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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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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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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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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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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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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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供應商調整價格，由 2019 年 1 月開始，800 克佳膳益生奶粉售價為$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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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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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愛愛愛．．．．中心中心中心中心」」」」三十周年標語創作比賽三十周年標語創作比賽三十周年標語創作比賽三十周年標語創作比賽 

投票結果投票結果投票結果投票結果 

 

 

 

 

 

 

冠軍作品欣賞冠軍作品欣賞冠軍作品欣賞冠軍作品欣賞：：：： 

仁愛關懷三十載 

長者中心多樂趣 

社區安老多關愛 

耆英感恩樂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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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 日開始至 12 月 31 日，把答案紙並交到櫃台，便可獲得小禮物一份。 每人只可換領一次，小禮物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請會員圈出以下問題的正確答案。 
服務質素標準九服務質素標準九服務質素標準九服務質素標準九––––安全的環境安全的環境安全的環境安全的環境    

問題一問題一問題一問題一︰︰︰︰火警疏散時中心會員應在哪裡集合火警疏散時中心會員應在哪裡集合火警疏散時中心會員應在哪裡集合火警疏散時中心會員應在哪裡集合？？？？    

A. 悅屏樓對出平台空地 B. 悅屏樓單位的中心門口  

C. 賀屏樓對出平台空地 D. 賀屏樓單位的中心門口 

問題二問題二問題二問題二︰︰︰︰在活動多少小時前懸掛在活動多少小時前懸掛在活動多少小時前懸掛在活動多少小時前懸掛 3333 號強風訊號號強風訊號號強風訊號號強風訊號，，，，將將將將

會取消或改期會取消或改期會取消或改期會取消或改期？？？？    

A. 一小時  B. 兩小時   C. 三小時  D. 半小時 

 

上期答案︰ 

問題一︰D. 4 位、問題二︰A. 1 年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李玉蓮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郭麗娟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黃慧中 

優異獎優異獎優異獎優異獎 劉耀華 

優異獎優異獎優異獎優異獎 陳瓊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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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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四 棋妙樂趣 2:00-4:30 鬆一鬆俱樂部 3:45-4:30 2       廿五 3                 廿六 週一新聞台 9:30-10:30 健腦樂趣多多 FUN 10:30-11:30 護老者支援︰從失眠到安眠 10:30-11:30 開心齊唱 K 1:00-4:30 棋妙樂趣 2:00-4:30 玩樂 PID 小組 2:30-3:30 

4             廿七 中心樂唱團練習(三) 10:30-11:30 棋妙樂趣 2:00-4:30 「服務質素標準」你要知(10-12 月) 2:30-3:30 
5                   廿八 手機訓練班 9:30-11:00 長者基礎普通話班(一) 10:00-11:30 英語入門 1:00-2:00 輕鬆學英語 2:00-3:00 棋妙樂趣 2:00-4:30 光影留情–智型攝影師訓練班 2:30-3:30 演出你歌聲 3:30-4:30 

6                 廿九 齊玩柔力球 9:30-10:30 朗晴邨服務咨詢站 9:30-10:30 食得有「營」 11:30-1:00 電腦訓練班 2:00-3:30 共享健康︰認識消化不良 2:30-3:30 長者科技之「中文打字班」(二) 3:30-5:00 鬆一鬆俱樂部 3:45-4:30 
7                   初一 中心例會 9:15 五感人生–懷緬小組 10:30-11:30 玩轉「腦」朋友 11:00-12:00 棋妙樂趣 2:00-4:30 健康快車 2:00-3:00 節目大放送(三) 2:15-3:15 運動 KEEP 住做(A 班)  2:30-3:30 健康檢查(三) 2:30-4:00 運動 KEEP 住做(B 班)  3:30-4:30 

8             初二 與眾同樂︰90 分鐘‧環遊世界 10:00-11:30 「資源共享元朗情」嘉年華 1:30-4:30 棋妙樂趣 2:00-4:30 鬆一鬆俱樂部 3:45-4:30 
9       初三 同心護苗嘉年華 2018 1:15-5:00 10                初四 週一新聞台 9:30-10:30 「生命有 TAKE TWO」互動劇場 10:00-12:00 健腦樂趣多多 FUN 10:30-11:30 護老者支援︰從失眠到安眠 10:30-11:30 開心齊唱 K 1:00-4:30 棋妙樂趣 2:00-4:30 玩樂 PID 小組 2:30-3:30 

