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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Connect數碼同行計劃由社創基金贊助，
由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推行計劃

有四個主要元素：

數碼學堂
流動數碼

教室

智慧城市
歷耆

共建。數碼

生活提案



「數碼學堂」為長者提供數碼科
技培訓課堂及技術支援；

「流動數碼教室」向偏遠地區的長
者教授數碼科技知識及提供技術支援；

「智慧城市歷耆」讓青年和長者合作，
應用流動程式一起完成城市「歷耆」任務；

「共建。數碼生活提案」則配對青
年和長者，讓他們利用設計思維，共創數碼
生活提案，令長者可以享受優質的數碼生活。







聖公會聖匠堂主任牧師張樹萱牧師為會員預備不
同主題的繪本故事，為大家打打氣，

大家可留意中心whatsapp，將不定發放給各會員。

日期：4月14日（星期四）
對象：中心會員

負責職員：鍾姸雅姑娘

日期：4月12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2:30
內容：傳遞福音，互動小遊戲
形式：zoom（或因應疫情變動有所更改）

負責職員：黃智敏姑娘

金色年華小組



【消費劵教學】
日期：4月7日（星期四）
內容：如何領取新一期消費劵及應注意事項
負責職員：鍾姸雅姑娘

【滾】動精彩人生
日期：4月11日（星期一）
內容：介紹新興運動硬地滾球
形式：FaceBook發放
負責職員：莫家祺先生

以下活動會在FaceBook發放
請中心會員根據日期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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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參與以下活動將會加入到聖匠堂生活小資Whatsapp
群組，如有興趣的會員可向恩姑娘或敏姑娘報名

聖匠堂生活小資訊

歡樂茶聚-健康果醬
日期：4月15日（星期五）
內容：製作健康果醬，疫下也要食得

健康。
下午12:00

聖匠養生小貼士 - 穀雨
日期：4月20日（星期三）
內容：穀雨應注意事項及養生小貼士

下午12:00

UP嗡免疫力-香橙檸檬熱綠茶
日期：4月21日（星期四）
內容：製作香橙檸檬熱綠茶，

提升免疫力
下午12:00

綠色生活-化腐朽為有用DIY
日期：4月7日至5月26日(隔星期四)
內容：將廢物重生為有用的物品

下午12:00



以下活動會在ZOOM舉行
請有興趣的中心會員向負責職員報名

【友男天小組】
日期：4月19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10:30-11:30
內容：凝聚男士會員，分享男士話題
名額：8人

負責職員：鍾姸雅姑娘

【衛生署講座】
日期：4月14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00-11:00
內容：柏金遜病(一)認識柏金遜病
名額：12人
由衛生署長者外展隊講解

負責職員：莫家祺先生/梁詠恩姑娘

【禪繞畫體驗班】
日期：4月28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30-12:30
內容：甚麼都可能，從一筆一畫開始，

產生獨一無二的美與驚喜
名額：20人

負責職員：鍾姸雅姑娘



2022年4月中心活動時間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3月28日（廿六） 3月29日（廿七） 3月30日（廿八）

4月4日（初四） 4月5日（初五） 4月6日（初六）

上午9:30
4月月會(Facebook線上轉播)

4月11日（十一） 4月12日（十二） 4月13日（十三）

【滾】動精彩人生 (Facebook轉播)

下午2:30 護老鬆一鬆「靜心減壓」
(ZOOM)

**上午10:00 土瓜灣聚會(活1-2)
/ZOOM

上午 10：00「樂齡友里」義工培訓
計劃(副堂)/ Zoom

下午2:30 金色年華小組(zoom)

**上午10:15外展義工會 (活1-2)
/ZOOM

4月18日（十八） 4月19日（十九） 4月20日（二十）

上午 10：00「樂齡友里」義工培訓
計劃(副堂)/ Zoom

聖匠養生小貼士 - 穀雨(whatsapp)

下午2:30「護」「里」同行同學會
(紅磡區私樓) (ZOOM)

4月25日（廿五） 4月26日（廿六） 4月27日（廿七）

**上午10:00 家維邨聚會(活1-2) 
/ZOOM

**上午10:00 「e健樂」講座-「食物
標籤工作坊」(副堂)

上午 10：00「樂齡友里」義工培訓
計劃(副堂)/ Zoom

**上午10:00 紅磡邨聚會(活1-2) 
/ZOOM

下午2:30「護」「里」同行同學會
(家維及紅磡邨) (ZOOM)

