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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地地        址址址址：元朗朗屏邨賀屏樓/悅屏樓平台    

電電電電        話話話話：2473 5113  

WhatsappWhatsappWhatsappWhatsapp︰9587 6056    

傳傳傳傳        真真真真：2479 1745    

電電電電        郵郵郵郵：nec1@yot.org.hk    

網網網網        頁頁頁頁：http://nec1.yot.org.hk 
FacebookFacebookFacebookFacebook︰︰︰︰www.facebook.com/yotnec1    

領取生日禮物安排領取生日禮物安排領取生日禮物安排領取生日禮物安排    

4444 月份生日的會員，請於請於請於請於生日生日生日生日月月月月份起份起份起份起    

3333 個月內個月內個月內個月內帶備有效會員證親臨本中心領取 

新一年度之生日禮物乙份。 

2012012012018888 年年年年 4444 月份例會時間月份例會時間月份例會時間月份例會時間    
本月份會員例會將於 4 月 6 日(星期五) 

上午 9 時 15 分在朗屏社區會堂朗屏社區會堂朗屏社區會堂朗屏社區會堂舉行， 

敬請留意！    

會員續會安排會員續會安排會員續會安排會員續會安排    

所有於 4 份需要辦理續會的會員，請於本月期間帶備

年費$25$25$25$25 親臨本中心辦理。 

溫馨提示溫馨提示溫馨提示溫馨提示：：：：由於公眾責任保險及安全保障由於公眾責任保險及安全保障由於公眾責任保險及安全保障由於公眾責任保險及安全保障，，，，凡參加凡參加凡參加凡參加

中心舉辦之活動及班組者中心舉辦之活動及班組者中心舉辦之活動及班組者中心舉辦之活動及班組者，，，，必須在活動報名時及於必須在活動報名時及於必須在活動報名時及於必須在活動報名時及於

活動進行日仍然是持有有效之會籍活動進行日仍然是持有有效之會籍活動進行日仍然是持有有效之會籍活動進行日仍然是持有有效之會籍。。。。    

督印人：戴秋華      印刷品：400 份 

4444 月份售賣奶粉措施月份售賣奶粉措施月份售賣奶粉措施月份售賣奶粉措施    

所有奶粉將於該月例會後下午例會後下午例會後下午例會後下午 2:302:302:302:30 開始公開發售。 

 

 

因供應商調整售價，由 2018 年 4 月開始，900 克金裝加營素奶粉售價為$180。 

  

 

900 克金裝加營素奶粉(每人限買四罐) $180 1700 克雀巢三花柏齡奶粉(每人限買兩罐) $171 

900 克怡保康奶粉(每人限買兩罐) $226 800 克佳膳益生奶粉(每人限買兩罐) $140 

 

借用借用借用借用中心電腦中心電腦中心電腦中心電腦及及及及平板電腦平板電腦平板電腦平板電腦 

� 歡迎有興趣使用本中心電腦及平板電腦之

會員於上午 9:15 至下午 4:30 期間到中心接

待處進行登記手續。 

� 詳情可參閱使用守則。 

會員注意事項會員注意事項會員注意事項會員注意事項    

會員購物及報名後，請檢查清楚貨品及點算找

續。如有錯漏及貨物出門後，恕不負責及退換。

敬請留意！ 

服務質素標準服務質素標準服務質素標準服務質素標準(SQS) (SQS) (SQS) (SQS) 考考考考考考考考你你你你    

由 4 月 3 日至 4 月 30 日，請到櫃台將正確答案告

知職員，便可獲得小禮物一份。(

((

(每人只可換領一

每人只可換領一每人只可換領一

每人只可換領一

次

次次

次，

，，

，小禮物數量有限

小禮物數量有限小禮物數量有限

小禮物數量有限，

，，

，送完即止

送完即止送完即止

送完即止。

。。

。)

))

) 

  

 