11            初五 舒緩痛症的方法及簡單運動 10:00-11:00 長者基礎普通話班(一) 10:00-11:30 棋妙樂趣 2:00-4:30 院舍探訪之「生命有價」(三) 2:30-4:00 
12                  初六 手機訓練班 9:30-11:00 長者基礎普通話班(一) 10:00-11:30 義工剪髮 11:15-1:15 英語入門 1:00-2:00 輕鬆學英語 2:00-3:00 棋妙樂趣 2:00-4:30 光影留情–智型攝影師訓練班 2:30-3:30 演出你歌聲 3:30-4:30 

13                初七 齊玩柔力球 9:30-10:30 上門探訪之「愛。承傳」 (上篇)(四) 10:00-11:00 食得有「營」 11:30-1:00 電腦訓練班 2:00-3:30 素食嚐樂(四) 2:00-3:30 長者科技之「中文打字班」(二) 3:30-5:00 鬆一鬆俱樂部 3:45-4:30 
14                  初八 五感人生–懷緬小組 9:30-10:30 運動 KEEP 住做(A 班) 9:30-10:30 運動 KEEP 住做(B 班) 10:30-11:30 玩轉「腦」朋友 11:00-12:00 棋妙樂趣 2:00-4:30 節目大放送(三) 2:15-3:15 冬至聯歡晚宴 2018  4:00-7:30 

15            初九 棋妙樂趣 2:00-4:30 義工勁舞團(二) 2:30-3:30 鬆一鬆俱樂部 3:45-4:30 

2018201820182018年年年年12121212月份活動一月份活動一月份活動一月份活動一覽覽覽覽    

中心同仁中心同仁中心同仁中心同仁    祝各位會員聖誕節快樂祝各位會員聖誕節快樂祝各位會員聖誕節快樂祝各位會員聖誕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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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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初十 17            十一 週一新聞台 9:30-10:30 「生命有 TAKE TWO」互動劇場 10:00-12:00 健腦樂趣多多 FUN 10:30-11:30 護老者支援︰從失眠到安眠 10:30-11:30 開心齊唱 K 1:00-4:30 共聚聖誕節 2:00-3:00 棋妙樂趣 2:00-4:30 玩樂 PID 小組 2:30-3:30 
18              十二 從心重新重聚日 12:00-2:00 棋妙樂趣 2:00-4:30 健骼操(三) 2:30-3:30 19             十三 手機訓練班 9:30-11:00 長者基礎普通話班(一) 10:00-11:30 英語入門 1:00-2:00 輕鬆學英語 2:00-3:00 棋妙樂趣 2:00-4:30 

20              十四 聖誕手作 DIY 10:00-11:00 食得有「營」 11:30-1:00 健康送達行動-院舍篇(一) 1:30-3:30 電腦訓練班 2:00-3:30 長者科技之「中文打字班」(二) 3:30-5:00 鬆一鬆俱樂部 3:45-4:30 
21               十五 智醒樂齡行 9:15-4:30 五感人生–懷緬小組 9:30-10:30 玩轉「腦」朋友 11:00-12:00 棋妙樂趣 2:00-4:30 節目大放送(三) 2:15-3:15 智愛鄰里上門探訪(二) 3:00-4:00 

22              十六 認知障礙知多 D 10:00-11:00 棋妙樂趣 2:00-4:30 義工勁舞團(二) 2:30-3:30 鬆一鬆俱樂部 3:45-4:30 
23         十七 24             十八 週一新聞台 9:30-10:30 健腦樂趣多多 FUN 10:30-11:30 護老者支援︰從失眠到安眠 10:30-11:30 開心齊唱 K 1:00-4:30 棋妙樂趣 2:00-4:30 

25              十九 
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    26             二十 

