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無法派遞，請退回： 

新界青衣長青村長青社區中心地下 

路德會長青群康中心 

 

寄: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聖經：哥林多前書 13:7 

5月活動公開報名日： 17/4/2019  下午 2:30開始 

6月活動公開報名日： 8/5/2019  下午 2:30開始 

雙月刊 
2019 年 5-6 月 

5 月 4 日(六)  
中國書法的藝術 
5 月 18 日(六)  
果凍花製作 
5 月 25 日(六) 
紙雕巧手展蘭花          
6 月 1 日(六) 
人工琥珀 DIY 

6 月 8 日(六)  
白膠漿畫刮刮樂 
6 月 15 日(六)  
禮物包裝的藝術 
6 月 22 日(六)  
「和紙」摺紙藝術   
6 月 29 日(六) 
孔雀開屏流體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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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80103000015KK01078 

2.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90%A5%E7%8F%80 

天然琥珀歷史 

中國古代認為老虎死時，精魄隨即進入地下，化為石頭，故稱之為「虎魄」，及後改稱「琥珀」。英文字詞"Amber"是 

源自阿拉伯語"Anbar"，中世紀拉丁語稱為"Ambar"，以及中古法語稱為"Ambre"。這個英文字詞在 14 世紀的中古英語

是指現時的「龍涎香」，或稱為「灰琥珀」，是源自抹香鯨的一種堅實的蠟狀物質。在羅曼語族，這個詞的意義已經逐漸

被擴展到早在 13 世紀晚期的「波羅的海琥珀」。它最初被稱為「白色琥珀」或是「黃色琥珀」，這個名稱的英語早在 15

世紀早期已經使用。 

 

四千萬年前，歐洲北部有大片森林。那時的氣候溫暖，樹脂由今日松杉的祖先植物裡淌下。經過快速的地層掩埋、擠壓

與地熱變化，使樹脂因此得以變成化石，直到今天。許多北歐大片的地方變成了海底，這就是何以世上的琥珀大多出產

於波羅的海沿岸的原因。 

 

人工琥珀 

琥珀的主要成分是松樹脂 (Resin)，由「松脂酸」和「海松脂」構成。另外的重要成分是一種「琥珀酸」 (Succinic Acid)，

化學式為 COOH(CH2)2COOH。人工琥珀製作以松香粉末為主要原料，加上其它素材，重新加溫後合成現代人工版本

的琥珀！  

 

中心將在 2019 年 6 月 1 日 (六) 安排「人工琥珀 DIY」活動，有興趣記得報名了(詳情請參考 P.9)。 

 

 

 

 

 

 

 

 

                (圖片來源: 新浪部落) 

    雖然我長得胖胖的……但我也很喜歡戶外活動啊！有

陽光的日子我會游泳、划獨木舟、踏單車；没有陽光的 

日子，我會留在家製作甜品、做做手工。如你都有特別的 

興趣，歡迎你來跟我分享啊！ 

    今年我的新目標是希望能多學一些手語以方便跟 

大家溝通，你願意作我的指導老師嗎? 

   大家好！我是三月新到職的社工

陳翠怡姑娘，很高興能夠加入長青 

群康中心跟大家在一起，我將會負責

聽障服務小隊的工作。 

人事變動報告 

黎芷愉姑娘已在 2019年 3月 24 日離職。 

在此祝她生活愉快！ 

中心會籍(2018年 4月 1日起生效) 
中心備有四類會籍，詳情如下： 

年期/會籍類別 肢體傷殘 聽障會員 健全會員 義工會員 
半年(由 10月 1 日 

至 12 月 31日入會， 

只適用於新會員) 

$11 $11 $11 不適用 

1 年 $22 $22 $22 $5 

3 年 $60 $60 $60 $15 

5年 $100 $100 $100 $25 

續會或更新個人資料 
各位會員如需要續會或更新個人資料，請儘快填妥「會員 
申請/更改資料表格」後交回中心讓職員跟進，以便可按時
郵寄中心雙月刊及聯絡你們！ 
*中心會員證編號已在 2017年 1月 1日起更新，請帶同中心
會員證及殘疾人士登記證 (如適用)* 
**上述會籍收費已包括 1元中心會員證成本，敬請留意!* 

 

單位服務表現滿意度及對來年服務意見調查結果 

非常感謝各位會員填交問卷，今期雙月刊已附上問卷 

結果(見 P.5-6)，請大家參閱，有關意見，我們將會在職員

會議上作出商議及研究執行可行性，若有任何討論結果，

將會向大家匯報，謝謝! 

中心消息 

2019年 5月 1日   

2019年 5月 13 日         

2019年 6月 7日          

 

(以上日子中心全日暫停開放)  

*敬請各位會員留意* 

中心暫停開放安排 

勞動節   

佛誕翌日 

端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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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留意中心由 2018年 4月 1日
開始已更改開放時間。 2 

3 

 

中心開放時間 
星期一：下午 2:00 至下午 6:00； 星期二 至 星期五：下午 2:00 至 晚上 10:00； 

星期六：上午 10:00至 晚上 10: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暫停開放 

時間/星期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上午 10時-下午 2時 

暫停開放 

不對外開放，特別活動、班、組參加者除外。 

 

下午 2時 -下午 6時 
 

    下午 6時-晚上 10時 暫停開放 

        

活動報名日/方法 

活動報名日期 活動報名方法 

 活動在公開報名日起接受報名：   肢傷會員可選擇： 聽障會員可選擇： 

 5 月活動報名日為 17/4/2019，下午 2：30 開始；  致電中心(2495-0118) WhatsApp / 短訊(電話 6151-7433) 

 6 月活動報名日為  8/5/2019，下午 2：30 開始。  或親臨中心報名 或傳真 ( 2434-2198) 

*個別註明之活動除外  或親臨中心報名 

會費/活動繳費方法 

親身到中心繳費 

轉帳 

中心戶口：(匯豐銀行)   