請會員圈出以下問題的正確答案。 

服務質素標準一 服務資料 

問題一問題一問題一問題一︰︰︰︰請問中心通訊請問中心通訊請問中心通訊請問中心通訊、、、、單張等資訊單張等資訊單張等資訊單張等資訊，，，，可在哪可在哪可在哪可在哪

裡領取裡領取裡領取裡領取？？？？    

A.中心單張架          B.社區會堂 

C.區議員辦事處        D.青少年中心 

問題二問題二問題二問題二︰︰︰︰請問中心請問中心請問中心請問中心長者長者長者長者會員收費多少會員收費多少會員收費多少會員收費多少？？？？    

A.$50    B.$20    C.$30     D.$25 

(正確答案將於下一期通訊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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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1        十六 2               十七 

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3              十八 

棋妙樂趣 2:00-4:30 

4                  十九 

中華生物能學氣功 10:00-11:00 

長者基礎普通話班(三) 

10:00-11:30 

棋妙樂趣 2:00-4:30 

5                二十 

清明節清明節清明節清明節 

  

 

6                 廿一 

中心例會 9:15 

長者地壺班 9:30-10:30 

義工招募日(一) 例會後                     

棋妙樂趣 2:00-4:30 

「服務質素標準」你要知 

(4-6 月) 2:30-3:30 

7              廿二 

棋妙樂趣 2:00-4:30 

鬆一鬆俱樂部 3:45-4:45 

8         廿三 9                廿四 1

易徑玩樂小組 9:00-12:30 

週一新聞台 9:30-10:30 

開心齊唱 K 1:00-4:30 

棋妙樂趣 2:00-4:30 

中心樂唱團練習(一) 

2:30-3:30 

10              廿五 

「失眠無有怕」小組 

9:30-10:30 

運動學堂(一) 10:30-11:30 

棋妙樂趣 2:00-4:30 

健骼操(一) 2:30-3:30 

桌上魔術(一) 2:30-3:30 

11                  廿六 

中華生物能學氣功 10:00-11:00 

長者基礎普通話班(三) 

10:00-11:30 

輕鬆學英語 2:00-3:00 

棋妙樂趣 2:00-4:30 

論盡元朗小組 2:30-3:30 

演出你歌聲 3:30-4:30 

12               廿七 

「港鐵知多少」講座 

10:00-10:45 

「智」叻健腦班 10:00-11:00 

食得有「營」 11:30-1:30 

鬆一鬆俱樂部 3:45-4:45 

13                廿八 

長者地壺班 9:30-10:30 

仁愛好聲音歌曲班 

10:00-11:00 

3Minutes．整快 DD(一) 

10:00-11:00 

棋妙樂趣 2:00-4:30 

府內太極拳 2:15-3:15 

愛‧健康 - 全人健康檢查(四) 

2:30-4:00 

14            廿九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

中心賣旗日 8:30-11:30 

棋妙樂趣 2:00-4:30 

銀髮伸展操 3:00-4:00 

鬆一鬆俱樂部 3:45-4:45 

15        三十 16               初一 

週一新聞台 9:30-10:30 

開心齊唱 K 1:00-4:30 

棋妙樂趣 2:00-4:30 

財政報告論壇 2:30-3:30 

17              初二 

「失眠無有怕」小組 

9:30-10:30 

朗屏茶聚(一) 10:00-11:00 

運動學堂(一) 10:30-11:30 

棋妙樂趣 2:00-4:30 

桌上魔術(一) 2:30-3:30 

18                 初三 

中華生物能學氣功 10:00-11:00 

長者基礎普通話班(三) 

10:00-11:30 

輕鬆學英語 2:00-3:00 

棋妙樂趣 2:00-4:30 

論盡元朗小組 2:30-3:30 

19               初四 

愛‧健康–高血壓互助小組 

9:30-11:00 

手機訓練班 9:30-11:00 

「智」叻健腦班 10:00-11:00 

食得有「營」 11:30-1:30 

電腦訓練班 2:30-4:00 

鬆一鬆俱樂部 3:45-4:45 

20                初五 

長者地壺班 9:30-10:30 

仁愛好聲音歌曲班 

10:00-11:00 

愛‧健康–體重控制小組 

10:30-11:30 

棋妙樂趣 2:00-4:30 

府內太極拳 2:15-3:15 

外傭支援培訓之「長期護理

服務」 2:30-3:30 

21             初六 

棋妙樂趣 2:00-4:30 

鬆一鬆俱樂部 3:45-4:45 

2018201820182018 年年年年 4444 月份活動一月份活動一月份活動一月份活動一覽覽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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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22         初七 23             初八 