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    

翌翌翌翌日日日日    

27               廿一 食得有「營」 11:30-1:00 耆義三十載茶聚 2:00-4:00 鬆一鬆俱樂部 3:45-4:30 28                廿二 五感人生–懷緬小組 9:30-10:30 玩轉「腦」朋友 11:00-12:00 健康快車 2:00-3:00 棋妙樂趣 2:00-4:30 節目大放送(三) 2:15-3:15 運動 KEEP 住做(A 班) 2:30-3:30 健康檢查(三) 2:30-4:00 運動 KEEP 住做(B 班) 3:30-4:30 
29             廿三 棋妙樂趣 2:00-4:30 鬆一鬆俱樂部 3:45-4:30 

30         廿四 31             廿五 週一新聞台 9:30-10:30 健腦樂趣多多 FUN 10:30-11:30 先知先覺認知障礙預防計劃五之義工茶聚及結業典禮 11:30-12:30 開心齊唱 K 1:00-4:30 棋妙樂趣 2:00-4:30 護老茶聚鬆一鬆(九) 2:3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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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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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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星期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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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新聞台週一新聞台週一新聞台週一新聞台 

日期：12 月 3、10、17、24 及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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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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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12121212 月月月月))))    

日期︰12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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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十六項服務質素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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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你歌聲演出你歌聲演出你歌聲演出你歌聲    

日期：12 月 5 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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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影留情光影留情光影留情光影留情    ––––    智型攝影師訓練班智型攝影師訓練班智型攝影師訓練班智型攝影師訓練班    

((((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蘋果日報慈善基金贊助蘋果日報慈善基金贊助蘋果日報慈善基金贊助蘋果日報慈善基金贊助」」」」))))    

日期：12 月 5 及 12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對攝影有興趣的中心會員 

內容：學習使用手機拍攝及錄影的技巧，於活動 

完結後成為義工，協助稍後舉行的服務日。 

名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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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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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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會員可於開放時中心會員可於開放時中心會員可於開放時

間內間內間內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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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健康共享健康共享健康共享健康︰︰︰︰認識消化不良認識消化不良認識消化不良認識消化不良    

日期：12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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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身體老化對消化系統的影響及長者 

常見腸胃不適的原因和其處理方法。 

名額：25 人 

費用：免費 

合作機構︰衛生署長者健康外展隊伍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12121212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負責職員：黎曉妮姑娘 

運動運動運動運動 KEEPKEEPKEEPKEEP 住做住做住做住做(A(A(A(A 班班班班))))    

((((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蘋果日蘋果日蘋果日蘋果日報報報報慈善基金慈善基金慈善基金慈善基金」」」」贊助贊助贊助贊助))))    

日期：12 月 7、14 及 28 日(逢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需要使用復康用品來步行的人士  

內容：義工分組帶領會員學習下肢及平衡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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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康先生 

運動運動運動運動 KEEPKEEPKEEPKEEP 住做住做住做住做(B(B(B(B 班班班班))))    

((((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蘋果日蘋果日蘋果日蘋果日報報報報慈善基金慈善基金慈善基金慈善基金」」」」贊助贊助贊助贊助))))    

日期：12 月 7、14 及 28 日(逢星期五) 

時間：下午 3:30 至 4:3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需要使用復康用品來步行的人士  

內容：義工分組帶領會員學習下肢及平衡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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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康先生 

節目大放送節目大放送節目大放送節目大放送((((三三三三))))    

日期︰12 月 7、14、21 及 28 日(逢星期五) 

時間︰下午 2:15 至 3:15 

地點：中心大堂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播放娛樂影片。 

名額︰不限    

費用︰免費 

參加形式：自由參與 

負責職員︰陳志康先生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影片主題影片主題影片主題影片主題    

12 月 7 日 整蠱專家 

12 月 14 日 逃學威龍 3之龍過雞年 

12 月 21 日 新半斤八兩 

12 月 28 日 唐伯虎點秋香 

 

與眾同樂與眾同樂與眾同樂與眾同樂︰︰︰︰90909090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環遊世界環遊世界環遊世界環遊世界    

日期：12 月 8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30 

地點：中心活動室(一及二)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介紹不同國家的文化和進行互動小遊戲。 

名額：25 人 

費用：免費 

合作機構︰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12121212 月月月月 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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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職員：黎曉妮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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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共享元朗情資源共享元朗情資源共享元朗情資源共享元朗情」」」」嘉年華嘉年華嘉年華嘉年華        

