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2021 年 12 月 26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3:30 - 4:30 
內容：詩歌、訊息分享 

地點：大角咀新生會總堂 

對象：會友及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333333 
 
 
 
 

地    址： 九龍何文田邨景文樓地下 11 號    電話：2760-7111    傳真：2760-7140 
網    址： https://www.nlcchkhmtnec.org/ 電郵：hmtnec@nlcchkhmtnec.org  
Facebook 專頁：http://www.facebook.com/nlcchkhmtnec/   
WhatsApp 號碼：5612-3767〈只限中心發放訊息，不設回覆〉 
開放時間： 逢星期㇐至六，上午 9:00 至下午 6:00。                      Facebook  WhatsApp 

(下午 1:00-2:00 午膳時間，暫停開放) 星期日設有主日崇拜【公眾假期休息】 
 

~中心報告事項~  
 
1. 歡迎新同工-個人照顧員鄔靜賢幹事到任 

 

大家好，我是鄔靜賢幹事，剛剛於 11 月 16 日正式到任，大家可以稱呼
我做鄔幹事。在加入本中心前，我已經成功考取“醫護支援人員課程”
的資格，對於照顧同護理有㇐定認識同經驗，希望我可以幫到各位老友
記啦！我很喜歡與各位老友記分享日常生活，在聆聽的過程中，我也會
向大家學習，因為你們的人生經驗比我豐富。在這裡工作我已充滿期待，
希望同大家做個好朋友！ 

 

2. 聖誕節的由來 
 

根據「聖經」的記載，耶穌誕生在猶太的㇐座小城－伯利恆。 
 

耶穌的母親馬利亞，因聖靈的感動而懷孕，在夢中天使加百列向
她顯現，告訴她，她將要生下神的兒子，他要被稱為耶穌。就在
她與丈夫約瑟返往家鄉時，所有的旅店客滿，因此馬利亞被迫在馬槽裡生下耶穌。
遙遠的東方有三位博學之士得到神的啟示，追隨天上的㇐顆明亮星星，因而找到了
耶穌，他們俯伏拜他，揭開寶盒，拿出「黃金」、「乳香」、「沒藥」為禮物獻給耶穌。
在伯利恆野地的牧羊人也聽到天使的聲音從天上發出，向他們報耶穌誕生的佳音。 
 

聖誕節紀念主耶穌因為愛世人的緣故，道成肉身，降生為人，在馬槽裡出生。所以
聖誕節是關乎世上所有人的，如你希望了解更多，歡迎與中心同工聯絡。 
 

3. 本會 65 周年會慶聖誕節特別活動 -「會慶感恩見証會」 
 
 

 
 

 
 
 
 
 
 
 
 
 
 

香港基督教新生會何文田堂⾧者鄰舍中心 

2021 年 12 月份會員通訊 



1. 每年的「世界認知障礙症日」的日期是？ 

 9 月 21 日   10 月 21 日    11 月 21 日 
 

2. 本港 85 歲以上⾧者，患有「認知障礙症」的比率高達多少？ 

 二分㇐    三分㇐     四分㇐ 
 

3. 預計到 2039 年，患上「認知障礙症」的人數將增加至多少人？ 

 20 萬     30 萬     40 萬 
 

4. 最常見的「認知障礙症」類型是？ 

 阿婆海默症   阿公海默症   阿茲海默症 
 

5. 「血管性認知障礙症」多數與什麼疫病有關連？ 

 中風     白內障     心臟病 
 

6. 其他導致「認知障礙症」的成因包括(可選多項)？ 

 腦部創傷   抑鬱   酗酒   嚴重營養不良 
 

7. 導致腦功能衰退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的腦細胞發生了什麼問題？ 

 被他人傳染   正常老化     出現病變而急劇退化及死亡 
 

8. 請出常見的「認知障礙症」徵狀(可選多項) 

 記憶力衰退       頭痛   程序處理出現困難   

 計算及決策能力逐漸喪失   口渴   情緒反覆 
 

9. 偶爾無記性或偶爾忘記帶鎖匙=患上了「認知障礙症」？ 

 是     不是     
 

10. 請寫出其中兩個有效預防患上「認知障礙症」的方法： 

1. 健康生活方式，培養健康的嗜好及個人興趣。                            

2. 保持正面的情緒                                                 

3. 多動腦筋，勇於接受新事物。                                   

4. 定期接受身體檢查及認知測試，及早診斷及治療。                         

5. 擴闊社交生活，多與人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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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上期「健腦小訓練」正確答案 
 
 

目錄 

是次活動超過 200 位會員參加，反應相當熱烈，多謝大家的踴躍參與，歡迎大家每個月陪我們㇐起

動動腦筋，透過認知訓練遊戲預防大腦退化。現公佈上期遊戲正確答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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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認識「服務質素標準」(SQS 13) 
 
SQS 標準 13：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權利。 

 

