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心網址 : 中心網址 : 中心網址 : 中心網址 : http://se5.yot.org.hkhttp://se5.yot.org.hkhttp://se5.yot.org.hkhttp://se5.yot.org.hk

     銅鑼灣伊榮街7-17號欣榮商業大廈4樓     銅鑼灣伊榮街7-17號欣榮商業大廈4樓     銅鑼灣伊榮街7-17號欣榮商業大廈4樓     銅鑼灣伊榮街7-17號欣榮商業大廈4樓

      《      《      《      《仁愛堂長者雲端健康管理計劃仁愛堂長者雲端健康管理計劃仁愛堂長者雲端健康管理計劃仁愛堂長者雲端健康管理計劃》》》》       《      《      《      《仁愛堂端午節粽子派發仁愛堂端午節粽子派發仁愛堂端午節粽子派發仁愛堂端午節粽子派發》》》》
            (請各已開戶參加者必須致電中心向職員登記出席日期)    (請各已開戶參加者必須致電中心向職員登記出席日期)    (請各已開戶參加者必須致電中心向職員登記出席日期)    (請各已開戶參加者必須致電中心向職員登記出席日期) 登記日:2019年6月5日 9:30起 , 派完即止      名額 : 60 隻登記日:2019年6月5日 9:30起 , 派完即止      名額 : 60 隻登記日:2019年6月5日 9:30起 , 派完即止      名額 : 60 隻登記日:2019年6月5日 9:30起 , 派完即止      名額 : 60 隻

       驗血糖,血氧,血壓,量體溫健康檢查       驗血糖,血氧,血壓,量體溫健康檢查       驗血糖,血氧,血壓,量體溫健康檢查       驗血糖,血氧,血壓,量體溫健康檢查 如當日粽子已送到中心,中心便會直接派發,如未送到中心,中心將會如當日粽子已送到中心,中心便會直接派發,如未送到中心,中心將會如當日粽子已送到中心,中心便會直接派發,如未送到中心,中心將會如當日粽子已送到中心,中心便會直接派發,如未送到中心,中心將會

    日期: 5月10日    日期: 5月10日    日期: 5月10日    日期: 5月10日 派發領取券,請各會員跟隨領取券指定時間到中心領取粽子(請會員帶備有效會員証取粽子)派發領取券,請各會員跟隨領取券指定時間到中心領取粽子(請會員帶備有效會員証取粽子)派發領取券,請各會員跟隨領取券指定時間到中心領取粽子(請會員帶備有效會員証取粽子)派發領取券,請各會員跟隨領取券指定時間到中心領取粽子(請會員帶備有效會員証取粽子)

    星期五 上午 9:00-10:30    星期五 上午 9:00-10:30    星期五 上午 9:00-10:30    星期五 上午 9:00-10:30

    日期: 5月29日    日期: 5月29日    日期: 5月29日    日期: 5月29日 <齊來迎端午2019><齊來迎端午2019><齊來迎端午2019><齊來迎端午2019>

    星期三   下午1:45-2:45    星期三   下午1:45-2:45    星期三   下午1:45-2:45    星期三   下午1:45-2:45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2019：2019：2019：2019年6月5日(星期三)年6月5日(星期三)年6月5日(星期三)年6月5日(星期三)

    活動時間 : 上午11:15-12:30    活動時間 : 上午11:15-12:30    活動時間 : 上午11:15-12:30    活動時間 : 上午11:15-12:30

      <齊齊玩飛鏢>  5,6月時段 <齊齊玩飛鏢>  5,6月時段 <齊齊玩飛鏢>  5,6月時段 <齊齊玩飛鏢>  5,6月時段     費用 : 全免    費用 : 全免    費用 : 全免    費用 : 全免 名額 : 40人名額 : 40人名額 : 40人名額 : 40人

        日期:3/5,10/5,17/5,24/5,31/5        日期:3/5,10/5,17/5,24/5,31/5        日期:3/5,10/5,17/5,24/5,31/5        日期:3/5,10/5,17/5,24/5,31/5      內容 :  當日有茶點,遊戲活動, 粽子派發     內容 :  當日有茶點,遊戲活動, 粽子派發     內容 :  當日有茶點,遊戲活動, 粽子派發     內容 :  當日有茶點,遊戲活動, 粽子派發

       14/6,21/6,28/6 (星期五)         14/6,21/6,28/6 (星期五)         14/6,21/6,28/6 (星期五)         14/6,21/6,28/6 (星期五)  

        時間:上午10:00-12:00        時間:上午10:00-12:00        時間:上午10:00-12:00        時間:上午10:00-12:00   <多  <多  <多  <多 肉植物+粽子擴香小盆裁>           肉植物+粽子擴香小盆裁>           肉植物+粽子擴香小盆裁>           肉植物+粽子擴香小盆裁>           