((((此活動由社會福利署及元朗區議會贊助此活動由社會福利署及元朗區議會贊助此活動由社會福利署及元朗區議會贊助此活動由社會福利署及元朗區議會贊助、、、、元朗區安老服務協調委員會聯辦活動工作小組合辦元朗區安老服務協調委員會聯辦活動工作小組合辦元朗區安老服務協調委員會聯辦活動工作小組合辦元朗區安老服務協調委員會聯辦活動工作小組合辦))))    

日期：12 月 8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1:30 至 4:30 

集合地點：中心活動室(一及二)  

地點：伯裘書院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透過講座、毛巾操及攤位遊戲，讓長者認識健康的重要性。 

名額：30 人 

費用︰免費 

合作機構︰社會福利署 

報報報報名日期名日期名日期名日期：：：：12121212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備註︰ 

1) 活動當日有旅遊巴接送來回。 

負責職員：余詠虹姑娘、黎曉妮姑娘 

健骼操健骼操健骼操健骼操((((三三三三))))    

日期︰12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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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1212 月月月月 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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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知障礙知多認知障礙知多認知障礙知多認知障礙知多 DDDD    

日期：12 月 22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中心活動室(一及二)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向長者介紹認知障礙症的相關資訊。 

名額：20 人 

費用：免費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12121212 月月月月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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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齊唱開心齊唱開心齊唱開心齊唱 KKKK    

日期：12 月 3、10、17、24 及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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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職員：黎曉妮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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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得有食得有食得有食得有「「「「營營營營」」」」    

日期：12 月 6、13、20 及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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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1212 月月月月 3333、、、、10101010、、、、17171717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12121212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負責職員：黃芷君姑娘 

11112222 月份餐單月份餐單月份餐單月份餐單 

12 月 6 日 章魚蓮藕豬骨湯 

12 月 13 日 髮菜蠔豉粥 

12 月 20 日 花膠雞湯 

12 月 27 日 花生眉豆豬骨粥 

 

五感人生五感人生五感人生五感人生––––懷緬小組懷緬小組懷緬小組懷緬小組    

日期：12 月 7、14、21 及 28 日； 

2019年 1 月 4、11、18 及 25 日(逢星期五) 

時間：上午 9:30 至 10:3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透過視、聽、觸、嗅、味覺回憶及分享 

過往經歷。 

名額：8 人((((個別邀請個別邀請個別邀請個別邀請)))) 

費用：$30 

備註︰ 

1) 12 月 7 日及 2019年 1 月 4 日時間更改為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3010:3010:3010:30 至至至至 11:3011:3011:3011:30。 

負責職員：黃希爾先生(實習社工學生) 

玩轉玩轉玩轉玩轉「「「「腦腦腦腦」」」」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日期︰12 月 7、14、21 及 28 日； 

     2019年 1 月 4、11、18 及 25 日(逢星期五) 

時間︰上午 11:00 至中午 12:0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透過不同的遊戲去刺激及訓練參加者多 

方面的智力。 

名額︰8 人((((個別邀請個別邀請個別邀請個別邀請)))) 

費用︰$20 

負責職員︰余美蓮姑娘(實習社工學生) 

健康檢查健康檢查健康檢查健康檢查((((三三三三))))    

日期︰12 月 7 及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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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1212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備註： 

1) 完成兩次兩次兩次兩次健康檢查後可獲贈小禮物一份。 

負責職員：余詠虹姑娘 

素食嚐樂素食嚐樂素食嚐樂素食嚐樂((((四四四四))))    

日期：12 月 13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00 至 3:30 

地點：悅屏樓單位(廚房)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與喜愛煮食之會員製作食物，共享素食 

滋味。 

名額：10 人 

費用：$25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12121212 月月月月 6666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備註︰ 

1) 參加者請自備食物盒和餐具。 

2) 因確保食物質素，不建議外帶食物，請參加

者必須出席全程活動。 

負責職員：黎曉妮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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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聯歡晚宴冬至聯歡晚宴冬至聯歡晚宴冬至聯歡晚宴 2018201820182018    

日期：12 月 14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4:00 至晚上 7:30 

(第一輪時間：下午 4:00 至 5:30) 

