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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 出生年份

2022年6月1日至30日 1956

2022年7月1日至31日 1955

2022年8月1日至31日 1954

2022年9月1日至30日 1953

2022年10月1日至31日 1952

2022年11月1日至30日 1951

2022年12月1日至31日 1950

2023年1月1日至2月28日 1948及1949

2023年3月1日至4月30日 1946及1947

2023年5月1日至6月30日 1943、1944及1945

2023年7月1日至8月31日 1939至1942年

2023年9月1日至10月31日 1938年或之前



內容：由婦女健康大使義工教授毛巾操
日期：第一場 6月8日（星期三）

第二場 6月15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9:00-10:00
地點：活動室1-2
名額：每場6人

負責職員：莫家祺先生

內容：與會員一起製作美味的三文治
日期：第一場 6月14日（星期二）

第二場 6月28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2:30-4:00
地點：茶水間
名額： 每場4人

歡樂茶聚-小雞三文治

內容：互動遊戲
日期：6月15、29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2:30-4:00
地點：活動室1-2
名額：8人 (參加者需出席二場)

負責職員：莫家祺先生/梁詠恩姑娘

活力毛巾操

玩樂天地

負責職員：莫家祺先生/梁詠恩姑娘



內容：凝聚男士會員，分享男士話題
日期：6月21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活動室1-2
名額：8人

負責職員：鍾姸雅姑娘

友男天小組

內容：家務有妙法
日期：6月9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00-11:00
地點：活動室1-2
名額：8人
由衛生署長者外展隊講解,出席者可獲小禮物一份。

負責職員：莫家祺先生/梁詠恩姑娘

衛生署講座

內容：與會員做拉力帶運動
日期：第一場 6月16日（星期四）

第二場 6月23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45-11:45
地點：活動室1-2
名額：每場6人
備註：此活動需要會員自備拉力帶，亦可於當天向職員購買，每條為5元

負責職員：莫家祺先生/梁詠恩姑娘

鬆一鬆運動班



聖匠堂生活小資訊會以WhatsApp或
Facebook發放，如有興趣的會員可向

敏姑娘或莫先生報名

聖匠堂生活小資訊

日期：6月21日（二）

內容：夏至應注意
事項及養生小貼士

日期：6月22日（三）

內容：介紹新興運動
布袋球

日期：6月16日（四）

內容：介紹紅磡區
的綠色回收站

日期：6月6日（一）

內容：芒種應注意
事項及養生小貼士



目的：招募長者成為九龍城區長者友善社區關注
小組，考察區內的長者及年齡友善設施及實施情
況，透過定期會議及討論，向相關持份者提供意
見或報告，提升長者對社區的參與。
報名：可致電3960 4366與陳姻如姑娘聯絡

如有興趣可致電3960 4306     
與鍾姑娘/敏姑娘聯絡



2022年6月中心活動時間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5月30日（五月初一） 5月31日（初二） 6月1日（初三）
下午2:30 抗疫體驗酒精墨水畫(銳光中心) 線上轉播6月月會

上午9:30
下午2:30 孝心滿載頌親恩 (副)
下午 3:00 E-健樂2-老友茶聚(副/ 
Zoom)

6月6日（初八） 6月7日（初九） 6月8日（初十）

上午9:30 清晨妙韻（活1-2）
上午10:00護老者休閒閣 (休)
上午10:30得意布藝坊(茶)
上午10:30 拉出好肌力 (多/活1-2)
下午2:00「腦友學堂」認知訓練活動
(活1-2)
聖匠養生小貼士– 芒種(facebook)

**上午9:30 土瓜灣聚會(活1-2)
/ZOOM

上午10:00中文書法初班(紅)
上午11:00中文書法進階(紅)
下午 2:30抗疫體驗DIY流體熊 (活1-2)
下午2:30 喝出好心情 (ZOOM)
下午2:30護老者休閒閣 (休)
下午4:00 輕鬆普通話(紅)

上午9:00活力毛巾操（活1-2）
下午 3:00 E-健樂2-老友茶聚(副/ 
Zoom)

6月13日（十五） 6月14日（十六） 6月15日（十七）

上午9:30 清晨妙韻（活1-2）
上午10:00護老者休閒閣 (休)
上午10:30得意布藝坊(茶)
上午10:30 拉出好肌力 (多/活1-2)
下午2:00-4:00 「腦友學堂」認知訓練
活動 (活1-2)

**上午9:30外展義工會 (活1-2)
/ZOOM

上午10:00中文書法初班(紅)
上午11:00中文書法進階(紅)
下午2:30滴膠字母掛飾(活1-2)
下午2:30 喝出好心情 (ZOOM)
下午2:30護老者休閒閣 (休)
下午2:30歡樂茶聚-小雞三文治
(活1-2)
下午3:00簡易中國舞(市政大廈)
下午4:00 輕鬆普通話(紅)

