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愛堂田家炳銅鑼灣長者活動中心
2020 年 11 月會員通訊
中心資料
地址：香港銅鑼灣伊榮街 7-17 號欣榮商業大廈 4 樓
電話：
（852）2882 9936
傳真：
（852）2882 9961
WhatsApp 電話：（852）5649 1330
電郵：se5@yot.org.hk
網址：http://se5.yot.org.hk
面書：https://www.facebook.com/se5cwbyot

Homepage
網址

Facebook
面書

服務內容（詳情可向職員查詢）

其他事項










 仁愛堂新界區賣旗日已於 10 月 10 日（星
期六）順利舉行，當天中心安排義工，分
別在將軍澳和東涌進行賣旗，在此感謝各
界善長支持是次活動。
 中心與仁愛堂 YES 培訓學院合辦兩個「抗
衰老」主題工作坊，將改為 11 月 23 及 30
日（星期一）上午進行，詳情可參閱內頁。
 香港電台第五台於 11 月 30 日（星期一）
晚上 8:05 播放節目《善報》
，將介紹本中
心服務，歡迎屆時收聽。
 【物資借用服務】中心提供物資借用服
務，包括益智遊戲、康樂用品、康復用具
等，歡迎會員或護老者借用，詳情請向職
員查詢。
 【義工登記】「真‧義團」成立後，將提
供不同義工活動。如你有興趣成為一份
子，請透過以下網址登記或與職員聯絡。
https://forms.gle/tfhzZwRPUoymdS6U7
 【會員隨筆】歡迎談談您的生活（以不多
於 50 字內容為佳）
，如有相片當然更好。
請以電郵（se5@yot.org.hk）或 WhatsApp
電話（5649 1330）告訴我們，也可以親身
遞交。一經採納，除獲得禮物，更可刊登
在會員通訊，與更多人一起分享。
 中心現正有米糠油出售（可用作煎、炸烹
調食物）
，收費$45（1 公升）
，如有興趣購
買，可向職員查詢。
 下次中心例會，於 12 月 2 日（星期三）
上午 9:00 進行，並以網上形式發放資訊。
 如有任何變動，包括班組和活動舉行時間
更改或暫停，將透過 WhatsApp、Facebook
等發放消息，敬請留意。

健康及積極晚年訊息推廣
義工招募及培訓發展
教育及發展性活動
興趣班組
社交及康樂活動
轉介及諮詢服務
中心偶到服務

中心隨筆
最近天氣乍暖還寒，大家外出時，
要帶備外套，注意保暖。
Anita ~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30 至中午 12:30
下午 1:30 至下午 5:00
（12:30 至 1:30 午膳時間）
星期六:上午 9:00-12: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公眾假期（中心暫停開放）
本月沒有公眾假期，中心如常開放。

中心活動（如有興趣，請先致電中心登記）
物資借用服務

中心義工登記

對象：會員及護老者
程序：→1.揀選欲借用物資
→2.登記借用表格
→3.妥善地使用物資
→4.歸還物資
費用：全免
備註：物資名單不時更新，請向職員查詢
請小心使用，如有損壞須賠償
部份會用物資可在中心以外使用

「真‧義團」正式成立
日後將提供不同義工活動
如你有興趣成為一份子
請透過以下網址登記
https://forms.gle/tfhzZwRPUoymdS6U7
或與職員聯絡。

Switch 四人同心

日期：11 月 4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9:45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名額：不適用
內容：於每月例會時段後進行健康講座
備註：請於例會當日出席
鳴謝：衛生署灣仔長者外展健康服務隊伍

日期：10 月 30 至 12 月 4 日
（逢星期五，共 6 堂）
時間：上午 11:00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名額：4 人
內容：透過 Switch 遊戲，長者能夠獲得
新的技能，從而提升自我價值，還發展長
者的社交技能，在遊戲中與人合作和溝通
等。另外，可以訓練身體肌肉，減少壓力。
活動中可以讓成員學習如何與人配合，他
們可以在小組中建立關係，成為朋友。

「自主共樂‧手機應用」（初班）

快樂共舞課程

長者的老化過程

日期：11 月 9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9:45 / 10:45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名額：分 2 班，每班 8 人
內容：學習用 YouTube、
WhatsApp、儲存聯絡人等
備註：需自備智能手機
鳴謝：尊賢會

「自主共樂‧手機應用」（高班）
日期：11 月 16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9:45 / 10:45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名額：分 2 班，每班 8 人
內容：學習視像對話、
安裝應用程式、網購的注意事項等
備註：需自備智能手機
鳴謝：尊賢會