(第二輪時間：晚上 6:00 至 7:30) 

地點：中心活動室(一及二)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與中心會員一同享用美味盆菜，共賀佳節。 

名額：80 人((((名額已滿名額已滿名額已滿名額已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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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部份費用由仁愛堂樂助弱老基金贊助部份費用由仁愛堂樂助弱老基金贊助部份費用由仁愛堂樂助弱老基金贊助部份費用由仁愛堂樂助弱老基金贊助)))) 

參與形式：排隊購票 

**圍席編排會按照會員報名次序而定** 

**此活動於 12121212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後不設退票，敬請留意** 

1) 是次活動本中心只按照菜單提供膳食，恕不另行安排。如參加者有個別需要請自行準備。菜單如

有更改，恕不另作通知。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2) 如活動於 12121212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尚未滿額，名額可由第三齡會員補上，收費為$110。 

負責職員：姜皓恩姑娘 

盆菜盆菜盆菜盆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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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
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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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膳
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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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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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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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聚聖誕節共聚聖誕節共聚聖誕節共聚聖誕節 

日期︰12 月 17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00 至 3:00 

地點：中心活動室(一及二)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與會員玩遊戲並共享小食， 

預祝聖誕節。 

名額︰30 人 

費用︰$40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12121212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15151515 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負責職員︰陳志康先生 

義工剪髮義工剪髮義工剪髮義工剪髮    

日期︰12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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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日期登記日期登記日期登記日期︰︰︰︰12121212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152:152:152:15 開始至開始至開始至開始至    

12121212 月月月月 5555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    

抽籤日期抽籤日期抽籤日期抽籤日期︰︰︰︰12121212 月月月月 6666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0010:0010:0010:00    

備註： 

1) 正選及後備名單將於 12121212 月月月月 6666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1:0011:0011:0011:00 張貼

於大堂告示板。 

2) 正選名單可於 12121212 月月月月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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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至開始至開始至開始至 12121212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期間期間期間期間到中心接待處報名，逾期名額將會轉

讓後備名單之會員。 

3) 請參加者剪髮前清洗頭髮，確保衛生。 

4) 剪髮次序會按照購票次序。 

負責姑娘︰黎曉妮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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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醒樂齡行智醒樂齡行智醒樂齡行智醒樂齡行    

    ((((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蘋果日蘋果日蘋果日蘋果日報報報報慈善基金慈善基金慈善基金慈善基金」」」」贊助贊助贊助贊助))))    

日期︰12 月 21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9:15 至下午 4:30 

集合地點︰中心活動室(一及二) 

地點︰長者安居資源中心�九龍城富豪酒店(自助餐)�科學館 

對象︰長者會員 

內容︰與會員共參觀長者安居資源中心及科學館，並享用自助餐。 

名額︰46 人 

費用︰$60 

參與形式︰抽籤形式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12121212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152:152:152:15 開始至開始至開始至開始至 12121212 月月月月 5555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抽籤日期抽籤日期抽籤日期抽籤日期：：：：12121212 月月月月 6666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0010:0010:0010:00    

**圍席編排按購票次序而定** 

備註︰ 

1) 正選及後備名單將於 12121212 月月月月 6666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1:0011:0011:0011:00 張貼於大堂告示板。 

2) 請正選名單之會員於 12121212 月月月月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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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至開始至開始至開始至 12121212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304:304:304:30 期間期間期間期間到中

心接待處購買席券，逾期名額將會轉讓後備名單之會員。 

3) 參加者活動當日請帶備中心帽，並準時於集合時間出席活動，逾時不候。 

4) 是次活動本中心只按照當天食肆菜單提供膳食，恕不另行安排。如有個別需要，請自行準備。 

負責姑娘︰陳志康先生、黎曉妮姑娘 

金豬送福賀新春暨中心三十周年午宴金豬送福賀新春暨中心三十周年午宴金豬送福賀新春暨中心三十周年午宴金豬送福賀新春暨中心三十周年午宴    

日期：1 月 22 日(星期二) 

時間：中午 12:00 至下午 2:30 

地點：煌府婚宴專門店 

(元朗屏會街屏會中心 28號地下) 

