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 疫 措 施 
1. 上課前用消毒酒精搓手。 

2. 上課期間學員必須佩戴口罩。 
3. 上課時不鼓勵學員之間有身體接觸， 
 例如握手。 
4. 城浸入口處已為各人量度體溫，遇有發燒學

員，將勸籲對方回家休息；若有自覺身體不
適，如喉嚨痛、咳嗽、流鼻水，務請留在家
中休息，減低交叉感染風險。 

5. 學員與學員之間需保持最少一米 社交距離。 

中心地址：九龍亞皆老街 206號地下 
電話： 2767 4264 / 2767 4265 
傳真： 2767 4065 
網址： http://www.baptist.org.hk 
電郵地址： elderctr@baptist.org.hk 

耆壯部主管    勞家怡傳道 

耆壯中心主任  李麗梅姑娘 

聯絡我們 

對象： 
 55 歲或以上人士 
手續： 
1. 親臨中心填妥入會表格 
2. 交近照一張及$50 兩年會
 費（2022-2023） 

 金句： 「應當一無挂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腓立比書 4:6-7） 

本中心開放時間 耆壯中心招募會員 

星期一至五：上午 9:30-下午 12:30/ 
            下午 2:00-5:00 
星期日    ：上午 9:00-下午 1:00 

(星期六及公眾假期休息) 
資深社工  當值 

 耆壯中心設施 
(供會員享用) 

資源閣備有長者身心靈

健康之書籍、護老者書籍

及光碟、報紙及雜誌閱

讀、電腦上網、棋藝及自

助量血壓 

       溫馨提示 1：所有班組於 6月 20日（星期一）開始接受報名，名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報名請親臨本中心（每位報讀者只可代一位親友報名）。 

1-6月生日慶祝暨樂

齡學堂嘉許禮    ○社  

日期： 7月 14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4:30 

地點：城浸 6樓禮堂 

名額： 45位 

費用：會員$10 / 非會員$20 

內容：詩歌、表演、抽獎、信息分享 

福曲齊頌唱   ○開  

日期： 8 月 31 日及 9月 7、14、21、28 日 

      （逢 星期三，共 5堂） 

時間：上午 10:00-11:30 

地點：城浸地庫小禮堂（B01 室） 

名額： 15位 

費用：會員$50 / 非會員$70 

導師：羅榮方弟兄、萬愛碧姊妹 

內容：簡介福音粵曲中的歌詞，分享愛、喜樂和 

平安的訊息，彼此互勉。 

養生講座之《秋季養生》
及腳痛治療  ○健  

日期： 9 月 21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城浸 6樓禮堂 
名額： 40位 
費用：全免 
導師：黎寶珠姊妹 

(中醫美療師、養生食療烹飪導師) 
內容：教授秋天養生食療及穴位按摩，

分享生理時鐘、生活之道。 



備註：此活動表內舉行日期、時間、地點，或會因着特殊情況而作更改，故所有班組或活動的資料，均以

報名日發出的收據為準。 

代會員訂購奶粉 
日期：每月最後一日截止訂購  

金裝加營素（大罐）(900 克)： 175 元（呍呢嗱味） 

怡保康（大罐）(850 克)： 216 元（有助穩定血糖） 

低糖加營素（大罐）(850 克)： 180 元（呍呢嗱味） 

活力加營素（大罐）(850 克)： 215 元（呍呢嗱味） 

備註：每位會員限購兩罐 

剪髮日(每月一次)  ○健  

日期： 7 月 27 日、8 月 24 日、 

9 月 28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9:30 至 11:00 

收費：每次 10 元（只限會員） 

地點：城浸地庫 B11、B12 室 

備註：敬請留意疫情下，中心現階段只接受購買該月 

剪髮服務，暫不接受提早購買其他日子；每次

名額預 25位，前來剪髮前請先洗頭，謝謝！ 

塗陶樂粉彩班  ○智  

日期： 7 月 19、26 日、 

8 月 16、23、30日及 

9 月 6日  

（逢 星期二，共 6堂） 

時間：上午 10:00-11:30 

地點：城浸地下會議室(G03室) 

名額： 6-10 位 

費用：會員$160 / 非會員$180 

導師：麥嘉萍姊妹 

內容： 

※ 用手指簡單的技巧，透過

粉彩走入繪畫藝術，不論

任何年齡，沒有繪畫經

驗，也可畫出獨一無二的

畫作，享受當下良辰美

景。 

※ 各學員帶備兩條毛巾 (一

條弄濕及一條抹乾手用) 

