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鴻樟長者鄰舍中心
中 心 主 任 ： 程慧敏姑娘 副主任：馮志堅先生 社會工作幹事：洪安琪姑娘

社會工作幹事： 李慧賢姑娘 活 動 助 理 ：容浚源先生 高級活動工作員：李家謙先生

兼職清潔工友： 周潤愛姑娘 助理程序幹事： 傅添娣姑娘 文 員： 蔡麗芬姑娘

辦事處地址：大埔德雅苑地下 1-3號及 6-8號
：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地下(開放時間另行通告)

電 話：2658 6313 網 頁：nec2.yot.org.hk 傳 真 : 2653 1860

2018 年 5月份「老友記月會」時間

2018 年 5月 29 日
上午 9:30-10:30 運頭塘社區會堂

下午 2:30-3:30 運頭塘中心

月會內容：服務質素標準 1-3 簡介包括-

1.服務資料 2.檢討及修訂政策和程序 3.運作及活動紀錄
2018 年 6月份活動報名日：5月 30 日（星期三），在運頭塘中心，

下午 1：45 開始派籌，下午 2時購票。

< 會員續會安排 >

所有於 5月份需要辦理續會的會員，請帶備年費$25 親臨本中心辦理。

﹤中心裝修事宜 ﹥

中心現代化工程及賽馬會智安健設施改善計劃：
運頭塘中心預計於 5月中下旬完成工程並投入服務，隨後德雅苑中心開始工

程，預計 8月底完成，工程進行期間，德雅苑中心將暫停開放，請各會員勿接近

工程範圍。

如有查詢，請與中心職員聯絡，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中心人事更替事宜 ﹥

副主任 – 馮志堅先生 (2018 年 3 月 28 日到職)

各位老友記大家好，很高興能加入仁愛堂彭鴻樟長者鄰舍中心這個大家庭。

回想十年前曾於大埔區工作，這裡是充滿自然氣息的好地方，現在的歸回感

到既熟悉又興奮，盼望在服務裡能與各位老友記愉快地相處，彼此鼓勵，彼

此成長。另外現在的工作以義工發展及個案輔導為主，未來將陸續約見各位

義工們見面相聚，聽聽你們分享服務心聲。



以下 5月至 6月份活動於 4月 25 日(星期三) 下午 1：45 開始派籌，下午 2時購票。

長者會員及護老者活動
任玩任食開心遊

日期：6月 1日(星期五)
地點：運頭塘中心(上午 9:30 集合)

→九龍城廣場/九龍寨城公園→富豪東方酒店(九龍城)自助餐
→南蓮園池/鑽石山廣場→德雅苑中心(下午 4:30 解散)

人數：58 人 負責職員：洪姑娘及李先生
費用：65 歲或以上仁愛堂會員$145；55-64 歲仁愛堂會員、護老者$195
備註：
1.此活動由仁愛堂樂助弱老基金資助旅遊巴費用及部份活動費用；
2.請參加者帶備雨傘及足夠食水，旅行地點將因應天氣更改戶外或室內活動；
3.除自助餐用膳，旅行較多需步行遊覽，參加者應考慮其健康狀況而參加；

「樂群之友」地區協作計劃 滋心湯計劃
日期：5月 4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3:45 - 4:45
地點：長者家中 對象：兩老同住或獨居的長者(10 戶)
內容：義工分別到長者家中送贈湯水及探訪慰問，探訪後，

義工會即場取回湯壺交回中心。
備註：1.與救世軍大埔長者綜合服務 合辦

2.有興趣參加者先留名，社工會再致電確認參加資格
3.參加者需填妥長者支援服務申請表，記錄基本個人資料，
參與救世軍「樂群之友」地區協作計劃之用作定期慰問、
需要時得到社區服務支援等。 負責職員：洪姑娘