對象：中心會員、第三齡會員、護老者、非會員 

內容：享用午宴賀新春及中心三十周年誌慶，並設有抽獎及表演。 

名額：168 人 

費用：$160 (中心會員)；$170 (第三齡會員、護老者、非會員) 

參與形式：排隊購票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11112222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152:152:152:15 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圍席編排會按照會員報名次序而定** 

**此活動於 1111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後不設退票，敬請留意** 

備註︰ 

1) 是次活動本中心只按照菜單提供膳食，恕不另行安排。如參加者有個別需要請自行準備。 

負責職員：姜皓恩姑娘 

午宴菜單午宴菜單午宴菜單午宴菜單    鴻運乳豬大拼盆 
碧綠炒蝦球蘭花蚌 

黃金百花球 翡翠玉環瑤柱脯 
紅燒花膠燴燕窩 

清蒸大海青斑 
蠔皇金錢扒海參 

煌府脆皮燒雞 
臘味糯米飯 瑤柱金菰炆伊麵 

軟滑紅棗糕 鴻運綿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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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豬報喜行大運金豬報喜行大運金豬報喜行大運金豬報喜行大運 2019201920192019    

((((此活動由元朗區議會贊助此活動由元朗區議會贊助此活動由元朗區議會贊助此活動由元朗區議會贊助))))    
日期：2019年 2 月 26 日(星期二) (農曆正月廿二日) 

集合時間：上午 9:30 

集合地點：中心活動室(一及二)(第一車)及悅屏樓單位(第二車) 

活動時間：上午 9:30 至下午 4:30 

地點：大埔林村、蓬瀛仙館(午膳)及雲泉仙館 

內容：參加者先到大埔林村參觀，再到蓬瀛仙館享用午膳， 

最後到雲泉仙館行大運，為新一年祈福。 

對象：60歲或以上長者 

名額：100 人 

費用：$75 ((((部分費用由元朗區議會贊助部分費用由元朗區議會贊助部分費用由元朗區議會贊助部分費用由元朗區議會贊助)))) 

參與形式：排隊購票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12121212 月月月月 1919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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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席編排會按照參加者購票次序而定** 

**此活動由 2222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後不設退票，敬請留意** 

備註： 

1) 參加者請帶備中心旅行帽出席活動。 

2) 是次活動本中心只按照菜單提供膳食，恕不另行安排。如參加者有個別需要，請自行準備。 

菜單如有更改，將不作另行通知，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菜單 

脆
皮

炸
春

卷
 

羅
漢

八
寶

湯
 

蓬
瀛

會
上

素
 

橙
花

素
片

 

金
菇

素
蟹

柳
 

杏
鮑

菇
扒

時
蔬

 

X
O

醬
炒

素
蝦

仁
 

五
柳

素
葫

蘆
 

清
粥

、
白

飯
 

玩樂玩樂玩樂玩樂 PIDPIDPIDPID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日期：12 月 3、10、27 及 24 日(逢星期一)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仁愛堂龍韶雅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對象：中心義工 

內容：安排中心義工協助 PID小組活動。 

名額：5 人((((個別邀請個別邀請個別邀請個別邀請)))) 

費用︰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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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日期︰12 月 4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30 至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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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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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勁舞團義工勁舞團義工勁舞團義工勁舞團((((二二二二))))    

日期：12 月 15 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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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晴邨服務咨詢站朗晴邨服務咨詢站朗晴邨服務咨詢站朗晴邨服務咨詢站    

日期：12 月 6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9:30 至 10:30 

地點：朗晴邨對出空地 

對象：中心義工 

內容：協助介紹中心服務及簡單健康檢查。 

名額：2 人((((個別邀請個別邀請個別邀請個別邀請)))) 

費用︰免費 

合作機構︰社會福利署 

負責職員：余詠虹姑娘 

健康快車健康快車健康快車健康快車    

((((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蘋果日報慈善基金蘋果日報慈善基金蘋果日報慈善基金蘋果日報慈善基金」」」」贊助贊助贊助贊助))))    

日期︰12 月 7 及 28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00 至 3:00 

集合地點：中心活動室(一及二) 