*請在入數紙背後寫上姓名、會員及活動編號，寄/交回中心 

*如透過銀行戶口繳交活動費或會員費，須在入賬當日通知 

中心職員確認存款。 

支票繳費 

支票抬頭： 

*請在支票背後寫上姓名、會員及活動編號，寄/交回中心 

*未經確認逾 6 個月的存款，中心在沒法查究的情況下，會將該 

 筆款項視為捐款處理，敬請留意！ 

= 

活動報名須知 

 報名先到先得繳費作實，額滿即止。 

 繳費須知 

 接受報名後，須於活動舉行前不少於 7個工作天繳費作實。 

 *當中不包括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退出活動手續 

2.1 只適用於香港境內活動。 

2.2 須於活動舉行前不少於 7個工作天通知中心職員。 

 *當中不包括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2.3 所有退款必須於活動舉行日起 30天內，帶回正本收據前往中心

辦理退款手續，逾期不獲退款。 

2.4  報名後不可私自轉讓名額。 

例子： 原參加了星期六的活動，須在上星期四或之前，繳費作實或 

通知中心職員退出活動。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活動 

 活動更改 

如 因 場 地 或 其 他 因 素 影 響 ， 活 動 安 排 需 作 出 修 改 ， 

有關通吿會張貼於中心告示板，敬請留意。 

109-013177-001 

路德會長青群康中心 

颱風及暴雨警告時中心安排 

 訊號 
中心
設施 

中心室內班組 外出活動 

暴
雨
警
告 

黃色 
正常
開放 

正常 正常 

紅色 
正常
開放 

活動未開始：延期 
活動已開始：職員會按
情況公佈安排 

視乎活動性質
及天氣情況決
定取消與否， 
由負責職員視
乎情況，公佈 
有關安排 

黑色 暫停 
活動未開始：延期 
活動已開始：職員會按
情況公佈安排 

取消 

風
球 

1號 
正常
開放 

正常 正常 

3號 
正常
開放 

由負責職員視乎 
情況，公佈有關 
安排  

視乎活動性質
及天氣情況決
定取消與否， 
由負責職員視
乎情況，公佈 
有關安排 

8號或
以上 

停止 停止 取消 

8號或以上風球/ 黑色暴雨警告訊號除下： 

上午 8:30 前除下，上午照常運作。其後則上午停止開放。 

中午 12:30 前除下，下午照常運作。其後則下午停止開放。 

下午 4:30 前除下，晚上照常運作。其後則晚上停止開放。 

* 外出活動開始前發出黑色暴雨/八號或以上風球:  

復康巴頭站上車前 1小時發出訊號，是日活動自動取消。 

退款安排： 

如活動因紅、黑色暴雨警告訊號、3號或 8號風球或以上

取消，負責職員將儘量安排活動或課堂延期、補課或替

代。如中心未可安排替代活動或參加者未可出席改期的活

動，有關活動費用將在扣減已付第三方的款項後，退回部

份參加費用予退出的參加者。敬請參加者明白此退款 

  安排。 

中心保留更改上述規條的一切權利。 

 



 

 

  

SQS 1︰ 服務資料 SQS 9 ︰ 安全的環境 

SQS 2︰  檢討及修訂政策和程序 SQS 10︰ 申請和退出服務 

SQS 3︰ 運作及活動紀錄 SQS 11︰ 評估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SQS 4︰ 職務及責任 SQS 12︰ 知情的選擇 

SQS 5︰ 人力資源 SQS 13︰ 私人財產 

SQS 6︰  計劃、評估及收集意見 SQS 14︰ 私隱和保密 

SQS 7︰ 財政管理 SQS 15︰ 申訴 

SQS 8︰  法律責任 SQS 16︰ 免受侵犯 

4. 

社區資訊 
「992 緊急短訊」求助服務新措施 

 

專為聽障或言語障礙人士而設的「992 緊急短訊」求助服務，已於 2019 年 3 月 17 日推出新的措施。除了

可以在指定機構辦理登記手續外，有需要人士亦可在 42 個警察報案室作「992」服務的申請、更新資料或

取消登記。表格可在警察公衆網頁下載。另外，電訊商已豁免有關收費。所以，「992」的服務不論登記或

使用亦是免費的。 

 

申請使用 992 緊急短訊求助服務步驟 

1. 聽障或言語障礙人士須親身 (帶同殘疾證或相關醫療證明)到指定機構或 42 個警察報案室作「992」 

服務的申請 

2. 填妥申請表格及交回指定登記機構 

3. 指定登記機構核對資料後，提交至授權電訊公司的資料庫儲存 

4. 授權電訊公司收到資料後，會發出一個確認短訊予登記者；登記者收到確認短訊後，即表示「992 

緊急短訊求助服務」已啟動。 

 

**如果更換或取消了電話號碼或住址，你必須儘快親身到指定登記機構更新資料。** 

使用指南：https://www.police.gov.hk/info/doc/smsemg_c.pdf 

42 個警察報案室：https://www.police.gov.hk/info/doc/992/992_rr_tc.pdf 

 

資料來源：https://zh-hk.facebook.com/HongKongPoliceForce/posts/2276197192468232 

https://www.police.gov.hk/info/doc/smsemg_c.pdf
https://www.police.gov.hk/info/doc/992/992_rr_tc.pdf
https://zh-hk.facebook.com/HongKongPoliceForce/posts/2276197192468232


 

  

5. 

收集日期：財政年度第四季 (1至3月) 成功收集問卷數目︰129份

填寫所屬類別及人數︰ 肢體傷殘︰ (29人) 其他︰(0人)