備註： 

收費已包括材料費。 

布藝 DIY  ○智  

日期： 8 月 24 日及 9月 7 日 

（星期三，共 2堂） 

時間：上午 10:00-中午 12:00 

地點：城浸 7樓 710 室 

名額： 15位 

費用：會員$220 / 非會員$240 

導師：洪鍾淑儀姊妹 

內容：六角形斜肩小包 

備註：收費已包括材料費（材料包布料或與樣版不

一樣)，另請自備工具(針線、珠針及剪刀)。 



1. 請各參加班組活動組員注意， 活動參加者報名後，因個人原因未能出席，報名收費不得退

還，特別情況下請與中心職員聯絡。另報名票不得私自轉讓，敬請合作。 

2. 各班之參加者如出席率不足 70%，該參加者在報讀下期課程時，如該課程報名踴躍，他有

機會只能登記後備名單。 

3. 中心暴雨及颱風安排：各活動及班組舉行前 2 小時，若 天文台仍懸掛紅色暴雨、黑色暴

雨；三號風球或以上，活動及班組將會取消或延期。 

4. 如班組因遇特殊原因而暫停，該堂課未必能作出補堂安 排，敬請見諒！ 

5. 中心會繼續檢視疫情變化，有需要時將調整上述服務及 活動之安排。 

備註：請所有在 2021 年 12 月會員証到期的會員携同舊會員証及$50兩年費(2022-2023)， 到

中心辦理續會手續，續會時需填寫一份簡單個人資料更新表，敬請留意。 

溫 馨 提 示 2 

扭扭氣球樂–初班  ○智  

日期： 8 月 11、18 日 

（逢 星期四，共 2堂）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城浸 7樓 710 室 

名額： 6-8位 

費用：會員$50 / 非會員$70 

導師：姚雪珍姊妹 

內容：教授氣球做型 

備註：收費已包括 50條長條氣球(雜色)及氣泵 

一個，請自備較剪。 

扭扭氣球樂–進階班  ○智  

日期： 9 月 8、15日 

（逢 星期四，共 2 堂）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城浸 7樓 710 室 

名額： 6-8位 

費用：會員$50 / 非會員$70 

導師：姚雪珍姊妹 

內容：教授氣球做型 

備註：收費已包括 50條長條氣球(雜色) 

及氣泵一個，請自備較剪。 

素描基礎班  ○智  

日期： 8 月 30 日及 

9 月 6、13、20、27日 

（逢 星期二，共 5堂）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城浸地庫小禮堂（B01 室） 

名額： 15位 

費用：會員$80 / 非會員$100 

導師：何國魂老師 

內容：學習素描基本知識、明暗及

構圖的表達、寫生及臨摹之

技巧。(請自備畫紙及鉛筆) 

備註：對象初學者 



日期： ７月６日 (星期三) 
時間： 上午 9:30-11:00 
地點： 城浸地庫小禮堂(B01室)-等候區 /  
   城浸地庫 B12室-抽血區 
名額： 110位 

A. 驗膽固醇、血糖及尿酸 
 收費： 
 會員$105 / 非會員$125 
 檢驗項目： 
 總膽固醇、高密度膽固醇、 
 低密度膽固醇、三酸甘油脂、 
 血糖、尿酸 

身體檢查日  ○健  

備註： 
1. 參加者請選擇 A 或 B 其中一項 

2. 如需加驗其他項目，例如腫瘤指標、超聲波、骨質密度測試等等，請向中

 心同工索取價目表參閱，請在截止日期 6 月 7日（星期二，下午 5:00 前） 

 前落實加驗項目，並在檢查當日帶 備足夠金錢。 

3. 為節省時間，抽血當日不接受即時額外加驗項目。 

4. 檢測報告已定安排 7 月 29日（星期五）下午派發，並有專人講解，敬請參

 加者預留時間出席。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向李姑娘查詢。 
負責機構：美邦醫學體檢中心有限公司 

B. 全身檢查 
 收費： 
 會員$400 / 非會員$420 
 檢驗項目（包括『A』）：
 肝、腎功能、膽腑情況、血脂
 水平、類風濕及『高敏度心肌
 肌鈣蛋白』* 等 
 *或選『靜臥心電圖』必須二選一 

11月份會再辦一次身體檢查日 

及流感疫苗注射活動。 

如有需要，歡迎致電中心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