對象：中心義工 

內容：與獨居長者提供健康檢查、家居運動及 

健康資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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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心護苗嘉年華同心護苗嘉年華同心護苗嘉年華同心護苗嘉年華 2018201820182018    

日期：12 月 9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1:15 至 5:00 

集合地點：中心活動室(一及二) 

地點：元朗兒童遊樂場 

對象：中心義工 

內容：協助嘉年華攤位活動。 

名額：2 人 

費用︰免費 

合作機構︰元朗護苗委員會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12121212 月月月月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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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舍探訪之院舍探訪之院舍探訪之院舍探訪之「「「「生命有價生命有價生命有價生命有價」」」」((((三三三三) ) ) )     

((((此活動由社會福利署此活動由社會福利署此活動由社會福利署此活動由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活動計劃老有所為活動計劃老有所為活動計劃老有所為活動計劃」」」」贊助贊助贊助贊助))))    

日期：12 月 11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 至 4:00  

集合地點：中心活動室(一及二) 

對象：中心義工 

內容：安排義工探訪院友期間，進行集體遊戲、 

唱歌表演及送上小禮物。 

名額：16 人 

費用︰免費 

合作機構：基德(好旺)護老院有限公司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12121212 月月月月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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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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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本中心義工服務協助本中心義工服務協助本中心義工服務協助本中心義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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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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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歡迎各會員將本中心歡迎各會員將本中心歡迎各會員將已清洗及晾乾的膠樽已清洗及晾乾的膠樽已清洗及晾乾的膠樽已清洗及晾乾的膠樽放放放放

置中心的膠樽回收箱內置中心的膠樽回收箱內置中心的膠樽回收箱內置中心的膠樽回收箱內，，，，響應環保響應環保響應環保響應環保，，，，為社區為社區為社區為社區

出一分力出一分力出一分力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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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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他們融入社區樂無憂助他們融入社區樂無憂助他們融入社區樂無憂助他們融入社區樂無憂！！！！ 

健康送達行動健康送達行動健康送達行動健康送達行動----院舍篇院舍篇院舍篇院舍篇((((一一一一))))    

    ((((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蘋果日報慈蘋果日報慈蘋果日報慈蘋果日報慈善基金善基金善基金善基金」」」」贊助贊助贊助贊助))))    

日期：12 月 20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1:30 至 3:30                                                        

集合地點：中心活動室(一及二) 

對象：中心義工 

內容︰安排義工探訪院友期間，進行集體遊戲、 

唱歌表演及送上小禮物。 

名額：15 人 

費用︰免費 

合作機構：富康(元朗)安老院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12121212 月月月月 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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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耆義三十載茶聚耆義三十載茶聚耆義三十載茶聚耆義三十載茶聚    

日期︰12 月 27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中心活動室(一及二) 

對象︰義工為中心超過一年及今年曾參與義工 

活動 

內容︰感謝中心義工在過去一年協助中心活動 

及交流。 

名額︰40 人((((個別邀請個別邀請個別邀請個別邀請)))) 

費用︰免費 

負責職員：余詠虹姑娘 

智愛鄰里上門探訪智愛鄰里上門探訪智愛鄰里上門探訪智愛鄰里上門探訪((((二二二二))))    

((((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蘋果日報慈善基金蘋果日報慈善基金蘋果日報慈善基金蘋果日報慈善基金」」」」贊助贊助贊助贊助))))    

日期：12 月 21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3:00 至 4:00                                                                   

地點：朗屏邨內單位 

對象：隱蔽及獨居長者義工 

內容：長者義工探訪長者，並進行簡單身體檢查，表達關心。 

名額：15 人((((個別邀請個別邀請個別邀請個別邀請)))) 

費用︰免費 

合作機構：伯特利中學 

負責職員：姜皓恩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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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組安排班組安排班組安排班組安排：：：：        

 

 

 

 

 

 

 

 

 

 

 

 

 

 

 

 

 

班組類別班組類別班組類別班組類別    班組名稱班組名稱班組名稱班組名稱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上課時間及地點上課時間及地點上課時間及地點上課時間及地點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負責職員負責職員負責職員負責職員    
堂堂堂堂

數數數數    

認知組    健腦樂趣多多 FUN 10 月 8 日至 12 月 31 日 

(星期一) 