甲：單位服務滿意度

(一) 你對中心活動 / 服務的滿意度：
非常

滿意

大部份

滿意
滿意

部份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不適用 沒有填寫

(1) 社交康樂活動 (1) 38% 27% 30% 3% 0% 2% 0%

(2) 班 / 組活動 (2) 29% 30% 28% 4% 2% 6% 1%

(3) 車輛接送服務 (3) 32% 21% 32% 5% 0% 8% 2%

(4) 電話 / 短訊 / WhatsApp 諮詢服務 (4) 39% 20% 31% 4% 0% 3% 3%

(5) 活動頻次 (5) 29% 23% 42% 2% 2% 1% 1%

(6) 職員、義工及參加者的安排比例 (6) 32% 28% 34% 4% 0% 1% 1%

(7) 義工的服務技巧 (7) 28% 32% 36% 1% 0% 1% 2%

(8) 短期個案輔導服務 (8) 27% 26% 33% 2% 2% 9% 1%

(9) 「心繫一線」即時短訊支援服務 (聽障人士) (9) 29% 20% 35% 2% 2% 10% 2%

(10) 手語翻譯服務 (10) 35% 19% 32% 3% 1% 8% 2%

(11) 輪椅借用服務 (11) 24% 18% 29% 2% 1% 17% 9%

(12)其他意見： (12) 沒有︰ 87% 有︰ 13%

( 請註明︰

(二) 你對中心環境的滿意度：
非常

滿意

大部份

滿意
滿意

部份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不適用 沒有填寫

(1) 整潔 (1) 35% 28% 31% 3% 0% 2% 1%

(2) 安全 (2) 35% 29% 32% 1% 1% 2% 0%

(3) 中心設施 (3) 31% 30% 33% 2% 1% 2% 1%

(4) 洗手間整潔程度 (4) 30% 30% 33% 1% 1% 3% 2%

(5) 其他意見： (5) 沒有︰ 85% 有： 15%

( 請註明︰100分 )

(三) 你對中心接待服務的滿意度：

(1) 活動報名
非常

滿意

大部份

滿意
滿意

部份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不適用 沒有填寫

     (1.1) 報名方法 (1.1) 32% 30% 31% 2% 0% 4% 1%

     (1.2) 報名日安排 (1.2) 31% 28% 36% 2% 2% 1% 0%

     (1.3) 交費安排 (1.3) 37% 27% 32% 1% 1% 1% 1%

     (1.4) 報名成功通知 (1.4) 36% 22% 35% 1% 0% 3% 3%

     (1.5) 輪候安排 (1.5) 28% 29% 30% 5% 0% 7% 1%

(2) 會員申請及續證手續

     (2.1) 手續程序 (2.1) 35% 24% 32% 2% 0% 6% 1%

     (2.2) 索取表格方法 (2.2) 29% 24% 33% 3% 1% 6% 4%

(3) 職員態度

     (3.1) 禮貌 (3.1) 43% 25% 26% 2% 1% 2% 1%

     (3.2) 講解清楚 (3.2) 42% 24% 27% 3% 0% 2% 2%

(4) 其他意見： (4) 沒有︰ 88% 有： 12%

( 請註明︰

(四) 你對中心發放資訊的滿意度：
非常

滿意

大部份

滿意
滿意

部份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不適用 沒有填寫

(1) 雙月刊 (1) 39% 25% 31% 3% 1% 1% 0%

(2) 中心網頁 (2) 33% 26% 30% 4% 1% 5% 1%

(3) 電話 / 短訊 / WhatsApp 諮詢 (3) 33% 25% 33% 2% 1% 4% 2%

(4) 中心告示 (4) 26% 24% 34% 3% 2% 8% 3%

(5) 中心Facebook (5) 23% 26% 34% 4% 1% 9% 3%

(6) 其他意見： (6)  沒有︰ 88% 有： 12%

( 請註明︰100分 )

R02 / SQS 6 / 05 & SQS 11 / 02

單位服務表現滿意度及對來年服務意見調查

聽障人士︰ (73人) 健全人士︰ (8人) 義工︰(19人)

增加復康巴的活動、100分 )

增加多條電話線方便報名 )

請轉後頁-->A

目        的  :  藉問卷收集服務使用者對單位服務表現的滿意程度及對來年服務安排的建議，

路德會長青群康中心

2018-2019年度



6. 

(五) 你對整體職員 / 導師表現的滿意度：
非常

滿意

大部份

滿意
滿意

部份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不適用 沒有填寫

(1) 職員服務態度 (1) 38% 26% 29% 2% 1% 2% 2%

(2) 班 / 組 導師服務態度 (2) 33% 22% 34% 3% 1% 3% 4%

(3) 對職員表現的其他意見： (3) 沒有︰ 85% 有： 15% ( 請註明︰

(4) 對班 / 組 導師表現的其他意見： (4) 沒有︰ 88% 有： 12% ( 請註明︰100分 )

乙：對來年服務意見

(六) 你希望中心提供更多什麼類型 / 內容活動？ (1) 教育性︰ 20% 例如：

       可  多項 (2) 康樂性︰ 50% 例如：

(3) 服務性︰ 22% 例如： 沒有填寫

(4) 運動類︰ 36% 例如： 28%

(5) 資訊類︰ 22% 例如：

(6) 其他︰ 9% 請列明：

(七) 你希望活動安排在什麼時間舉行？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沒有填寫

       可  多項 上午 5% 7% 7% 5% 9% 22% 26%

下午 10% 9% 12% 9% 9% 22% 17%

晚上 10% 10% 12% 15% 32% 33% 15%

(八) 你希望活動安排在什麼地點舉行？ (1)  中心內︰ 65% (2) 市區︰ 26% 沒有填寫

       可  多項 例如： 10%

(3) 郊外： 46% (4) 其他︰ 9%

例如： 例如：

(九) 你喜歡那個報名方式？ (1) 抽籤︰ 26% (2) 先到先得︰ 64% 沒有填寫

(3) 其他： 9% 請註明︰ 1%

(十) 你最高可接受那個收費範圍的活動？ (1) $50至100︰ 40% (2)  $101至$150︰ 36% 沒有填寫

(3) $151至200︰ 16% (4) $201或以上︰ 5% 3%

(十一) 你通常出席活動的情況是怎樣？ (1) 自己出席︰ 36% (2) 與家人同行︰ 16% 沒有填寫:

(3) 與朋友同行︰ 45% (4) 其他： 3% 0%

(十二) 你可以參加中心活動的平均頻率？ (1) 一星期多於一次︰ 17% (2) 一星期一次︰ 11%

(3) 一個月一次︰ 29% (4) 一個月多於一次︰ 21%

(5)  數個月一次︰ 6% (6) 一年一次︰ 1% 沒有填寫

(7) 一年多於一次︰ 5% (8) 其他： 0% 10%

(十三) 你對於中心的16個服務質素標準有沒有意見？ 沒有︰ 91% 有： 9%

非常

滿意

非常

不滿意

 J L

(十四) 你對於中心服務的整體分評分？                  10 9 8 7 6 5 4 3 2 1 沒有填寫

21% 21% 19% 6% 7% 1% 0% 1% 0% 0% 24%

(十五) 其他意見：

(十六) 請填寫你的個人資料：

 1. 你是哪個年齡組別？ 20歲以下 1% 21-30歲 4.0% 31-40歲 9% 41-50 歲 11% 51-60歲 29% 沒有填寫

61-70歲 31% 71歲或以上 10% 沒有填寫 5%

 2. 你是哪類會員？ 15% 肢傷﹝輔助器材﹞ 8% 聽障 56% 健全 6%

15% 其他，請列明﹕ 0%

 3. 你的性別是甚麼？ 男 33% 女 67%

各大商場及屋邨、

會展、青少年中心、離島

報名人數順序 (即是報名先到先得)

-希望中心更上一層樓，謝!、

-盡量增設一些音樂、

-科技的活動、

-婦女組約30分鐘交流分享、培養感情及知識交流、

-長者組(聽障)、

-旅行(義工)

肢傷﹝輪椅﹞

~~ 謝謝你的寶貴意見 ~~

義工

100分、好 )

圖書館、電腦班、學習訓練

戶外、參觀T-PARK、參觀各展館、食海鮮、

自助餐、遊戲、打機、旅行、旅遊

服務、義工、探訪

羽毛球、籃球、跑步、足球、手球、乒乓球、

滾球、遊戲

增設多些音樂教材、電腦、中英打字訓練

旅行、外國旅行、學日文

13%

商場、上水、新界、

展覽、活動室、油尖旺

大尾督、大嶼山、購物、

未去過的地方、西貢行山



 

 

 

 

6 月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26 27 28 29 30 31 01

2019
拉拉筋(一)

排排舞(一)

02 03 04 05 06 07 08
悠閒假日新界遊 同行和諧粉彩 聾健體驗讚美操 聾健舞蹈組(一)

聾健動感柔力球(一)
端午節

拉拉筋(一)

排排舞(一)

09 10 11 12 13 14 15

青聰寫意電車遊

同行和諧粉彩 聾健舞蹈組(一)

聾健動感柔力球(一)

就業培訓小組

求職學習小組

拉拉筋(一)

排排舞(一)

16 17 18 19 20 21 22

父親節

同行和諧粉彩 聾健舞蹈組(一)

聾健動感柔力球(一)

就業培訓小組

求職學習小組

創藝同行樂滿Fun

23 24 25 26 27 28 29

暢遊中大文物館

同行和諧粉彩 聾健舞蹈組(一)

聾健動感柔力球(一)

就業培訓小組

求職學習小組

拉拉筋(一)

排排舞(一)

30 01

代表晚上舉行

聾人婦女組(19-20)
聾情濃情滿堂情(3)

心韻手語歌小組
(19-20)

群康歌唱組(19-20)

群康歌唱組(19-20)

群康粵曲組(19-20)

群康粵曲組(19-20)

群康粵曲組(19-20)

長青手語義工訓練
(手語技巧篇)

長青手語義工訓練
(手語技巧篇)

長青手語義工訓練
(手語技巧篇)

長青手語義工訓練
(手語技巧篇)

心韻手語歌小組
(19-20)

「和紙」摺紙藝術

孔雀開屏流體畫

人工琥珀DIY                  
父親節快樂

白膠漿畫刮刮樂

禮物包裝的藝術

群康粵曲組(19-20)
手語Chat一番(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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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開放時間，電腦資訊閣、影視欣賞、報章閱覽及 Wii遊戲會照常；如舉行活動或會議，將暫停使用。 

5 月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28 29 30 01 02 03 04

2019 勞動節

聾健舞蹈組(一)

聾健動感柔力球(一)
就業培訓小組

求職學習小組

同行和諧粉彩

拉拉筋(一)

排排舞(一)
 

05 06 07 08 09 10 11
「義。起動」

培訓課程-手工藝

同行和諧粉彩 就業培訓小組

求職學習小組

拉拉筋(一)

排排舞(一)

12 13 14 15 16 17 18

佛誕

母親節
佛誕翌日

同行和諧粉彩 聾健體驗讚美操 聾健舞蹈組(一)

聾健動感柔力球(一)
就業培訓小組

求職學習小組

19 20 21 22 23 24 25

藍地水塘賞屯門
「義。起動」

培訓課程-手工藝

同行和諧粉彩 聾健體驗讚美操 就業培訓小組

求職學習小組

拉拉筋(一)

排排舞(一)

26 27 28 29 30 31 01

亞洲協會古蹟遊

同行和諧粉彩 聾健體驗讚美操 聾健舞蹈組(一)

聾健動感柔力球(一)
就業培訓小組

求職學習小組

代表晚上舉行

心韻手語歌小組(19-20)

聾人婦女組(19-20)
聾情濃情滿堂情(2)

心韻手語歌小組

(19-20)

心韻手語歌小組

(19-20)

心韻手語歌小組

(19-20)

群康歌唱組(19-20)

群康粵曲組(19-20)

群康粵曲組(19-20)        

群康粵曲組(19-20)

長青手語義工訓練
(手語技巧篇)

長青手語義工訓練
(手語技巧篇)

群康歌唱組(19-20)

長青手語義工訓練
(手語技巧篇)

群康粵曲組(19-20)               

愛聚親恩夜

長青手語義工訓練
(手語技巧篇)

群康粵曲組(19-20)

無聲的對話 (明愛長康)                       

青聰韓燒齊分享

紙雕巧手展蘭花

中國書法的藝術

聾健舞蹈組(一)

聾健動感柔力球(一)

5 月 12 日 

母親節快樂 

青聰韓燒齊分享    

果凍花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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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公開活動 

2019年 5月 16日 (四) 

