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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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星期⼀⾄六，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Facebook   WhatsApp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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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眾假期中心休息 

2 月 1 日至 2 月 3 日(年初⼀⾄年初三)為農曆新年公眾假期，本中心將暫停開放，敬請留意。 

2. 最新消息 

2.1. 本會新的網頁將於 2 月 1 日(⼤年初⼀)正式啟用，歡迎各位瀏覽，並隨今期通訊送贈         

2022 年曆咭⼀張。

2.2. 另外，隨今期通訊送贈 10 個外科口罩，齊心抗疫，擊退病毒。 

3. 編輯的話 

新冠疫情在過去兩年多不斷肆虐全世界，⼀波⼜⼀波的疫情，令我們的生活模式起了極大的    

變化。「安心出行」、「強檢」、「圍封」、「疫苗接種」、「減少堂食」等等字眼隨處聽見，彷彿已 

成為我們近年抗疫新常態的新「潮語」。 

受著新⼀波疫情 Omicron 的威脅下，今年農曆新年我們仍然不能鬆懈，除了保持社

交距離外；戴口罩，消毒雙手更是不能缺少的生活習慣。雖然如此，象徵去舊迎新

的農曆新年仍是我們最期待的傳統節日，購置新春掛飾、年花及揮春，讓自己和    

家人⼀同感受新春喜慶的氣氛。 

正所謂，「遠親不如近鄰」，新春佳節除了與家人共渡之外，我們也可以主動關心身邊

的獨居⻑者，簡單⼀句「新年快樂」，都⾜以令他/她們暖在心頭，感受人間有情。  

在此，本中心衷心祝福各位，身體健康，新年快樂！ 



後排左至右：甄偉杰先生、劉深鉎先生、鄔靜賢幹事、謝美慧姑娘、黃梓烽幹事 

前排左至右：曾珮玲姑娘、梁家平副主任、蘇翠玉幹事、劉紅連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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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居家運動四式~~

寒冬來襲，有物理治療師建議，⻑者在家也應勤做運動，多加鍛練，例如以

下介紹的居家運動 4 式，可以幫助訓練手腳肌肉、核心肌群及平衡力。 

據康文署引用世衞建議，60 歲或以上⻑者，每週應進行最少 150 分鐘中等強

度有氧體能活動，⻑者更應針對重要肌群進化強化活動，每週兩天或以上，

活動能力較弱者則應進行改善平衡力的體能活動。 

天氣轉凍，⻑者⾎管收縮會令⾎壓上升，故在家不宜做激烈運動，留意⾝體

反應，如出現頭暈、眼花時，需馬上停止及休息。 

【資料來源：晴報網上版 http://www.etnet.com.hk/www/tc/lifestyle/health/healthyd/69757】 

目錄

1. 核心肌肉訓練 

⻑者可先平躺在床上，

雙手自然放鬆平放，雙

腿併攏並收腹，提腿各

上屈曲至 90 度，以訓

練核心肌肉。

2. 平衡訓練 

⻑者可以雙⼿扶穩餐桌

等家具「借力」，然後

左右腳踏步 20 至 30

次 ， 期 間 保 持 腰 背 挺

直 。 訓 練 能 改 善 平 衡

力，減少跌倒風險。 

3. 手、腳肌肉訓練 

⻑者可利用載滿⽔的

水樽，向上舉高至手

肘伸直，然後手臂慢

慢屈曲後放，左右手

各做 10 次，重點是訓

練三頭肌及上臂力。

4. 腿肌訓練 

在家進行半蹲訓練腿肌，
⻑ 者 膝 蓋 多 關 節 慢 性 勞
損，為免加重負擔，半蹲
幅度不用過大，背部則緊
貼牆壁，身體不要過度前
傾，每次維持 2 至 3 秒，
重複 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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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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MT/2122/Ai/061 

劉深鉎 
先生

12/1, 19/1, 

26/1 

9/2, 16/2, 

23/2 

9/3, 16/3, 

23/3, 30/3 
(逢星期三)

下午

3:00

至

4:00 

10 免費 10

內容：

⽣命教育⼩組讓⻑者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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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欣樂唱組 
HMT/2122/Aiii/048 

