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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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月單月通訊，使會員能獲取最

新的中心動向及活動資料。亦期望漸次在疫情穩定下，活動

可舉辦正常化，請各會員留意中心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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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

6月活動公開報名日：25/5/2022 下午2:30開始
堅 心 倚 賴 你 的 ， 你 必 保 守 他 十 分 平 安 。 因 為 他 倚 靠 你 。

以 賽 亞 書 26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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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暫停開放安排
6 月 3 日 端午節

(以上日子中心全日暫停開放)

*敬請各位會員留意* 

藝術月
202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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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問卷，今期月刊已附上問卷結果(詳
情請參閱P.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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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會員匯
報，謝謝！

再一次感謝各位會員對中心服務的支持！非常欣喜會員在活
動中，不單可互相結識，更可發展多元興趣，令閒暇時間更
多采！請各位會員繼續支持我們的活動！有關中心在21-22
年度服務輸出資料，請參閱P.4-7頁。

中電「全心傳電」計劃2022

本年度的申請名額已滿，鳴謝各會員的支持！如獲中電成功
批核，預計發放資助日期為2022年12月底或之前。有關中電
電費津貼計劃的最新消息，請留意中電網頁或各區議會的公
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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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已開始：職員會按情況

公佈有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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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及

「極端

情況」

天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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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2023年 手語課程暨服務篇 時間表

 

手語初班 

暨服務篇 

日期 : 2022 年 7 月 20 日至 2022 年 9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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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20(會員)/$440(非會員) 

 

時數 : 20 小時 

考試 : 2022 年 9 月 21 日 

導師 : 馮婉婷 

手語高班 

暨服務篇 

日期 : 2023 年 1 月 4 日至 2023 年 3 月 29 日 (星期三) 

      **(2023 年 1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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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20(會員)/$550(非會員) 

 

時數 : 24 小時 

考試 : 2023 年 3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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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合格可獲畢業證書，考試不合格者，可獲聽講證書。 



酒精墨水藝術流行於歐美，是一種創新物料適合任何人的一種自由創
作藝術。它是利用酒精快乾、互斥、擴散等特性，讓墨水在不吸水的
紙張（或者材質上）創造出自然暈染、以及墨水的積漬線條來進行創
作，類似水彩的質感，藉由墨水的反覆堆疊與沖刷，創作出屬於自己
的藝術品。

酒精墨水藝術製作過程簡單，即使沒有藝術基礎也可以做到。在創作
的過程中，看著酒精及墨水流動及交融，達到療癒的效果。

中心將在 2022年 6 月 25日 (六) 安排「酒精墨水畫體驗 」活動，有興
趣記得報名呀！

資料及圖片來源：
1. https://hk.pinkoi.com/product/ATyUUJVy/
2.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012231433197432895320
3. https://hacademy.hk.edu.tw/article_detail/%E8%B3%AA%E6%84%9F%E9%85%92%E7%B2%BE%E5%A2%A8%E6%B0%B4

%E7%95%AB
4. https://play.niceday.tw/product/5613

路德會與你齊抗疫(5)
P059-22/23

中心將向聽障會員派發抗疫包，詳情如下：

登記日期：2022年5月25日(星期三)
登記時間：下午2:30-晚上9:30
對象：肢障會員(領取時需出示有效會員證*)
登記方法：請致電中心電話2495-0118

登記日期：2022年6月8日(星期三)
登記時間：下午2:30-晚上9:30
對象：聽障會員(領取時需出示有效會員證*)
登記方法：將有效會員證傳送至WhatsApp 6151-7433

備註：
1) 名額有限，先登記先得，派完即止，每位肢障及聽障會員限登記一次。
2) *登記時需連同有效會員證發放給職員核對。
3) 領取日期，有待職員個別通知已成功登記之會員。
4) 每個抗疫包有大家樂現金券$50、外科口罩、新冠病毒快速測試劑及搓手液。

路德會與你齊抗疫(肢障)(5)
P060-22/23

中心將向肢障會員派發抗疫包，詳情如下：

3.

藝術資訊

https://hk.pinkoi.com/product/ATyUUJVy/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012231433197432895320
https://hacademy.hk.edu.tw/article_detail/%E8%B3%AA%E6%84%9F%E9%85%92%E7%B2%BE%E5%A2%A8%E6%B0%B4%E7%95%AB
https://play.niceday.tw/product/5613


