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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地址：九龍何文田邨景文樓地下 11 號      
聯絡電話：2760-7111    傳真號碼：2760-7140 
電郵地址：hmtnec@nlcchkhmtnec.org      Facebook            WhatsApp           網頁 
中心網址：https://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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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開放時間 ：逢星期㇐至六，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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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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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認識「服務質素標準」】 
(SQS 13-SQS 14) 

 

在管理及提供服務方面，「服務質素標準」訂明了
福利服務單位應具備的質素水平。為確保大家獲得
優質的社會 福利服務，本中心現按照社會福利署
之規定，推行「服務質素標準」(SQS)，現時共有
十六項「服務質素標準」，每項「服務質素標準」
均有㇐套「準則」及「評估指標」說明，這些「準
則」及「評估指標」均為㇐般性基本要求，讓我們
逐㇐向大家簡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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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S 標準 14：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
和保密的權利。 

 

14.1. 在可行的情況下，服務單位備有確保個別服
務使用者私隱與尊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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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對於服務使用者所需的任何個人護理，服務
單位應確保進行這些護理  時，服務使用者
的私隱和尊嚴得到尊重。 

14.3. 確保服務使用者的保密權得到尊重的政策及
程序，並可供服務使用者、職員及其他關注
人士閱覽。 

 

【歡迎新同工-中心副主任徐嘉鳴姑娘到任】 
 

大家好！我是徐嘉鳴，大家可
稱呼我為徐姑娘，是新到職的
副主任，很高興能加入新生會
成為中心的㇐份子。 

 

過去我曾於黃大仙及九龍城的⾧者中心任職，不知
道是否曾與大家有㇐面之緣呢？期待在不久的日
子，能與大家在中心見面和聊天。 
祝願大家㇐切安好！ 

目錄 

【編者的話：⾧者日 2022】 
 

11 月 20 日為㇐年㇐度⾧者日，社聯自 1979 年開
始，為推動敬愛⾧者文化及促進公眾關懷⾧者需
要，發動各安老服務機構於每年 11 月第三個星期
日舉辦「老人節｣活動。 至 1993 年，政府確認其重
要性，重新定名為「⾧者日｣，以宣傳⾧者對社會
之貢獻，提倡積極晚年、老有所為等訊息。 
 

「⾧者日｣以金百合作象徵，寓意燦爛、豐盛、知
足、感恩，代表⾧者仍可繼續積極參與，貢獻社
會，過著豐盛和多姿多采的晚年生活。 
 

【特別鳴謝】 
 

按香港政府於 6 月 17 日的公佈，本中心代政府派
發之「政府快速測試套裝」將繼續派發，但由於缺
貨關係，暫未知最新的派發日期，詳情請留意中心
最新消息。歡迎年滿 60 歲或以上之⾧者，於中心
辦公時間內免費領取，每人每日只限取㇐份。如有
查詢，請直接致電： 
衛生防護中心熱線電話 2125-1111，或 
社會福利署熱線電話     2343-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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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關愛在何邨(2022.7) 

日期：11 月 1 至 30 日(星期㇐至六)  時間：上午 9:00 至 1:00 /下午 2:00 至 5:00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名額：35 人     費用：全免  
內容：關顧有需要護老者，以傳遞社區關懷。 

護老互愛建何邨(2022.8) 

日期：11 月 11、14、23 及 28 日   時間：下午 2:15 至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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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老鬆一鬆平台(1)  

日期：11 月 4、7、16、21 及 30 日   時間：中午 12:00 至 1:00 
對象：個別邀請參加者       地點：中心禮堂     
內容：讓照顧者提高對社區上照顧資源和照顧技巧的認識 
名額：8 人     費用：全免 

香港基督教新生會 - ⾧者進修學院 
 

 

 

 
 

 
 

  

 

 

 

  

 

 

 

 

 

 

 

 

 

 

 

 

 

 

 

 

 

班組名稱 導師 日期 時間 次
數 費用 學

分 備註 

幸福小組 劉深鉎先生 逢星期三 下午 3:15
至 4:45 5 免費 5 

內容： 
藉遊戲、詩歌、分享等，讓組員
彼此認識、互相支持、認識真
理、共享平安，喜樂時光。 

歡欣樂唱組 劉深鉎先生 逢星期六 上午 9:30
至 10:15 4 免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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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聲互動小組 劉深鉎先生 逢星期六 上午 10:15
至 11:00 4 免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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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1 月中心靈性課程㇐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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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六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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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需要護老者支援服務〈負責社工：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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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講座:低溫症 