 
手語 chat一番 (二十三) P034-19/20 

時間：晚上 8:00 - 9:3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收費：免費    

對象：曾參加本中心舉辦手語課程學生 名額：10人 

內容：1) 短篇故事分享； 

      2) 自然手語分享； 

      3) 手語技巧練習； 

      4) 專題討論。 

負責職員：陳國勇先生 

報名日：17/4/2019 (星期三)下午 2：30 開始。聽障會員報名電話：6151-7433 

備註：印有      圖案的活動，將提供復康巴士接送。肢傷會員報名電話：2495-0118 

 印有 圖案的活動，將提供予所有中心會員參與。 

2019年 5月 18日 (六) 

果凍花製作 P038-19/20 

時間：晚上 7:30- 9:3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15人    

對象：中心會員 收費：$20  

內容：1) 花藝作品除了好看，其實還可以吃！果凍花 

         起源於西班牙，後經越南發揚光大，一開始 

         只是作為果凍上的簡單裝飾，後更從甜點變成

一項專門的藝術。                                                                     

      2) 教授大家使用飲管作為工具，製作出簡易版 

         果凍花。 

負責職員：社工鄭美華姑娘 

亞洲協會古蹟遊  P040-19/20  
時間：早上 10:00-下午 4:00  地點：金鐘、大角咀          
交通：復康巴               名額：28人 

對象：肢傷會員及其照顧者  收費：會員$165/義工$110 

內容：1) 參觀位於金鐘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前身為 

         域多利軍營軍火庫，歷史源遠流長； 

      2) 於大角咀壹壹漁一餐廳享用中日泰式自助午餐 ； 

      3) 到奧海城商場遊覽及購物。  

備註︰   

活動當日復康巴司機只會等候 5分鐘，請各參加者準時 

到達上車地點，遲到者不獲退款。                                                            

負責職員：社工鄭美華姑娘 

2019年 5月 26日 (日) 
 

中國書法的藝術 P050-19/20 
時間：晚上 7:45- 9:3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15人    

對象：中心會員 收費：免費  

內容：介紹中國書法與文字發展的歷史和關係，當中

包括甲骨文、金文、乃至篆、簡、隸、草、楷、

行書的特色和有趣故事。在老師的即席示範和

參加者親身體驗的互動中，達至提升欣賞和學

習優秀中華文化藝術的目的。 

備註：活動由陳寅添老師負責教授。 

負責職員：鄧玉嫻姑娘 

2019年 5月 4日 (六) 

2019年 5月 25日 (六) 
 

紙雕巧手展蘭花 P055-19/20 
時間：晚上 7:30- 9:3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15人    

對象：中心會員 收費：$25 

內容：紙雕藝術，又被稱為浮雕藝術，起源於中國

的漢代，有著悠久歷史。利用紙張、剪刀、膠水創

作出不同的立體作品，讓紙張展現其華麗 

      優雅的一面。 

負責職員：社工陳翠怡姑娘 

無聲的對話(明愛長康)  P033-19/20 
時間：晚上 7:30 - 9:0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30人  

對象：聽障會員及義工         收費：免費 

內容：1) 聽障會員享用義工準備的食物； 

      2) 義工設計遊戲與聽障會員參與； 

      3) 義工與聽障會員彼此認識及交流。 

備註：此活動與明愛長康兒童及青少年中心聯合舉辦。 

負責職員：陳國勇先生 

2019年 5月 11日 (六) 

藍地水塘賞屯門 P044-19/20 

集合時間：早上 9:00  

集合地點：葵芳地鐵站   

時間︰早上 9:00 - 下午 5:00     

地點︰屯門藍地水塘、花炮展覽館、后角天后廟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45人 

對象：聽障會員及義工      收費：$160 

內容：1) 前往屯門藍地水塘，觀賞大自然湖光山色的景致； 

      2)中午到屯門享用午餐。 

      3)下午於花炮展覽館及后角天后廟，認識古時漁民 

        用作祭祀天后的花炮紥作，了解紥作技藝這 

        非物質化遺產。 

負責職員：胡國朕先生 

2019年 5月 19日 (日) 

愛聚親恩夜  P053-19/20 
集合時間：晚上 6:00 

集合地點：港鐵奧運站 B出口 

時間：晚上 6:00 - 9:30     

地點：大角咀道 86號九龍珀麗酒店 2樓協奏坊西餐廳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60人   

對象：聾人婦女組、聽障會員及義工   

收費：$318 成人；$238 (60歲或以上長者)  

      (包括自助晚餐) 

內容：1) 參加者互相交流，母親心聲分享；  

      2) 互相鼓勵，致送母親小禮物； 

      3) 共享西式自助晚餐。 

備註：此乃聾人婦女組小組活動。 

負責職員：鄧玉嫻姑娘 

2019年 5月 9日 (四) 



 

  

 

 

 
 

  

 

 

 

 

 

  

 

 

  

2019年 6月 2日 (日) 

悠閒假日新界遊 P035-19/20 
集合時間：上午 9:15    

集合地點：葵芳葵涌廣場正門 

時間︰上午 9:15 - 下午 4:00    

地點︰錦上路、元朗、荃灣      

交通：旅遊巴士 

對象：聽障會員及義工   

名額：45人 

收費：$165(成人)/$145(65歲以上持有長者咭) 

      (收費包括旅遊巴及午膳) 

內容：1) 參觀錦上路盈匯坊貨櫃形建築物及紅屋； 

      2) 於元朗享用燒肉日韓料理放題午膳； 

      3) 參觀荃灣南豐紗廠舊址藝術設施及創意商舖。 

負責職員：陳國勇先生 

 6月公開活動 

2019年 6月 1日 (六) 

 人工琥珀 DIY  P039-19/20 
時間：晚上 7:30- 9:3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15人    

對象：中心會員 收費：$28 

內容： 

琥珀是松科松屬植物的樹脂化石，透明似水晶、色澤如

瑪瑙，現代人取其製作飾物，深受愛戴。活動將以松香

粉末為主要原料，加上其它素材，製作出人工琥珀。 

負責職員：社工鄭美華姑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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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6月 15日 (六) 