1/4/2021-31/3/2022

標準 6 : 一年內為促進殘疾人士融入社會及參與社會活動而聯合組織的社交、

康樂或發展活動次數

2022年4月

4 4

標準 9：一年內可計入所組織社交、康樂及體育活動議定總數的發展性活動百分比

121
42

殘疾人士社交及康樂活動中心服務及手語翻譯服務指標

標準 5 ：一年內的公眾教育活動

全年達標情況

10

標準 3：一年內平均每月手語翻譯節數

全年達標情況

193

標準 4：一年內的手語班訓練課程總數

全年達標情況

280

標準 2：一年內組織的社交、康樂及體育活動之中殘疾人士與健全人士的出席總數

全年達標情況

429

全年社署指標

12 12

標準 7：一年內為促進對殘疾人士及其需要的了解而組織的公眾教育計劃次數

全年社署指標 全年達標情況

4 4

標準 8：一年內為加強殘疾人士家人 / 照顧者的支援而組織的計劃 / 活動次數

全年社署指標 全年達標情況

全年達標情況

全年社署指標

150

全年社署指標

6

全年社署指標 全年達標情況

6

280X15%

全年社署指標

路德會長青群康中心

2021-2022年度服務輸出表

(SIS Form F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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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2022-31/3/2022

115人

80%

42人

80%

2022年4月

80% in one year 100%

殘疾人士

99%

健全人士

標準 2：一年內平均每月手語翻譯服務使用者意見調查問卷滿意度

全年社署指標    B OS2 (c)         全年達標情況    As at the end of March

80% in one year 100%

標準 3：一年內的手語班訓練課程服務使用者意見調查問卷滿意度

社署指標   B OS3 (c)         全年達標情況    As at the end of March

全年社署指標   B OS1 (c)        全年達標情況    As at the end of March  (須合共達80%)

路德會長青群康中心

2021-2022年度服務輸出表

殘疾人士社交及康樂活動中心服務及手語翻譯服務指標  

(SIS Form F53)

標準 1：一年內組織的社交、康樂及體育活動服務使用者意見調查問卷滿意度

1/4/2021-31/3/2022

183人

240人x80%

41人

80人x80%

2022年4月

標準 3：一年內的手語班訓練課程服務使用者意見調查問卷滿意度

社署指標   B OS3 (c)         全年達標情況    As at the end of March

80% in one year 100%

標準 2：一年內平均每月手語翻譯服務使用者意見調查問卷滿意度

全年社署指標    B OS2 (c)         全年達標情況    As at the end of March

80% in one year 100%

全年社署指標   B OS1 (c)        全年達標情況    As at the end of March  (須合共達80%)

殘疾人士

99%

健全人士

殘疾人士社交及康樂活動中心服務及手語翻譯服務指標  (新增聾人服務)

(SIS Form F4H)

標準 1：一年內組織的社交、康樂及體育活動服務使用者意見調查問卷滿意度

5.



1/4/2021-31/3/2022

2022年4月

4

路德會長青群康中心

2021-2022年度服務輸出表

殘疾人士社交及康樂活動中心服務及手語翻譯服務指標  (新增聾人服務)

全年達標情況

標準 7：一年內平均每月手語翻譯節數

全年達標情況

78

標準 8：一年內的手語班訓練課程總數

4

標準 1：一年內組織的社交、康樂及體育活動總數

全年達標情況

114

標準 2 ：一年內組織的社交、康樂及體育活動之中殘疾人士與健全人士的出席總

數

全年達標情況

全年社署指標

1

全年達標情況

1

標準 6：一年內可計入所組織社交、康樂及體育活動議定總數的發展性活動百分比

全年社署指標

60

社署指標 達標情況

全年社署指標

 70X15%
49

11

健全人士

270

全年社署指標

1064

298

全年社署指標

(SIS Form F4H)

標準 3：一年內為促進殘疾人士融入社會及參與社會活動而聯合組織的社交、康

樂或發展活動次數

標準 4：一年內為促進對殘疾人士及其需要的了解而組織的公眾教育計劃次數

標準 5：一年內為加強殘疾人士家人 / 照顧者的支援而組織的計劃 / 活動次數

70

全年達標情況

3

全年達標情況

11

全年社署指標

3

全年社署指標

殘疾人士

808

6.



1/4/2021-31/3/2022

1

24

5

支援性/發展性/教育性活動

60

社區聯合活動

5

61

(A) 標準 4：一年內組織的互助小組 / 義工小組總數

全年社署指標 全年達標情況

4 4

當中的互助小組

1

當中的義工小組
3

1

24

(A) 標準 3：一年內組織的支援性 / 發展性 / 教育性 / 社區聯合活動總數

全年社署指標 全年達標情況

25 *15.25

(A) 標準 2：一年內組織的治療小組總節數

全年社署指標 全年達標情況

路德會長青群康中心

2021-2022年度服務輸出表

殘疾人士社交及康樂活動中心服務指標 (殘疾人士及照顧者支援服務)

(SIS Form F65s) 