13.1  服務單位備有確保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權利得到尊重的政策及程序，

並可供服務使用者、職員及其他關注人士閱覽。 

13.2  如情況合適，服務單位應讓服務使用者有機會將私人財物存放在安全

妥當的地方，或通知服務使用者小心保管自己的私人財物。 

13.3 如服務單位有責任向服務使用者收款及/或代服務使用者管理其金錢及

其他貴重物品，應制訂適當的程序和監管方法，並嚴格執行 
 

寒冷天氣注意保暖 
 

氣管敏感是踏入冬季的煩惱之一，加上空氣污染十分嚴重；  空

氣中的粉塵、污染物、化學物都可以引起敏感，尤其夜晚及清

晨時咳嗽情況更加嚴重，今期通訊我們為大家介紹氣管敏感紓

緩法，大家可以看看啊！ 
 

中醫師表示，氣管敏感發作的外因最主要是天氣問題，特別是

冬天轉季時出現轉冷和乾燥影響，氣管容易出現收縮和氣喘咳

嗽的上呼吸道症狀。內因主要與肺脾腎虛有關，屬於先天不足，或有可能是後天造成，

例如長期欠缺休息等，  都會影響腎氣並會令人咳個不停。 
 

氣管敏感症狀： 

1.經常感到喉嚨痕癢  

2.每當吸入冷空氣時就咳個不停，尤其夜間咳嗽情況嚴重，轉季更加劇病情。  

3.還會出現氣促  

4.咳嗽多為乾咳無痰  

5.鼻水較稀而色澤透明  

6.有些人更會畏寒怕冷以及手腳冰冷 
 

中醫師指出，肺部對應白色食物，秋天節氣跟肺

臟是相通的，而白色食物可以潤肺、化痰，滋陰

補氣，不過也不代表全部的白色食物都有這個功

效，比如白菜，梨都是偏寒的白色食物，對於體

質偏寒的人食用會有 反效果。所以在選擇白色食

物時都要加倍留神，然而枇杷、蓮子、蜂蜜這些

是滋陰補氣的食物，秋天多吃可以增強肺部功

能，紓緩  「秋燥傷肺」的徵狀。 
 

寒冬天氣下，各位老友記要注意保暖，著多件衫，小心保重身體！天氣寒冷，喉嚨容易

變得好乾燥，大家要飲多些暖水，如果覺得皮膚乾燥痕癢，就記得搽下潤膚霜啦！ 
 

 

資料來源：網上綜合資訊及健康新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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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組名稱 導師 日期 時間 次數 費用 學分 備註 

 

生命導向小組 
(負責人：蒙先生) 
HMT/2122/Ai/047 

 

劉深鉎 
先生 

6/10, 13/10, 
20/10, 27/10 

 
3/11, 10/11, 
17/11, 24/11 

 
1/12, 8/12, 

15/12, 22/12 
(逢星期三) 

下午
3:00
至

4:00 

12 免費 12 

內容： 
生命教育小組讓⾧者認識
更 多 積 極 的 人 生 哲 學 ，   
建立喜樂的人生觀。 
 

備註： 
歡迎致電預約留位 

 

心聲互動小組 
(負責人：蒙先生) 
HMT/2122/Aii/040 

 

劉深鉎 
先生 

2/10, 16/10, 
30/10 

 
13/11, 27/11 

 
11/12, 18/12 

(逢星期六） 

上午
9:30
至

10:15 

7 免費 7 

內容： 
提供㇐個分享心聲彼此守
望的機會，透過教導聖經
金句互勉，學習朗讀技巧
增强表達能力。 
 

備註： 
歡迎致電預約留位 

 

歡欣樂唱組 
(負責人：蒙先生) 
HMT/2122/Aiii/031 劉深鉎 

先生 

2/10, 16/10, 
30/10 

 
13/11, 27/11 

 
11/12, 18/12 

 (逢星期六） 

上午
10:15

至
11:00 

7 免費 7 

內容： 
讓會員學習唱歌，透過歌
詞帶來正向喜樂的人生
觀，使心靈得力量，面對
生活的需要。 
 

備註： 
歡迎致電預約留位 

衛生署健康講座： 
低溫症 

(負責人：蒙先生) 
HMT/2122/Ai/046 

衛生署 
派員 
主講 

12 月 10 日 
(星期五) 

上午
9:15
至

10:15 

1 免
費 1 

內容： 
由衛生署九龍城區⾧者健
康外展分隊派員主講 
 

備註： 
歡迎致電預約留位 

 

佳膳健康講座： 
糖尿病-識飲識食好容易 

(負責人：蒙先生) 
HMT/2122/Ai/048 

 
 
 

 

雀巢 
佳膳 
派員 
主講 

12 月 17 日 
(星期五) 

上午
2:30
至

3:30 

1 免
費 1 

內容： 
講解糖尿病及相關飲食的
知識 
 

備註： 
歡迎致電預約留位，講座
後，雀巢公司職員提供佳
膳奶粉銷售時段 

香港基督教新生會 - ⾧者進修學院 
為鼓勵⾧者持續進修之終生學習精神，造就⾧者達到與時並進，服務社會之果效，本會於 2003 年成
立香港基督教新生會⾧者進修學院。並議決由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凡五十歲或以上的會員自動成為
⾧者進修學院的學員，如報讀有學分制的課程活動，而出席率達八成者，可獲該課程所設之學分。 
有關計算學分的課程，可參閱以下課程㇐覽表！ 

2021 年 10-12 月課程㇐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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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者進修學院結業禮 

最新消息 

日期：2022 年 3 月 11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4:30 

地點：香港科學園 

（其他詳情將稍後公佈） 

 

最新學分調整 

由於自 2020 年 1 月開始至今，因疫情影響下有部份課堂未能舉行，故本屆學分之準則

將有特別調整，詳情如下： 

獲得學分 所得資歷 

40 分 初級證書 

100 分 高級證書 

150 分 初級文憑 

200 分 高級文憑 
 

預計取得學分人數 

經本機構各單位初步估計本屆可取得以上學分的學員約 200 人，在困難中大家仍把握機

會、好學不倦，精神可嘉，願大家繼續努力，積極學習、多多體驗！ 

正如我們學院的口號和目標：「終身學習 與時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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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護老愛心券」 
2021 慈善籌款活動 