上午9:00活力毛巾操（活1-2）
下午2:30玩樂天地（活1-2）
下午2:30「護」「里」同行同學會

(紅磡區私樓) (ZOOM)
下午 3:00 E-健樂2-老友茶聚(副/ 
Zoom)

6月20日（廿二） 6月21日（廿三） 6月22日（廿四）

上午9:30 清晨妙韻（活1-2）
上午10:00護老者休閒閣 (休)
上午10:30得意布藝坊(茶)
下午2:00「腦友學堂」認知訓練活動
(活1-2)
下午2:30 護老鬆一鬆

【頭肩頸按摩自學減壓】

**上午9:30 家維邨聚會(活1-2)  
/ZOOM

上午10:00中文書法初班(紅)
上午10:30 友男天小組(活1-2）
上午11:00中文書法進階(紅)
下午2:30護老者休閒閣 (休)
下午2:30拼拼貼貼藝術 (活1-2)
下午3:00簡易中國舞(市政大廈)
聖匠養生小貼士 – 夏至(facebook)
下午4:00 輕鬆普通話(紅)

**上午10:00樂也農義工會 (活1-2) 
/ZOOM

下午2:30「護」「里」同行同學會
(家維及紅磡邨) (ZOOM)

下午 3:00 E-健樂2-老友茶聚(副/ 
Zoom)
動「老」筋 - 鬥智也鬥球(facebook)

6月27日（廿九） 6月28日（三十） 6月29日（六月初一）

上午9:30 清晨妙韻（活1-2）
上午10:00護老者休閒閣 (休)
上午10:30得意布藝坊(茶)
下午2:00「腦友學堂」認知訓練活動
(活1-2)

**上午9:30 紅磡邨聚會(活1-2)   
/ZOOM

上午10:00中文書法初班(紅)
下午 2:30抗疫體驗銅線花飾物(活1-2）
下午2:30護老者休閒閣 (休)
下午2:30歡樂茶聚-小雞三文治
(活1-2)
下午3:00簡易中國舞(市政大廈)
下午4:00 輕鬆普通話(紅)

下午2:30玩樂天地（活1-2）



備註：**支援隊活動不作公開招募2022年6月中心活動時間表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6月2日（初四） 6月3日（初五） 6月4日（初六）

上午9:30 E-健樂2-智營飲食講座(副/ 
Zoom)
上午11:00 E-健樂2-營養標籤工作坊
(副/ Zoom)

下午2:30 護老者線上休閒活動 (ZOOM)

6月9日（十一） 6月10日（十二） 6月11日（十三）

上午10:00衛生署講座-家務有有妙法
（活1-2）

下午2:30 智友家庭 (ZOOM)

下午2:00舞出新天地(市政大廈)
下午2:30 護老者線上休閒活動 (ZOOM)

6月16日（十八） 6月17日（十九） 6月18日（二十）

上午10:00 smartconnect第一班（活3）
上午10:45 鬆一鬆運動班（活1-2）

下午2:30 smartconnect第二班（活3）
綠在家家（facebook）

下午2:00舞出新天地(市政大廈)
下午 2:30 衛生署講座 (ZOOM)

【聽覺保健知多少】

6月23日（廿五） 6月24日（廿六） 6月25日（廿七）

上午10:00 smartconnect第一班（活3）
上午10:45 鬆一鬆運動班（活1-2）

下午2:30 smartconnect第二班（活3）
下午2:30 智友家庭 (ZOOM)

下午2:00舞出新天地(市政大廈)
下午2:30 護老者線上休閒活動 (ZOOM)
下午3:00 護士健康講座(副/ Zoom)

6月30日（初二） 7月1日（初三） 7月2日（初四）

上午10:00 smartconnect第一班（活3）

下午2:30 smartconnect第二班（活3）



日期：6月16日、6月23日、
6月30日、7月14日

時間：上午10:00-12:00（第一班）
下午2:30-4:30    （第二班）

內容：認識智能電話、互聯網的基
本操作，由淺入深，適合初學者。

費用：$20
(DECC22/23-0173）（第一班）
(DECC22/23-0174）（第二班）

手機知多點



婦女健康大使 長青義工 紅十字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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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021(三)

10: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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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2021(三)

１.9:30-10:30

2.10:45-11:45

*每月第三個星期三

服務內容：

👉🏻製作毛巾熊

👉🏻編織冷巾

👉🏻人道工坊活動

開會時間：

7/6/2021(二)

