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愛堂 
田家炳銅鑼灣長者活動中心 

2022年10月例會 /會員通訊 

2022年9月27日（星期二） 



仁愛堂於9月23日（星期五）至10月31日
（星期一）期間，舉行「仁愛堂籌款月暨
慈善獎券銷售2022」活動。 

【仁愛堂消息】 



籌募日期：9月23日(星期五)至10月31日(星期一) 
銷售地點：本堂屬下服務單位、全港各區銷售攤位 
善款用途：為仁愛堂各項福利服務籌募善款 
                       為更多有需要人士提供適切貼心的支援 
 
慈善獎券每張港幣十元正， 
今年新增CINNAMOROLL環保袋， 
每個港幣九十元正，                                
歡迎善長慷慨解囊認購。 

【仁愛堂消息】 



香港電台第五台於10月25日（星期二）晚
上8時播放節目《善報》，將介紹本中心
服務，歡迎屆時收聽。 

【善報訪問】 



中心現接受2022年10月至12月班組報名。 

【興趣班組消息】 



【2022年9至12月興趣班組】 
1 素描與塑膠彩班 16 方氏健體運動班 

2 莊氏國畫班(山水畫) 17 樂在耆中歌唱班 

3 莊氏書法班 18 瑜伽A班 

4 莊氏國畫班(花鳥畫) 19 瑜伽B班 

5 梁氏健體運動班 20 莊氏篆書(B)班 

6 聽歌學英文班 21 粵曲小曲班 

7 纖體舞A班 22 莊氏國畫班 

8 纖體舞B班 23 多元化集體舞初班 

9 纖體舞C班. 24 莊氏篆書(A)班 

10 初階和諧粉彩班 25 瑜伽C班 

11 長者Android手機/平板電腦操作班 26 禪繞畫入門班 

12 太極活力功A班 27 鍾氏國畫班 

13 二胡班中班 28 鍾氏書法班 

14 太極活力功B班 29 羅氏綜合畫班 

15 二胡班初班 



由10月6日（星期四）起，香港理工大學香
港專上學院安排學生到中心進行實習，為
期約五個月。 

【實習消息】 



經過一連串慶祝銀禧活動，中心將成立
「慶祝銀禧工作小組」，集中處理系列
的壓軸部份：紀念品及刊物，包括提供
意見、協助宣傳等，任期為本年10月至12
月，期望集合各人力量，將活動做到最
好！如你有意加入成為一份子，請與職
員聯絡。 

中心二十五周年（1997-2022年） 

慶祝銀禧系列 



如會員們在情緒和物資 

需要幫忙，或有其他查 

詢，請在辦公時間致電 

2882 9936與職員聯絡， 

我們盡量提供一切可行 

支援。 

【會員支援】 



物資：益智遊戲、康樂用品、康復用具等 

            （例如輪椅及助行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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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份物資可在中心以外使用 

【物資借用服務】 



日期：9月27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9:45-10:45 
地點：活動室1   
名額：10位  
內容：傳遞道路安全訊息   
費用：全免 
鳴謝：香港警務處港島總區交通部道路安全組 

【長者道路安全講座】 



日期：9月27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11:00-12:00 
費用：全免  名額：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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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領取製成品（領取日期另行通知）。  
備註：已報名會員請依時登入連結，如有意參與，可聯 
              絡中心查詢名額。           
鳴謝：綠在屯門 

網上環保工作坊（天然薰衣草護膚餅） 



日期：10月6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00-12:00 
地點：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北角福蔭道7號銅鑼灣社區中心2樓） 
內容：活動教授簡單的手沖咖啡技巧及照顧經驗分享， 
              照顧者在忙碌的照顧生活上，亦能照顧自己的 
              生活及得到彼此支援。 
對象：護老者    費用：全免 
備註：請自備保暖瓶存放咖啡 
截止：9月29日（星期四） 
鳴謝：照顧者加油站 

【護老者活動：品味手沖咖啡】 



日期：10月7、14、21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1:00 
地點：活動室1    
費用：每次$5   
名額：12位 
內容：由熟悉電子飛鏢義工教授參加者 
              使用電子飛鏢，讓參加者可投入活動。 
鳴謝：電子飛鏢義工 

 

【齊齊玩飛鏢（10月時段）】 



日期：10月10日（星期一）     
時間：按指定時間進行 
舉行地點：活動室2+3     費用：全免    
內容：提供預防流感疫苗注射服務 
備註：  
1. 此疫苗不是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 
2. 如選擇在本中心參與，請勿在其他地方再 
    次接受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 
3. 部份人或因各種原因而不適合接種，最終 
    由護士決定，參加者不得異議。 
鳴謝：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接種四價預防流感疫苗】 