易徑玩樂小組 9:00-12:30 

週一新聞台 9:30-10:30 

開心齊唱 K 1:00-4:30 

棋妙樂趣 2:00-4:30 

義工培訓之「中心義務工

作及基本溝通技巧」 

2:30-3:30 

24             初九 

「失眠無有怕」小組 

9:30-10:30 

運動學堂(一) 

10:30-11:30 

義工培訓之「家居探訪

技巧及處理危機指引」 

10:30-11:30 

棋妙樂趣 2:00-4:30 

健骼操(一) 2:30-3:30 

桌上魔術(一) 2:30-3:30 

護老茶聚鬆一鬆(一) 

3:00-4:00 

25               初十 

中華生物能學氣功 

10:00-11:00 

長者基礎普通話班(三) 

10:00-11:30 

義工剪髮 11:15-1:15 

輕鬆學英語 2:00-3:00 

棋妙樂趣 2:00-4:30 

論盡元朗小組 2:30-3:30 

演出你歌聲 3:30-4:30 

26               十一 

手機訓練班 9:30-11:00 

「智」叻健腦班 10:00-11:00 

食得有「營」 11:30-1:30 

樂在朗屏上門探訪 2:00-4:00 

共享健康︰活力長者健康操 

2:30-3:30 

電腦訓練班 2:30-4:00 

鬆一鬆俱樂部 3:45-4:45 

與眾同樂︰愛心之旅 

4:00-5:00 

27                十二 

長者地壺班 9:30-10:30 

仁愛好聲音歌曲班 

10:00-11:00 

棋妙樂趣 2:00-4:30 

府內太極拳 2:15-3:15 

愛‧健康 - 全人健康檢查

(四) 2:30-4:00 

28            十三 

與眾同樂︰長幼樂同融 

11:30-12:30 

棋妙樂趣 2:00-4:30 

義工勁舞團(一) 

2:30-3:30 

銀髮伸展操 3:00-4:00 

鬆一鬆俱樂部 3:45-4:45 

29         十四 30             十五 

易徑玩樂小組 9:00-12:30 

週一新聞台 9:30-10:30 

開心齊唱 K 1:00-4:30 

棋妙樂趣 2:00-4:30 

 

「「「「會員獎勵計劃會員獎勵計劃會員獎勵計劃會員獎勵計劃」」」」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所有蓋印有效期將延長，如計劃有所更改，將再作通知。 

最新消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以便讓更多年輕人士於退休後可以及早投入社區以及得到適切的服務，本中心將由 4 月開始，

歡迎 50 歲至 59 歲的社區人士入會成為第三齡會員。會員費用為$40 元一年。會員可參加中心

設有第三齡標誌的班組及活動。 

如有興趣人士，請帶備以下所須文件前往中心辦理入會手續︰ 

1. 身份證 

2. $40 年費 

3. 證件相一張 

詳情請參閱中心海報，如有疑問，歡迎向中心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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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免影響活動進行為免影響活動進行為免影響活動進行為免影響活動進行，，，，本中心之免費活動開本中心之免費活動開本中心之免費活動開本中心之免費活動開

始後始後始後始後 20202020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將停止讓參加者進入活動將停止讓參加者進入活動將停止讓參加者進入活動將停止讓參加者進入活動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請各會員留意及合作請各會員留意及合作請各會員留意及合作請各會員留意及合作。。。。    

