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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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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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lcchkhmtnec.org/
http://www.facebook.com/nlcchkhmtnec/


【歡迎新同工-中心主任馮志堅先生到任】 

 

歡 迎 中 心 主 任 馮 志 堅 先 生 於

2022 年 11 月 1 日正式到任，

期待在新主任的帶領下，令本

中心的服務更精益求精，大步

向前。 
 

 

【編輯的話】 
 

根據「聖經」的記載，耶穌誕⽣在猶太的⼀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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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隨天上的⼀顆明亮星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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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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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認識「服務質素標準」】 
(SQS 15-SQS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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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有⼀套「準則」及「評估指標」說明，這些「準
則」及「評估指標」均為⼀般性基本要求，讓我們
逐⼀向⼤家簡單介紹。 
 

SQS 標準 15：每⼀位服務使⽤者及職員均有⾃由

申訴其對機構或服務單位的不滿，而毋須憂慮遭受

責罰，所提出的申訴亦應得到處理。 
 

15.1. 服務單位備有處理投訴的政策和程序，並可

供服務使用者、職員及其他關注人士閱覽。 

15.2. 服務單位處理投訴的程序應包括以下事項：  

- 訂明接獲投訴後採取回應行動的時限；  

- 確定職員需採取的行動，並指定由何人負

責處理投訴；以及  

- 訂明如何／何時回應服務使用者的投訴。 

15.3. 讓服務使用者知道他們有權投訴，並讓他們

知悉投訴的程序和服務單位如何處理投訴。 

15.4. 服務單位應鼓勵並讓服務使用者有機會討論

提供服務方面的問題和坦誠提出他們關注的

事情。 

15.5. 所有投訴和處理投訴的行動均應記錄在案。 
 

SQS 標準 16：服務單位採取⼀切合理步驟，確保

服務使用者免受侵犯。 
 

16.1. 服務單位備有確保服務使用者免受他人的言

語、人身及性侵犯的權利受到尊重的政策及

程序，並可供服務使用者、職員及其他關注

人士閱覽。 

16.2. 服務單位的職員應知道服務單位保障服務使

用者免受侵犯的權利的政策及程序。 

16.3. 服務單位應鼓勵並讓職員和服務使用者有適

當機會提出有關言語、人身或性侵犯方面的

關注。 
 

【公眾假期中心暫停開放】 
 

2022 年 12 月 26 日(星期⼀)及

27 日(星期二)為聖誕節假期，中

心將會暫停開放，敬請各位老

友記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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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的話 

香港國安法的背景與目的 

 

 
 

 

  

親愛的老友記： 

新冠疫情持續逾兩年，隨著社交距離措施進⼀步放寬，社會上各種活動亦逐步

「復常」，本中心亦已恢復實體活動，為鼓勵大家親身到中心參予活動，讓中心

職員與⼤家有更多實體⾒⾯的時間，現誠邀⼤家親⾝參予每⽉第⼀個星期四上午

10:00 在中⼼舉⾏的「樂聚⼀⼩時」例會活動，在例會中會發放該⽉的最新中⼼

及活動資訊。除此之外，中心亦會擺放通訊供大家索取，以及透過 WhatsApp 廣

播發放通訊。由 2023 年 1 月起，本中心將停止寄發通訊或將通訊入信箱給所有

會員。 

然而考慮到個別老友記可能因個別情況未能親身到訪中心，是須要郵寄收取通

訊，請填妥「郵寄/WhatsApp 收取通訊安排-回條」後交回中心，中心將另作安

排，當然亦歡迎致電 2760-7111 告知中心職員。祝願大家身體健康，期待與大家

見面啊！ 

香港於 2020 年 6 月 30 ⽇起實施《中華⼈⺠共和國香港特別⾏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簡稱《港區國

安法》），為維持國家安全踏出了重要的⼀步。 
 

香港國安法的背景 

香港⾃古以來已是中華⼈⺠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1997 年 7 月 1 日回歸祖國後，按照《基本法》，

香港特別⾏政區是中華⼈⺠共和國的⼀個享有⾼度⾃治權的地⽅⾏政區域，直轄於中央⼈⺠政府。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屬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條文，規定香港「應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國

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第二十三條是義務條款而非授權條款，體現中央對特區的信任，但不等於中央

放棄有關國家安全屬中央事務的權力。 

通過法律維護國家安全，是國際慣例。《公⺠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

際公約》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憲法都明確規定，某些個人行使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是可以因維護國

家安全以法律予以限制。 

香港特區政府曾在 2003 年推出為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

但未能完成立法，致使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領域上處於「不設防」的狀態，出現風險。 

