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鳴謝

鳴謝「福幼基金會」贊助「防霧透明窗醫用口罩」予中心，
更親自來和會員一起包裝，希望能協助更多有需要的聽障
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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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消息
*中心因需跟從社會福利署對應疫情發展下活動安排的指引，
因此今期雙月刊將分為3月、4月單月通訊，使會員能獲取
最新的中心動向及活動資料。

活動報名方法
肢傷會員可選擇：

致電中心(2495-0118)

或親臨中心報名

聽障會員可選擇：

WhatsApp / 短訊(電話6151-7433)

或傳真 ( 2434-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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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會長青群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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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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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13177-001

1.

健康月
2021 年 3 月*

3月活動公開報名日：24/2/2021 下午2:30開始
「 我們又藉著他，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

「 羅馬書 5:2」

如無法派遞，請退回：
新界青衣長青邨長青社區中心地下
路德會長青群康中心

寄:

中心會定期收集關於服務表現的意見，作為運作的指引及
評估表現的基準。會員的意見對提升中心服務非常重要，
現誠邀各位會員填寫「單位服務表現滿意度及對來年服務
意見調查」，詳情請參閱P.3-4，填妥後請以郵寄、傳真或
親身方式交回中心，謝謝！

人事變動報告

社工梁秋燕姑娘已在2021年1月31日離職。

在此祝福她生活愉快！



 訊號 
中心

設施 
中心室內班組 外出活動 

暴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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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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 暫停 

活動未開始：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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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有關安排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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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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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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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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及

「極端

天氣情

況」下 

停止 停止 取消 

 

颱風、暴雨及「極端情況」時中心安排

8號或以上風球/ 黑色暴雨/ 「極端情況」警告訊號除下：

*上午 8:30 前除下，(或已在上午11:00前取消「極端情況」)，

上午照常運作。其後則上午停止開放。

*中午12:30 前除下，(或已在下午3:00前取消「極端情況」)，

下午照常運作。其後則下午停止開放。

*下午 4:30 前除下，(或已在晚上7:00前取消「極端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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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風球或以上及

「極端情況」天氣下取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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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推出網上資訊平台「寓樂頻道」，當中設有不同類型的資訊，包括運動、園藝、
表演藝術、博物館、閱讀及大型動物公園，提供網上展覽、演出、運動示範等各類影片。此外，
「寓樂頻道」亦設有網上教室，以短片介紹文化、科學、體育、園藝及動植物等知識，既有趣又
實用。

會員只要上網到https://www.lcsd.gov.hk/edutainment/tc/index.html，便可以安坐家中，欣賞
不同類型的精彩節目，學習到不同種類的知識，為抗疫生活增添樂趣。

社區資訊

資料及圖片來源：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12/01/P2020113000682.htm，https://www.lcsd.gov.hk/edutainment/tc/index.html

https://www.lcsd.gov.hk/edutainment/tc/index.html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12/01/P2020113000682.htm
https://www.lcsd.gov.hk/edutainment/tc/index.html


3.

2021 年 3 月 13 日 (六)

送舊迎新37年 P151-20/21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參加者在家使用Zoom視像參加，不需來中心

名額：50人

對象：中心會員

收費：免費

內容：回顧中心去年活動、介紹中心今年活動、抽獎等。

備註：1)因受疫情影響，為減低人群聚集的感染風險，此活動

使用Zoom視像形式舉行。

2)中心稍後會將Zoom的活動連結WhatsApp給成功報名的

參加者。

3)此活動沒有食物提供。

負責職員：社工張凱琳姑娘、社工鍾裕聲先生

報名日：24/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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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 月 14 日 (日)

三公
月開
活
動

《中風的認識、治療及護理 》講座 P146-20/21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30人

對象：中心會員 收費：免費

內容：1)由專業醫護人員講解中風的成因及病徵，介紹從西醫

角度如何預防及治療中風。

2)設答問時段。

備註：活動由盈健醫療集團提供服務。

負責職員：鄧玉嫻姑娘

因應社會福利署就資助福利服務及其轄下服務的特別安排或會按預防感染措施頒布活動指引，故中心活動及小組屆時將須按指引舉辦，
請各已報名活動的會員及小組成員理解及支持。如有任何變動，負責職員將盡快通知有關安排。謝謝！

