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浩根長者鄰舍中心     二零二二年十月份活動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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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十四 10/10 十五 

10:30 機構借用場地【三樓】 

2:30 機構借用場地【三樓】 

11/10 十六 

9:30 中心職員會【大堂】 

10:45 剪出樂趣 1/4【三樓】 

2:30 機構借用場地【三樓】 

2:00「痛不痛由你」小組【二樓】 

12/10 十七 

10:00 智趣有伴小組(二)4/6【二樓】 

2:30 機構借用場地【三樓】 

 

13/10 十八 

9:30 機構借用場地【二樓】 

10:00 認知友善好友分享會【三樓】 

2:30 機構借用場地【三樓】 

6:00 機構借用場地【二、三樓】 

14/10 十九 

10:00 機構借用場地【二樓】 

10:30「樂齡之友」義工訓練 14/20

【三樓】 

2:30 盞鬼廣東話【三樓】 

15/10 二十 

10:00 護老運動樂(四)     

【三樓】 

※早上 8:00 接受電話報名，上午 10:00 後接受親身報名※ 

※同日每人限報 3 個活動※ 

1-9 號 

※同日每人限報 3 個活動※ 

10-18 號 

※開放所有活動報名餘下名額※ 

10 月份壽星會員可於 10 月 3 日至 31 日親身或由親友代領，可到中心領取壽星禮物乙份，逾期無效。 

16/10 廿一 17/10 廿二 18/10 廿三 

10:45 剪出樂趣 2/4【三樓】 

2:00 齊學波子棋 A 1/4【二樓】

2:30 機構借用場地【三樓】 

3:00 齊學波子棋 B 1/4【二樓】 

好煮意【短片】 

 

19/10 廿四 

10:00 好歌唱給你(五)【三樓】 

10:00 智趣有伴小組(二)5/6【二樓】 

2:00 規劃圓滿人生講座【三樓】 

3:00 愛心券義工簡介會【三樓】 

       

20/10 廿五 

9:00 門球同樂日【南蛇塘體育館】 

9:45 玩轉舊時光長者懷緬小組 1/5【二樓】 

11:00 舒閒禪繞畫(三)【三樓】 

2:45「疫」境鬆一鬆小組 1/5【二樓】 

 

21/10 廿六 

10:00 智能手機 Q&A(六) A【大堂】 

10:30「樂齡之友」義工訓練 15/20

【三樓】 

2:00 齊學波子棋 A 2/4【二樓】 

2:30 智能手機 Q&A(六) B【大堂】 

2:30「痛不痛由你」小組 1/8【三樓】 

3:00 齊學波子棋 B 2/4【二樓】 

22/10 廿七 

 10:00 電話登記開始 

【長洲區長者月贈福袋 2022】 

2:30 護老大使聚會(三)【三樓】 

 

10 月份壽星會員可於 10 月 3 日至 31 日親身或由親友代領，可到中心領取壽星禮物乙份，逾期無效。 

23/10 霜降 

10:00-4:00 

愛心券義賣

將於長洲碼

頭舉行，歡

迎各位會員

蒞臨支持本

會安老服務 

24/10 廿九 

10:00 義工訓練(一)【三樓】 

11:00 樂齡女童軍【三樓】 

2:45 齊來八段錦 1/4【三樓】 

 

25/10 十月 

10:00 認知能力評估(二)【二樓】 

10:45 剪出樂趣 3/4【三樓】 

2:00 齊學波子棋 A 3/4【二樓】

2:30 耆英打機好有型(五)【三樓】 

3:00 齊學波子棋 B 3/4【二樓】 

4:00 機構借用場地【三樓】 

26/10 初二 

10:00 智趣有伴小組(二)6/6【二樓】 

10:00「樂齡有里」義工組 3/5【三樓】 

3:00 機構借用場地【二樓】 

27/10 初三 

9:45 玩轉舊時光長者懷緬小組 2/5【二樓】 

2:00 認識中風講座(護 10 月)【三樓】 

2:45「疫」境鬆一鬆小組 2/5【二樓】 

 