8:30-9:30

*每月逢星期二

有興趣參加的義工請向鍾姸雅姑娘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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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維邨聚會』 居住家維邨長者 6月7日(二) 上午9:30-10:30
中心活動室
/Zoom形式

『紅磡邨聚會』 居住紅磡邨長者 6月21日(三) 上午9:30-10:30
中心活動室
/Zoom形式

『土瓜灣聚會』
居住土瓜灣私樓長

者
6月28日(二) 上午9:3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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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 (三)    時 間：上午9:3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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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也農義工會
日 期：2022年6月22日 (三)       時 間 :  上午10:00-11:00
對 象：外展支援隊義工 地 點 : 休閒閣 / Zoom形式(視乎疫情狀況)
名 額：15人 (須向外展隊職員報名)
內 容：與樂也農義工分享種植資訊，討論和安排3/F園圃的種植計劃。活動會視乎疫情狀況，而有所
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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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翠媚姑娘查詢及報名！
外展支援服務隊電話: 2355-7877
「e健樂」老友茶聚
日 期：2022年6月1、8、15、22日 (三)        時 間 : 下午3: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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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分享健康資訊，促進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中文大學健康講座
日 期：2022年6月2日 (四)        時 間 : (一)上午9:30-11:00  (二) 上午11:0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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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一) 智營飲食和(二) 營養標籤健康資訊，促進預防性健康管理

護士健康講座
日 期：2022年6月24日 (五)        時 間 : 下午3:00-4:00
對 象：只限E健樂會員參加
地 點：副堂/ Zoom形式(視乎疫情狀況)
主 題：講解足部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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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翠媚姑娘查詢及報名！



護里同行同學會 (紅磡區私樓)
日期：2022年6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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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護老者探討有關護老的不
同話題，分享照顧之道，互相學習
如何支援自己的長者，並推動組員
之間的互助互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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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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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護老者探討有關護老的不同話題，
分享照顧之道，互相學習如何支援自己的
長者，並推動組員之間的互助互愛精神。

負責職員：蕭俊文先生

衛生署講座【聽覺保健知多少】
日期：2022年6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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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失聽的原因及處理方法。
此外，選擇助聽器的要點及預防失
聽的措施。
負責職員：梁景順先生

護老鬆一鬆

【頭肩頸按摩自學減壓】

日期﹕2022年6月20日（一）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Zoom線上形式

對象﹕護老者

名額﹕8名

內容﹕由香薰治療師教授頭肩頸穴位，一

起學習按摩技巧，讓護老者自學按摩鬆一

鬆。

負責職員：梁景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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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負責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的社工羅
姑娘，很高興認識大家。雖然進入聖匠堂這一個
大家庭短短兩個月，但已感受到同工對長者的關
懷與愛心。希望九龍城的長者們能夠多多參與中
心的活動和繼續支持中心。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

各位會員，大家好！我是輔導部服務經理黃雪君(雪)姑娘，於5月11
日聖匠堂大家庭，主要負責長者輔導個案工作，過往我也在長者服
務機構工作近十年。平日我喜歡與家中孖寶玩一玩、種植花草、
「煮番幾味」，閒時也喜歡學習養生之道，如各位見到我的時候可
以一起交流心得等。如果你有心事，想找人傾訴，歡迎大家聯絡我，

亦希望在未來的活動見到大家！



因應政府最新公佈之指引，放寬多項社交距離措施，本中心
現實施以下措施：

⚫ 中心逐步恢復偶到，歡迎會員參加。

⚫ 大型活動、會議等，仍需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

⚫ 恢復舉行每月月會，歡迎會員於6月27日(一)開始至6月30
日（四），於辦公時間親身前往中心預留7月份月會位置，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恕不接受親友代表登記。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致電本中心3960 4306查詢。

7月例會時間
日期：2022年7月6日(星期三) 日期：2022年7月7日(星期四)

仁愛組 (第1批)

時間：上午9:30 – 11:00

喜樂組 (第3批)

時間：上午9:30 – 11:00

和平組 (第2批)

時間：下午2:30 – 4:00

良善組 (第4批)

時間：下午2:30 – 4:00

聖公會聖匠堂長者地區中心
(最新消息)

中心Facebook主頁 需預先儲存中心Whatsapp
電話：8490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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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水和熱水，那一種水在滅火時
比較有用呢？着火了，用冷水還
是熱水救火好呢？不用多說，火
當然很熱，用冷水澆的話可以降
低火的溫度，但假使要儘早滅火
的話，最好使用熱水。冷水和熱
水比較，熱水較能在短時間產生
水蒸氣，把火源覆蓋，火源得不
到氧氣，便不會繼續燃燒，但在
實際火災現場，又怎會有熱水呢？

「資料來源：字媒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