禮物包裝的藝術 P051-19/20 

時間：晚上 7:45- 9:3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15人    

對象：中心會員 收費：$15 

內容：介紹用不同的材料及裝飾物把一份普通的 

      禮物包裝成美倫美奐禮物；參加者可發揮 

      無限創意，自由創作出獨一無二的作品。 

備註︰活動由義工導師鞏姑娘負責教授。 

負責職員：鄧玉嫻姑娘 

2019年 6月 8日 (六) 

白膠漿畫刮刮樂 P042-19/20 
時間：晚上 7:30 - 9:3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12人    

對象：中心會員 收費：$28  

內容：1) 按個人喜好，在繪畫板上用白膠漿畫出 

         不同圖案； 

      2) 待白膠漿乾後，在上面塗上不同顏色； 

      3) 將白膠漿刮去後的畫作，美觀又極具 

         個人特色。 

負責職員：胡國朕先生 

同行齊去宿營 --(申請中，有待抽籤結果) P073-18/19C 

時間：下午 2:30- 翌日下午 1:30 

地點：伸手助人協會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 

交通：復康巴 

收費：$102 (包括交通、早午餐及燒烤費用)  

對象：肢傷會員及其照顧者 

名額：30人 

內容：1) 享用營地設施； 

      2) 燒烤； 

      3) 參加者需有一定的自我照顧能力或與照顧者 

         同行。 

備註：1) 此活動可在 17/4/2019，下午 2:30報名； 

      2) 活動由余兆麒醫療基金贊助； 

      3) 燒烤包：腸仔 2 條、丸類、粟米半條、番薯半

個、雞全翼 2只、豬扒 1件、麵包 1塊、罐裝飲

品 1罐及燒烤用品等。                                          

負責職員：社工鄭美華姑娘 

2019 年 6 月 2-3 日 (日及) 或 11-12 日 (二及三) 

2019年 6月 22日 (六) 

 

「和紙」摺紙藝術  P036-19/20 
時間：晚上 8:00 - 晚上 9:3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15人    

對象：中心會員 收費：$25 

內容：1) 由手工藝導師介紹「和紙」與普通紙的分別； 

      2) 導師教授用和紙摺花朵； 

      3) 參加者親自嘗試以和紙摺出個人喜好的花朵。 

備註︰此活動由手工藝導師李秀葉小姐負責教授。 

負責職員：陳國勇先生 

2019年 6月 1日 (六) 

父親節快樂 P054-19/20 
集合時間：晚上 7:00    

集合地點：西貢市中心巴士總站公對開 

時間︰晚上 7:00-9:30    

地點︰西貢      

交通：自行出席 

對象：聽障會員及義工   

名額：34人 

收費：$420 (包括海鮮晚餐) 

內容： 1) 參加者互相交流，父親心聲分享； 

       2) 互相鼓勵，致送父親小禮物； 

       3) 共享中式海鮮晚餐。 

負責職員：鄧玉嫻姑娘 

報名日：08/5/2019 (星期三)下午 2：30開始。 

聽障會員報名電話：6151-7433；肢傷會員報名電話：2495-0118 

備註：印有      圖案的活動，將提供復康巴士接送。 

 印有 圖案的活動，將提供予所有中心會員參與。 



  

暢遊中大文物館 P041-19/20 

時間：早上 10:00-下午 4:00 

地點：沙田、石門    交通：復康巴 

收費：會員$120/義工$80   

對象：肢傷會員及其照顧者  名額：28人 

內容：1)到沙田置富第一城商場遊覽及購物；   

      2)於石門富臨皇宮享用中式午膳； 

      3)參觀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欣賞文物館裡 

        的中國藝術及文化展品。 

備註： 

活動當日復康巴司機只會等候 5分鐘，請各 

參加者準時到達上車地點，遲到者不獲退款。  

負責職員︰社工鄭美華姑娘 

2019年 6月 23日 (日) 

 

2019年 6月 29日 (六) 

 

孔雀開屏流體畫  P043-19/20 
時間：晚上 7:30 - 晚上 9:3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12人    

對象：中心會員 收費：$28 

內容：1) 流體畫 (Fluid Painting)是外國新興的 

         藝術繪畫； 

      2) 按個人喜好，自由讓顏料於繪畫板上流動； 

      3) 畫作獨一無二，美觀又極具個人特色。  

備註︰ 

是次活動較容易弄髒衣物，參加者請小心避免穿 

昂貴的衣服參與活動。 

負責職員：胡國朕先生 

青聰寫意電車遊 P046-19/20 
日期：2019 年 6 月 9 日（星期日） 

集合時間︰下午 2:30 

集合地點：堅尼地城地鐵站 A 出口地面 

時間：下午 2:30- 5:30                

地點︰港島區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12 人 

對象：「青聰社」成員及義工         費用：晚餐自費 

內容：1) 由堅尼地城出發，輕鬆慢活的享受電車旅程； 

      2) 沿途經過不少港島區地點，讓參加者觀察 

        香港不同的生活態度與景色； 

      3) 電車途上，參加者互相分享沿途的所見所聞。 

負責職員：胡國朕先生 

青聰園地 

10 

青聰韓燒齊分享 P045-19/20 

日期：2019 年 5 月 18 日（星期六） 

集合時間︰晚上 7:15 

集合地點︰大鴻輝(荃灣)中心門口 

時間：晚上 7:15 - 10:00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12 人 

對象：「青聰社」成員及義工 

費用：$210  

內容：1) 在韓式燒烤的晚餐中，互相交流。 

      2) 體驗不同國家的飲食文化及餐桌禮儀。 

負責職員：胡國朕先生 

 

2019年 6月 27日 (日) 

 
手語 chat一番 (二十四)  P037-19/20 

時間：晚上 8:00 - 晚上 9:3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10人    

對象：曾參加本中心舉辦手語課程學生  

收費：免費 

內容：1) 短篇故事分享；    2) 自然手語分享； 

      3) 手語技巧練習；    4) 專題討論。 

負責職員：陳國勇先生 

認識中國象棋  P052-19/20 
日期︰2019 年 4月 27日 (六) 