28/10 初四 

10:30「樂齡之友」義工訓練 16/20

【三樓】 

2:00 齊學波子棋 A 4/4【二樓】 

2:30「痛不痛由你」小組 2/8【三樓】 

3:00 齊學波子棋 B 4/4【二樓】 

11 月月訊 

※11 月份活動宣傳，請留意中

心張貼海報企牌※ 

29/10 初五 

10 月份壽星會員可於 10 月 3 日至 31 日親身或由親友代領，可到中心領取壽星禮物乙份，逾期無效。 

30/10 初六 31/10 初七 

2:00「老有所為」義工訓練 A 

【三樓】 

3:00「老有所為」義工訓練 B 

【三樓】 

長洲區長者月贈福袋 2022(只限電話登記) 

登記日期：2022 年 10 月 17 至 21 日(星期一至五) 

登記時間：上午 10:00 至下午 5:00(星期一至五) 

登記資格：年滿 60 歲或以上的有效會員 或年滿 65 歲或以上社區長者  

(2022 年 10 月 6 日前為中心有效會員) 

領取換領券日期：2022 年 10 月 19 至 22 日(星期三至六)，逾時無效。 

福袋領取日期：2022 年 11 月 1 至 22 日(需按換領券日期及時間領取) 

注意事項： 

1. 每人只限登記一次，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2. 避免人群聚集，只接受電話登記，每通電話只限登記一人。 

3. 如線路繁忙未能接通，請耐心等候及再嘗試。 

活動報名流程 

留意每月的活動報名日期。 

活動報名當天可報的活動及每人可報名的活動數量。 

報名日於早上 8:00 進行電話報名，上午 10:00 後接受親身報名。 
週四開放所有尚有名額的活動報名。 

完成報名後，可於星期四下午到中心領取備忘紙。 
 

第一頁 第一頁 



  

         

 

 

 

10 月份 
活動報名 

注意事項:     活動適用於《會員學分獎賞計劃》，除特別註明外，所有活動，以先報先得的形式報名，如有任何查詢可親臨中心或致電 29818555 與當值職員聯絡。 

第二頁 

規劃圓滿人生講座 
日期:10 月 19 日(三)     
時間:下午 2:00-3:00 
名額:20 人        地點:三樓   
對象:會員         收費:免費 
內容:由衛生署長者健康外展姑娘講解，此生死教育課程幫 

助長者放下對死亡的忌諱、認識「遺囑」及殯葬安排、 
認識與家人談生說死的技巧、珍惜生命、活在當下。 

負責同事:梁姑娘 

智能手機 Q&A(六) 
日期:10 月 21 日(五) 
時間: A 班上午 10:00-10:30   

上午 10:30-11:00  
B 班下午 2:30-3:00     

下午 3:00-3:30   
名額: 4 人          對象:會員   
地點:大堂          收費:免費 
內容:由職員以單對單形式解答會員個人日常遇到 

智能電話的問題。  
負責同事:梁姑娘 

護老運動樂(四) 
日期:10 月 15 日(六)  
時間:上午 10:00-11:00 
名額:8 人  地點:三樓  
對象:會員  收費:免費 
內容:由梁姑娘帶領大家一齊做伸展運動。 
負責同事:梁姑娘 

認識中風講座(護 10 月) 
日期:10 月 27 日(四) 
時間:下午 2:00-3:00 
名額:20 人              地點:中心三樓 
對象:護老者及其長者     收費:免費 
內容:由衛生署姑娘向各位講解中風的成因、徵狀、治療及處理方法。 
負責同事:恩姑娘 

舒閒禪繞畫(三) 
日期:10 月 20 日(四)   
時間:上午 11:00-12:00 
名額:8 人  地點:三樓   
對象:會員  收費:免費 
內容:與大家一起以禪繞繪出秋意濃濃的葉子。  
負責同事:盧姑娘 

門球同樂日(一) 
日期:10 月 20 日(四)   
時間:上午 9:00-10:00 
名額:4 人(從未參加門球活動)   
地點:南蛇塘體育館   
對象:會員             收費:免費 
內容:門球是是一種以球桿擊打木球或塑膠球通過

ㄇ字型球門的運動，看似簡單其實也有學問。 
負責同事:盧姑娘 

招募愛心券義賣義工 
日期:10 月 23 日(日)   

義賣時間 名額 

A.上午 10:00-11:30 9 名 

B.上午 11:30 – 1:00 9 名 

C.下午 1:00 – 2:30 9 名 

D.下午 2:30 – 4:00 9 名 

地點:長洲碼頭一帶 
內容:當日與義工一起在長洲碼頭一帶進行義賣愛心券， 

善款將用於中心添置設備供會員及中心班組活動時 
使用。 

備註:報名時請註明參與時段，10 月 19 日下午三時將有 

愛心券義賣簡介會，請義工出席。 
負責同事:盧姑娘 

 