 



日期：10月12日（星期三） 
集合時間：上午8:45  
集合地點：本中心 
名額：30人         費用：全免 
內容：前往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與學生協助以已加 
              持之金墨完成抄寫心經一幅，並可保留作紀念 
             （紙筆墨均由大會提供，參加者在原有之心經字 
              帖以金油填上就可以），參加者將獲頒SDG世界 
              紀錄電子證書。 
鳴謝：覺行念慈基金會 

【世界和平書法日】 



日期：10月14日（星期五） 
集合時間：上午10:00   
集合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內容：巡視中心附近環境，與職員一起檢視和拍攝社區 
              設施，過後返回中心進行交流環節，以加深對 
              長者友善社區認識。 
備註：僅限「友善社區工作坊」參加者 
鳴謝：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活動計劃 
 

【我的社區探索】 



日期：10月20日（星期四） 
集合時間：下午1:00   
集合地點：鑽石山港鐵站C2大堂 
活動地點：鑽石山殯儀館    
內容：介紹生前規劃《善壽服務》、環保殯葬、參觀棺 
         木陳列室及食環署鑽石山骨灰龕位及撒灰紀念花園 
費用：全免（需自備交通費用） 
備註：歡迎與護老者及親友一起參與 
鳴謝：東華三院 

【外出活動：親友逝世‧如何處理?!】 



C-YES-000652 
日期：10月21、28日及11月4日(逢星期五) 
時間：9:00- 18:00 (21/10,28/10) 
              9:00- 13:00 (4/11) 
堂數：2.5天課程 
時數：共20小時 
收費：$3,500  
備註：CNE16分 

【靜脈穿刺及抽血證書課程】 



日期：10月25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11:00-12:00 
費用：全免  名額：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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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領取製成品（領取日期另行通知）。  
備註：已報名會員請依時登入連結，如有意參與，可聯 
              絡中心查詢名額。           
鳴謝：綠在屯門 

【網上環保工作坊（茶花鮮薄荷醒神膏）】 



日期：10月25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11:00  
地點：活動室1      
費用：全免           
主講：盧迪富先生 
內容：以專業視光師角度講解眼科議題 
鳴謝：香港視光資源中心 

【視光師講座】 



 日期：10月29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9:30 
 費用：全免   
地點：活動室2+3     
名額：10位 
內容：感受頌缽帶來平靜，喚起寧靜感 
備註：未曾參與「認識-頌缽療癒」的會員可優先參與 
鳴謝：由此至鐘（導師Ms. Lowie Chan） 

【認識-頌缽療癒】 



日期：2022年11月1日至2023年1月27日（逢星期二及五） 
時間：下午3:30-5:00   
地點：南華體育會（銅鑼灣加路連山道88號） 
對象：65 歲及以上的會員 
內容：參加為期3個月的輕排球課程，每週2節，每節90分鐘，完 
              成課程後，有機會獲邀參加香港及地區的輕排球比賽 
費用：全免 
備註： 
1. 需提供個人資料、身理/心理健康的問卷及健康測試 
2. 在2022年12月27日及2023年1月24日暫停上課  
鳴謝：香港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 

【輕排球課程（推廣新興健康運動）】 



 



A. 易筋棒課堂 
日期：11月4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00/3:30（只需參與其中1節）   
地點：活動室2+3    名額：每節10人 
B. 易筋棒百人操（必須先參與課堂） 
日期：12月20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11:00   
地點：活動室1 / 線上 
費用：全免（參加者可獲贈訂造易筋棒） 
鳴謝：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加強宣傳 
             支援獨老及雙老庭」工作小組贊助 

【「易」流而上（推廣易筋棒健康運動）】 



日期：11月15日至2023年1月10日 
             逢星期二（12月27日停課）共8節 
時間：下午3:15-4:45      地點：活動室2+3    
名額：15位                       費用：$20 
內容：介紹各種操作系統平台、裝置機身各部份功能、 
              了解手機不同儲存裝置、手機操作系統資訊、 
              操作手機設定及預載程式、介紹谷歌商店、熱 
              門社交通訊程式、操作預載重溫相片及短片程 
              式、實用趣味程式等           
導師：梁日明先生 
鳴謝：勞工及福利局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長者Android手機/平板電腦操作班】 



下次中心例會，於10月25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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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