棋妙樂趣棋妙樂趣棋妙樂趣棋妙樂趣    

日期︰4 月 3 日(星期二)開始 

     （逢星期一至三、五至六） 

時間︰下午 2:00 至 4:30 

地點︰中心電腦室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借用棋類玩樂。 

登記程序：活動當日，需要以兩張有效會員證 

登記借用一項棋類。 

名額︰6 人 

費用︰免費 

參加形式：自由參與 

備註： 

1) 逢星期四為清潔日，該日暫停一次。 

2) 借用詳情請參閱借用守則及中心海報。 

3) 中心如有特別活動，故暫停「棋妙樂趣」。 

負責姑娘︰黎曉妮姑娘 

「「「「服務質素標準服務質素標準服務質素標準服務質素標準」」」」你要知你要知你要知你要知(4(4(4(4----6666 月月月月))))    

日期︰4 月 6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中心活動室(一及二)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介紹服務質素標準。 

名額︰20 人 

費用︰免費 

參加形式：自由參與 

負責職員：余詠虹姑娘 

週一新聞台週一新聞台週一新聞台週一新聞台 

日期：4 月 9、16、23 及 30 日(逢星期一) 

時間：上午 9:30 至 10:3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分享最近一星期新聞，讓會員表達對時

事看法，關心社會。 

名額：15 至 20 人 

費用：免費 

參加形式：自由參與 

負責職員：黎曉妮姑娘 

易徑玩樂小組易徑玩樂小組易徑玩樂小組易徑玩樂小組 

日期：4 月 9、23、30 日、 

5 月 7、14、21、28 日、 

6 月 4、25 日(逢星期一)、13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9:00 至下午 12:30 

地點：中心活動室(一及二)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透過遊戲作為介入手法，提升參加者的 

認知能力。 

名額︰15 人((((個別邀個別邀個別邀個別邀請請請請)))) 

費用：免費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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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學堂運動學堂運動學堂運動學堂((((一一一一))))    

日期︰4 月 10、17、24 日、 

5 月 8、15、29 日、 

6 月 5、12、19、26 日(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30 至 11:30 

地點：中心活動室(一及二) 

內容︰做運動提升上肢力量。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0 人    

費用︰免費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4444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備註︰  

1) 若曾患有或現在患有曾患有或現在患有曾患有或現在患有曾患有或現在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參加

者，參加此活動前需詢問醫生意見。 

負責職員︰陳志康先生 

健骼操健骼操健骼操健骼操((((一一一一))))    

日期︰4 月 10 及 24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中心活動室(一及二)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由婦女義工教授會員 

健體運動。 

名額︰12 人 

費用︰免費 

合作機構︰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元朗婦女會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4444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負責職員：余詠虹姑娘 

演出你歌聲演出你歌聲演出你歌聲演出你歌聲    

日期：4 月 11 及 25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3:30 至 4:3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有意於活動中演出唱歌的中心會員 

內容：每月固定練習兩首歌曲，於活動中 

表演。 

名額：15 人((((報名者請準時出席報名者請準時出席報名者請準時出席報名者請準時出席))))    

費用：免費 

負責職員：姜皓恩姑娘 

    

為提供更優質服務為提供更優質服務為提供更優質服務為提供更優質服務，，，，本中心已設有免費無本中心已設有免費無本中心已設有免費無本中心已設有免費無

線上網服務線上網服務線上網服務線上網服務(WIFI)(WIFI)(WIFI)(WIFI)，，，，中心會員可於開放時間中心會員可於開放時間中心會員可於開放時間中心會員可於開放時間

內內內內，，，，向職員查詢無線上網的帳號及密碼向職員查詢無線上網的帳號及密碼向職員查詢無線上網的帳號及密碼向職員查詢無線上網的帳號及密碼。。。。    

「「「「港鐵知多少港鐵知多少港鐵知多少港鐵知多少」」」」講座講座講座講座    

日期：4 月 12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00 至 10:45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認識有關港鐡系統的設施和各項安全 

守則。 

名額：25 人 

費用：免費 

合作機構︰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4444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負責職員：黎曉妮姑娘 

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論壇論壇論壇論壇    

日期：4 月 16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與長者探討本年度財政預算案內容。 

名額：20 人 

費用：免費 

報名日期：4444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負責職員：姜皓恩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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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愛愛愛‧‧‧‧健康健康健康健康––––高血壓互助小組高血壓互助小組高血壓互助小組高血壓互助小組    