        由義工導師教授如何玩電子飛鏢        由義工導師教授如何玩電子飛鏢        由義工導師教授如何玩電子飛鏢        由義工導師教授如何玩電子飛鏢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6月5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2:45-3:45 6月5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2:45-3:45 6月5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2:45-3:45 6月5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2:45-3:45              <剪髮時段>                <剪髮時段>                <剪髮時段>                <剪髮時段>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下午2:00-4:30下午2:00-4:30下午2:00-4:30下午2:00-4:30    活動日期:6月3日   活動日期:6月3日   活動日期:6月3日   活動日期:6月3日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  ：  ：  本中心                          本中心                          本中心                          本中心                             活動時間:1:45-2:45 活動時間:1:45-2:45 活動時間:1:45-2:45 活動時間:1:45-2:45PMPMPMPM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90(：$90(：$90(：$90(會員),$120(非會員)     會員),$120(非會員)     會員),$120(非會員)     會員),$120(非會員)        費用:$20(只限會員)名額:5位   費用:$20(只限會員)名額:5位   費用:$20(只限會員)名額:5位   費用:$20(只限會員)名額:5位

<按摩椅齊齊坐> <按摩椅齊齊坐> <按摩椅齊齊坐> <按摩椅齊齊坐> 名額:10位名額:10位名額:10位名額:10位    內容:由退休理髮師為參加者修剪髮型   內容:由退休理髮師為參加者修剪髮型   內容:由退休理髮師為參加者修剪髮型   內容:由退休理髮師為參加者修剪髮型

     開放時間 : 上午9:30 至 下午5:00      開放時間 : 上午9:30 至 下午5:00      開放時間 : 上午9:30 至 下午5:00      開放時間 : 上午9:30 至 下午5:00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費用已包括教材,教授以手握費用已包括教材,教授以手握費用已包括教材,教授以手握費用已包括教材,教授以手握 參加者當日出席,請預先洗頭參加者當日出席,請預先洗頭參加者當日出席,請預先洗頭參加者當日出席,請預先洗頭

     每節15分鐘 / 收費 $10     每節15分鐘 / 收費 $10     每節15分鐘 / 收費 $10     每節15分鐘 / 收費 $10 方式,製作出多肉植物及粽子擴香擺設方式,製作出多肉植物及粽子擴香擺設方式,製作出多肉植物及粽子擴香擺設方式,製作出多肉植物及粽子擴香擺設

     請有興趣之會員於接待處登記 / 付款     請有興趣之會員於接待處登記 / 付款     請有興趣之會員於接待處登記 / 付款     請有興趣之會員於接待處登記 / 付款 擴香石可吸濕除臭,亦可不斷添加香薰擴香石可吸濕除臭,亦可不斷添加香薰擴香石可吸濕除臭,亦可不斷添加香薰擴香石可吸濕除臭,亦可不斷添加香薰

     及約時(只可預約一小時內的服務)     及約時(只可預約一小時內的服務)     及約時(只可預約一小時內的服務)     及約時(只可預約一小時內的服務) 油或香水,放在室內地方,散發出香味油或香水,放在室內地方,散發出香味油或香水,放在室內地方,散發出香味油或香水,放在室內地方,散發出香味                                                                     <<<<旅旅旅旅行行行行一一一一>>>>

     另每節完結後需停機 5分鐘     另每節完結後需停機 5分鐘     另每節完結後需停機 5分鐘     另每節完結後需停機 5分鐘 盆長度7盆長度7盆長度7盆長度7X8CM.X8CM.X8CM.X8CM.粽子飾物長度1.5粽子飾物長度1.5粽子飾物長度1.5粽子飾物長度1.5X3CMX3CMX3CMX3CM

仁愛堂田家炳銅鑼灣長者活動中心仁愛堂田家炳銅鑼灣長者活動中心仁愛堂田家炳銅鑼灣長者活動中心仁愛堂田家炳銅鑼灣長者活動中心

辦公時間辦公時間辦公時間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星期一至五上午星期一至五上午星期一至五上午9:009:009:009:00 ---- 12:3012:3012:3012:30及下午及下午及下午及下午1:301:301:301:30 ---- 5:305:305:305:30 星期六上午星期六上午星期六上午星期六上午9:00 9:00 9:00 9:00 –––– 12:00 (12:00 (12:00 (12:00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公眾假期休公眾假期休公眾假期休公眾假期休

息息息息) ) ) )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28829936 / 28829961 (FAX):28829936 / 28829961 (FAX):28829936 / 28829961 (FAX):28829936 / 28829961 (FAX) Whatsapp :  53784491

會員通訊會員通訊會員通訊會員通訊 2019201920192019年年年年5555月月月月

下次會員大會下次會員大會下次會員大會下次會員大會: 2019: 2019: 2019: 2019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5555日日日日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9:30 ) (9:30 ) (9:30 ) (9:30 )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