(A) 標準 1：一年內的個案服務平均數目

全年社署指標 全年達標情況

當中的新收納/重入個案

10
27

2022年4月

(B) 標準 3：一年內內接受減輕照顧殘疾人士的壓力及/或提升照顧殘疾人士的能力的服

務使用者意見調查問卷同意度

全年社署指標 全年達標情況 (As at the end of March)

75% 100%

(B) 標準 2：一年內接受治療小組服務的服務使用者意見調查問卷滿意度

全年社署指標 全年達標情況 (As at the end of March)

80% 100%

(B) 標準 1：一年內接受個案服務的服務使用者意見調查問卷滿意度

全年社署指標 全年達標情況 (As at the end of March)

80% N/A (沒有結束個案)

(A) 標準 5 ：一年內的外展 / 家訪總數

全年社署指標 全年達標情況

40 81

60 60

全年社署指標 全年達標情況

(A) 標準 6：一年內的新會員 / 兩年或以上未有續會或參加中心活動之會員總數

* 因「2019冠狀病毒」下，我們的服務未

能按計劃進行，引致某部份服務輸出未能達標。

2022年4月
* 因「2019冠狀病毒」下，我們的服務未

能按計劃進行，引致某部份服務輸出未能達標。

40 81

60 60

全年社署指標 全年達標情況

(A) 標準 6：一年內的新會員 / 兩年或以上未有續會或參加中心活動之會員總數

(A) 標準 5 ：一年內的外展 / 家訪總數

全年社署指標 全年達標情況

(B) 標準 1：一年內接受個案服務的服務使用者意見調查問卷滿意度

全年社署指標 全年達標情況 (As at end of March)

80% N/A (沒有結束個案)

(B) 標準 2：一年內接受治療小組服務的服務使用者意見調查問卷滿意度

全年社署指標 全年達標情況 (As at end of March)

80% 100%

(B) 標準 3：一年內內接受減輕照顧殘疾人士的壓力及/或提升照顧殘疾人士的能力的服

務使用者意見調查問卷同意度

全年社署指標 全年達標情況 (As at end of March)

75% 100%

7.



收集日期：財政年度第四季 (1至3月) 成功收集問卷數目︰138份

填寫所屬類別及人數︰    肢體傷殘︰ (26人) 聽障人士︰ (91人) 義工︰(2人) 無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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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填寫

(1) 社交康樂活動 (1) 45% 24% 28% 0% 0% 3% 0%

(2) 班 / 組活動 (2) 41% 28% 25% 1% 0% 4% 1%

(3) 車輛接送服務 (3) 34% 18% 24% 0% 0% 20% 4%

(4) 電話 / 短訊 / WhatsApp 諮詢服務 (4) 48% 25% 22% 1% 0% 4% 0%

(5) 活動頻次 (5) 34% 25% 34% 1% 0% 4% 2%

(6) 職員、義工及參加者的安排比例 (6) 38% 27% 30% 0% 0% 3% 2%

(7) 義工的服務技巧 (7) 34% 21% 34% 0% 0% 8% 3%

(8) 個案輔導服務 (8) 27% 20% 23% 0% 0% 27% 3%

(9)「心繫一線」即時短訊支援服務(聽障人士) (9) 31% 17% 20% 0% 0% 30% 2%

(10) 手語翻譯服務 (10) 40% 20% 18% 0% 0% 22% 0%

(11) 輪椅借用服務 (11) 25% 13% 17% 2% 0% 35% 8%

(12)其他意見： (12) 沒有︰ 93% 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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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填寫

(1) 整潔 (1) 45% 28% 23% 1% 0% 2% 1%

(2) 安全 (2) 46% 28% 24% 0% 0% 2% 0%

(3) 中心設施 (3) 41% 29% 28% 0% 0% 2% 0%

(4) 洗手間整潔程度 (4) 42% 27% 25% 1% 0% 4% 1%

(5) 其他意見： (5) 沒有︰ 94% 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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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填寫

     (1.1) 報名方法 (1.1) 38% 31% 28% 2% 0% 1% 0%

     (1.2) 報名日安排 (1.2) 38% 31% 29% 1% 0% 1% 0%

     (1.3) 交費安排 (1.3) 38% 29% 29% 2% 0% 2% 0%

     (1.4) 報名成功通知 (1.4) 37% 30% 30% 1% 0% 2% 0%

     (1.5) 輪候安排 (1.5) 38% 23% 32% 1% 0% 6% 0%

(2) 會員申請及續證手續

     (2.1) 手續程序 (2.1) 38% 30% 27% 1% 0% 4% 0%

     (2.2) 索取表格方法 (2.2) 37% 27% 30% 1% 0% 5% 0%

(3) 職員態度

     (3.1) 禮貌 (3.1) 52% 25% 22% 0% 0% 0% 1%

     (3.2) 講解清楚 (3.2) 55% 23% 21% 0% 0% 0% 1%

(4) 其他意見： (4) 沒有︰ 93% 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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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填寫