日期：11 月 15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對象：護老者               名額：12 人   費用：全免    學分：1 分  
內容：天氣轉涼，講解保暖的重要性，避免引發低溫症。 
備註：由衛生署健康外展隊伍林姑娘到場主講 
報名日期：11 月 7 日(星期㇐) 上午 9:15 開始登記 

數字遊戲練腦筋(二) 
 

日期：11 月 29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3:00 至 4:00 
對象：早期認知障礙症⾧者及其照顧者優先  
內容：透過不同的數字遊戲，鍛鍊腦袋靈活及數算能力，延緩認知衰退。 
名額：8 人      費用：全免   學分：1 分 
報名日期：11 月 7 日(星期㇐) 上午 9:15 開始登記 

DIY 簡易剪紙樂(二)(補課) 
 

日期：11 月 3 及 10 日(星期四)(共 2 堂)   
時間：下午 2:15 至 3:15     
對象：早期認知障礙症⾧者及其照顧者優先  
內容：透過簡易摺紙及剪紙技術，製作精美圖畫， 

有助訓練專注力及手眼協調能力。 
名額：10 人(已滿)   學分：4 分   費用：$20(包括材料及工具) 
 

愛回應照顧者小組 

日期：11 月 1、8、15、22 日(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30 至 11:30 
對象：護老者            名額：6 人       費用：全免    學分：4 分  
內容：透過遊戲及不同的練習和分享，引領照顧者學識平衡照顧生活， 

並多愛自己㇐點。 

護老聚聚在 11 月 

日期：11 月 22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對象：護老者             
名額：12 人   費用：全免    學分：1 分  
內容：講解「失眠」與護老者關係，並進行鬆弛活動，與護老者㇐同放鬆下。 
報名日期：11 月 7 日(星期㇐) 上午 9:15 開始登記 

 

 
 

 

 

 

 

 

 

  

 

 

  

 

 

 

 

 

  

 

 
 

 

 

 

 

 

 

  

 

  

  

 

 

 

 

  

 

 

 

  

 

  

  

 

 

認知障礙症服務〈負責社工：謝姑娘〉 

護老者服務〈負責社工：曾姑娘〉 

頁四 



敬老護老愛心券 2022 慈善籌款活動 
 

日期：2022 年 10 月 24 日(星期㇐)至 11 月 19 日(星期六) 
目的：透過活動向公眾籌款，而所得善款將全數支持中心之⾧者服務之用 
內容：㇐年㇐度愛心券，請各位會員踴踴支持，為中心籌募經費以改善中心服務。 
對象：中心會員及社區人士     
備註：協助中心籌募經費最高的頭 3 名會員可獲得冠、亞、季軍以示鼓勵。 

詳情稍後公佈。 
負責人：謝姑娘 
 

形 式 日 期 內 容 

街站 2022 年 10 月 24 日至
10 月 29 日 中心已申請不同地方進行籌款 

中心內銷售 2022 年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19 日 於中心即場購買  

中心內義賣及表演 2022 年 11 月 10 日 透過義賣及會員 / 同工演出籌款 
 

歡迎大家透過以上不同方式踴躍支持，購買愛心券及報名參與成為本中心義工，
一同協助進行籌款，出錢又出力，感謝啊！ 

免費認知檢測服務(八) 
 

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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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 日至 31 日(逢星期㇐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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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認知障人礙症患者，是一個既漫長又充滿壓力的旅程，在這段路上，

你和你家人或許會經歷很大的挑戰性和情緒困擾，                           
當你感到徬徨無助，不知所措時，請別忘記有我們與你同行， 
如需要尋求支援，歡迎致電 2760-7111 與我們聯絡！ 

中心特別活動推介(一) 

頁五 

認知障礙症服務〈負責社工：謝姑娘〉 



10:30-11:30 愛回應照顧者小組 03:15-04:45 幸福小組 10:00-11:00
02:15-03:15

樂聚㇐小時
DIY簡易剪紙樂(二)

10:30-11:30
12:00-01:00
02:30-04:30

國粵語歌樂唱班(3)
護老鬆㇐鬆平台(1)
齊玩魔力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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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欣樂唱組
心聲互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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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
主日崇拜

10:00-11:30
12:00-01:00
02:30-04:30

填色抒壓樂滿Fun
護老鬆㇐鬆平台(1)
齊玩魔力橋

10:30-11:30
02:30-04:30

愛回應照顧者小組
時代金曲任你唱(3)

