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浩根長者鄰舍中心     二零二二年四月份活動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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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初十 

11/4 十一 

 

12/4 十二 

 

13/4 十三 

猜猜畫畫(一)【短片及答題】 

14/4 十四 

護老大使聚會(一) 【短片及工作紙】 

 

15/4 十五 

耶穌受難節 

 

16/4 十六 

耶穌受難節翌日 

 ※早上 8:00 接受電話報名※ 

以下為活動代號，詳見第二頁 

活動 1-6號 
【4 月份壽星會員】4 月 6 至 4 月 30 日期間於辦公時間內可到中心領取壽星禮物一份 

17/4 

十七 

復活節 

 

18/4 十八 

復活節翌日 

19/4 十九 

情緒臉譜小遊戲【短片】 

 

20/4 穀雨 

天氣冷知識-回南天【短片及答題】 

21/4 廿一 

今日有笑話【短片】 

 

22/4 廿二 

說書人義工服務【短片】 

10:00 好歌唱給你(一)【三樓】 

2:30 暢遊世界(一)【ZOOM】 

23/4 廿三 

智能電話輕鬆學(一) 

【短片】 

【4 月份壽星會員】4 月 6 至 4 月 30 日期間於辦公時間內可到中心領取壽星禮物一份 

24/4 

廿四 

25/4 廿五 

「智」醒老友記(一)【短片】 

2:30 健康資訊交流(一)【ZOOM】 

26/4 廿六 

護老運動樂(一)【短片】 

4:00 機構借用場地 

27/4 廿七 

10:30 棋中有你(一)【ZOOM】 

環保家居小貼士 

 

28/4 廿八 

護老十巧手【短片】 

29/4 廿九 

樂齡女童軍(4 月) 

5 月月訊短片 

※5 月份活動宣傳，請留意中心

張貼海報及企牌※ 

30/4 三十 

實用護老者 APP 

「吃藥吧」【短片】 

【4 月份壽星會員】4 月 6 至 4 月 30 日期間於辦公時間內可到中心領取壽星禮物一份 

第一頁 第一頁 

各位會員注意 

因奶粉供應商價格上漲由 2022/4/1 起， 

中心以調整奶粉售價詳請可參考相關海報。 

續證預告 

早前因疫情而延期的會員續證，預計將於 5 月份

進行，詳情請留意稍後公佈的相關海報。 



                                          

 

 

 

 

 

 

 

  

 

 

 

 

 

  

 

 

 

 

 

 

 

 

 

 

 

 

智能電話輕鬆學(一) 【短片】 

日期：4 月 23 日(六) 

內容：介紹常用的網絡支付工具(婷姑娘) 

情緒臉譜小遊戲 【短片及工作紙】 

工作紙日期：4 月 14 日至 4 月 19 日 

短片日期：4 月 19 日(二)    

內容：情緒人人都有，無分好與壞，最緊要識分辨。 

與大家一起透過小遊戲，分享多一點情緒知識

(盧姑娘) 

註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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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頁 

健康資訊交流(一)ZOOM 

日期:4 月 25 日(一) 

時間:下午 2:30-3:30 

名額:不限  地點:家中(網上 ZOOM) 

內容:職員與會員分享有關日常健康生活資訊，歡迎 

會員於活動中互相交流健康心得。(梁姑娘) 

祝賀 4 月至 6 月份壽星會員活動 

日期: 4 月壽星  *4 月 6 日至 4 月 30 日 

5 月壽星  *5 月 3 日至 5 月 31 日 

6 月壽星  *6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時間:辦公時間內領取壽星禮物乙份   地點:中心大堂 

注意事項:生日月份以會員證作準、需出示有效會員證、 

可親身或由親友代領。(梁姑娘) 

暢遊世界(一)ZOOM 

日期:4 月 22 日(五) 

時間:下午 2:30-3:30 

名額:不限   地點:家中(網上 ZOOM) 

內容:介紹馬來西亞景點、當地文化。 (梁姑娘)       

猜猜畫畫(一) 【短片及答題】 

日期:4 月 13 日(三)    時間:上午 10:00-下午 4:00 

名額:30 名           對象:會員 

地點:會員家中 

內容:會員需觀看短片，對應相對題目猜短片中所畫的物品，並致電中

心答題，答題正確可於 4 月 20 日到中心領取小禮物一份。(恩姑娘) 

護老十巧手【短片】 

日期:4 月 28 日(四)   時間:當天發放 

名額:不限           對象:護老者及其長者 

地點:會員家中 

內容:在家一起做簡易手部運動。(恩姑娘) 

今日有笑話【短片】 

日期:4 月 21 日(四) 

內容:讓老友記疫情下放鬆心情、笑一笑， 

世界更美妙。(梁姑娘) 

護老運動樂(一)【短片】 

日期:4 月 22 日(五) 

名額:不限           對象:護老者及其長者 

地點:會員家中 

內容:透過影片分享，大家在家一起做運動。(廖先生) 

護老大使聚會(一) 【短片及工作紙】 

日期: 4 月 14 日(四)    時間: :當天發放 

名額:20 名            地點: 護老者家中 

內容:這次林姑娘同大家分享健康生活的資訊，護老者需要 

觀看短片後完成工作紙，完成後可於 4 月 27 日或之 

前交回中心。(林姑娘) 

天氣冷知識-回南天 【短片及答題】 

日期: 4 月 20 日(三)    時間: :當天發放 

名額:20 名            地點: 會員家中 

內容:  天氣潮濕令人感到周身唔舒服，大家可以用一些方法改善回

南天帶來的潮濕感，留意影片的內容，並於 4 月 25 日或之前致電

中心答題，答題正確可獲小禮物一份。(林姑娘) 

 

好歌唱給你(一) 

日期:4 月 22 日(五)    

時間:上午 10:00-10:30/11:00-11:30 

名額 2 人           地點:中心三樓 

內容:義工到中心錄影個人唱歌片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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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先生) 

 

棋中有你(一)【ZOOM】 

日期:4 月 27 日(三) 

時間:上午 10:30-11:30 

名額:4 人 

地點:會員家中 

內容:透過 ZOOM 和大家一起玩桌上遊戲。(廖先生) 

環保家居小貼士 【短片】 

日期：4 月 27 日(三) 

內容：過期牙膏及穿洞乳膠手套原來都好有用，記 

住短片睇到尾，有彩蛋。(盧姑娘) 

 

樂齡女童軍(4 月) 【短片】 

日期：4 月 29 日(五) 

內容：今次用短片與大家一起玩智力遊戲。(盧姑娘) 

「智」醒老友記(一)【短片】 

日期：4 月 25 日(一) 

內容：介紹做個「智」醒老友記的方法，短片內 

有遊戲與會員互動。(婷姑娘) 

實用護老者 App「吃藥吧」【短片】 

日期：4 月 30 日(六) 

內容：介紹實用的護老者 APP「吃藥吧」， 

幫助日常照顧長者之用。(黎先生) 

4 月份 

中心活動報名 

1-6 號活動將於 4 月 12 日(二)，早上 8:00 接受電話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