日期：11 月 6 日至 12 月 11 日
（逢星期五，共 6 堂）
時間：上午 9:45 至 10:45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名額：15 人（額滿即止）
（歡迎年滿 50 歲或以上社區人士到中心入
會，再參與課程）
內容：透過音樂節奏，啟發長者活力；在
學習椅子舞過程中促進長者之間的
互動，令參加者獲得成功感和生活
樂趣。
備註：完成最後一節後，參加者會參加在
12 月 18 日（星期五）的「快樂共享
(中心篇)」，以義工身份協助導師炒
熱氣氛，讓更多未接觸過活動的長
者更投入活動，同時義工又可增強
個人自信。
鳴謝：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活動計劃
尊賢會

中心活動（如有興趣，請先致電中心登記）
「改善藥物標籤及包裝設計」訪問

和諧粉彩初階繪畫技巧班

日期：11 月 11 至 25 日（逢星期三）
時間：上午 9:30 起（按指定時段進行）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名額：9 人
內容：參與一次性訪問和測試（約 1 小時）
，
研究藥物包裝的專題，完成後可獲得
超市禮券。
備註：是次研究需要錄影和拍照，作最後
整理資料和學術研究之用途，並不
會公開長者的資料。
鳴謝：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

日期：11 月 18 日至 12 月 23 日
（逢星期三，共 6 堂）
時間：下午 2:00-3:30
地點：本中心
收費：$300（長者會員）、$310（先進會員）
名額：12 人 (額滿即止)
內容：教授繪畫和諧粉彩方法和技巧，每
人每堂可完成一至兩幅畫作，參與
者需自備教材。報名後，會提供
所需物資名稱。

玻璃盆景製作
日期：11 月 11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3:00
地點：本中心
費用：$10 （長者會員）
、$20（先進會員）
名額：15 人
內容：學習玻璃盆景製作，完成後可獲得
製成品（費用包括教授及材料）
。

長者資訊話你知：JTV

網上環保工作坊：
天然馬桶清潔球工作坊
日期：11 月 24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11:00-12:00
形式：以 Google Meet 為是次活動平台
內容：學習製作天然產品及環
保知識，於完成網上工
作坊後一星期，可聯絡
中心領取製成品。
費用：全免
名額：25 人
備註：
1. Google Meet 為免費流動應用程式，透過
網站連結，參加者可在智能手機或電腦上
直接參與活動，無需再次登入。
2. 參加者需擁有 Gmail 賬戶（一般 Android
智能手機已使用 Gmail 賬戶）
，並建議在有
Wi-Fi 場所參與活動。
鳴謝：綠在屯門

聖誔保鮮花擺設
JTV-首個銀齡娛樂直播節目，一齊同主持
人傾下計，跳「快樂椅子舞」，講飲講食，
仲會邀請你地玩遊戲，送大獎！
💡開播日：2020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11 時
以後逢星期三早上 11 點，
鎖定尊賢會 Facebook 睇直播啦！
資源來源：尊賢會

日期：12 月 15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00-3:30
地點：本中心
費用：$85（長者會員）、$95（先進會員）
名額：7 人 (額滿即止)
內容：提供保鮮花和其他手工材料，於堂
上由導師指導製作 13x9x4cm 聖誔
保鮮花擺設（費用已包括教材和導
師教授）

《大人站》資訊（詳情可瀏覽 bigsilver.org 或 zh-hk.facebook.com/bigsilver.org）
「以形補形」
，多吃豬肚可以補胃？
豬肚即是豬胃，營養學家伍雅芬指它含
蛋白質和維他命 A，可增強免疫力、保
護皮膚、眼睛健康。胃粘膜跟黏液的成
分是蛋白質、膠質，所以也可保護胃部。
「豬肚算是有益的好食物。」但伍雅芬
提醒豬肚因為含高膽固醇，不能多吃：
「一些患有高血脂、痛風症人士更不應
食用。」
要補胃，她建議豬肚以外，同樣有蛋白
質和果膠的食物。

長者資訊話你知：居家 4 式負重運動
骨骼需要有相當壓力刺激才能延緩骨質流失，因此負重運動對維持骨骼健康
十分重要。一些簡單的家居負重運動，可因應個人能力練習。以下運動可隔
日練習，每次做 2 至 3 組。曾骨折或患有其他痛症者，練習前應先諮詢醫生
意見，而運動期間或運動後有任何不適應立即停止，如有疑問或欲了解更多
資訊，可以諮詢物理治療師。
資源來源：陳啟豪（聖雅各福群會物理治療師）