02:00-03:00
03:15-04:45

活力讚美操(3)
幸福小組

10:30-12:00

10:30-12:30
02:15-03:15
02:30-04:30
03:30-04:30

齊齊買齊齊抽-
愛心券終極大放送2022
雙週麵包日
DIY簡易剪紙樂(二)
雙週麵包日
手機班-益智遊戲

09:15-10:15

10:30-11:30
02:15-03:15
02:30-04:00

衛生署健康講座：
⾧者常見眼疾及護眼之道
國粵語歌樂唱班(3)
護老互愛建何邨(8)
傳愛到何邨之榮華血壓計送
贈計劃(二)(22-2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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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欣樂唱組
心聲互動小組
經典粵曲任你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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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
主日崇拜

10:00-11:30
02:15-03:15
02:30-04:30

填色抒壓樂滿Fun
護老互愛建何邨(8)
齊玩魔力橋

10:30-11:30
02:30-03:30

愛回應照顧者小組
護老講座-低溫症

12:00-01:00
02:00-03:00
03:15-04:45

護老鬆㇐鬆平台(1)
活力讚美操(3)
幸福小組

08:45-05:30
10:00-11:00

⾧者同樂山頂遊2022
樂聚㇐小時: 護老易達平台

10:30-11:30
02:30-04:30
02:30-04:30

國粵語歌樂唱班(3)
第七屆⾧者進修學院
齊玩魔力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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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欣樂唱組
心聲互動小組
時代金曲任你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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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
主日崇拜

10:00-11:30
12:00-01:00
02:30-04:30

填色抒壓樂滿Fun
護老鬆㇐鬆平台(1)
齊玩魔力橋

10:30-11:30
02:30-03:30

愛回應照顧者小組
護老聚聚在11月

02:00-03:00
02:15-03:15
03:15-04:45

活力讚美操(3)
護老互愛建何邨(8)
幸福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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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粵曲任你唱 (3)
雙週麵包日
雙週麵包日
認識新科技

10:30-11:30
02:30-04:30

國粵語歌樂唱班(3)
齊玩魔力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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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欣樂唱組
心聲互動小組
乒乓健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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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
主日崇拜

10:00-11:30
02:15-03:15
02:30-04:30

填色抒壓樂滿Fun
護老互愛建何邨(8)
齊玩魔力橋

03:00-04:00 數字遊戲練腦筋(三) 10:30-12:00
12:00-01:00
02:00-03:00
02:30-04:30
03:15-04:45

開開心心齊齊玩(四)
護老鬆㇐鬆平台(1)
活力讚美操(3)
11月雅培奶粉售賣日
幸福小組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3日 4日 5日

17日

10日 11日 12日

18日 19日

26日

香港基督教新生會何文田堂⾧者鄰舍中心11月份會員通訊 2022年10月31日出版
印量850份

星期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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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20日

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語；

我趁夜更未換將眼睜開，為要思想你的話語。

詩篇119:147-148

開始訂購雅培奶粉



齊齊買齊齊抽-愛心券終極大放送 2022 
 

日期：11 月 10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30-12:00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內容：透過義賣及會員 / 同工演出籌款 
名額：50 人          
報名日期：11 月 7 日(星期㇐) 上午 9:15 開始登記 

長者同樂山頂遊 2022 

日期：11 月 17 日(星期四)   集合時間：上午 8 時 45 分     
費用：$250(全包)     對        象：中心會員       
名額：100 人(兩車)(尚餘少量名額，歡迎踴躍參加)          
內容： 1. 暢遊香港山頂乘搭全新第 6 代山頂纜車 

2. 遊覽山頂廣場、獅子亭觀景台及爐峰自然徑。 
3. 灣仔四星級酒店享用自助式午餐 
4. 遊覽故宮文化博物館(展覽廳 1-7) 

注意事項： 1. 所有參加者必須已打至少 3 針 2019 新冠肺炎疫苗 
2. 出發前 24 小時內，必須進行㇐次快速抗原測試並取得陰性結果，並用 
    手機拍攝保存，以便當日入場出示有關証明。 

 

 

 

 

  

樂聚一小時之「介紹 11 月份中心重點活動推介」(第一場) 

日    期：11 月 3 日(星期四)  時    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對    象：中心會員     地    點：中心禮堂     
名    額：50 人      負責人：謝姑娘        

衛生署健康講座-長者常見眼疾及護眼之道 

日期：11 月 11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9:15 至 10:15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2 人  費用：全免   地點：中心禮堂 
內容：講解⾧者常見的眼晴疾病及護眼方法，保護眼睛健康。 
備註：由衛生署健康外展隊伍林姑娘到場主講 
負責職員：曾姑娘   學分：1 分    
報名日期：11 月 7 日(星期㇐) 上午 9:15 開始登記 

樂聚一小時之「護老易達平台」(第二場) 