日期︰4 月 19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9:30 至 11:0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曾參與「愛‧健康-全人健康檢查」之 

會員 

內容︰為患有高血壓長者學習控制血壓。 

名額︰10 人((((報名者請準時出席報名者請準時出席報名者請準時出席報名者請準時出席))))    

費用︰免費 

合作機構︰衛生署長者健康外展隊 

備註︰ 

1) 曾參與「愛‧健康-全人健康檢查」之會員

方可報名。 

2) 確診患有高血壓長者。 

負責職員：余詠虹姑娘 

愛愛愛愛‧‧‧‧健康健康健康健康––––體重控制小組體重控制小組體重控制小組體重控制小組    

日期︰4 月 20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30 至 11:3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曾參與「愛‧健康 - 全人健康檢查」 

之會員 

內容︰健康檢查及使用雲端系統記錄。 

名額︰10 人((((報名者請準時出席報名者請準時出席報名者請準時出席報名者請準時出席))))    

費用︰免費 

合作機構︰衛生署長者健康外展隊 

備註︰ 

1) 曾參與「愛‧健康 - 全人健康檢查」之

會員方可報名。 

2) 體重指數超過或等於 25 (BMI≧25) 

3) 腰圍超過指標(男性腰圍≧35.5 吋﹔女性

腰圍≧31.5 吋) 

負責職員：余詠虹姑娘 

共享健康共享健康共享健康共享健康︰︰︰︰活力長者健康操活力長者健康操活力長者健康操活力長者健康操    

日期：4 月 26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認識活力健康操，鍛鍊身體各部份 

機能。 

名額：25 人 

費用：免費 

合作機構︰衛生署長者健康外展隊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4444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負責職員：黎曉妮姑娘 

與眾同樂與眾同樂與眾同樂與眾同樂︰︰︰︰愛心之旅愛心之旅愛心之旅愛心之旅    

日期：4 月 26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4:00 至 5:00 

地點：童軍知友社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與會員進行互動小遊戲。 

名額：25 人 

朗屏茶聚朗屏茶聚朗屏茶聚朗屏茶聚((((一一一一))))    

日期：4 月 17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中心會員/義工/護老者 

內容：讓會員了解中心的服務運作及收集會員 

     意見。 

名額：不限 

費用：免費 

參加形式：自由參與 

負責職員：戴秋華姑娘 

費用：免費 

合作機構︰童軍知友社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 

中心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4444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152:152:152:15 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負責職員：黎曉妮姑娘 



P.7 

與眾同樂與眾同樂與眾同樂與眾同樂︰︰︰︰長幼樂同融長幼樂同融長幼樂同融長幼樂同融    

日期：4 月 28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30 至下午 12:30 

地點：中心活動室(一及二)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與會員進行互動小遊戲，共同製作小手工。 

名額：20 人 

費用：免費 

合作機構︰保良局元朗幼稚園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4444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152:152:152:15 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備註︰ 

1) 已出席「與眾同樂︰愛心之旅」活動之會員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參與此活動。 

負責職員：黎曉妮姑娘 

火警演習火警演習火警演習火警演習    

日期：5 月 24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3:30 至 3:45 

地點：賀屏樓單位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透過參與火警演習，讓參加者可以掌握火警時的逃生方法。 

名額︰不限 

費用：免費 

參加形式︰自由參與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開心齊唱開心齊唱開心齊唱開心齊唱 KKKK    

日期：4 月 9、16、23 及 30 日(逢星期一) 

時間：下午 1:00 至 4:30 

地點：中心活動室(一及二)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唱卡拉 OK。 

名額：25 人 

費用：$3(購買咪套) 

登記唱歌程序：活動當天於下午 12:45 在櫃位辦理 

手續。 

參加形式：自由參與 

備註︰ 

1) 由於物價上漲，故活動收費將上調至$3。 

負責職員：黎曉妮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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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魔術桌上魔術桌上魔術桌上魔術((((一一一一))))    

