7 日(四) 

*11 腦當益壯(5) 
12 月 11 日(一) 

A:上午 10:00-11:00 
B:下午 2:30-3:30 

中心三樓 免費 
※腦當益壯是以不同活動內容去鍛鍊參加者的大腦，多動腦筋，勇於接受新事物。今期訓練內容

是玩智力桌上棋類遊戲，參加者只需要報其中一班便可。 
中心會員 

每班 

10人 
梁姑娘 

1 月 12 日(五) 
C:上 10:00-11:00 
D:下午 2:30-3:30 

12 保健致寶(第三期) 
1 月 4 日(四) 
2 月 9 日(五) 
3 月 2 日(五) 

下午 1:00-3:00 中心二樓 
會員$20 

耆青$25 

※每月一次為參加者進行量血壓、度高、磅重、BMI 健康計算，由保健員到中心為參加者驗血糖。 
※健康檢查當日，參加者按報名次序出席健康檢查的時段。 

中心會員 60人 鄺姑娘 

13 金曲挑戰站 9 12 月 13 日(三) 上午 9:15-11:00 中心三樓 $2 ※流行曲卡拉 OK，獨唱 4 分鐘，二人合唱 8 分鐘。 中心會員 15人 鄭姑娘 

14 粵唱越強 9 12 月 27 日(三) 上午 9:15-11:00 中心三樓 $2 
※粵曲卡拉 OK，首輪：獨唱/邀請合唱 15 分鐘，二人合唱 30 分鐘。 
※次輪：獨唱/邀請合唱 4 分鐘，二人合唱 8 分鐘。 

中心會員 8 人 鄭姑娘 

15 免費理髮 12 月 23 日(六) 下午 2:00-3:00 
護理院地

下 免費 ※由專業理髮師擔任義工，為會員提供免費理髮服務。 中心會員 20 人 楊先生 

*16 護老運動樂(五)(12 月) 
A:12 月 19 日(二) 
B:12 月 20 日(三) 

下午 2:30-3:30 中心三樓 免費 ※護老者及其照顧長者齊齊做活力健康操，為護老者減減壓。 
護老者及
其長者 

每班 
16 人 

林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