2021 年 3 月 7 日 (日)

2021 年 3 月 18 日 (四)

手語chat一番 (四十五) P143-20/21

時間：晚上8: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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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去春來長洲遊 P142-20/21

集合時間：上午9:00

集合地點：中環五號碼頭 (中環往長洲)

時間：上午9:00-下午5:00 地點：長洲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32人

對象：聽障會員及義工

收費：免費(參加者自備交通費及午膳費用)

內容：1)在長洲岸邊欣賞長洲怡人景色。

2)自費在島上食肆享用午膳。

3)輕鬆漫步區內各條小街，感受島民純樸生活。

負責職員：陳國勇先生

2021 年 3 月 19 日 (五)

台式芝士肉鬆蛋餅 P148-20/21

時間：下午2:30-4:0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中心復康巴 名額：8人

對象：中心會員 收費：$12

內容：1)台式蛋餅是台灣常見的早餐食品，自己喜歡加什麼餡料

也可以，既美味亦容易製作。

2)介紹台式芝士肉鬆蛋餅的材料及製作步驟，並一起製作。

備註：1)因需預備材料，不設現場報名。請在活動舉辦7個工作

天或之前報名，先到先得，交費確認，額滿即止。

2)請自備餐盒。

負責職員：社工鄭美華姑娘

「保健知多D」工作坊—硬地滾球 P152-20/21

時間：下午2:30-4:0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中心復康巴 名額：7人

對象：肢傷會員及其照顧者 收費：免費

內容：透過學習硬地滾球培養做運動的習慣，從而減輕壓力，
放鬆心情。

備註：中心復康巴接送點為九龍或荃葵青區，不便之處，
敬請原諒！

負責職員：傅清華先生

2021 年 3 月 10 日 (三)



新班組招募

「和諧粉彩」由日本細谷典克先生於2003年創立，日文Nagomi意即「和」，有和諧的意
思，希望推廣一種沒有藝術基礎，也可創作令人會心微笑的畫作。創作形式有別於傳統
藝術，主要使用手指，配以簡單的工具，就可以輕鬆作畫，減輕壓力。

日期：1/3、8/3、15/3、22/3、29/3/2021 (逢星期一)

時間：下午2:30-4:3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 中心復康巴
名額：7人 對象：肢傷會員及其照顧者 堂數：5堂
收費：$90 (費用已包括堂上使用的工具及材料。24色乾粉彩、畫紙、輔助工具等。）

內容：
1. 介紹日本和諧粉彩藝術的來源
2. 介紹所需工具
3. 學習基本工具的使用方法
4. 和諧粉彩創作技巧
5. 創作不同主題的畫作

導師及負責職員：社工鄭美華姑娘
備註：
1. 報名日期：24/2/2021(星期三)下午 2:30開始。
2. 曾在2020年報名的會員，將獲優先參加。

P065-00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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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27 日 (六)

低糖砵仔糕製作 P147-20/21

時間：晚上7:30-9:3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8人

對象：中心會員 收費：$14

內容：1)只要懂得選用較少精煉的糖，進食甜品同時也可以

兼顧健康。

2)介紹低糖砵仔糕的材料及製作方法。

3)每人可製作2個砵仔糕。

備註：1)因需預備材料，不設現場報名。請在活動舉辦7個工作

天或之前報名，先到先得，交費確認，額滿即止。

2)請自備餐盒。

負責職員：社工鄭美華姑娘

2021 年 3 月 21 日 (日)

「義心共融連一線」公眾教育(7) 藝術遊 P231-19/20 A7

時間：上午10:00-下午4:00             地點：尖沙咀、樂富

交通：復康巴 名額：28人

對象：肢傷會員及其照顧者

收費：會員$40/義工$20(自費飲食)

內容：1)參觀翻新及擴建後的香港藝術館，展覽廳為參加者

帶來嶄新的視覺藝術體驗和文化涵養，當中涵蓋中國

書畫、古今文物、現代藝術及香港本地藝術家作品。

2)到樂富商場午膳及遊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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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清華先生