日期︰4 月 10、17、24 日及 5 月 8、15 日 

(逢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學習桌上魔術。 

名額︰5 人    

費用︰$30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4444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負責職員︰陳志康先生 

論盡元論盡元論盡元論盡元朗小組朗小組朗小組朗小組    

日期︰4 月 11 日至 6 月 6 日(逢星期三) 

                        (5(5(5(5 月月月月 9999 日暫停日暫停日暫停日暫停))))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與參加者論盡元朗大小事，增加對地區 

的認識與關心。 

名額：10 人 

費用：$15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4444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負責職員：姜皓恩姑娘 

食得有食得有食得有食得有「「「「營營營營」」」」    

日期：4 月 12、19 及 26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11:30 至下午 1:00 

地點：悅屏樓廚房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30 人 

費用：每碗$7 (每人每次最多購買 2 碗) 

購票購票購票購票日期日期日期日期：：：：4444 月月月月 9999、、、、16161616、、、、23232323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負責職員：黃芷君姑娘 

4444 月份餐單月份餐單月份餐單月份餐單 

4 月 12 日 蕃茄薯仔豬骨湯 

4 月 19 日 蠔豉排骨粥 

4 月 26 日 清補涼豬骨湯 

 

3Minutes3Minutes3Minutes3Minutes．．．．整快整快整快整快 DD(DD(DD(DD(一一一一))))        

日期：4 月 13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悅屏樓單位(廚房)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與會員共同製作簡單易上手的醒晨早餐。 

名額：10 人 

費用：$20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4444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備註︰ 

1) 請出席會員自備食物盒。 

負責職員：黎曉妮姑娘 

愛愛愛愛‧‧‧‧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    全人健康檢查全人健康檢查全人健康檢查全人健康檢查((((四四四四))))    

((((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攜手扶弱基金攜手扶弱基金攜手扶弱基金攜手扶弱基金」」」」贊助贊助贊助贊助))))    

日期︰4 月 13 及 27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 至 4:00 

地點︰中心活動室(一及二)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為中心會員健康檢查及使用雲端系 

統記錄。 

名額︰不限 

費用︰$3(每月一次)；$6(每月兩次)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4444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負責職員：余詠虹姑娘、張天翠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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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伸展銀髮伸展銀髮伸展銀髮伸展操操操操    

日期︰4 月 14 及 28 日(逢星期六) 

時間︰下午 3:00 至 4:0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進行簡單伸展運動。 

名額︰10 人 

費用︰$10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4444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備註︰  

1) 若曾患有或現在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參加

者，參加此活動前需詢問醫生意見。 

負責職員︰黎姑娘 

義工剪髮義工剪髮義工剪髮義工剪髮    

日期︰4 月 25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1:15 至下午 1:15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熱心義工為中心會員剪髮。 

名額︰10 人 

費用︰$5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4444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152:152:152:15 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備註： 

1) 請參加者剪髮前清洗頭髮，確保衛生。 

2) 剪髮次序會按照購票次序。 

負責姑娘︰黎曉妮姑娘 

義工招募日義工招募日義工招募日義工招募日((((一一一一))))    

日期︰4 月 6 日(星期五) 

時間︰例會後 

地點︰朗屏社區會堂 

對象︰中心會員及有興趣之人士 

內容︰招募義工參加本中心活動及簡介義工服務內容。 

名額︰不限 

備 註： 

1) 如有興趣成為本中心之義工，請聯絡余詠虹姑娘。 

負責職員：余詠虹姑娘 

中心樂唱團練習中心樂唱團練習中心樂唱團練習中心樂唱團練習((((一一一一))))    

日期︰4 月 9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已登記中心樂唱團之義工 

內容︰與義工進行歌曲練習。 

名額︰10 人((((報名者請準時出席報名者請準時出席報名者請準時出席報名者請準時出席))))    

費用︰免費 

負責職員：余詠虹姑娘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賣旗日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賣旗日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賣旗日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賣旗日    

日期：4 月 14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8:30 至 11:30 

集合地點：中心活動室(一及二) 