加上，「⼀國兩制」是保持香港⻑期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卻在近年遇到問題，例如 2019 年發生的

「修例風波」，導致香港社會飽受創傷，嚴重破壞了社會秩序，弱化部分市⺠的守法意識，並嚴重危害

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鑑於香港的局勢發展，第⼗三屆全國⼈⺠代表⼤會第三次會議通過《全國⼈⺠代表⼤會關於建立健全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相關法律。全

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授權，結合香港特區具體情況，聽取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意見後，於六月三十日通

過《港區國安法》，按《基本法》第十八條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並於同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刊憲公

布生效。 

香港國安法的立法目的 

《港區國安法》的立法目的清晰目確，包括： 

全⾯準確貫徹「⼀國兩制」、「港⼈治港」、⾼度⾃治⽅針； 

維護國家安全； 

防範、制止和懲治與香港特區有關的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和勾結外國或境外

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香港國安法的推出，堵塞了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的法律漏洞，將有助「⼀國兩制」⾏穩致遠。 

# 資料來源：https://ls.chiculture.org.hk/tc/idea-aspect/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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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關愛在何邨(2022.8) 

日期：12 月 1 至 31 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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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認知檢測服務(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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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12 月 1 日至 31 日(逢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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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獨班(Sudoku) 
  

內容：介紹數獨的玩法，從 4x4/6x6 作入⾨階段，最後與⼤家⼀同遊玩 9x9 的題目。 

日期：12 月 15 日(星期四)(第⼀堂)   時間：下午 3:30-4:30 

日期：12 月 29 日(星期四)(第二堂)   時間：下午 2:15-3:15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0 人  負責同工：黃幹事 

香港基督教新生會 - ⻑者進修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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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免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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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免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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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2 月中心靈性課程⼀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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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六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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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知障礙症服務〈負責社工：謝姑娘〉 

有需要護老者支援服務〈負責社工：甄先生〉 

頁四 



 

 
 

 

 

 

 

 

  

 

 

  

 

 

 

 

  

 

 

 

 

 

 

 

 

 

 

 

 

 

  

 

 

  
 

 

 

 

 

 

 

 

 

 

 

 

 

護老者服務〈負責社工：曾姑娘〉 

中心特別活動推介(一) 

護老歡聚迎聖誕 

日期：12 月 20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15 至 11:45  

對象：護老者 及 有需要護老者       名額：30 人  費用：全免     

內容：照顧者們⼀同唱歌、⼤玩遊戲及進⾏抽獎，開⼼迎接聖誕節。 

負責職員：曾姑娘及鄔幹事 

報名日期：12 月 5 日(星期⼀) 上午 9:15 開始登記 

護老講座:低溫症 

日期：1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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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5 日(星期⼀) 上午 9:15 開始登記 

手作園地:聖誕杯 

日期：12 月 22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對象：護老者 及 有需要護老者       名額：15 人   

費用：$5              學分：1 分  

內容：放鬆身心，舒緩照顧壓力。製作聖誕手工  

負責職員：曾姑娘及鄔幹事  

報名日期：12 月 5 日(星期⼀) 上午 9:15 開始登記 

護戶送愛聖誕探訪 2022 

日期：12 月 24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00 至中午 12:00   

對象：雙老及獨居⻑者           名額：100 人   

內容：由卓護義工協會的護士義工上門探訪，送上聖誕禮物，表達關懷。 

備註：不設報名，探訪對象由社工個別邀請參與。  

衛生署健康講座：聽覺保健知多少 

日期：12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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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日常保護聽覺的知識。  學分：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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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日期：12 月 6 日(星期二)上午 9:15 開始登記 

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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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30
10:30-11:00

樂聚㇐小時之認識國安法
樂聚㇐小時之中心活動介紹

10:00-11:00
10:30-11:30

五餅二魚服務計劃
國粵語歌樂唱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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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0-04:30

填色抒壓樂滿Fun
齊玩魔力橋

10:00-11:00
10:00-12:00

五餅二魚服務計劃
時代金曲任你唱 (3)

03:15-04:45 幸福小組 09:15-05:00
10:30-12:30
02:30-04:30

渡船悠遊⾧洲
雙週麵包日
雙週麵包日

09:1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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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署健康講座：
聽覺保健知多少
五餅二魚服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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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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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0-04:30