日    期：11 月 17 日(星期四)  時    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對    象：中心會員     地    點：中心禮堂     
名    額：50 人      負責人：甄先生 

中心特別活動推介(二) 

頁八 



乒乓健身樂 

日期：11 月 26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 至 4:30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8 人                 
內容：齊齊打乒乓球，強身健體及有益身心。 
地點：中心禮堂     費用：免費 
負責職員：黃幹事 

齊玩魔力橋 

日期：11 月 4、7、14、18、21、25 及 28 日 (逢星期㇐及五)<11 月 11 日除外> 
時間：下午 2:30 至 4:30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6 人（每組 3-4 人，最多 4 組同行）   
備註：必須預約登記，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本中心聯絡。  
負責職員：鄔幹事/謝姑娘 

  

 

 

  

 

 

 

 

  

  

 

  

  

 

 

  

   

 

  

 

 

 

 

五餅二魚服務計劃(2023 年)登記 

日期：2023 年 1 月份起，(逢星期二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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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額：35 位     
對象：經中心社工評估為有膳食支援需要的中心會員   
備註：㇐. 有需要申請者請於 11 月 14 日(星期㇐)起，親臨本中心登記，社工將根據申

請者的家庭需要，個人照顧能力，支援網絡及經濟狀況等作出評估及甄別。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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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職員：黃幹事/謝姑娘 

手機班-益智遊戲 

日期：11 月 10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3:30 至 4:30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8 人 
費用：全免   學分：1 分 
內容： 與參加者㇐同遊玩益智遊戲 
負責職員：黃幹事 

認識新科技 

日期：11 月 24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3:30 至 4:30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8 人   
費用：全免   學分：1 分 
內容： 為參加者講解新科技 
負責職員：黃幹事 

中心特別活動推介(三) 

頁九 



11 月份雙週麵包日 

日期：11 月 10 及 24 日 (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30 至 12:30 及下午 2:30 至 4:30  
內容：每人每月可領取 5 個嘉頓麵包㇐次 
地點：本中心正前門  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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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職員：蘇幹事/謝姑娘 

活力讚美操(3) 

日期：11 月 9、16、23、30 日及 12 月 14、21、28 日 (逢星期三) (共十堂)  
時間：下午 2:00 至 3:00     名額：15 人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和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地點：中心禮堂       學分：3 分 
內容：透過「讚美操」運動，快樂舞動，鍛鍊身體。 
備註：1. 由義工陳秀清女士教授 

2. 疫情間，學員必須全程戴上口罩跳舞，不得飲食。 負責職員：曾姑娘 

國粵語歌樂唱班(3) 

日期：11 月 4、11、18 及 25 日 
12 月 2、9、16 及 30 日(逢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30 至 11:30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5 人        
費用：$30 (十堂)          學分：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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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中心禮堂      
備註： 1) 堂費於首日上課時繳交   2) 由曾姑娘親自教授 

3) 疫情間，學員必須全程戴上口罩唱歌，不得飲食。 負責職員：曾姑娘 

開開心心齊齊玩(四) 

日期：11 月 30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30 至 12:00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40 人                 
內容：表演、集體遊戲及抽獎  地點：中心禮堂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謝姑娘     報名日期：11 月 7 日(星期㇐)上午 9:15 開始 

  

 

 

  

  

  

 

  

 

 

 

 

 

 

 

 

 

 

 
 
 
 
 

 

～已滿額～ 

參加者請按時出席活動啊！ 

中心特別活動推介(四) 

頁十 



服務內容：為急切需要的護老者提供短期輪椅及復康用具租借服務 
租借時間：星期㇐至六，上午 9 至 1 時及下午 2 至 6 時。     
借用期限：以兩星期為限   租借按金：$100 
逾期歸還：若逾期歸還，每日將收取$1(在按金中扣除)，如逾期兩星期而未辦理有關之續借手續，     

本中心有權拒絕日後之申請。 
借  用  者：必須為已登記之護老者 
備        註：1) 申請詳情請致電中心查詢   

2) 存貨有限，如欲申請服務，請先致電查詢及預約。 

經典粵曲任你唱 

日期：11 月 12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 至 4:30 
日期：11 月 24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00 至 12:00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20 人  
費用：全免       地點：中心禮堂 
內容：經典粵曲任你唱，成班老友，大展歌喉。  負責職員：鄔幹事 

時代金曲任你唱 

日期：11 月 8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 至 4:30 
日期：1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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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中心禮堂 
內容：時代金曲任你唱，高歌暢聚，大展歌喉。  負責職員：鄔幹事 