2021 年 3 月 20 日 (六)

春天流感預防 P144-20/21

時間：晚上8: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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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介紹流感的徵狀。

2)如何預防？

3)介紹適合時令的湯水。

備註：由註冊中醫師鄭淦而先生主講。

負責職員：陳國勇先生

2021 年 3 月 24 日 (三)

「保健知多D」工作坊—蕃茄菠菜酥 P153-20/21

時間：下午2:30-4:3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中心復康巴 名額：7人

對象：肢傷會員及其照顧者 收費：$26

內容：1)介紹蕃茄菠菜酥的材料和製作方法。

2)每人可製作4件蕃茄菠菜酥。

備註：1)中心復康巴接送點為九龍或荃葵青區，不便之處，
敬請原諒！

2)請自備餐盒。
負責職員：傅清華先生



5.

負責職員：社工鄭美華姑娘余兆麒醫療基金贊助

活動介紹
P131-20/21  I  笑三式！平安孖寶

日期：2021年3月6日 (星期六)

時間：晚上7:30-9:3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復康巴 對象：聽障、肢傷會員及其照顧者

名額：15人 費用：免費

內容：1. 講解平安紙資訊。

2. 講解預設醫療指示。

備註：講者江玉歡律師

負責職員：社工鍾裕聲先生

本中心承蒙余兆麒醫療基金資助，為聽障、肢傷會員及其照顧者/家人舉辦一系列
放鬆、減壓、舒展筋骨的活動，推動大家建立一個身心健康的生活模式，用笑容
迎接生活，積極活好當下。

P131-20/21

負責職員︰社工鍾裕聲先生「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金」資助

中心承蒙「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金」資助以下藝術創作課程。課程正籌備中，
詳情稍後公布。

1. 課程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金」的資助。
2. 課程 / 活動內容並不反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
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謹為課程提供撥款資助，並無參與其中。在刊物 / 活動內表達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

結論或建議，純屬課程的推行機構的觀點，並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觀點。

聽障人士
藝術發展課程

肢傷人士
藝術發展課程

水彩畫藝術創作課程
(初、中、高班)

皮革藝術創作課程
(初、中、高班)

玻璃藝術創作課程
(初、中、高班)

玻璃藝術創作課程
(初、中、高班)

聽障及肢傷人士藝術創作展覽



4.

P65-009-20/21 牛奶糖製作

日期：20/3/2021 (星期六)         

時間：上午10:30-下午12:3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6人
收費：$15

對象：聽障會員及其家人/其照顧者
內容：教授用健康的方式，製作不同味道的牛奶糖，

簡單易做，是日常美味的零食，大人及小孩均可
參加。

負責職員：社工鍾裕聲先生

P65-006-20/21 紫菜包飯製作

日期：13/3/2021 (星期六)         

時間：上午10:30-下午12:3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6人
收費：$18 (二人同行，一人收費)

對象：聽障會員及其家人/其照顧者
內容：
1. 學習製作韓國熱門小吃—紫菜包飯，用味道喚起

外遊感覺。
2. 分享製作材料及步驟，一同製作。
負責職員：社工張凱琳姑娘

P65-011-20/21 齊來懷舊 - 港式椰撻
日期：27/3/2021 (星期六)         

時間：上午10:30-下午12:3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6人
收費：$20 (二人同行，一人收費)

對象：聽障會員、肢傷會員及其家人/其照顧者
內容：
1. 金金黃黃，撻皮香香脆脆，陣陣椰香，忍不住

流口水～
2. 分享製作技巧及步驟。
3. 歡迎會員與家人/照顧者、親子參加。
備註：請自備餐盒。
負責職員：社工張凱琳姑娘

6.