 
承蒙各方會員、會友、義工及職員的努力，截至 2021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三)，我們的
「愛心券」慈善籌款活動總共籌得善款接近港幣$35,000(包括中心銷售及戶外銷售)，
成績遠比我們預期中理想，在此特別感激中心㇐班充滿熱誠又不辭勞苦的義工們，無懼
疫情的影響下，努力地為中心銷售「愛心券」，謝謝你們無比的愛心。 
 

義工名單如下(排名不分先後)(合共 19 人)： 
 

丁群英、雷蘭芳、莫群、李琼芳、曾燕清、張雪雲、李詩潔、張美玲、胡仲雯、黃少婉、
葉潔卿、鄺劍馨、張瑞珠、潘淑英、鍾洪新、戴竟成及 3 位青年義工。 
 

戶外銷售花絮-銷售站包括何文田邨/房屋署/黃埔站/紅磡站/培正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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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銷售花絮-活動名稱：「齊齊抽齊齊買愛心券終極大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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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心同行                               活動編號：HMT/2122/NC/029  
---------------------------------------------------------------------------------- 
參加者認識照顧資源，互相分享照顧⾧者經驗和交流照顧心得。 
日期：12 月 4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3:00 至 4:00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地點：中心禮堂 
名額：6 人                        費用：全免 
備註：社工個別邀請 

護老互愛建何邨(10)                 活動編號：HMT/2122/NC/034 
----------------------------------------------------------------------------------- 
向何文田邨互委會成員推廣中心「有需要護老者支援服務」和中心相關服務等。 
日期：12 月 20 日(星期㇐)   時間：上午 11:00 至 12:00 
對象：何文田邨保安員   地點：何文田邨 
名額：5 人      費用：全免 
備註：社工個別邀請 

義工聖誕手工贈鄰里              活動編號：HMT/2122/B/031   
-------------------------------------------------------------------------------------------------- 
聖誕將至，義工制作聖誕手工，送予區內鄰里，互相關懷及喜迎佳節。 
日期：12 月 9 日 (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對象：中心義工            名額：8 人          
費用：全免             報名：歡迎各位義工致電中心報名 
負責人：社工梁姑娘 

義工服務〈負責社工：梁姑娘〉 

有需要護老者支援服務〈負責社工：甄先生〉 

護老心同行                               活動編號：HMT/2122/NC/030 
---------------------------------------------------------------------------------- 
參加者認識照顧資源，互相分享照顧⾧者經驗和交流照顧心得。 
日期：12 月 11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30 至 12:30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地點：中心禮堂 
名額：6 人                        費用：全免 
備註：社工個別邀請 

護老心靈驛站                       活動編號：HMT/2122/NC/033  
---------------------------------------------------------------------------------- 
透過手工藝創作，參加者可以參與和體驗箇中樂趣和緩減照顧壓力。 
日期：12 月 6 日(星期㇐)   時間：上午 11:45 至 12:45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地點：中心禮堂 
名額：6 人                        費用：全免 
備註：社工個別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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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護老義工訓練                      活動編號：HMT/2122/B/033    
-------------------------------------------------------------------------------------------------- 
服務簡介、學習義工服務技巧(如探訪/溝通/運動/活動推行技巧等)，完成後服務有需要⾧者及護老者。 
日期：12 月 15 日 (星期三)             時間：下午 3:30 至 4:30 
對象：中心義工                   名額：30 人 
費用：全免                                         報名：歡迎各位義工致電中心報名 
負責人：社工梁姑娘 / 鄔幹事   

 

 

   

 

 

 

 

 

 

 

 

 

 

 

 

 

 

 

 

 

 

 

 

 

 

 

 

 

 

 

 

 

 

 

12 月義工聚會暨聖誕聯歡                  活動編號：HMT/2122/B/032 
------------------------------------------------------------------------------------------------- 
義工定期聚會、聖誕聯歡，齊賀聖誕、義工服務跟進及工作安排。 
日期：12 月 22 日 (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30 至 11:30 
對象：中心義工                 名額：30 人 
費用：全免                                      報名：歡迎各位義工親臨/致電中心報名 
負責人：社工梁姑娘    

愛護老義工支援服務              活動編號：HMT/2122/B/034    
-------------------------------------------------------------------------------------------------- 
義工透過服務(如探訪/指導運動/主題活動等)，支援有需要⾧者及護老者。 
日期：12 月                             時間：待定 
對象：中心義工              名額：30 人 
費用：全免                                       報名：歡迎各位義工親臨/致電中心報名 
負責人：社工梁姑娘 / 鄔幹事 

義工服務〈負責社工：梁姑娘〉 

Google 教學班                 活動編號：HMT/2122/Aii/044 
--------------------------------------------------------------------------------------------------- 

學習使用 Google App  
日期：12 月 7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3:00 至 4:00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8 人     費用：全免 
報名方法：請於 12 月 6 日(㇐)或之前，致電中心 2760-7111 報名。 

WhatsApp 知多些(3)                活動編號：HMT/2122/Aii/042 
---------------------------------------------------------------------------------------------------- 

學習使用 WhatsApp 互動通訊的基本功能 
日期：12 月 9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11:00 至 12:00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8 人  費用：全免 
報名方法：請於 12 月 8 日(三)或之前，致電中心 2760-7111 報名。 