課程查詢電話 : 2882 9936

收據編號 :
(由職員填寫）

仁愛堂 YES 培訓學院 及 仁愛堂田家炳銅鑼灣長者活動中心 合辦
課程報名表
課程資料
課程名稱

□ 抗衰老飲食攻略
(日期及時間 : 23 / 11 / 2020 上午 10 時)
□ 中醫美容護理抗衰老 (日期及時間 : 30 / 11 / 2020 上午 10 時)

學費

□ $150（會員）

□ $200（非會員）

個人資料
姓名

(中文）
(英文）

性別

□男

(以身份證為準)
(以身份證為準，請用大階填寫)
□女

出生日期

（年 / 月 / 日）

護照 / 身份証號碼
聯絡電話

（可以收發 WhatsApp / 短訊）

電郵地址
通訊地址
□小學

教育程度

□中學

□文憑 / 副學士

□學士

□碩士或以上

職業

資料統計
首次報讀 YES 專業進修課程

如何知悉本課程 ? (可選多項)

舊生

本中心會員

Yahoo / Google
網上廣告
Recruit

搜查器
Facebook
朋友 / 親屬介紹
Job Market

明報 Jump

電郵宣傳

其他 :

聲明：
1) 本人已細閱及同意有關課程須知的條文
報名人簽署 :
2) 本人聲明此表格所填報的各項資料均準確及屬實。
3) 本人願意日後接收「仁愛堂 YES 培訓學院」及「仁愛 報名日期 :
堂田家炳銅鑼灣長者活動中心」的課程資料。
備註 : 本中心會於開課前 3 天以 WhatsApp 通知參加者上課
# 請於適當□內加上

Instagram
手機訊息
求職雜誌

報名程序及須知
報名方法
1. 親臨學院報名（接受現金或支票）
學員可帶同學費及身份證，親臨本學院辦理報名手續。
2. 郵寄支票
學員請填妥課程報名表及準備劃線支票，抬頭為「仁愛堂有限公司」
，支票背面請寫上課程名稱、學員姓
名及聯絡電話，寄回仁愛堂田家炳銅鑼灣長者活動中心（香港銅鑼灣伊榮街 7-17 號欣榮商業大廈 4 樓）
，
信封面請註明「報讀 YES 課程」，請勿郵寄現金。
報名一經接納，中心會發出收據，學員需上課當天向職員出示以作核實。如需要正本收據，請與職員聯
絡，正本收據將以郵寄或上課當天領取。請留意，學員只填妥課程報名表，並不等於留位或預先報名，
入讀次序以確認收取學費為準，所有課程學額為先到先得。
截止報名日期
除特別註明外，所有課程均於開課當天截止報名。在課程名額未滿及職員同意下，中心會酌情接納逾期
報名，惟保留最終之決定權。
報名須知
所有課程之報名，以先到先得方式處理，並以付款作實。學員需繳付全期課程費用，參加者不得以任何
理由（例如時間不合、身體不適等）要求減免學費、補堂或退款，請報名前三思。未經中心同意，不得
將課程名額轉給他人。
上課須知
 中心會於課程開課前 3 天，以 WhatsApp 提示學員上課時間及地點。
 所有課程更新資訊會以 WhatsApp 通知，請確保報名時提供的手機號碼正確。


請學員保留收據至課程完結。學員必須於開課當天出示收據，以方便導師及職員核對身份。如果
學員未能提供用以證明身份的收據或文件，導師及職員有權拒絕學員參與。
 部份課程會在上課第一天派發本裝筆記，請學員自行保存。如需補領筆記，中心將收取$100 之行
政費用。筆記不設外借。
課程證書
 學員完成課程後會獲發證書，一般在課程最後一堂派發，證書存放一年後銷毀。
 學員如未能親自領取證書，可授權親友代取，親友需出示身份證副本以供證明。
 如需補發證書，中心將收取$100 之行政費用。申請期限為課程完結後 1 年內。
 個別僱主及機構有權決定是否承認或接納證書持有人具備專業資格或執行相關程序。
退款須知
 已成功報名之參加者，一切已繳交費用，概不退還。學員可於報名後，聯絡職員查詢課程狀況。
中心保留退款申請的最終決定權，學員不得提出協議。
 如果課程因人數不足取消，職員會在開課前通知學員，安排轉報其他課程或退還已繳費用。
退款原則
 如因行政問題而導致有關課程延期、取消或報名人數不足，才會安排退款。
 因行政處理時間頗長，退款申請一般為六至八個星期，當完成辦理後會通知領取，請耐心等候。
 學員須親自或委託其他人到中心簽收及領取退款。所有退款需於通知後三個月內領取，逾期恕不
辦理，有關款項將撥捐仁愛堂作慈善用途。
其他須知
 學員須遵守中心之各項規則，否則中心有權終止其上課權利，一切費用恕不退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