地點：朗屏邨內 

對象：中心義工 

內容：邀請義工協助友好機構賣旗。 

名額：20 人 

費用︰免費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4444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合作機構︰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負責職員：余詠虹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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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在元朗綠在元朗綠在元朗綠在元朗————回收膠樽回收膠樽回收膠樽回收膠樽    

本中心歡迎各會員將已清洗及晾乾的膠樽放置中心的膠樽回收箱內，響應環保，為社區出一分力。 

義工培訓之義工培訓之義工培訓之義工培訓之「「「「中心義務工作及基本溝通技巧中心義務工作及基本溝通技巧中心義務工作及基本溝通技巧中心義務工作及基本溝通技巧」」」」    

日期︰4 月 23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30 至 2:3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中心義工及有興趣之人士 

內容︰讓義工認識中心義務工作及與長者基本溝通技巧。 

名額︰20 人 

費用︰免費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4444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負責職員：余詠虹姑娘 

招募義工招募義工招募義工招募義工    

如有興趣成為義工如有興趣成為義工如有興趣成為義工如有興趣成為義工，，，，協助本中心義協助本中心義協助本中心義協助本中心義

工服務工服務工服務工服務，，，，歡迎聯絡歡迎聯絡歡迎聯絡歡迎聯絡余詠虹余詠虹余詠虹余詠虹姑娘姑娘姑娘姑娘！！！！    

義工培訓之義工培訓之義工培訓之義工培訓之「「「「家居探訪技巧及處理危機指引家居探訪技巧及處理危機指引家居探訪技巧及處理危機指引家居探訪技巧及處理危機指引」」」」    

日期︰4 月 24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30 至 11:3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中心義工及有興趣之人士 

內容︰讓義工認識家居探訪技巧及處理危機指引。 

名額︰20 人 

費用︰免費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4444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負責職員：余詠虹姑娘 

義義義義工勁舞團工勁舞團工勁舞團工勁舞團((((一一一一))))    

日期：4 月 28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中心活動室(一及二) 

對象：中心義工 

內容：與義工練習椅子舞。 

名額：15 人((((報名者請準時出席報名者請準時出席報名者請準時出席報名者請準時出席)))) 

費用︰免費 

合作機構︰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 

          屯門婦女會 

負責職員：余詠虹姑娘 

樂在朗屏上門探訪樂在朗屏上門探訪樂在朗屏上門探訪樂在朗屏上門探訪    

日期：4 月 26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朗屏邨內單位 

對象：隱蔽及獨居長者義工 

內容：安排學生義工探訪長者及送上小禮物。 

名額：10 人 

費用︰免費 

合作機構：伯特利中學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4444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備註： 

1) 義工報名時，可先自行分組。 

負責職員：姜皓恩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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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活躍非活躍非活躍非活躍    ////    隱隱隱隱蔽蔽蔽蔽長者長者長者長者支援服務支援服務支援服務支援服務    
非活躍 / 隱蔽長者，是指缺乏社區及家庭支援網絡、與社會隔離或不認識社會資源的長者 

 

本支援服務範圍包括居於朗屏邨、屏山北(部分)及西元朗市(部分)之長者 

服務內容： 

一) 尋找及接觸有需要接受服務的長者 

二) 透過個別跟進探討長者需要 

三) 作出服務配對或轉介，鼓勵長者投入社區、接受服務 

 

請獻出您的支持與關懷請獻出您的支持與關懷請獻出您的支持與關懷請獻出您的支持與關懷！！！！    

助他們助他們助他們助他們融入社區樂無憂融入社區樂無憂融入社區樂無憂融入社區樂無憂！！！！ 

在颱風及暴雨警告訊號下中心開放及活動班組之安排如下： 

天氣狀況天氣狀況天氣狀況天氣狀況 中心開放中心開放中心開放中心開放 戶內活動及班組戶內活動及班組戶內活動及班組戶內活動及班組 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 