Facebook 知多些(3)                  活動編號：HMT/2122/Aii/043 
---------------------------------------------------------------------------------------------------- 

學習使用 Facebook 的基礎功能 
日期：12 月 15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1:00 至 12:00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8 人     費用：全免 
報名方法：請於 12 月 14 日(二)或之前，致電中心 2760-7111 報名。 

資訊科技服務〈負責同工：黃幹事〉 

九 



03:00-04:00 生命導向小組 10:00-11:00
10:30-12:30
02:30-04:30

樂聚㇐小時(實體例會)
雙週麵包日
雙週麵包日

09:15-09:45
10:00-11:00
02:30-04:30

活力之星與你動㇐動
五餅二魚服務計劃
魔力橋齊齊玩

10:00-11:30
03:00-04:00

乒乓樂
護老心同行

09:00-10:00
10:30-12:00

主日學
主日崇拜

10:00-11:00
11:45-12:45
02:30-04:30

音樂抒壓填色趣味班(五)
護老心靈驛站
魔力橋齊齊玩

09:15-09:45
10:00-11:30
10:00-11:00
03:00-04:00

活力之星與你動㇐動
時代金曲任你唱
五餅二魚服務計劃
Google教學班

09:30-05:00
10:00-11:00
02:00-03:00
03:00-04:00

中心秋日樂悠遊
健腦桌上遊
活力讚美操
生命導向小組

10:00-11:00
11:00-12:00
02:30-03:30

義工聖誕手工贈鄰里
WhatsApp知多些(3)
護老者專講：有「肌」齊
抗疫，家居運動無難度
(實體網上講座)

09:15-10:15

10:00-11:00
10;30-11:30
02:30-04:30

衛生署健康講座之
「低溫症」
五餅二魚服務計劃
國粵語歌樂唱班(1)
魔力橋齊齊玩

09:30-10:15
10:15-11:00
11:30-12:30

心聲互動小組
歡欣樂唱組
護老心同行

09:00-10:00
10:30-12:00

主日學
主日崇拜

09:30-05:00
10:00-11:00
10:30-12:30
02:30-04:30
02:30-04:30

「耆」妙秋日樂悠遊
音樂抒壓填色趣味班(五)
溫暖你寒冬送湯水
魔力橋齊齊玩
溫暖你寒冬送湯水

09:15-09:45
10:00-11:00
10:30-11:30
02:30-03:45

活力之星與你動㇐動
五餅二魚服務計劃
童心暖暖音樂會
護老相約在聖誕

10:00-11:00
11:00-12:00
02:00-03:00
03:00-04:00
03:30-04:30

健腦桌上遊
Facebook知多些(3)
活力讚美操
生命導向小組
愛護老義工訓練

10:00-11:00
11:00-11:30
10:30-12:30
02:30-04:30
02:30-04:30

樂聚㇐小時(實體例會)
愛心券2021義工嘉許禮
雙週麵包日
雙週麵包日
經典粵曲任你唱

09:15-09:45
10:00-11:00
10:30-11:30
02:30-03:30

02:30-04:30

活力之星與你動㇐動
五餅二魚服務計劃
國粵語歌樂唱班(1)
佳膳健康講座：糖尿病 -
識飲識食好容易
魔力橋齊齊玩

09:30-10:15
10:15-11:00
02:30-04:30

心聲互動小組
歡欣樂唱組
電影欣賞
(㇐枝紅艷露凝香)

09:00-10:00
10:30-12:00

主日學
主日崇拜

10:00-11:00
10:30-12:30
11:00-12:00
11:00-12:00
02:30-04:30
02:30-04:30

音樂抒壓填色趣味班(五)
溫暖你寒冬送湯水
護老互愛建何邨(10)
聖誕攜手作TAKEOUT
魔力橋齊齊玩
溫暖你寒冬送湯水

09:15-09:45
10:00-11:00
02:30-03:30

活力之星與你動㇐動
五餅二魚服務計劃
護老講座:精明使用⾧者醫
療券

10:30-11:30
02:00-03:00
03:00-04:00

12月義工聚會暨聖誕聯歡
活力讚美操
生命導向小組

02:30-03:30
02:30-04:00

耆青共聚玩㇐番
HOHO歡樂聖誕派對

09:15-09:45
10:30-11:30
02:30-04:30

活力之星與你動㇐動
國粵語歌樂唱班(1)
魔力橋齊齊玩

09:00-10:00
10:30-12:00
03:30-04:30

主日學
主日崇拜
會慶感恩
見證會

09:15-09:45
10:00-11:00
10:00-12:00

活力之星與你動㇐動
五餅二魚服務計劃
⾧者剪髮服務

10:00-11:00
02:00-03:00

健腦桌上遊
活力讚美操

10:30-12:00
10:30-12:30
02:00-04:00

02:30-04:30

園來好心情
雙週麵包日
護老．瞳影站
(爸爸可否不要老)
雙週麵包日

09:15-09:45
10:00-11:00
10:30-11:30
02:30-04:30

活力之星與你動㇐動
五餅二魚服務計劃
國粵語歌樂唱班(1)
魔力橋齊齊玩

5日 6日

28日 29日 30日

9日

12日 13日

31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聖誕節

聖誕節後
第㇐個周日

26日 27日

11日

17日 18日

7日 8日

14日 15日 16日

10日

3日

星期五 星期六

4日

香港基督教新生會何文田堂⾧者鄰舍中心12月份會員通訊 2021年11月30日出版，
印量750份

星期日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1日 2日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

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

我已經勝了世界。

(約翰福音16:33)