填色抒壓樂滿Fun
齊玩魔力橋

10:00-11:00 五餅二魚服務計劃 09:30-12:00
02:00-03:00
03:15-04:45

⾧者剪髮服務12月份
活力讚美操(3)
幸福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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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粵曲任你唱 (3)
數獨班(Sudo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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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餅二魚服務計劃
國粵語歌樂唱班(3)
雀巢講座暨奶粉售賣：
腦退化症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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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欣樂唱賀聖誕
心聲互動賀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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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壽耄耋賀生辰(2022.3)
齊玩魔力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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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餅二魚服務計劃
護老歡聚迎聖誕
護老講座-低溫症

10:30-12:00
02:00-03:00
03:15-04:45

與你共聚聖誕快樂時
活力讚美操(3)
幸福小組之聖誕滿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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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週麵包日
雙週麵包日
手作園地: 聖誕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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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餅二魚服務計劃
國粵語歌樂唱班(3)補堂
齊玩魔力橋

09:30-10:15
11:00-12:00
02:00-04:00

歡欣樂唱組
護戶送愛聖誕探訪2022
交安伴您身心健康迎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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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
聖誕福音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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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力讚美操(3)
幸福小組

09:30-12:30
02:15-03:15
03:30-05:30

物理治療耆康胸肺聽診檢查
數獨班(Sudoku)
乒乓健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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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餅二魚服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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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金曲任你唱 (3)

27日 28日 29日

1日 2日 3日

30日 31日

聖誕節後
第㇐個周日

聖誕節後
第二個周日

25日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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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1月30日出版
印量850份

星期日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五 星期六星期四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 日 17日

23日 24日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他們就每日在殿裏、在家裏不住地教訓

人，傳耶穌是基督。

使徒行傳5:42

冬日湯包蜜蜜送

冬日湯包蜜蜜送



齊玩魔力橋 

日期：12 月 5、9、12、19、23 及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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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壽耄耋賀生辰(2022.3) 

日期：12 月 19 日(星期⼀)    時間：中午 12:00 至 1:00   

對象：10-12 月份生日之中心會員   名額：10 人                 

地點：中心禮堂      費用：全免   

內容：今年「10 至 12 月份」生日之中心會員可以憑有效會員證，     

於 12 月 19 日下午 2 時開始，來中心領取生日禮物壹份。 

截止日期是 12 月 31 日下午 6 時，逾期不設補領。 

負責職員：甄先生  

 

 

 

 

  樂聚一小時之「認識國安法」 

日    期：12 月 1 日(星期四)  時    間：上午 10:00 至 10:30     

對    象：中心會員     地    點：中心禮堂     

名    額：50 人      負責人：謝姑娘        

中心特別活動推介(二) 

頁八 

樂聚一小時之「介紹 12 月份中心重點活動推介」 

日    期：12 月 1 日(星期四)  時    間：上午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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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巢講座暨奶粉售賣：腦退化症面面觀 

日期：12 月 16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9:15 至 10:15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2 人  學分：1 分 

費用：全免       地點：中心禮堂 

內容：腦退化症面面觀。講座後，會有雀巢佳膳產品即埸售賣。 

負責職員：曾姑娘  

報名日期：12 月 6 日(星期二)上午 9:15 開始登記 



12 月份雙週麵包日 

日期：12 月 8 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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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嘉頓麵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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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每⽉只限領取⼀次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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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職員：蘇幹事/謝姑娘 

國粵語歌樂唱班(3)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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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中心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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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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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乒乓健身樂 

日期：12 月 29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3:30 至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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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安伴您身心健康迎聖誕 

日期：12 月 24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 至 4:00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40 人   費用：全免  

內容：邀請香港交通安全隊，進行精神健康講座，另以遊戲、表演及派發福袋，     與

⻑者歡樂迎接聖誕節。 

負責職員：曾姑娘/鄔幹事 

備        註：1) 由香港交通安全隊隊員到場主講 

2) 如報名人數超出限額，將以抽籤形式處理。 

報名日期：12 月 7 日(星期三)上午 9:15 開始登記 

抽籤日期：12 月 19 日(星期⼀)，中午 12 時 

  

 

 

  

 

  

  

 

 

  

 

 

 

 

  

  

  

 

  

 

 

 

 

～已滿額～ 

參加者請按時出席活動啊！ 

中心特別活動推介(三) 

頁九 



活力讚美操(3) 

日期：12 月 14、21 及 28 日(逢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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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你共聚聖誕快樂時 

日期：12 月 21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30 至 12:00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40 人  費用：全免                  