一號風球或黃色暴雨警告訊號 �    � � 

三號風球或紅色暴雨警告訊號 �    **** **** 

黑色暴雨警告訊號 � � � 

八號風球訊號 � � � 
 

 備註： ����：中心開放／活動照常            ����：中心不開放／活動取消 

       ����：如黑色暴雨訊號在中心正常開放時間內懸掛，中心將維持有限度服務；如黑色暴雨訊號在上午 

開放時間前懸掛，中心將停止服務至黑色暴雨訊號除下後兩小時內在情況許可下恢復開放。 

****：如於班組或活動舉行前兩小時天文台正懸掛三號風球或紅色暴雨警告訊號，活動將會取消或改期。 

第三齡會員參加活動守則第三齡會員參加活動守則第三齡會員參加活動守則第三齡會員參加活動守則 

� 班組及活動報名以先到先得為原則；如有需要，個別活動將以公開抽簽形式處理。 

� 個別班組及活動將按照名額供中心長者會員、第三齡會員報名參加。如第三齡會員於活動截

止報名日期前名額未滿，則可由其他中心會員報名參加。如長者會員於活動截止報名日期前

名額未滿，亦可由第三齡會員報名參加。詳細安排按個別班組及活動為準，請參閱中心通訊

或海報。 

� 若因事須退票，需通知中心職員，待活動滿額後及有後備報名者之情況下，方可退款，會員

間不可私下轉讓活動名額。如需退款，必須按照個別活動的退款限期前辦理。為向贊助機構

交代，部份活動或會列明不設退款，敬請留意。若活動當日因任何原因而未能出席，所繳費

用一概不可退回，中心有權將空缺安排給其他已登記後備之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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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長者雲端健康管理計劃仁愛長者雲端健康管理計劃仁愛長者雲端健康管理計劃仁愛長者雲端健康管理計劃    

計劃介紹計劃介紹計劃介紹計劃介紹﹕﹕﹕﹕    

透過運用創新的雲端科技，為長者定期作健康檢查，讓長者及其家人於任何時地皆可於網上檢視有關

紀錄，達至自我健康管理。更重要的是中心可透過在雲端網絡儲存之健康數據，及早識別亞健康之長

者，並安排一系列針對性之健康工作坊，及早預防健康危機。 

計劃內容計劃內容計劃內容計劃內容︰︰︰︰    

日期︰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8 月 

時間︰一個月兩次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中心會員、第三齡會員 

內容︰ 

 

雲端健康檢查內容包括雲端健康檢查內容包括雲端健康檢查內容包括雲端健康檢查內容包括﹕﹕﹕﹕    

-測體內脂肪 -量度血壓 -計算 BMI 

-量度體溫 -量度血氧飽和度 -量度身高 

-磅重 -護士定期健康慰問 -健康管理紀錄卡 

 

收費內容收費內容收費內容收費內容﹕﹕﹕﹕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健康檢查(一次) 每月$3 每月健康檢查一次、e 体健雲端健康管理系統 

健康檢查(兩次) 每月$6 每月健康檢查兩次、e 体健雲端健康管理系統 

健康檢查+震動儀 每月$10 包括健康檢查兩次、震動儀服務兩次、e 体健雲端健康管理

系統 

    

特別獎賞特別獎賞特別獎賞特別獎賞﹕﹕﹕﹕    

如半年內參加健康檢查次數超過 10 次，可以於 8 月、2 月獲一次免費驗血糖測試及獲贈禮物乙份。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2017 年 4 月至 7 月 於例會後舉辦仁愛長者雲端健康管理計劃簡介會。 

2017 年 4 月至 5 月 招募義工健康大使及訓練。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7 月 

安排參加者一個月進行兩次健康檢查，並讓長者或其身在遠方家人可透

過智能電話或電腦了解其長者健康生命表徵數據情況。另外，參與計劃

長者可預約護士以電話或面談作健康諮詢。 

2017 年 6 月 邀請有參加者參與雲端健康管理系統使用工作坊。 

2017 年 10 月、 

2018 年 3 月 

透過長者參與健康檢查，識別出亞健康之長者，安排他們參與一系列的

健康工作坊。 

2018 年 8 月 邀請長者及義工參與仁愛匯聚健康分享日 

贊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