冬至 平安夜

除夕



  
護老者服務〈負責社工：曾姑娘〉 

護老者專講：有「肌」齊抗疫，家居運動無難度(實體網上講座)   活動編號：HMT/2122/C/048  
-------------------------------------------------------------------------------------------------- 
由職業治療師主講，教授⾧者在家進行肌力運動，以健康身體對抗疫症。 
日期：12 月 9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對象：護老者                   名額：10 人   費用：全免  
備註：1) 由九龍醫院病人資源中心舉辦，以線上 ZOOM 形式進行 

2) 歡迎致電預約報名 / 社工個別邀請 
**當天出席的參加者，可獲得由九龍醫院病人資源中心送出紀念品㇠份 

護老相約在聖誕                                                                                         活動編號：HMT/2122/C/049 
--------------------------------------------------------------------------------------------------- 
藉著聖誕相約護老者，㇐同玩集體遊戲，做手工、抽獎及享用茶點，開心迎接聖誕節的到來。 
日期：12 月 14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 至 3:45 
對象：護老者                       名額：14 人           費用：全免 
備註：1) 歡迎致電預約報名 / 社工個別邀請 
            2) 出席的參加者，會獲㇐份聖誕禮物架! 

聖誕攜手作 TAKE OUT(護老者)                                                               活動編號： HMT/2122/C/051                                       
----------------------------------------------------------------------------------------------------- 

藉著聖誕節，讓照顧者與被照顧者㇐同創作，有趣又美味的聖誕小食， 
體驗共同創作的樂趣，緊密彼此的關係。 
日期：12 月 20 日(星期㇐)    發佈時間：上午 11:00-12:00 
對象：護老者/被照顧者        名額：12 人(6 對)    費用：$5   
備註：1) 此活動由社工謝姑娘及曾姑娘負責 

2) 歡迎致電預約報名 / 社工個別邀請 

護老講座：精明使用⾧者醫療券                                                   活動編號：HMT/2122/C/050     
---------------------------------------------------------------------------------------------------- 
學習如何精明地使用醫療券，善用⾧者福利。 
日期：12 月 21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對象：護老者                   名額：10 人   費用：全免  
備註：1) 歡迎致電預約報名 / 社工個別邀請  2) 由衛生署健康外展隊伍派員到場主講 

護老．瞳影站 (爸爸可否不要老)                                                活動編號：HMT/2122/C/052                                      
----------------------------------------------------------------------------------------------------- 

護老者的放鬆時間，㇐同欣賞護老電影-「爸爸可否不要老」， 
內容是講述了㇐位老年人迷失在認知障礙症幻覺中的故事。 
日期：12 月 30 日(星期四)   發佈時間：下午 2:00-4:00 
對象：護老者         名額：14 人       
備註：1) 歡迎致電預約報名 / 社工個別邀請 
            2) 特設 4 個額位，歡迎護老者與被照顧者㇐同觀看 

護老關懷㇐線通-聖誕篇 
------------------------------------------------------------------------------------------------------- 

適逢聖誕，中心會致電給已登記成為中心的護老者，慰問近況並送上祝福，祝願聖誕佳節，主恩常在！ 

十二



認知評估大腦檢測(九)                        活動編號：HMT/2122/De/052   
--------------------------------------------------------------------------------------- 

為⾧者提供專業的認知能力評估與檢測，主動識別懷疑個案，並及早介入，為預防「認知障礙症」
急劇惡化作好預備。 
日期：12 月 1-31 日(逢星期㇐至五)   
時間：時間安排根據預約時間而定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備註：歡迎預約登記 / 社工個別邀請。 

健腦桌上遊                        活動編號：HMT/2122/De/045  
-------------------------------------------------------------------------------------- 
透過各種有趣的活動，以訓練不同的大腦認知功能，包括記憶力、專注力、解決問題能力、計算能
力、排序能力，甚至語言能力等等。 
日期：12 月 8、15 及 29 日 (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00-11:00 
對象：記憶力退減或患有早期認知障礙⾧者  名額：8 人      
費用：全免         備註：歡迎預約登記 / 社工個別邀請。 

音樂抒壓填色趣味班(五)                                                  活動編號：HMT/2122/De/051            
--------------------------------------------------------------------------------------- 

透過㇐邊播放舒緩身心的音樂，㇐邊進行填色活動，讓我們大腦可以暫時忘記煩憂，使心靈變得平
靜，情緒專注，是㇐種最輕鬆簡單的減壓活動。 
日期：12 月 6、13、20 及 2022 年 1 月 3、10、17 及 24 日(逢星期㇐)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名額：8 人(認知障礙症⾧者及其照顧者優先)   
費用：全免(包括材料及工具)  負責人：社工謝姑娘 / 文員蘇幹事   

 

  

認知障礙症服務〈負責社工：謝姑娘〉 

十三

聖誕攜手作 TAKE OUT                                                                           活動編號： HMT/2122/De/053                                        
----------------------------------------------------------------------------------------------------- 

藉著聖誕節，讓照顧者與被照顧者㇐同創作，有趣又美味的聖誕小食，體驗共同創作的樂趣，緊密
彼此的關係。 
日期：12 月 20 日(星期㇐)    發佈時間：上午 11:00-12:00 
對象：認知障礙症患者優先       名額：12 人(6 對)     費用：$5   
備註：1) 此活動由社工謝姑娘及曾姑娘負責 

2) 歡迎致電預約報名 / 社工個別邀請 

「園」來好心情                     活動編號：HMT/2122/De/047 
----------------------------------------------------------------------------------------