劉深鉎 
先生

8/1, 15/1, 

22/1, 29/1 

12/2, 19/2, 

26/2 

12/3, 19/3, 

26/3 
 (逢星期六） 

上午

9:30

至

10:15 

10 免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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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聲互動小組 

HMT/2122/Aii/055 

劉深鉎 
先生

8/1, 15/1, 

22/1, 29/1 

12/2, 19/2, 

26/2 

12/3, 19/3, 

26/3 

 (逢星期六）

上午

10:15

至

11:00 

10 免費 10

內容：

提供⼀個分享⼼聲彼此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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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署健康講座之  

「膽固醇睇真 D」 

HMT/2122/Ai/068 

(負責人：曾姑娘)

衛生署 

派員 

主講 

2 月 11 日 

(星期五)

上午

9:15

至

10:15 

1 
免

費 
1 

內容： 

由衛⽣署九龍城區⻑者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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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姑娘) 
HMT/2122/Ai/069 

雀巢佳

膳派員

主講 

2 月 17 日 

(星期四)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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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勵⻑者持續進修之終⽣學習精神，造就⻑者達到與時並進，服務社會之果效，本會於 2003 年成

立香港基督教新⽣會⻑者進修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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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進修學院的學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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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閱以下課程⼀覽表！

2022 年 1-3 ⽉課程⼀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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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高血壓 

健康講座

教授血壓計  

正確操作方法 

免費送贈手臂式 

電子血壓計一部 

傳愛到長者，定 
期跟進使用情況。 

因活動反應熱烈，現獲贊助團體增加名額，加開第三場，有需要的

長者請致電本中心查詢登記。 

內容：

地點：中心禮堂 

名額：

登記日期：

查詢電話：27607111 

鳴謝團體：榮華慈善基金 

請留意：1 月份已登記的會員將獲個別通知，無需重複登記。


申

請

資

格


 中心會員或護老者；及 

獨居或兩老同住之⻑者(沒有子女同住)；或

 由本中心社工轉介之特別需要個案 

五



護老互愛建何邨(12) 

日期：2 月 28 日(星期⼀)    

時間：上午 11:45 至 12:45 

對象：何文田邨互委會成員 

地點：中心禮堂 

內容：向何文田邨互助委員會成員推廣

中心「有需要護老者支援服務」

和中心相關服務等。 

名額：5 人                         

費用：全免 
護老拍出健康來(2) 

日期：2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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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透過簡易的拍打運動，培養    

參加者多做運動的興趣。 

名額：8 人                         

費用：全免 

護老關愛在何邨(2) 

日期：2 月 4 至 28 日    

時間：上午 10:30 至 12:30 /  

下午 2:30 至 4:30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地點：中心禮堂 

內容：探訪有需要護老者， 

以傳遞社區慰問和關懷。 

名額：30 人                         

費用：全免 

義工服務〈負責社工：梁姑娘〉

2 月義工聚會賀新春 

日期：2 月 10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對象：中心義工 

內容：義工定期聚會、賀新春、分享交流、 

義工服務跟進及工作安排。 

名額：30 人                         

費用：全免 

護老互愛建何邨(11) 

日期：2 月 14 日(星期⼀)    

時間：上午 9:30 至 10:30 

對象：何文田邨保安員 

地點：何文田邨     

內容：向何文田邨保安員推廣中⼼  

「有需要護老者支援服務」 

和中心相關服務等。 

名額：5 人                         

費用：全免 

有需要護老者支援服務〈負責社工：甄先生〉

六

歡迎親臨或致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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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護老樂聚 

日期：2 月 8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內容：每月相約護老者，分享照顧心 

得，互相支持，又會進行遊戲，

減壓鬆鬆。 

對象：護老者   

名額：10 人 

費用：全免    

放鬆自在樂作坊- 

數字油畫初階 B 班 

日期：2 月 9、16 及 23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30 至 11:30 

內容：每月相約護老者分享照顧心得，互 

相支持，又會進行遊戲，減壓鬆鬆。

對象：護老者  名額：4 人 

費用：$6 

備註：完成後，參加者可領取 

製成品回家。

護老手作 H&E :

