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浩根長者鄰舍中心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份活動概覽   中心地址:長洲北社新村 138 號    電話：2981 8555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30/10 
初六 

31/10 初七 
2:00「老有所為」義工訓練 A【二樓】 

2:45 齊來八段錦 2/4【三樓】 

3:00「老有所為」義工訓練 B【二樓】 

1/11 初八 
10:45 剪出樂趣 4/4【三樓】 

2/11 初九 
 

3/11 初十 
9:45 玩轉舊時光長者懷緬小組 3/5【二樓】 

2:30 護老者趣聞(二)【三樓】 
2:45「疫」境鬆一鬆小組 3/5【二樓】 

4/11 十一 
9:30「樂齡之友」義工訓練【三樓】 

10:30 中心通訊義工組(11 月)【二樓】 

2:30「痛不痛由你」小組 2/8【三樓】 

 

5/11 十二 
 

※早上 8:00 接受電話報名，上午 10:00 後接受親身報名※ 

※同日每人限報 2 個活動※ 

1-7 號活動 

※同日每人限報 3 個活動※ 

8-17 號活動 

※開放所有活動報名餘下名額※ 

10 月份壽星會員可於 10 月 3 日至

31 日親身或由親友代領，可到中心

領取壽星禮物乙份，逾期無效。 11 月份壽星會員可於 11 月 1 日至 30 日親身或由親友代領，可到中心領取壽星禮物乙份，逾期無效。 

6/11 
十三 

7/11 立冬 
10:00 機構借用場地【三樓】 

8/11 十五 
10:00 機構借用場地【三樓】 

10:15 和諧粉彩-風景 1/4【二樓】 

9/11 十六 
2:00 糖尿病患者健康飲食講座【三樓】 

 

10/11 十七 
9:45 玩轉舊時光長者懷緬小組 4/5【二樓】 

10:00 機構借用場地【三樓】 

2:45「疫」境鬆一鬆小組 4/5【二樓】 

 

11/11 十八 
9:30「樂齡之友」義工訓練【三樓】 

2:30「痛不痛由你」小組 3/8【三樓】 

12/11 十九 

11 月份壽星會員可於 11 月 1 日至 30 日親身或由親友代領，可到中心領取壽星禮物乙份，逾期無效。 

13/11 
二十 

14/11 廿一 
10:00 好歌唱給你(六)【三樓】 

11:00 關愛同行-以棋會友【三樓】 
2:45 齊來八段錦 3/4【三樓】 

 

15/11 廿二 
10:00 腦當益壯(四)【三樓】 

10:15 和諧粉彩-風景 2/4【二樓】 

2:30 長者日禮物製作義工服務

【三樓】 

16/11 廿三 

10:00 耆英打機好有型(六)【三樓】 

2:00 認識糖尿病講座【三樓】 

17/11 廿四 
9:45 玩轉舊時光長者懷緬小組 5/5【二樓】 

2:45「疫」境鬆一鬆小組 5/5【二樓】 

18/11 廿五 
9:30「樂齡之友」義工訓練【三樓】 

2:30「痛不痛由你」小組 4/8【三樓】 

19/11 廿六 

11 月份壽星會員可於 11 月 1 日至 30 日親身或由親友代領，可到中心領取壽星禮物乙份，逾期無效。 

20/11 
廿七 
機構活動 
長者區長者
月贈福袋家
居親善探訪 
 【長者家中】 

21/11 廿八 
2:45 齊來八段錦 4/4【三樓】 

22/11 小雪 
10:15 和諧粉彩-風景 3/4【二樓】 

10:30 樂齡女童軍【三樓】 

2:30 暢遊世界【二樓】 

23/11 三十 
11:00 棋中有你(五)【三樓】 

2:30「痛不痛由你」小組 5/8【三樓】 

24/11 十一月 
10:00 協助容易走失的長者講座【三樓】 

 

25/11 初二 
9:30「樂齡之友」義工訓練【三樓】 

10:15 注射流感針【二樓】 

 

26/11 初三 

11 月份壽星會員可於 11 月 1 日至 30 日親身或由親友代領，可到中心領取壽星禮物乙份，逾期無效。 

27/11 
初四 
明愛嘉年華 
【明愛學校】 

28/11 初五 
 

29/11 初六 
10:15 和諧粉彩-風景 4/4【二樓】 

2:30 護老正向工作坊【二樓】 

30/11 初七 
10:00「樂齡友里」義工組 4/5【二樓】 

 

1/12 初八 
10:45 迎新會大使【三樓】 

11:00 會員迎新會【三樓】 

2/12 初九 
2:30「痛不痛由你」小組 6/8【三樓】 

3:45 機構借用場地【二樓】 

12 月月訊 
12 月份活動宣傳，請留意中心
張貼海報及企牌 

3/12 初十 

11 月份壽星會員可於 11 月 1 日至 30 日親身或由親友代領，到中心領取壽星禮物乙份，逾期無效。 12 月份壽星會員可於 12 月 1 日至 31 日親身或由親友代領，到中心領取壽星禮物乙份，逾期無效。 

第一頁 



                        

 

 

 

11 月份 

活動報名 

第二頁 

手作仔齊齊做 
日期:12 月 8 日、15 日、22 日、29 日(四) 
時間:上午 10:15 – 11:15 
名額:4 人 
地點:中心三樓            
收費:免費 
對象:護老者及其長者 
內容:由社署何姑娘教授大家製作不同的日常用品，發揮創 