不論你有沒有種植經驗，只要你想嘗試透過園藝治療活動，紓緩身心，我們也歡迎大家參與聚會。 
日期：12 月 30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30-12:00 
名額：8 人    
費用：全免 
對象：患有認知障礙症⾧者及其照顧者優先   
備註：歡迎預約登記 / 社工個別邀請。          



活力讚美操                  活動編號：HMT/2122/Aiii/031  
--------------------------------------------------------------------------------------------------- 

透過「讚美操」運動，快樂舞動，鍛鍊身體。 
日期：12 月 8、15、22 及 29 日(逢星期三)(共四堂)   
時間：下午 2:00 至 3:00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5 人 (額滿)     費用：全免 
備註：1) 歡迎致電預約報名 / 社工個別邀請 

2) 由義工陳秀清女士教授 
3) 疫情間，學員必須全程戴上口罩跳舞，不得飲食。 

負責人：社工曾姑娘 

 

  
「五餅二魚」服務計劃            活動編號：HMT/2122/B/023  

--------------------------------------------------------------------------------------------------- 
免費領取「惜食堂」的速凍餐 
日期：12 月 3、7、10、14、17、21、28、31 日 (逢星期二及五)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有需要的⾧者     名額：35 位  費用：全免 
備註：現接受申請，名額有限，歡迎致電本中心登記（必須經社工評估及甄別） 

成功報名的參加者於首次領取速凍餐時，中心會發放綠色保暖袋㇐個，期後必須帶備該
保溫袋按時到中心才可領取速凍餐。如名額已滿，也可登記為後備名單。 
*12 月 24 日(五)惜食堂暫停供應速凍餐 

負責人：社工蒙先生 

中心特別活動推介(㇐) 

魔力橋齊齊玩                 活動編號：HMT/2122/Aiii/030 
--------------------------------------------------------------------------------------------------- 

日期：12 月 3 日(五)、6 日(㇐)、10 日(五)、13 日(㇐)、17 日(五)、20 日(㇐)、24 日(五)、31 日(五) 
時間：下午 2:30 至 4: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8 人（每組 3-4 人，最多 2 組同行）  
費用：全免      
負責人：社工蒙先生 
備註：必須預約登記，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本中心與蒙先生聯絡。 

12 月份雙週麵包日                活動編號：HMT/2122/Ai/043  
--------------------------------------------------------------------------------------------------- 

*由於參加人數躍踴，現免費送贈數量更改為每人每月可領取 4 個嘉頓麵包 

日期：12 月 2、16 及 31(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30 至 12:30 及下午 2:30 至 4:30 
地點：本中心正前門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上午 74 位，下午 76 位（先到先得，派完即止） 
備註：1) 必須出示有效之會員證親臨本中心領取 

2) 每人每月只限領取㇐次麵包 
3) 每人最多只可代㇐位會員領取麵包，同時必須出示該會員有效之會員證 
4) 必須按職員的指示領取，並須保持 1.5 米社交距離，及有秩序地排隊等候 

負責人：社工蒙先生 

十四



 

 

 

 

 

 

 

 

 

 

 

 

 

 

 

 

 

 

 

 

 

  

樂聚㇐小時(實體例會)  
------------------------------------------------------------------------------------- 

日期：12 月 2 日(星期四)      日期：12 月 16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對象：中心會員        對象：中心會員 
主題：『⾧者健康』       主題：『謝姑娘同你開開心心迎佳節』 
名額：40 人        名額：40 人 
負責人：社工梁姑娘         負責人：社工謝姑娘       
備註：必須預約登記，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本中心當值職員聯絡。 

愛心券義工嘉許禮 2021         
-------------------------------------------------------------------------------------------------- 

日期：12 月 16 日 (星期四)   時間：上午 11:00 至 11: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中心義工及會員      名額：30 位    
內容：㇐起與義工回顧籌備愛心券活動過程，欣賞及感謝各位義工的付出，並進行頒獎儀式藉此

嘉許。（設冠、亞、季、優異獎及積極參與獎） 
負責人：社工蒙先生 

中心特別活動推介(二) 

乒乓樂                                                                                                   活動編號：HMT/2122/Ai/057 
-------------------------------------------------------------------------------------------------- 

齊齊打乒乓球，娛樂又健體。 
日期：12 月 4 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30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8 人         費用：全免                                   
報名：歡迎親臨/致電中心報名  負責人：社工梁姑娘 / 鄔幹事 

時代金曲任你唱                                                                                 活動編號：HMT/2122/Aiii/042 
--------------------------------------------------------------------------------------------------- 

自由歡唱時代金曲，大展歌喉。 
日期：12 月 7 日 (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30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20 人        費用：全免              
報名：歡迎親臨中心/致電報名  負責人：社工梁姑娘 

經典粵曲任你唱                                                                                 活動編號：HMT/2122/Aiii/043 
-------------------------------------------------------------------------------------------------- 

自由歡唱時代金曲，大展歌喉。 
日期：12 月 16 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 至 4:30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20 人        費用：全免              
報名：歡迎親臨中心/致電報名  負責人：社工梁姑娘 

十五 

國粵語歌樂唱班(1)                活動編號：HMT/2122/Aiii/026  
-------------------------------------------------------------------------------------------------- 

教導學唱國、粵語歌曲，讓會員及友誼會員享受唱歌樂趣，認識志趣相投朋友。 
日期：10 月 8、15、22、29 日 及 11 月 12、26 日 及 12 月 10、17 、24 及 31 日 
時間：上午 10:30 至 11:30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2 人    費用：$30 (十堂) 
備註：1) 歡迎致電預約報名留位 2) 堂費於首日上課時繳交 