耆英打機好有型(五) 
日期:10 月 25 日(二) 
時間:下午 2:30-3:30 
名額:8 人         地點:中心三樓 
對象:會員         收費:$5 
內容:與大家一同遊玩電視遊戲，歡迎各位報名。 
負責同事:恩姑娘 

義工訓練(一) 
日期:10 月 24 日(一) 
時間:上午 10:00-11:00 
名額:8 人         地點:中心三樓 
對象:義工(非「樂齡友里」及「樂齡之友」義工)       
收費:免費 
內容:透過團體遊戲加強團隊合作意識，並講解 

成為義工應有素質及注意事項。  
負責同事:廖先生 

認知能力評估(二) 
日期:10 月 25 日 (二) 
時間:上午 10:00-11:00 (每人 15 分鐘) 
名額:4 人                費用:免費         
地點:中心二樓 
對象:自覺有認知能力衰退現象的長者(例如沒有記性)  
內容:為會員/有需要長者進行認知能力評估，有需要時配 

對中心訓練或小組活動等服務。 
(如需安排其他時段，請致電中心與負責職員聯絡) 
負責職員:婷姑娘 

「疫」境鬆一鬆小組 
日期: 10 月 20、27 日及 11 月 3、10、17 日 

(逢四，共五節) 
時間:下午 2:45-4:00 
名額: 8 人           費用:免費   
地點:二樓           對象: 會員 
內容:由社署實習學生黃先生透過手工藝活動、 

伸展運動，及小組分享等，與大家學習放鬆技巧， 
一齊鬆一鬆，向壓力說再見！ 

負責職員: 婷姑娘 

「玩轉舊時光」 長者懷緬小組 
日期:10 月 20、27 日及 11 月 3、10、17 日 

(逢四，共五節) 
時間:上午 9:45 - 11:00 
名額: 4 人(公開報名名額)     費用:免費   
地點:二樓              對象:會員 
內容:由社署實習學生張姑娘透過不同的活動，和大家一起重溫

過往的生活。影片？遊戲？手工製作？分享？通通都有！ 
負責職員: 婷姑娘 

認知友善好友分享會 
日期: 10 月 13 日(四) 
時間:上午 10:00-11:30 
名額: 10 人 (公開報名名額)   地點:中心三樓  
對象: 會員或其家屬          費用:免費 
內容:透過講解及互動遊戲，增加參加者對認知障礙症 

的關注，協助參加者登記成為認知友善大使。 
負責職員: 婷姑娘 

齊來八鍛錦 
日期: 10 月 24 日、31 日、11 月 14 日、21 日 
時間:下午 2:45 - 3:45 
名額: 4 人(公開報名名額)   費用:免費   
地點:三樓            
對象:護老者及其長者 
(未參加過八段錦運動班的會員優先) 
內容:一起學習八鍛錦強身健體， 

透過運動令身心舒暢。 
負責職員: 黎先生 

齊學波子棋 
日期: 10 月 18 日、21 日、25 日、28 日 

(逢二、五，共四節) 
時間: A 班下午 2:00-3:00 

B 班下午 3:00-4:00 
名額:每班 4 人   地點:中心二樓   
對象:會員       費用:免費 
內容:由中心社工黎先生教導大家波子棋的玩法。 
負責職員: 黎先生 

護老大使聚會(三) 
日期: 10 月 17 日(一) 
時間:下午 2:30-3:30 
名額:15 人           地點:三樓 
對象:護老者及其長者  收費:免費 
內容:林姑娘同大家分享健康生活的資訊。 
負責同事:林姑娘 

好歌唱給你(五) 
日期: 10 月 19 日(三) 
時間:上午 10:00-11:00 
名額: 2 人      地點:中心三樓 
對象:義工      收費:免費 
內容:義工到中心錄影獨唱片段，經職員剪輯後

發送給中心會員觀看，讓各位居家抗疫期
間多一點娛樂。 

負責同事:林姑娘 

 

「老有所為」義工訓練 
日期: 10 月 31 日(一) 
時間:A 班下午 2:00-3:00 

B 班下午 3:00-4:00 
名額:每班 8 人      地點:中心三樓 
對象:義工         收費:免費 
內容:本年度第二次「老有所為」義工訓練，歡迎所有義工報名參與， 

學習智能電話應用。 
負責同事: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