`



備註：**支援隊活動不作公開招募。2022年4月中心活動時間表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3月31日（廿九） 4月1日（三月初一） 4月2日（初二）

下午2:30 護老者線上休閒活動 (ZOOM)

4月7日（初七） 4月8日（初八） 4月9日（初九）

消費劵教學(Facebook轉播)

綠色生活-化腐朽為有用
DIY(whatsapp)

上午 10：00「樂齡友里」義工培訓計
劃(副堂/Zoom)

下午2:30 智友家庭 (ZOOM)

下午2:30 護老者線上休閒活動 (ZOOM)

4月14日（十四） 4月15日（十五） 4月16日（十六）

上午 10：00「樂齡友里」義工培訓計
劃(副堂/ Zoom)

上午 10：00衛生署講座【柏金遜病
(一)
認識柏金遜病】
(zoom)

牧師生命繪本分享 (whatsapp)

歡樂茶聚-健康果醬(whatsapp)

4月21日（廿一） 4月22日（廿二） 4月23日（廿三）

**上午10:00「e健樂」講座-「智營飲
食講座」(副堂)
上午 10：00「樂齡友里」義工培訓計
劃(副堂/ Zoom)

UPUP免疫力-香橙檸檬熱綠茶
(whatsapp)

綠色生活-化腐朽為有用
DIY(whatsapp)

下午2:30 智友家庭 (ZOOM)

**下午2:30「e健樂」護士健康講座-
「睡眠窒息症」(副堂)/ Zoom
下午2:30 護老者線上休閒活動 (ZOOM)

4月28日（廿八） 4月29日（廿九） 4月30日（三十）

上午 10：30禪繞畫體驗班(zoom) 下午 2:30 衛生署講座 (ZOOM)
【認識冠心病】



婦女健康大使 長青義工
服務內容：

👉🏻頻率震動機

👉🏻活力毛巾操

👉🏻健康檢查

👉🏻協助大型活動
開會時間：

13/4/2022(三)

10:00-11:30

*每月第二個星期三

服務內容：

👉🏻鬆一鬆運動班

👉🏻歡樂茶聚

👉🏻當值服務

👉🏻電話關懷

👉🏻協助大型活動
開會時間：

20/4/2022(三)

10:30-11:30

*每月第三個星期三

有興趣參加的義工可向鍾姸雅姑娘報名



《屋邨互助支援小組》
如果你是居住於紅磡邨、家維邨或土瓜灣區獨居或多老同住長者，外展隊誠意邀請你
出席每月定期聚會。我們鼓勵長者提升邨內凝聚力，發揮鄰里互助精神。
互助支援小組 對象 日期 時間 地點

『土瓜灣聚會』
居住土瓜灣私樓

長者
4月12日(二) 上午10:00-11:00

中心活動室
/Zoom形式

『家維邨聚會』 居住家維邨長者 4月26日(二) 上午10:00-11:00
中心活動室
/Zoom形式

『紅磡邨聚會』 居住紅磡邨長者 4月27日(三) 上午10:00-11:00
中心活動室
/Zoom形式

本月屋邨聚會主題為「社區、健康、中心資訊」，各互助支援小組名額15人，有興趣
長者可致電 2355-7877 向外展支援服務隊查詢及報名。活動會視乎疫情狀況，而有所
改動。

外展義工會
日 期：2022年4月13日 (三)    時 間：上午10:15-11:30
對 象：外展支援隊義工 地 點：中心活動室 / Zoom形式(視乎疫情狀況)
名 額：15人 (須向外展隊職員報名)
內 容：義工招募及為義工進行服務培訓。

賽馬會「e健樂」電子健康管理計劃第二期

義工招募：協助恆常健康檢查及活動當值及向計劃參加者提供電話慰問。
有興趣參加的長者歡迎向外展支援服務隊蕭潔文姑娘及陳芷鈴姑娘查詢及報名！
外展支援服務隊電話: 2355-7877