3) 由曾姑娘教授   4) 疫情期間，學員必須全程戴上口罩唱歌，不得飲食。 

額滿 



活力之星與你動㇐動                       活動編號：HMT/2122/Ai/056  
------------------------------------------------------------------------------------------------- 
齊齊做伸展運動，增加身體靈活度。 
日期：12 月 (逢星期二、五)10/12 除外  
時間：上午 09:15 至 09:45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8 人     費用：全免                           
備註：請穿著鬆身衫褲及運動鞋上堂   報名：歡迎親臨/致電中心報名         
導師：活力之星梁秀琼 / 陳寶珍     負責人：社工梁姑娘 

電影欣賞                活動編號：HMT/2122/Aiii/041 
------------------------------------------------------------------------------------------------ 
欣賞經典名片「 ㇐枝紅艷露凝香」，由芳艷芬及任劍輝主演。 
日期：12 月 18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 至 4:30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20 人       
費用：全免        報名：歡迎親臨/致電中心報名 
負責人：社工梁姑娘   

 

 

 

 

 

 

 

 

 

 

 

 

 

 

 
 
 
 
 
 
 
 
 
 
 
 
 
 
 
 
 
 
 

十六

中心特別活動推介(三) 

童心暖暖音樂會                                                                                 活動編號：HMT/2122/Aiii/044 
--------------------------------------------------------------------------------------------------- 

由幼稚園小朋友表演樂器、與⾧者玩遊戲，開心迎聖誕。 
日期：12 月 14 日 (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30 至 11:30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35 人         
費用：全免            合辦：何文田浸信會幼稚園 
負責人：社工梁姑娘                    報名：歡迎親臨中心/致電報名 

耆青共聚玩㇐番                                                                                     活動編號：HMT/2122/Aiii/045 
--------------------------------------------------------------------------------------------------- 

由青年學生與⾧者玩遊戲，開心齊玩樂及派禮物。 
日期：12 月 23 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對象：中心會員            地點：恬文樓地下          
費用：全免            名額：20 人 
合辦：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何文田青少年綜合發展中心 
負責人：社工蒙先生                    報名：歡迎親臨中心/致電報名 

剪髮服務                                     活動編號：HMT/2122/ Aii/054 
------------------------------------------------------------------------------------------------
由義工髮型師團隊為⾧者提供剪髮服務，讓⾧者保持個人衛生及亮麗外觀。 
日期：12 月 28 日 (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00 至 12:00   
內容：義工髮型師為⾧者提供剪髮服務    
對象：中心會員/非會員    名額：20 人                                                  
費用：會員$10；非會員$15       
負責人：社工梁姑娘 / 鄔幹事  報名：歡迎親臨中心報名                       
備註：參加者必須先在家洗頭 



 
 
 
 
  
 
 
 
 
 
 
 
 
 
 
 
 
 
 
 
 
  

中心特別活動推介(四) 

十七

HOHO 歡樂聖誕派對                                                                              活動編號：HMT/2122/Aiii/040                                      
------------------------------------------------------------------------------------------------------ 

誠邀會員同來歡聚，參與中心的聖誕派對，屆時會有表演，唱歌、遊戲、抽獎及禮物派發，讓大家
㇐同感受疫情下最快樂的聖誕活動，迎接聖誕節的到來！快 D 報名參加啦! 
日期：12 月 23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4:00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60 人    
備註：1) 歡迎致電預約或到中心報名，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2) 說出今年聖誕派對的密碼，可獲得神秘小小禮物！ 

**(活動當日可向中心職員詢問，取得派對密碼！) 
 負責人：社工曾姑娘 

溫暖你寒冬送湯水                                                                                       活動編號：HMT/2122/Ai/053                                      
------------------------------------------------------------------------------------------------------- 

冬天到來了，中心會派發湯包給會員、護老者及有需要護老者，拿回家中享用暖暖身，在寒天中送上
㇐份心意。 
 

領取免費湯包守則： 
 

1. 湯水會分開４天派發，每天設有兩款湯水，由中心職員或義工隨機派發，不可自選。 
2. 每天限量派發 100 份湯包，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3. 中心會員必須出示有效之會員証方才可領取湯包㇐份，而每位會員只可替其他㇐名會員領取，並

必須出示該名會員的有效會員証。 
4. 護老者及有需要護老者，必須經中心職員核對名單，方可領取湯包。 
5. 以上合資格者每人只可領取㇐次湯包，日期自行選擇，不可重覆。 
 

派發湯包日期及湯水如下： 
 

日期 湯水 

2021 年 12 月 13 日(星期㇐) 
花膠杏汁豬肺湯 

桃膠蘋果南棗川貝鱷魚肉湯 

2021 年 12 月 20 日(星期㇐) 
姬松茸蟲草花栗子湯 

雪耳椰子花膠紅棗竹絲雞湯 

2022 年 1 月 3 日(星期㇐) 
龍皇杏霸王花無花果豬骨湯 
五指毛桃蓮子百合竹絲雞湯 

2022 年 1 月 10 日(星期㇐) 
石斛淮山杞子螺頭豬展湯 

乾瑤柱胡椒白果腐竹豬肚湯 
 
派發時間：早上 10:30 至 12:30 及下午 2:30 至 4:30 
對        象：中心會員、護老者及有需要護老者       
名        額：400 人 (每次 100 人)      
備        註： 1) 此活動由社會福利署「寒冬送暖 2021」資助 