時間：下午 2:30 - 4:0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20人    

對象：中心會員 收費：免費 

內容：介紹中國象棋的歷史，講解下棋的規則 

      象棋的簡單佈局陷阱。導師即席示範及 

      指導參加者。 

備註︰活動由中國殘疾人象棋協會有限公司董事 

      蔡冠東先生負責講解 

負責職員：鄧玉嫻姑娘 

特別活動 



日期︰2019 年 5 月 15 日、22 日、29 日及 6 月 5 日 (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 - 3:30         堂數︰4 堂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對象︰聽障會員及健全會員      名額︰10 人 

收費︰ $10 (聽障會員) / $15 (健全會員) 

內容︰1) 讚美操於 2003 年由台灣人 吳美雲老師創立； 

      2) 以經文、詩歌，結合舞蹈的體操； 

      3) 每首讚美操三至五分鐘，簡單又優雅。筋骨舒展配合呼吸運動，有助保持心境開朗，身心健康； 

      4) 沒有跳舞經驗也可以參與，適合所有年齡人士參加。 

導師︰國際讚美操協會認可導師 李玉鳳小姐 

備註︰ 

體驗班對參加者無宗教信仰要求，但課程中會探討有關基督教 

信仰及詩歌，以便更理解讚美操內容，敬希留意。 

負責職員︰胡國朕先生 

P047-19/20 

 

手語高班 

暨服務篇 

日期 : 2019 年 4 月 10 日至 2019 年 7 月 3 日(星期三) 

時間 : 晚上 7:45 – 晚上 9:45 

堂數 : 12 堂 (第 12 堂為考試) 

費用 : $500(會員)/$530(非會員) 

時數 : 24 小時 

考試 : 2019 年 7 月 3 日 

導師 : 陳國勇 

手語中班 

暨服務篇 

日期 : 2019 年 7 月 24 日至 2019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三) 

時間 : 晚上 7:45 – 晚上 9:45 

堂數 : 11 堂 (第 11 堂內 1 小時考試) 

費用 : $430(會員)/$450(非會員) 

時數 : 21 小時 

考試 : 2019 年 10 月 2 日 

導師 : 陳國勇 

手語初班 

日期 : 2019 年 10 月 9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三) 

時間 : 晚上 7:45 – 晚上 9:45 

堂數 : 10 堂 (第 10 堂為考試) 

費用 : $400(會員)/$420(非會員) 

時數 : 20 小時 

考試 : 2019 年 12 月 11 日 

導師 : 胡國朕 

手語中班 

暨服務篇 

日期 : 2020 年 1 月 8 日至 2020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三) ***(2020 年 1 月 29 日為年初四，順延一週*** 

時間 : 晚上 7:45 – 晚上 9:45 

堂數 : 11 堂 (第 11 堂內 1 小時考試) 

費用 : $430(會員)/$450(非會員) 

時數 : 21 小時 

考試 : 2020 年 3 月 25 日 

導師 : 陳國勇 

上課地點 : 本中心 

初班內容 : 教授日常應用詞彙及日常句子練習。 

名額 : 10 人 

導師 : 本中心手語翻譯員 

中班內容 : 介紹聽障的成因、類別、輔助生活儀器及如何與他們溝通、手語文化及文法、教授日常應用的手語詞彙及日常句子練習。 

備    註 : 出席率達 80%方可出席考試，考試合格可申請畢業證書(每張$20)，並可升讀本中心舉辦之手語中班或高班。 

          * 考試不合格者，亦可申請聽講證書 (每張$20) 

由 2016 年 6 月 21 日起︰有興趣報讀手語班者，只須持有 18 個月內由任何一個中心發出之手語初、中或高班證書，均可銜接本中心之中、高及深造課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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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2020 年  手語課程暨服務篇  時間表 手 語 班 招 募 



編號 小組/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交通 對象 名額 收費 負責職員 備註

P001-19/20
心韻手語歌小組

(19-20)

逢星期五
(17/5，7/6, 21/6除外)

8:00pm-

9:30pm
中心 自行出席 小組成員 10人 免費 鄧玉嫻姑娘

P007-19/20
聾健動感

柔力球(一)

 逢星期四

(23/5除外)

2:00pm-

3:30pm

長青社區中心

禮堂
自行出席 聾健會員 15人 $165 鄧玉嫻姑娘

導師 :香港動感柔力球有限公司

註冊教練。 球拍由參加者自備

或可向中心借用。

P002-19/20
群康粵曲組

(19-20)
逢星期四

7:00pm-

9:30pm
中心

自行出席/

中心復康巴
小組成員 11人 免費 鄧玉嫻姑娘

P011-19/20
群康歌唱組

(19-20)

 7/5, 21/5,

4/6, 18/6
(星期二)

7:15pm-

9:15pm
中心

自行出席/

中心復康巴
小組成員 10人 免費

社工

鄭美華姑娘

P008-19/20
聾健舞蹈組

(一)

 逢星期四

(23/5除外)

1:30pm-

3:30pm

長青社區中心

禮堂
自行出席 小組成員 10人 $165 鄧玉嫻姑娘

P017-19/20
長青手語義工訓練

(手語技巧篇 )

10/4-3/7
(逢星期三)

7:45pm-

9:45pm
中心 自行出席 健聽人士 6人

$500

(會員) /

$520

(非會員)

陳國勇先生 

1) 報讀人士請提供18個月內

    手語中班之畢業證書；

2) 所有同學必須參與最少一節

    義工服務，日期稍後通知。

P019-19/20 拉拉筋(一)

6/4-29/6

(逢星期六)

 20/4, 27/4, 18/5,

22/6除外

2:00pm-

2:45pm
中心 自行出席

聽障會員

及健全會員
10人 免費 鄧玉嫻姑娘

P020-19/20 排排舞(一)

6/4-29/6

(逢星期六)

 20/4, 27/4, 18/5,

22/6除外

3:00pm-

3:45pm
中心 自行出席

聽障會員

及健全會員
10人 $90 鄧玉嫻姑娘

P047-19/20 聾健體驗讚美操

15/5, 22/5,

 29/5, 5/6

 (逢星期三)

2:30pm-

3:30pm
中心 自行出席

聽障會員

及健全會員
10人

$10

(聽障會員)

 /$15

 健全會員)

胡國朕先生

體驗班對參加者無宗教信仰

要求，但課程中會探討有關

基督教信仰及詩歌，以便更

理解讚美操內容，敬希留意。

興趣小組(一)