「e健樂」講座-「智營飲食講座」
日 期：2022年4 月21日(四)        時 間 : 上午10:00-11:30
對 象：只限E健樂會員參加 名 額 :  15人 (需預先報名)
地 點：副堂(視乎疫情狀況)
內 容：由營養師講解長者預防老年病患的營養及家居飲食小錦囊，及早預防衰老。

「e健樂」講座-「食物標籤工作坊」
日 期：2022年4 月26日(二)        時 間 : 上午10:00-11:30
對 象：只限E健樂會員參加 名 額 :  15人 (需預先報名)
地 點：副堂(視乎疫情狀況)
內 容：由營養師教授理解食物標籤的方法，亦包括模擬超市購物環節、健康小食介紹
等

「e健樂」護士健康講座-「睡眠窒息症」
日 期：2022年4 月22日(五)        時 間 : 下午2:30-3:30(第一節)；下午3:30-4:30(第
二節)
對 象：只限E健樂會員參加
地 點：副堂/ Zoom形式(視乎疫情狀況)
內 容：長者安居協會護士向E健樂會員講解長者常用的復康輔助用品

有興趣參加的E健樂會員歡迎向外展支援服務隊蕭潔文姑娘及陳芷鈴姑娘查詢及報名！
e健樂所有活動會視乎疫情狀況而有所改動，敬請留意最新安排的公佈！



護里同行同學會 (紅磡區私樓)
日期：4月20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2:30 - 3:30
地點：ZOOM線上形式
對象：長者夫婦
名額：8名
內容：鼓勵長者夫婦間分享相處

之道，互相學
習如何關心自己的伴侶。
負責職員：蕭俊文先生

護里同行同學會 (家維及紅磡邨)

日期：2022年4月27日 (星期三)

時間：上午2:30 - 3:30   

地點：ZOOM線上形式

對象：長者夫婦

名額：8名

內容：鼓勵長者夫婦間分享相處之道，

互相學習如何關心自己的伴侶。

負責職員：蕭俊文先生

衛生署講座【認識冠心病】
日期：2022年4月29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 - 3:30
地點：ZOOM線上形式
對象：護老者及長者
名額：不限
內容：講解冠心病的成因、徵狀、
預防及處理方法；給予高危者輔
導及建議以預防冠心病。
負責職員：梁景順先生

護老者線上休閒活動

日期﹕2022年4月1、8及22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00-3:00   

地點﹕ZOOM線上形式

對象：護老者及受照顧長者

名額：不限

內容：透過 Zoom 分享照顧技巧、簡

單健康運

動、社區資源及認知小遊戲等。

負責職員：梁善姚姑娘

如對服務有任何查詢，歡迎與本隊同事聯絡~
備註護老者資格：需要照顧「在家居住」長者的家人、親屬或朋友。

會員申請方法：合符本中心護老者資格，並填妥及簽署「護老
者會員登記表」，本中心會發出會員證。

*受疫情影響，活動可能改以Zoom或其他方式進行*



5月月會時間

日期：2022年5月4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9:30
仁愛組 喜樂組
和平組 良善組
(Facebook線上轉播)聖公會聖匠堂長者地區中心

因應政府最新公佈之指引，收緊多項社交距離措施，本中心
現實施以下措：

⚫ 四月及五月實體月會取消，將轉為線上轉播。

⚫ 中心維持有限度偶到、緊急輪椅借用、及會員續會服務

⚫ 當值義工服務、班組、小組、講座、大型活動、會議等，
即時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致電本中心3960 4306查詢。

**奶粉加價通告由2022年5月1日開始，加營素及
怡保康的價錢將調整如下：

加營素 $187   怡保康 $227

詳情可於接待處向職員查詢。



颱風/暴雨

黃色暴雨 紅色暴雨 黑色暴雨 一號風球 三號風球 八號風球

中心設施 中心
開放前

中心
開放時

中心內班組/活動

飯堂服務

戶外活動

備註：

如在各餐提供時間兩小時前除下，飯堂服務如常提供
如飯餐已在準備，飯堂服務則照常
若戶外活動進行期間懸掛黃色或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時,建議

服務使用者依循負責工作員的指示留在安全地方或返回中心

開放 暫停開放

進入中心防疫3步曲

請測量體溫

使用消毒酒精
清潔雙手

拍卡進入

聖匠冷知識

「資料來源：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正確洗手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