P65-008-20/21 韓式紫菜飯卷

日期：13/3/2021 (星期六)         

時間：上午11:00-下午1:0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 中心復康巴
名額：6人
收費：$18 (二人同行，一人收費)

對象：肢傷會員及其家人/其照顧者
內容：介紹韓式紫菜飯卷的材料及製作方法。
備註：請自備餐盒。
負責職員：傅清華先生

「照顧者 / 家人心靈加油站」每月會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希望讓聽障、肢傷會員及其家人 /   照顧者一同
參與，促進溝通，並透過活動放鬆心情，減輕壓力。大家記得報名參加呀！

報名日期：24/2/2021  下午2:30

P150-20/21 蝶古巴特拼貼環保袋

日期：06/03/2021 (星期六)         

時間：上午10:30-下午12:3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 中心復康巴
名額：8人
收費：$15

對象：肢傷會員、其照顧者/家人均可參加
內容：
1. 蝶古巴特一詞源自於法文 Decoupage，為「剪裁」

的意思。利用餐紙巾，將美麗圖案剪裁拼貼在飾物
品或家俱上，創造出獨一無二的藝術；

2. 每人可製作一個環保袋。(圖片只作參考)

負責職員：社工鄭美華姑娘

圖片來源：https://lin121212n.pixnet.net/blog/post/12500572

P149-20/21 自製天然防曬乳霜

日期：03/03/2021 (星期三)

時間：上午11:00-下午12:3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 中心復康巴
名額：8人
收費：$28

對象：肢傷會員、其照顧者/家人均可參加
內容：
1. 紫外線會令黑色素增加、皮膚失去彈性，學習自製

防曬乳霜，使用天然材料製作，用得安心之餘，亦
能保護皮膚。

2. 教授天然防曬乳霜的製作材料及步驟。
3. 每人可製作一樽乳霜。
負責職員：社工鄭美華姑娘

P65-012-20/21 鬆一鬆瑜珈小組
日期：2/3、9/3、16/3、23/3、30/3/2021 (逢星期二)

時間：下午3:00-4:0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8人
收費：$150

對象：聽障會員及其家人/其照顧者
內容：
1. 藉著溫和的動作，一呼一吸，感受心靈及身體

的變化，共同踏入寧靜放鬆的旅程，釋放累積
的壓力，重拾正面能量，繼續出發！

2. 歡迎無經驗或初學者參加。
備註：
1. 由瑜珈導師Kit教授。
2. 請衡量個人身體狀況。
負責職員：社工張凱琳姑娘

圖片來源：
https://www.don1don.com/archives/7092/%E7%91%9C%E7%8F%88%E6

%95%99%E5%AE%A4%EF%BC%9A%E5%A2%9E%E5%8A%A0%E8%8

5%BF%E9%83%A8%E8%82%8C%E5%8A%9B%E7%9A%845%E7%A8

%AE%E7%91%9C%E7%8F%88%E5%A7%BF%E5%8B%A2



2020年-2021年 手語課程
暨服務篇 時間表

 

手語初班 

日期 : 2021 年 4 月 14 日至 2021 年 6 月 23 日 (星期三)**(2021 年 5 月 19 日休課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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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 年 6 月 23 日 

導師 : 待定              

手語中班 

暨服務篇 

日期 : 2021 年 4 月 14 日至 2021 年 7 月 7 日 (星期三)**(2021 年 5 月 5 日及 5 月 19 日休課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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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 年 7 月 7 日 

導師 : 陳國勇              

手語高班 

暨服務篇 

日期 : 2021 年 7 月 2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3 日 (星期三)**(2021 年 9 月 22 日休課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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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考試 : 2021 年 10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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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班內容 : 介紹聾人服務的重要性及技巧、教授高階手語詞彙、短句練習及分組情境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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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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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督印人 雷慧靈博士太平紳士
數量 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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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防霧透明窗醫用口罩」
(「福幼基金會」及企業贊助)

功用：醫用口罩上設有透明防霧膠片，佩戴後方便讀唇，以口形及表情互相溝通

規格：獨立包裝，ASTM Level 2，BFE、PFE及VFE 達 99%

對象：供有需要之聽障會員、其家人及照顧者登記，每人可獲贈30個

登記日期：2021年2月23日（星期二），下午2時30分開始接受登記

登記方式：請 WhatsApp至 6155-5649，登記時連同有效會員證傳給中心核對

備註：

領取日期：成功登記之會員，職員將作個別通知。

每位會員、其家人及照顧者限登記一次。

名額有限，先登記先得，派完即止。

圖片來源：

「福幼基金會」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cfcfhk/photos/a.129010957156073/3731624523561347/?type=3&theater