多功能手織繩 

日期：2 月 15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4:00 

內容：手織繩扣在手袋、背包，方便又

好用。快來學習編織⼀條屬於⾃

己的手織繩啦！ 

對象：護老者  名額：10 人 

費用：$5 

備註： 

1) 參加者需要到中心繳費，確實留位。 

2) 由蘇翠玉幹事及義工麥蕙瑜女士作導

師教授

護老者服務〈負責社工：曾姑娘〉

護老樂同行- 

日本北海道篇(線上) 

日期：2 月 15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3:30 

內容：帶護老者用眼睛同遊 

⽇本北海道篇，⼀解

旅行之癢。 

對象：護老者  名額：15 人 

費用：全免 

備註：看完影片後，以網上表格回答 2 條

簡單問題，可獲贈「由日本製的小禮品」

護老講座：預防肌肉流失 

日期：2 月 22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3:30 

內容：講解肌肉對身體的重要性及預防肌

肉流失的方法。 

對象：護老者   

名額：10 人 

費用：全免 

備註：由衛生署健康外展隊伍派員 

到場主講 

護老者專講：認知退化，應對有

辦法(實體網上講座) 

日期：2 月 25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3:30 

內容：由職業治療師主講， 

教授應對認知障礙症的方法。 

對象：護老者  名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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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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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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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0-04:30 魔力橋齊齊玩 10:00-11:30 電影欣賞：呆佬拜壽

09:00-10:00

10:30-12:00

主日學

主日崇拜

10:30-12:00

02:30-04:30

人人生日●虎年大吉

魔力橋齊齊玩

09:15-09:45

09:30-11:00

10:00-11:00

11:00-12:30

02:30-03:30

活⼒之星與你動⼀動

新春大吉珠串手工班(A)

五餅二魚服務計劃

新春大吉珠串手工班(B)

2月護老樂聚

10:30-11:30

02:00-03:00

03:00-04:00

放鬆自在樂作坊-數字油畫

初階B班

活力讚美操

生命導向小組

10:00-11:00

02:30-03:30

樂聚⼀⼩時(實體例會)之

『生龍活虎賀新年』

2月義工聚會賀新春

09:15-10:15

10:00-11:00

10:30-11:30

02:30-04:30

衛生署健康講座之

「膽固醇睇真D」

五餅二魚服務計劃

國粵語歌樂唱班(2)

魔力橋齊齊玩

09:30-10:15

10:15-11:00

11:30-12:30

02:30-04:30

歡欣樂唱組

心聲互動小組

手機班-智能工具箱

經典粵曲任你唱

09:00-10:00

10:30-12:00

主日學

主日崇拜

09:15-09:45

09:30-10:30

10:00-11:30

02:30-04:30

運動鬆⼀鬆

護老互愛建何邨(11)

音樂抒壓填色趣味班(六)

魔力橋齊齊玩

09:15-09:45

10:00-11:00

10:30-11:30

02:30-03:30

02:30-04:00

活⼒之星與你動⼀動

五餅二魚服務計劃

精叻福虎慶元宵

護老樂同行-日本北海道篇

(線上)

護老手作H&E:多功能手織

繩

10:30-11:30

02:00-03:00

03:00-04:00

放鬆自在樂作坊-數字油畫

初階B班

活力讚美操

生命導向小組

09:30-11:00

10:30-12:30

11:00-12:30

02:30-04:30

02:30-03:30

新春大吉珠串手工班(A)

雙週麵包日

新春大吉珠串手工班(B)

佳膳健康講座：糖尿病 -

識飲識食好容易

09:15-09:45

10:00-11:00

10:30-11:30

02:30-04:00

活⼒之星與你動⼀動

五餅二魚服務計劃

國粵語歌樂唱班(2)

傳愛到何邨之榮華血壓計

送贈計劃(第⼀場)

09:30-10:15

10:15-11:00

11:30-12:30

11:30-12:30

歡欣樂唱組

心聲互動小組

手機班-二維碼(QR code)

護老拍出健康來(2)

09:00-10:00

10:30-12:00

主日學

主日崇拜

09:15-09:45

10:00-11:00

02:30-04:30

運動鬆⼀鬆

音樂抒壓填色趣味班(六)

魔力橋齊齊玩

09:15-09:45

10:00-11:00

10:30-11:30

02:30-03:30

03:30-05:00

活⼒之星與你動⼀動

五餅二魚服務計劃

齊來健腦操(2)