產品 價錢 
1)金裝加營素(呍呢嗱味) 900 克 $173 

2)金裝加營素(朱古力味) 900 克 $173 

3)低糖加營素 850 克 $178 

4)活力加營素 850 克 $215 

5)怡保康 850 克 $215.5 

 

 

 

 

 

 

 

 

 

 
 
 
 
 
 
 
 
 
 
 
 
 
 

 

  

 

 

 

 
 

復康用具租借服務 

中心特別活動推介(五) 

售賣美國雅培奶粉 
售賣日:11 月 30 日(星期二) 

下午 2:30-4:30 

*有需要購買雅培奶粉的中心會
員，可於 11 月 10 日(星期四)
至 11 月 24 日(星期四)，辨公
時間內致電本中心登記，中心
電話號碼 2760-7111。 
*歡迎使用八達通或現金付款 

頁十㇐ 



 
 

 
 
  

 
 
  
 
  
 
 
  
 

 
 

 

 

 

 
 

 

 
 
 

 
 
(印刷品) 

 
中心督導： 何國添會牧 
中心同工： 劉深鉎先生、馮志堅先生、 

徐嘉鳴姑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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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鄰舍中心 
九龍何文田邨景文樓 11 號地下  電話：276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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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心地圖 



 

 
 
 

認 識 救 主 
 

 

親愛的老友記、各位服務使用者： 

大概還有兩個月，是每年一次聖誕節的來臨，亦是時候我們多一些思想耶

穌基督降生，與我們生命有何關係，在多變的生活中，我們如何領受到耶

穌對我們生命的祝福…… 
 

當主耶穌還未降生世上，成就對世人救贖之先，舊約聖經早有預言祂的降

生，而在新約聖經中，有關耶穌降生的事蹟，今天已經成就了。在新約聖

經記載中，就描述過有一個叫西面的人（參：路加福音 2:25-33），他就見

證了救主耶穌降生的事實，因為當時他看見了幼兒期的耶穌，而他所等候

要降生的主耶穌，對我們世人有以下四方面的重要意義，耶穌祂是： 

 

「1. 安慰者――能安慰傷心的人。 

  2.  救主――能拯救世上的人。 

 3.  照亮人的光――能除去黑暗，指引人走向 

      光明人生路。 

  4.  以色列的榮耀――是國家的光榮。」註 1 
 

 

 

思想：您經歷過耶穌基督的安慰嗎？您清楚耶穌基督降生有以上四個重要

意義嗎？您是否相信，祂是您的幫助者？如果您願意接受耶穌做救主，請

您跟我作以下的禱告。 

 

禱告：主耶穌，感謝您愛我，赦免我的過犯，為我死在十架上，我知道您

降生世上，為要拯救我給我豐盛永恆生命，我願意現在打開心門，接受您

成為我的救主及生命的主，幫助我到教會，更多明白聖經，清楚您對我愛

的救贖，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註 1:文章選自《聖道日糧 1 耶穌是救主》香港讀經會 

 
 
 

靈言蜜語 
 

（在上圖填上顏色 
確信主耶穌能幫助您） 



八達通換卡計劃 
八達通卡有限公司於 10 月 11 日宣佈，將於 11 月 15 日起，向已使用十五年或以上的舊卡實施「逾期

更換行政費」，並提供㇐年寬限期，舊卡卡主需在明年 11 月 15 日寬限期屆滿前退卡或免費換新卡。 

八達通公司呼籲大家依時換卡。屆時若卡主仍未換卡，將會被扣除每年 20 元的行政費直至餘額和按金

均被完全扣除為止。 

 
老友記留意和參考以上圖片，查看自己的八達通是否需要更換。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檢測登記碼 
政府宣佈由 11 月起，為減省在檢測現場的輪候及登記的

時間，將推行以下措施簡化核酸檢測的登記流程。 
 

市民必須透過以下三個步驟，取得專屬的「檢測二維碼」： 

(㇐) 更新「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 
將安心出行更新至最新版本，進入「檢測登記碼」頁面 

(二) 填寫個人資料 
填寫以下個人資料： 

 身份證明文件類型及號碼 

 短訊語言 

 中英文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能收取短訊之電話號碼 

 地址 

填寫完成後按「確認」 

(三) 獲取檢測登記碼 
完成登記後，二維碼會自行生成 
 

各位老友記敬請留意，雖然所有 60 歲或以上⾧者，即使沒有檢測登記碼，仍可以免費進行檢測。 

為更快速完成登記檢測的手續，中心建議各位老友記到「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取得專屬的二維碼。 

如需任何協助，可攜同手機及身份證，於辦公時間親臨本中心。謝謝！ 

（一） 

（二）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