 

  

  各班組聚會(一) 

12 



編號 小組/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交通 對象 名額 收費 負責職員 備註

P021-19/20
就業培訓小組

(19-20)A

逢星期五
(暫定)

(7/6除外)

10:30am-

11:30am
(暫定)

P022-19/20
求職學習小組

(19-20)A

逢星期五
(暫定)

(7/6除外)

11:30am-

12:30pm
(暫定)

P003-19/20
聾人婦女組

(19-20)

17/5, 21/6
(星期五)

8:00pm-

9:00pm
中心 自行出席 聽障婦女 36人 免費 鄧玉嫻姑娘

P018-19/20
青聰社 2.4

待定
8:00pm-

10:00pm
中心 自行出席 年青聽障人士 8人 免費 胡國朕先生

青聰社為年青聽障人士

活動籌備小組，有需要時

代表中心參與外界之殘疾

人士權益會議或活動。

P012-19/20
 社區關注小組

(19-20)
待定 待定 中心

自行出席/

中心復康巴

肢傷會員

及其照顧者
10人 免費

社工

鄭美華姑娘

P013-19/20
同心愛探訪小組

(19-20)
待定

2:30pm-

4:00pm
中心

自行出席/

中心復康巴
肢傷會員 8人 免費

社工

鄭美華姑娘

如外出探訪會安排中心

復康巴接送。

P004-19/20
美妍聚婦女義工組

(19-20)
待定

8:00pm-

9:30pm
中心 自行出席 小組成員 7人 免費 鄧玉嫻姑娘

P005-19/20
康乃馨小組

(19-20)
待定 待定 中心 自行出席 小組成員 10人 免費 鄧玉嫻姑娘

P30-19/20

P31-19/20

聾情濃情滿堂情

(2)(3)

17/5, 21/6

(星期五)

9:00pm-

10:00pm
中心 自行出席 聽障會員 80人 免費 鄧玉嫻姑娘

委員會

服務小組

康樂活動

興趣小組(二)

中心 自行出席 聽障會員 10人 免費
社工張凱琳/

葉嘉如姑娘

*為參加者提供就業訓練及

指導、製作履歷表、致電

聯絡公司等。

*請向社工報名及預約，可

配合個人需要安排時間。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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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組聚會(二) 



  
 
 
 
  
 
 
 
 
 
 
 
 
 
 
 
 
 
 
 
 
 
 
 

 
  

負責職員：社工鄭美華姑娘 

 

14 

同行和諧粉彩    P073-18/19A2  
日期：23/4、3/5 (星期五) 、7/5、14/5、21/5、28/5、4/6、11/6、18/6、25/6/2019 (逢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3:15 及 下午 3:30-4:15 (每日 2 堂，每堂 45 分鐘)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8 人    

收費：$100        堂數：20 (每次兩堂) 

對象：聽障會員 (參加者無須繪畫粉彩的經驗或藝術基礎)       

 
內容： 

1) 日本和諧粉彩之起源； 

2) 和諧粉彩繪畫工具介紹； 

3) 和諧粉彩繪畫基礎技巧； 

4) 繪畫不同主題的粉彩畫。 

5) 參加者用手指直接繪畫，專注於顏色中，減壓又治癒。 

導師：和諧粉彩認證導師連海祺小姐。 

負責職員：胡國朕先生 

 
 

原畫：日本 JPHAA 協

會 

活動花絮 

詳情請參閱 

雙月刊第 9 頁 

同行齊去宿營─2019 年 6 月   P073-18/19C 

 
       

 
 

創藝同行樂滿 Fun   P073-18/19C 

日期：22/6/2019 (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5:30 

地點：青衣長康邨平台 (暫定) 

內容： 

展示剪紙、書法、和諧粉彩等作品。 



  

負責職員：社工鄭美華姑娘 
基金消息--平等機會委員會社會參與資助計劃  

「義•起動」共譜平等路計劃 

本年度中心承蒙平等機會委員會資助「『義•起動』共譜平等路計劃」，計劃目的是希望讓殘疾人士學習新

技能，發展他們的潛能，並在多元化的活動中，讓學生、青少年及社區人士瞭解殘疾人士的能力及需要，

推廣平等及共融概念，提升他們對殘疾人士的認識，以「生命影響生命」。 

有關計劃內容如下： 

項目 內容 推行日期 

1.「義•起動」培訓課程  為肢體傷殘人士舉辦手工藝及剪髮課程，提供平等學習的機會。  

 

 

 

2019 年 

1 月-6 月 

2.「義•起動」公眾教育活動 

 由肢體傷殘人士到學校、青少年中心進行公眾教育活動，透過體驗遊戲、

生命故事分享等，讓學生及青少年對肢體傷殘人士有初步的認識。 

 肢體傷殘人士與學生及青少年一起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及外出用餐，從而

推動傷健互動，及締造機會予學生及青少年親身體會肢體傷殘人士在 

社區生活的處境。 

3.「義•起動」互動工作坊 

 肢體傷殘人士完成手工藝及剪髮課程後，到訪不同地方進行手工藝分享

及義剪活動，如學校、青少年中心、長者中心或社區等，以增加傷健 

互動的機會，亦在能力分享中提升社區人士正向認識殘疾人士的能力。   

4.「義•起動」義工服務  由肢體傷殘人士組成的義工隊，探訪不同對象。 

 

 

「格仔舖」 小組作品 

蝶古巴特拼貼紙巾盒 

浮游花 

果凍蠟燭 

活動花絮─剪髮班 

擴香石 

玻璃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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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 

督印人 雷慧靈博士太平紳士 

數量 1000份 

中心資料 

地址 新界青衣長青邨長青社區中心地下 

電話 2495 0118 (語音) 

傳真 2434 2198 

電郵 r02@hklss.hk 

網頁 http://cheungching-src.hklss.hk 

聽障支援電話 6155 5649  (語音、WhatsApp、短訊) 

手語翻譯電話 5222 1447 / 5932 9860 

外出活動電話 6151 7463 (肢傷會員)  6151 7433 (聽障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