護老講座:預防肌肉流失

時代金曲任你唱

10:30-11:30

12:00-01:00

02:00-03:00

03:00-04:00

放鬆自在樂作坊-數字油畫

初階B班

福壽耄耋賀生辰

活力讚美操

生命導向小組

10:00-11:00

02:30-03:30

樂聚⼀⼩時(實體例會)之

⻑者樂活社區

開心「腦朋友」

09:15-09:45

10:00-11:00

10:30-11:30

02:30-04:30

02:30-03:30

04:00-05:30

活⼒之星與你動⼀動

五餅二魚服務計劃

國粵語歌樂唱班(2)

魔力橋齊齊玩

護老專講：認知退化，應

對有辦法(實體網上講座)

傳愛到何邨之榮華血壓計

送贈計劃(第二場)

09:30-10:15

10:15-11:00

11:30-12:30

02:30-04:00

歡欣樂唱組

心聲互動小組

手機班-手機遊戲

乒乓樂

09:00-10:00

10:30-12:00

主日學

主日崇拜

09:15-09:45

10:00-11:30

11:45-12:45

02:30-04:30

運動鬆⼀鬆

音樂抒壓填色趣味班(六)

護老互愛建何邨(12)

魔力橋齊齊玩

27日 28日

3日 4日 5日

初三

10日 11日 12日

17日

初⼀ 初二

香港基督教新⽣會何文⽥堂⻑者鄰舍中⼼2⽉份會員通訊
2022年1月31日出版，

印量800份

星期日 星期⼀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星期二

6日 7日 8日 9日

1日 2日

26日

13日 14日 15日

20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16日 18日 19日

21日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13:35)
(家庭福音主日)

(新年主日)



認知評估大腦檢測(十一) 

日期：2 月 4-28 日(逢星期⼀⾄五)   

時間：時間安排根據預約時間而定 

內容：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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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備註：歡迎預約登記 
音樂抒壓填色趣味班(六) 

日期：2 月 14、21、28 日及 3 月 7、14、21 及

28 日(逢星期⼀)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30   

內容：透過⼀邊播放舒緩⾝⼼的⾳樂，⼀邊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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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種

最輕鬆簡單的減壓活動。 

名額：10 人(認知障礙症⻑者優先)  

費用：全免(包括材料及工具)   

負責人：謝姑娘 / 蘇幹事 

歡迎親臨或致電中心報名

齊來健腦操(2) 

日期：2 月 22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30-11:30 

內容：增強記憶小提示，健腦八大妙法。 

對象：認知障礙症⻑者優先        

名額：40 人      

費用：全免   
開心「腦朋友」 

日期：2 月 24 日及 3 月 3、10、17 日(逢星期四)(共四堂) 

時間：下午 2:30-3:30 

內容：齊玩各種不同的桌上遊戲作為認知訓練，改善參加者

的溝通能力，激活大腦，延緩大腦退化。 

對象：關注大腦健康的會員      

名額：6 人     

費用：全免 

認知障礙症服務〈負責社工：謝姑娘〉

十



精叻福虎慶元宵 

日期：2 月 15 日(星期) 

時間：上午 10:30-11:30 

內容：共慶新春「元宵」佳節，玩遊戲，

猜燈謎，贏禮物。 

對象：中心會員及認知障礙症患者優先 

名額：40 人     

費用：全免 

運動鬆一鬆之「毛巾操」 

日期：2 月 14 日至 3 月 21 日(逢星期⼀)   時間：上午 9:15-9:45 

內容：教授毛巾操做拉筋，如上肢拉筋，下肢拉筋等，訓練身體活動能力和認知功能，

減低跌倒的風險及延緩腦部退化。 

對象：中心會員及認知障礙症患者優先 

名額：8 人      費用：全免 

備註：中心提供毛巾  負責人：鄔幹事 

手機班-智能工具箱 

日期：2 月 12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30 至 12:30 

內容：講解手機應用程式，例如「計算器」、

「單位轉換」及「BMI 值計算」等等。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8 人   

費用：全免

手機班-二維碼(QR code) 