內容：表演、集體遊戲及抽獎  地點：中心禮堂   

負責職員：謝姑娘/鄔幹事/黃幹事  

報名日期：12 月 6 日(星期二)上午 9:15 開始 

備        註：如報名人數超出限額，將以抽籤形式處理。  

經典粵曲任你唱(3) 

日期：12 月 10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 至 4:30 

日期：1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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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期：12 月 6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00 至 12:00 

日期：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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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剪髮服務 12 月份 

日期：12 月 14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9:30 至 12:00 

費用：$10/人(20 位中心會員)  地點：中心禮堂 

負責職員：蘇幹事     備註：必須先行在家洗頭 

內容：由義務師⽗為⻑者剪髮，保持衞⽣整潔。  

報名日期：12 月 6 日(星期二)上午 9:15 開始 

 

 

 

 

 

 

 

 

 

 

 

 

 

 

 

 

 

 

 

 

 

 

 

 

中心特別活動推介(四) 

頁十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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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鄰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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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基督教新生會 何文⽥堂⻑者鄰舍中⼼ 

郵寄/WhatsApp 收取通訊安排 - 回條 

 

各位會員，請留意！ 

本中心預計於 2023 年 1 月份起，暫停向所有會員郵寄每月會員通訊。 

 

此外，為整理 WhatsApp 會員廣播群組，中心特此詢問各

位對以 WhatsApp 接收中心訊息的意願。 

 

如老友記仍希望透過郵寄方式取得會員通訊，或以 WhatsApp 接收中心最新訊息，請填

妥下列回條。 

-------------------------------------回條----------------------------------- 

致：香港基督教新⽣會何文⽥堂⻑者鄰舍中⼼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仍須郵寄通訊，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仍希望透過通訊軟件 WhatsApp 收取每月通訊： 

已安裝 WhatsApp    未安裝 WhatsApp 

 

備註： 

1.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及請在________________填上相關資料。 

2. 如有查詢，可於辦公時間致電(2760-7111)或親臨中心，尋求協助。 

3. 填妥資料後，可郵寄至「九龍何文⽥邨景文樓 11 號地下香港基督教新⽣會

何文⽥堂⻑者鄰舍中⼼」或於辦公時間內交回此回條給中⼼職員蘇幹事。 



派發時間：上午10:30-12:00 及 下午2:30-4:00派發時間：上午10:30-12:00 及 下午2:30-4:00
內容：正值寒冷天氣，中心向靚湯寶寶購入了滋補益氣湯包內容：正值寒冷天氣，中心向靚湯寶寶購入了滋補益氣湯包

            送給會員，送上一份溫暖。送給會員，送上一份溫暖。

地點：中心滋潤閣地點：中心滋潤閣

費用：全免 費用：全免 *(需要攜帶會員証到中心領取湯包)*(需要攜帶會員証到中心領取湯包)

備註：備註：

日期 湯水

2022年12月19日
螺片姬松茸猴頭菇蟲草花淮山豬展湯/
鮑魚五指毛桃玉竹蓮子百合竹絲雞湯

*此日湯包隨機派發，恕不能選擇

2022年12月28日 花膠杏汁豬肺湯

2023年1月2日 桃膠蘋果南棗川貝鱷魚肉湯

2023年1月9日 花膠爵士螺頭湯

仲加送
口罩一包
添架!!

1 .請按指定日期到中心領取湯包。
2.湯包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3 .每名會員只限領取湯包一次及

4.此活動由社會福利署「寒冬送暖2022」資助。
5 .如有任何疑問，可向曾姑娘聯絡及查詢。

每位會員最多只可替一名會員領取湯
包。

冬日湯包蜜蜜送
香港基督教新生會何文田堂長者鄰舍中心

送完即止送完即止
每㈰限量120包每㈰限量120包



日期: 2022年12月29日及2023年1月6日
時間: 上午9:30-下午12:30
對象: 患有氣管問題的中心會員     
        (曾患過新冠病毒的長者優先)
內容:個別1對1聽診，每位大約15分鐘
備註:1.每名參加者只可報名一天 
        2.如有任何疑問，可向曾姑娘聯絡
           及查詢。
     

物理治療耆康

胸肺聽診檢查
由東華學院物理治療師及學生,為長者
進行胸肺檢查,教導長者有效的呼吸法,
增加肺功能能力,邁向康復之路。

報名：1２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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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份健腦小遊戲 
 

遊戲玩法：請在下面空格內，填上適當的數字或者+/-/x/÷的符號，成為正確的數式。 

得獎條件：全部答中 (共 6 條)的老友記，可獲贈紀念品⼀份。  

得獎名額：250 個 (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截止日期：2022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六）  

 

      +     X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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