2) 如有任何疑問，可向曾姑娘查詢。 



 

 

~ 報名注意事項 ~ 
 

1. 每位參加者只可登記報名下列免費旅行活動一次 

2. 如每個旅行參加人數超額報名，中心將以抽籤作決定。 

3. 是次活動由「社會福利署一次性冿貼長者旅行活動」贊助，費用全免！ 

4. 成功報名後，不得轉團。 
 

~ 旅行活動表 ~ 
 

A. 護「腦」秋日樂悠遊 (負責人：社工曾姑娘及謝姑娘) 
日期：2021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三)   對象：護老者或認知障礙症會員 

活動時間：上午 9:30 至下午 5:00   集合時間：上午 9:15 中心集合 

名額：52 人(共 2 車)(每車 26 人) 

行程：粉嶺熊館生態園【包 DIY 鳥結糖製作】沙田麗豪酒店(自助餐)(4 人一枱) 

香港動植物公園 

報名日期：11 月 1 日(星期一)開始接受登記 

備註：以護老者身份參加的老友記必須於 30/10/2021 前已登記成為中心護老者 
 

B. 義工秋日樂悠遊 (負責人：社工梁姑娘) 
日期：2021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二)   對象：中心義工  

活動時間：上午 9:30 至下午 5:00   集合時間：上午 9:15 中心集合 

名額：26 人(共 1 車) 

行程：中環街市乘搭維港摩天輪(包門票)灣仔灣景國際酒店(自助餐)(4 人一枱) 

炮台山東海濱公園 

報名日期：11 月 9 日(星期二)開始接受登記 

備註：參加者必需於 30/10/2021 前已登記成為中心義工 
 

C. 中心秋日樂悠遊 (負責人：社工蒙先生及梁姑娘) 
日期：2021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三)   對象：中心長者會員或友誼會員 

活動時間：上午 9:30 至下午 5:00   集合時間：上午 9:15 中心集合 

名額：52 人(共 2 車)(每車 26 人) 

行程：啟德郵輪碼頭空中公園及跑道公園灣仔灣景國際酒店(自助餐) (4 人一枱)  

炮台山東海濱公園最新活化建築@中環街市 

報名日期：11 月 17 日(星期三)開始接受登記 

備註：參加者必需於 30/10/2021 前已登記成為中心會員 
 

D. 「耆」妙秋日樂悠遊 (負責人：社工甄先生) 
日期：2021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一)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活動時間：上午 9:30 至下午 5:00   集合時間：上午 9:15 中心集合 

名額：26 人(共 1 車)       

行程：土瓜灣牛棚藝術花園尖沙咀香港藝術館沙田麗豪酒店(自助餐)(4 人一枱)

    中環維港摩天輪炮台山東海濱公園 

報名日期：12 月 1日(星期三)開始接受登記 

備註：1.參加者必需於 30/10/2021 前已登記成為中心有需要護老者 

      2.詳情請致電中心與社工甄先生查詢 十八



親愛的主耶穌﹗感謝祢為拯救我們而降生，今
天我願意接受祢成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願
主賜我永生。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親愛的老友記、各位服務使用者： 

 

十二月有㇐個重要的節日—聖誕節，聖誕節是紀念主耶穌誕生的日子。為何
要紀念呢？因為耶穌的降生有㇐個重要的意義，就是標誌着 神在人間，「以
馬內利」就是神與我們同在。為何要與我們同在呢？就是要做㇐件事，如聖
經所說：「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
十分可佩服的…。」 (提摩太前書 1:15 上) 原來耶穌基督降世是要拯救
我們這些人，使我們得着永生，在世蒙福，並得享永生。只要你願意相信接
受耶穌做你的救主就可。在這個普天同慶的日子，但願你都得着耶穌、得享
永生。 
 

填色： 

聖誕除了有聖誕樹、星星…等，還 
會點起臘燭，喻意耶穌是世界的光 

 
 
 
 
 
 
 
 
 
 
 
 
 
 
 
 
 
 
 
 
 
 
 
 
 
 
 
 

你可藉以下禱告來求神幫助： 
 
 
 
 
 
 
 
 
 
 

靈言蜜語 
 

十九

(請寫及讀以下聖經— 

提摩太前書 1:15 上) 

基督耶穌降世、 

為要拯救罪人 

基督耶穌
降世、 
為要拯救
罪人 



 

   
 
 
  

 
 
 
 
  
 
 
  
 
 

 
 

 

 

 

 
 

 

 
 
 

 
 
(印刷品) 

 
中心督導： 何國添會牧 
中心同工： 梁家平副主任、劉深鉎先生、 

甄偉杰先生、曾珮玲姑娘、 
謝美慧姑娘、蒙子傑先生、 
黃梓烽幹事、鄔靜賢幹事、 
蘇翠玉幹事、劉紅連幹事。 

中心位置 

何文田巴士總站/何文田邨 

巴士: 7B,8,17,18,109 

小巴: 8,8S,28MS 

郵寄： 

香港基督教新生會何文田堂⾧者鄰舍中心 
九龍何文田邨景文樓 11 號地下  電話：27607111  

中心地圖 

讚賞/建議/意見欄 
你們的寶貴意見，能有效協助中心持續改善服務質

素，歡迎大家對中心服務提出任何讚賞/建議，請填

妥以下的表格交回中心或致電 2760 7111 與我們聯

絡，謝謝大家。 

填表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方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讚賞/建議/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