日期：2 月 19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30 至 12:30 

內容：簡單講解二維碼在生活中的應用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8 人     

費用：全免

手機班-手機遊戲 

日期：2 月 26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30 至 12:30 

內容：介紹訓練大腦的手機遊戲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8 人     

費用：全免

歡迎親臨或致電中心報名認知障礙症服務〈負責社工：謝姑娘〉

人人生日虎年大吉 

日期：2 月 7 日(星期⼀) 

時間：上午 10:30-12:00 

內容：共慶新春「人日」生日，齊齊玩，

齊齊贏禮物。 

對象：中心會員及認知障礙症患者優先 

名額：40 人     

費用：全免 

⼗⼀

手機學習班〈負責人：資訊科技助理黃幹事〉



歡迎親臨或致電中心報名

五餅二魚服務計劃 

日期：2 月 8、11、15、18、22、25 日 (逢星期二及五) 

     <由 1 月 28 日起暫停供應小食，敬請留意。>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內容：免費領取「惜食堂」的速凍餐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對象：有需要的⻑者  名額：35 位 

備註：名額已滿，有需要的會員可登記為後備名單《必須通過社工評估及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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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期後

必須帶備該保溫袋按時到中心才可領取速凍餐。 

負責人：黃幹事/謝姑娘 

中心特別活動推介(⼀)

魔力橋齊齊玩 

日期：２月４、7、11、14、21、25 及

28 日(逢星期⼀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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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必須預約登記，如有任何查詢，

可致電本中心聯絡。 

負責人：鄔幹事/謝姑娘

2 月份雙週麵包日 

日期：2 月 1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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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每⽉只限領取⼀次麵包(4 個嘉頓麵包) 

3) 每⼈最多只可代⼀位會員領取麵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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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幹事/謝姑娘 

活力讚美操 

日期：1 月 12、19、26 日及 2 月

9、16、23 日及 3 月 9、16、

23、30 日(逢星期三)(共十堂) 

時間：下午 2:00 至 3:00 

內容：透過「讚美操」運動，快樂運

動，鍛鍊身體。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5 人  

費用：全免 

備註：1)  由義工陳秀清女士教授 

2)  疫情期間，學員必須全程戴 

上口罩跳舞，不得飲食。 

負責人：曾姑娘 

十二



新春大吉珠串手工班 

日期：2 月 8 日 (星期二)及 2 月 17 日(星期四)     

時間：A 班：上午 9:30 至 11:00 / B 班：上午 11:00 至 12:30 

內容：導師教授用珠串制作新春大吉，迎接新年，喜氣洋洋。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每班 8 人，合共 16 人。      

備註：此班組只限 1 月已報名者參加，活動由 1 月順延至 2 月。 

義務導師：劉倩儀女士                           

負責人：鄔幹事/梁姑娘 

歡迎親臨或致電中心報名

樂聚一小時(中心例會) 

日期：2 月 10 日(星期四)(第⼀場)    日期：2 月 10 日(星期四)(第二場)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主題：「生龍活虎賀新年」    主題：「⻑者樂活社區」
對象：中心會員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30-40 人        名額：30-40 人 

負責人：謝姑娘 負責人：梁姑娘

中心特別活動推介(二)

活力之星與你動一動 

日期：2 月 (逢星期二、五) 2 月 1，4 及 11 日除外 

時間：上午 9:15 至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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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活力之星梁秀琼 / 陳寶珍     

負責人：梁姑娘 
電影欣賞 

主題：欣賞經典名片「呆佬拜壽」，由梁醒波、

劉克宣、紫羅蓮主演。

日期：2 月 5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30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20 人     費用：全免    

負責人：梁姑娘

十三



經典粵曲任你唱 

日期：2 月 22 日 (星期二)    

時間：下午 3:30 至 5:00    

內容：自由歡唱粵劇金曲，大展歌喉。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0 人     費用：全免  

負責人：梁姑娘 

歡迎親臨或致電中心報名

國粵語歌樂唱班(2) 

日期：1 月 7、14、21、28 日 及 2 月 11、18、25 日 及 3 月 4、18 及 25 日 (逢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30 至 11:30  

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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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2 人    費用：$30 (十堂)