上午 10:30 至 11:30 14 人 葉倩娜/ 

鄧如意 

13 

運動組    齊玩柔力球 

(進階班) 

10 月 4 日至 12 月 13 日 

(星期四) 

上午 9:30 至 10:30 14 人 葉倩娜 

(導師︰ 

黃 Sir) 

10 

10101010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12121212 月份運動及認知班組月份運動及認知班組月份運動及認知班組月份運動及認知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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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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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先覺認知障礙預防計劃五之義工茶聚及結業典禮先知先覺認知障礙預防計劃五之義工茶聚及結業典禮先知先覺認知障礙預防計劃五之義工茶聚及結業典禮先知先覺認知障礙預防計劃五之義工茶聚及結業典禮    

((((此活動由李國賢基金贊助此活動由李國賢基金贊助此活動由李國賢基金贊助此活動由李國賢基金贊助))))    

日期：12 月 31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1:30 至下午 12:3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參加「先知先覺認知障礙預防計劃五」的長者及義工 

內容：表揚參加者過去一年積極參與活動，屆時將頒發 

畢業證書、感謝狀及茶點招待。 

名額：14 人((((個別邀請個別邀請個別邀請個別邀請)))) 

費用：免費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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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一︰長者基礎普通話班(二)可於 12121212 月月月月 5555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15:15:15:15 起起起起報名。 

備註二：手機訓練班可於 12121212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159:159:159:15 起起起起報名。 

備註三：電腦訓練班和長者科技之「中文打字班」(3)可於 12121212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15:15:15:15 起起起起報名。 

備註四︰輕鬆學英語和英語入門可於 12121212 月月月月 5555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2222:15:15:15:15 起起起起報名。 

備註五︰所有班組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敬請留意！如在 12121212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前前前前第三齡會員組別之名額尚未滿額，將由長者會員補上，留後備者優先。 

負責職員﹕陳志康先生 

 

班組名稱班組名稱班組名稱班組名稱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上課時間及地點上課時間及地點上課時間及地點上課時間及地點    導師導師導師導師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堂數堂數堂數堂數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長者基礎 

普通話班(二) 

1 月 9 日至 3 月 20 日 

(逢星期三) ((((********2222 月月月月 6666 日除外日除外日除外日除外********))))    上午 10:00 至 11:30 

(中心活動室) 
許虹 25 人 $20 長者會員 10 

學習基礎普通話 

備註：由成人教育資助計劃資助。 

輕鬆學英語 

(1-3 月) 

1 月 2 日至 3 月 13 日 

(逢星期三)     ((((********2222 月月月月 6666 日除外日除外日除外日除外********)))) 下午 2:00 至 3:00 

(中心活動室) 
梁美梨 

20 人 $70 長者會員 

10 學習讀寫英文單字以及簡單英語會話。 
5 人 $80 第三齡會員 

英語入門(1-3 月) 

1 月 2 日至 3 月 13 日 

(逢星期三)     ((((********2222 月月月月 6666 日除外日除外日除外日除外********)))) 下午 1:00 至 2:00 

(中心活動室) 
梁美梨 

20 人 $70 長者會員 

10 學習英文字母 
5 人 $80 第三齡會員 

手機訓練班 

1 月 3 日至 3 月 21 日 

(逢星期四) ((((********2222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除外除外除外除外********)))) 上午 9:30 至 11:00 

(悅屏樓單位) 
陳志康 7 人 $60 長者會員 10 

教授手機基本功能。 
(只限三星、SONY 及 LG 手機) 

電腦訓練班 

(1 至 3 月) 

1 月 3 日至 3 月 21 日 

(逢星期四)     ((((********2222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除外除外除外除外********)))) 下午 2:00 至 3:30 

(中心電腦室) 
陳志康 6 人 $60 長者會員 10 

教授電腦基本操作。 

                                                                                                                             

長者科技之 

「中文打字班」(3) 

1 月 3 日至 3 月 21 日 

(逢星期四) ((((********2222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除外除外除外除外********)))) 下午 3:30 至 5:00 

(中心電腦室) 
陳志康 6 人 $60 長者會員 10 

教授中文速成輸入法。 
備註：需要略懂文字及電腦基本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