雲端長者健康管理計劃~愛．健康~全人健康檢查
日期：5月8日(組別1)(每月第1個星期二) 地點：德雅苑中心
日期：5月15日(組別2)(每月第3個星期二) 地點：德雅苑中心
時間：第一節：早上9-10；第二節：早上10-11；第三節：早上11-12
內容：定期量度健康指數(血壓、血氧、體重及體溫共四項)
對象：60歲或以上長者 人數：100 名 費用：全免
備註：1.凡於2018年4-6月出席「全人健康檢查」最少一次的長者，

可優先報名是次活動的同一組別及同一時段。負責職員：李先生及容先生
2.參加者如未能按時出席，將會排在該時間的最後位置，故敬請準時。
3.連續3個月出席者均可獲得小禮物一份以示獎勵。
4.請參加者帶備雲端卡。 5.活動由攜手扶弱基金贊助。

雲端長者健康管理計劃̴̴ ~愛‧健康 - 健康管理工作坊(一)
日期：5月 8日、15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11:00-下午 1:00
地點：運頭塘中心 費用：免費 名額：20 名
對象：60 歲或以上長者(參與「雲端長者健康管理計劃」優先)
內容：由護士介紹量度生命表徵，包括血壓、血糖、體重、

體溫及脈搏的用處，增強參加者持續監察及管理生命表徵的動機，
提升自我健康管理意識及水平。

備註：1.活動由攜手扶弱基金贊助； 負責職員：李先生
2.參加者必須參與「雲端長者健康管理計劃」。



義工活動
端午活動籌備小組 2018

日期：5月 17 日(星期四) 下午 2:30-3:30
及 6 月 6日(星期三) 下午 3:00-4:00

地點：運頭塘中心地下青少年舞台 人數：20 名
內容：策劃端午節活動，包括活動設計、安排及場地佈置等事宜
端午節活動詳情：
日期：6月 14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1:00-4:00
地點：運頭塘鄰里社區會堂 負責職員：洪姑娘及李先生
備註：1. 參加者須出席籌備小組會議；2. 協助義工不需購買活動票

仁愛義工隊-班組活動支援及中心當值小組聚會
日期：5月 17 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 3:30 -4:30

地點：運頭塘中心地下青少年舞台 費用：全免 人數：24 名

對象：服務恆常班組、支援活動及協助中心當值服務的義工

(協助健康快餐、剪髮服務、量血壓服務、卡拉 OK 當值等義工)

內容：彼此認識、總結服務經驗、小食及分享去年服務心得負責職員：馮先生

旅遊天使義工聚會
日期：5月 24 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 3:30 -4:30
地點：運頭塘中心地下青少年舞台 費用：全免 人數：14 名

對象：協助中心帶領旅行的義工 負責職員：馮先生

內容：彼此認識、總結服務經驗、小食及分享去年服務心得

其他活動
水雲澗足健坊 - 按摩服務

日期及時間：5月 10 日及 24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9:00-下午 5:00
地點：德雅苑中心- 匯力間 對象：仁愛堂會員/護老者/義工
內容：藉專業按摩服務(包括頭肩頸及足部) ，

讓參加者舒緩痛症，驅走疲勞，放鬆減壓！
收費：三款按摩服務供選擇-頭肩頸($95/30 分鐘) ；足底($120/45 分鐘) ；

頭肩頸及足底($160/60 分鐘)
備註：1.活動由仁愛堂水雲澗足健坊協辦。

2.由於需預約水雲澗技師提供外勤服務，所以一經報名，
恕未能改動時間日期。
3.可自行選擇按摩時段，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李先生
4.6月份按摩服務可於 5 月 10 日開始接受登記，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奶 粉 訂 購(每位每次可買 2罐，每月最多 4罐，請各位自備購物袋)

雀巢三花柏齡 1700g：$171 雀巢三花柏齡 800g：$92

加營素 900 克(新價)：$180 加營素 400 克(新價)：$86

怡保康糖尿奶粉 900 克：$226 怡保康 400 克：$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