備註：1) 由曾姑娘教授     

2) 疫情期間，學員必須全程戴上口罩唱歌，不得飲食。

乒乓樂 

日期：2 月 26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 至 4:00  

內容：齊齊打乒乓球，娛樂又健體。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0 人     費用：全免 

負責人：鄔幹事/梁姑娘

時代金曲任你唱 

日期：2 月 12 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 至 4:00     

內容：自由歡唱時代金曲，大展歌喉。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0 人     費用：全免  

負責人：梁姑娘 

中心特別活動推介(三)

福壽耄耋賀生辰 

日期：2 月 23 日(星期三)    時間：中午 12:00 至 1:00     

對象：於 2-3 月份生日之會員   地點：中心禮堂   

內容：讓參加者⼀起慶祝⽣⽇良辰，並透過遊戲感受⽣⽇的歡欣和祝福。

名額：20 人  費用：全免 

備註：請「2 月份」和「3 月份」生日的會員於 2022 年 2 月 23 日(下午 2 時開始)至

3 月 12 日(下午 6 時止)帶備有效之會員證到中心領取生日禮物壹份。 

負責人：甄先生

十四

「線有善報」送贈活動 

登記日期：2 月 7 日(星期⼀)起 

登記時間：中心辦公時間內  

內容：送您⼀碗譚仔三哥「三餸米線」禮券⼀張

對象：中⼼⻑者會員

資格：獨居及領取綜援者優先(必須經社工審核)  

名額：50 人(先到先得) 負責人：謝姑娘



祝各位新年快樂﹗出入平安﹗真的。在這個疫情肆虐的日子，  

大家出出入入都要小心一點，我們都需要平安。聖經上的一句話：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詩篇121:8)」願各位都蒙耶穌的保護，出入得平安。有祂的保護，就沒

有甚麼可怕的，因上帝是創造之主，萬物從祂而來，沒有甚麼能傷害

我們。怎樣才能得到上帝的保護呢？只要你能信靠耶穌，就能得到了。

正如上述的那一句聖經，上帝保護我們出入平安，而且永永遠遠的保

護我們，「從今時直到永遠」。讓我們一同來信靠耶穌吧﹗ 

填色： 

祝各位新一年有：主愛伴隨﹗ 

平安喜樂﹗

你可藉以下禱告來求神幫助：

(請寫及讀以下聖經-詩篇 121:8)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

從今時直到永遠。

親愛的主耶穌！我願意接受祢成為我的救主和生
命的主，使我在疫境中得祢的保護，在患難之時
得到祢的幫助。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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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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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鄰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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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佈上期「健腦小訓練」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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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動動腦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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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2 月份健腦小遊戲 
 

得獎名額：250 個(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全部答中，可獲贈禮物一份以作鼓勵。 

截止日期：2022 年 2 月 17 日（星期六） 

 

 

 
 
 

例子(一)：請找出劉幹事要負責的工作   例子(二)：請找出蘇幹事要負責的工作 
 

 

 

 

  

 

 

 

  

 

 

答案：劉幹事負責的工作是：1/吸塵   答案：蘇幹事負責的工作是：2/登記 

-------------------------------------------------- 
問題：請以「畫腳仔」的方式找出以下各位職員要負責的工作 

 
 
 
 
 
 

 

 

 

 

 

1.登記   2.活動   3.教學   4.遊戲   5.個案   6.護理   7.清潔  

 

蘇幹事負責的工作是：___________   劉幹事負責的工作是：___________   

黃幹事負責的工作是：___________   鄔幹事負責的工作是：___________   

甄先生負責的工作是：___________   曾姑娘負責的工作是：___________ 

謝姑娘的工作是負責：___________    

 

會員姓名：___________  會員編號：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 

遊戲：這個遊戲主要以「畫腳仔」的方式決定各位成員需要負責的工作。 

玩法： 1.由上方的人物開始，以線條的走向作為路徑。 

2.遇到直線往下走，遇到橫線向橫走。 

 

鄔幹事 劉幹事 蘇幹事 

✓1.吸塵 2.護理 3.登記 

蘇幹事 劉幹事 鄔幹事 黃幹事 

1.護理 2.教學 ✓3.登記 4.吸塵 

鄔幹事 蘇幹事 劉幹事 黃幹事 甄先生 曾姑娘 謝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