意，提升專注及手眼協調能力。並發掘大家興趣， 
增強自信心。 

負責同事：黎先生 

 

2022 注射流感針 
日期:11 月 25 日(五)    

時間:上午 10:45-12:00 
名額:40 人   
地點:中心二樓    
對象:會員    
收費:免費 
內容:由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社區醫療外 

展部姑娘到中心為會員注射四價流感疫苗。 
負責同事:梁姑娘 

中心通訊義工組(11 月) 
日期:11 月 4 日(五)    

時間:上午 10:30-11:30 
名額:4 人   
地點:中心二樓   
對象:義工 
內容:協助中心通訊包裝、貼上郵票等等……  
負責同事:梁姑娘 

暢遊世界(三) 
日期:11 月 22 日(二)    

時間:下午 2:30-3:30 

名額:15 人   
地點:中心二樓    
對象:會員 

內容:活動透過影片和照片介紹不同國家史、 
當地飲食、景點等等……  

負責同事:梁姑娘 

腦當益壯(四) 

日期:11 月 15 日(二) 
時間:上午 10:00-11:00 
名額:10 人 
地點:中心三樓 
對象:會員 
收費:免費 
內容:與大家一同透過簡易練習，訓練腦筋。 
負責同事:恩姑娘 

明愛嘉年華義工 
日期:11 月 27 日(日) 
時間:A 時段上午 10:00-12:00 
    :B 時段中午 12:00-2:00 
    :C 時段下午 2:00-4:00 
名額:共 6 人(每時段 2 人) 
地點:明愛學校 
對象:義工 
收費:免費 
內容:協助進行攤位遊戲，有興趣既義工記得報名參加!! 
負責同事:恩姑娘 

耆英打機好有型(六) 
日期:11 月 16 日(三) 
時間:上午 10:00-11:00 
名額:8 人 
地點:中心三樓 
對象:會員 
收費:$5 
內容:與大家一同暢遊電視遊戲。 
負責同事:恩姑娘 

認識糖尿病講座(護 11 月) 
日期:11 月 16 日(三) 
時間:下午 2:00-3:00 
名額:20 人 
地點:中心三樓 
對象:護老者及其長者 
收費:免費 
內容:由衛生署姑娘向各位講解糖尿病的成因誘發因素 

、徵狀、併發症及預防及治療糖尿病的原則。 
負責同事:恩姑娘 

糖尿病患者健康飲食講座 
日期:11 月 9 日(三)    

時間:下午 2:00-3:00 

名額:20 人   

地點:中心三樓    

對象:會員 

內容:由長者健康外展分隊姑娘到中心講解，糖尿病患者的基本飲食原則、糖尿

病患者的營養需要及醣質食物交換法、如何設計一份糖尿病患者的餐單。      

負責同事:梁姑娘: 

好歌唱給你(六) 
日期: 11 月 14 日(一) 
時間:上午 10:00-11:00 
名額: 2 人       
地點:中心三樓 
對象:義工       
收費:免費 
內容:義工到中心錄影獨唱片段，經職員剪輯後發送給

中心會員觀看，讓各位居家抗疫期間多一點娛樂。 
負責同事:林姑娘 
 

護老者趣聞(二) 
日期: 11 月 3 日(四) 
時間:下午 2:30-3:30 
名額:15 人 
地點:中心三樓 
對象:護老者及其長者 
收費:免費 
內容:林姑娘與護老者分享和討論有趣新聞。 
負責同事:林姑娘 

關愛同行-以棋會友 
日期:11 月 14 日(一) 
時間:上午 11:00-12:00 
名額:8 人 
地點:中心三樓 
對象:會員 
收費:免費 
內容:新生會職員及義工與大家一同玩芬蘭木棋， 

動一動之餘送上關心。 
負責同事:廖先生 

長者日禮物製作義工服務 
日期:11 月 15 日(二) 
時間:下午２:30-4:00 
名額:8 人 
地點:中心三樓 
對象:有製作捲紙畫經驗的義工 
收費:免費 
內容:為高齡人瑞製作捲紙心意咭。 
負責同事:廖先生 

協助容易走失的長者講座 
日期:11 月 24 日(四) 
時間:上午 10:00-11:00 
名額:20 人 
地點:中心三樓 
對象:會員及護老者 
收費:免費 
內容:了解如何協助有走失風險的腦退化人士。 
負責同事:婷姑娘 

注意事項:     活動適用於《會員學分獎賞計劃》，除特別註明外，所有活動，以先報先得的形式報名，如有任何查詢可親臨中心或致電 29818555 與當值職員聯絡。 

和諧粉彩-風景 
日期: 11 月 8、15、22、29 日(二) 
時間:上午 10:15-11:30 
名額:8 人 
地點:中心二樓 
對象:會員 
收費:免費 
內容:由社署姑娘與大家分享和教授和諧粉彩風景畫作。 
負責同事:廖先生 

迎新會大使 
日期:12 月 1 日(四) 
時間:上午 10:45-12:00 
名額: 4 人 
地點:中心三樓 
對象:義工 
收費:免費 
內容:接待迎新會會員 
負責同事:盧姑娘 

會員迎新會 

日期:12 月 1 日(四) 
時間:上午 11:00-12:00 
名額: 20 人 
地點:中心三樓 
對象:2022 年 7 月後入會會員 
收費:免費 
內容:介紹中心主要服務內容 
負責同事:盧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