收集日期：財政年度第四季 (1至3月) 填寫對象：服務使用者

填寫方法：請於選擇的方格內填上剔號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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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社交康樂活動 (1)

(2) 班 / 組活動 (2)

(3) 車輛接送服務 (3)

(4) 電話 / 短訊 / WhatsApp 諮詢服務 (4)

(5) 活動頻次 (5)

(6) 職員、義工及參加者的安排比例 (6)

(7) 義工的服務技巧 (7)

(8) 短期個案輔導服務 (8)

(9) 「心繫一線」即時短訊支援服務 (聽障人士) (9)

(10) 手語翻譯服務 (10)

(11) 輪椅借用服務 (11)

(12)其他意見： (12) □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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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整潔 (1)

(2) 安全 (2)

(3) 中心設施 (3)

(4) 洗手間整潔程度 (4)

(5) 其他意見： (5) □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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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報名方法 (1.1)

     (1.2) 報名日安排 (1.2)

     (1.3) 交費安排 (1.3)

     (1.4) 報名成功通知 (1.4)

     (1.5) 輪候安排 (1.5)

(2) 會員申請及續證手續

     (2.1) 手續程序 (2.1)

     (2.2) 索取表格方法 (2.2)

(3) 職員態度

     (3.1) 禮貌 (3.1)

     (3.2) 講解清楚 (3.2)

(4) 其他意見： (4) □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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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雙月刊 (1)

(2) 中心網頁 (2)

(3) 電話 / 短訊 / WhatsApp 諮詢 (3)

(4) 中心告示 (4)

(5) 中心Facebook (5)

(6) 其他意見： (6) □ 沒有

請轉後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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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年度

路德會長青群康中心

□ 有，請註明：

□ 有，請註明：

□ 有，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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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便提升單位服務質素及在服務策劃上作參考。

□ 有，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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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職員服務態度 (1)

(2) 班 / 組 導師服務態度 (2)

(3) 對職員表現的其他意見： (3) □ 沒有

(4) 對班 / 組 導師表現的其他意見： (4) □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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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可  多項 (2) □ 康樂性，例如：

(3) □ 服務性，例如：

(4) □ 運動類，例如：

(5) □ 資訊類，例如：

(6) □ 藝術類，例如：

(7) □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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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多項 上午

下午

晚上

(八) 你希望活動安排在什麼地點舉行？ (1) □ 中心內 (2) □ 市區

       可  多項 例如：

(3) □ 郊外，例如： (4) □ 其他

例如： 例如：

(九) 你喜歡哪個報名方式？ (1) □ 抽籤 (2) □ 先到先得

(3) □ 其他，請註明：

(十) 你最高可接受哪個收費範圍的活動？ (1) □ $50至100 (2) □ $101至$150

(3) □ $151至200 (4) □ $201或以上

(十一) 你通常出席活動的情況是怎樣？ (1) □ 自己出席 (2) □ 與家人同行

(3) □ 與朋友同行 (4) □ 其他，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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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一個月一次 (4) □ 一個月多於一次

(5) □ 數個月一次 (6) □ 一年一次

(7) □ 一年多於一次 (8) □ 其他，請註明：

(十三) 你對於中心的16個服務質素標準有沒有意見？ □ 沒有

非常

滿意

非常

不滿意

 J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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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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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20歲以下 c 21-30歲 c 31-40歲 c 41-50 歲 c 51-60歲

c 61-70歲 c 71歲或以上

 2. 你是哪類會員？ c 肢傷 (輪椅) c 肢傷 (輔助器材) c 聽障

c 其他，請列明﹕

 3. 你的性別是甚麼？ c 男 c 女

c 健全

2021年1月修訂

□ 有，請註明：

□ 有，請註明：

□ 有，請註明：

c 義工

~~ 謝謝你的寶貴意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