(1) 雙月刊 (1) 44% 24% 30% 0% 0% 2% 0%  (*疫情期間為單月刊)

(2) 中心網頁 (2) 36% 23% 29% 1% 0% 10% 1%

(3) 電話 / 短訊 / WhatsApp 諮詢 (3) 42% 30% 24% 0% 0% 4% 0%

(4) 中心告示 (4) 37% 24% 27% 0% 0% 11% 1%

(5) 中心Facebook (5) 37% 23% 28% 0% 0% 9% 3%

(6) 其他意見： (6)  沒有︰ 93% 有： 7%

R02 / SQS 6 / 05 & SQS 11 / 02

路德會長青群康中心

2021-2022年度

單位服務表現滿意度及對來年服務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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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人士︰ (19人)

( 請註明︰加強 WiFi接收)

(請註明︰如天氣差，希望彈性接送安排；疫情

影響，但盡力做好，值得讚；多安排團體參觀活動。)

(請註明︰增轉數快繳費；如果可以網上報名付款就方便

得多了)

(請註明︰未必留意到活動，錯過報名；年老聾人報名不要限時，因不知電話如何報名；設立

WhatsApp群組，有興趣接收資訊的人入群組，有活動就由群組管理員發訊息)

請轉後頁-->A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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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填寫

(1) 職員服務態度 (1) 47% 25% 25% 0% 0% 1% 2%

(2) 班 / 組 導師服務態度 (2) 44% 23% 25% 0% 0% 4% 4%

(3) 對職員表現的其他意見： (3) 沒有︰ 94% 有： 6%

(4) 對班 / 組 導師表現的其他意見： (4) 沒有︰ 95% 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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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教育性，例如：

       可  多項 (2) 49% 康樂性，例如：

(3) 27% 服務性，例如：

(4) 43% 運動類，例如：

(5) 31% 資訊類，例如：

(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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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12% 8% 9% 25% 18%

下午 20% 23% 23% 21% 22% 48% 17%

晚上 9% 8% 11% 7% 18% 22% 8%

(八) 你希望活動安排在什麼地點舉行？ (1)  中心內︰78% (2) 市區︰ 24%

       可  多項

(3) 郊外： 36% (4) 其他︰ 8%

(九) 你喜歡哪個報名方式？ (1) 抽籤︰ 25% (2) 先到先得︰ 66%

(3) 其他： 9% 請註明︰

(十) 你最高可接受哪個收費範圍的活動？ (1) $50至100︰ 51% (2)  $101至$150︰ 25% (5) 無填寫： 6%

(3) 14% (4) $201或以上︰ 4%

(十一) 你通常出席活動的情況是怎樣？ (1) 自己出席︰ 53% (2) 與家人同行︰ 16%

(3) 與朋友同行︰ 31% (4) 其他： 0%

(十二) 你可以參加中心活動的平均頻率？ (1) 一星期一次︰ 29% (2) 一星期多於一次︰ 10%

(3) 一個月一次︰ 23% (4) 一個月多於一次︰ 18%

(5)  數個月一次︰ 5% (6) 一年一次︰ 5%

(7) 一年多於一次︰ 5% (8) 其他： 5%

(十三) 你對於中心的16個服務質素標準有沒有意見？ 沒有︰ 96% 有： 4% 無填 0%

(請註明︰非常滿意、如果平時有Zoom課堂就好，或可再看錄影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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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填寫

27% 23% 25% 8% 9% 3% 1% 0%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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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1-30歲 4% 31-40歲 12% 41-50 歲 13% 51-60歲 20% 無填寫

61-70歲 38% 12% 1%

 2. 你是哪類會員？ 肢傷(輪椅) 8% 11% 聽障 66% 健全 14% 無填寫

義工 1% 0% 0%

 3. 你的性別是甚麼？ 男 33% 女 67% 無填寫

0%

例如：公園、休憩場、只供團體參與的地

方、郊野、消防局、郵局、離島

1) 現時多項活動要有照顧或陪同人士才可參加，認為身體能自顧者獨行應該可參加此類活動，加上家人都要工作。2) 活動受歡迎可重複做。

3) 報名方式可否多些電話接通。3) 下次問卷可網上。4) 出外探訪。5) 網上活動也可考慮錄影，讓有興趣的人補看，甚至可以收費，讓他們在一個月內重看

幾多次都得。6) 我覺得活動如果和教會有關也不錯，教會也有福音事工。7) 如果活動期間可以拍片和相片，事後製作短片或回顧片段，也讓參加者有所回

憶和方便下次宣傳。8) 又或者再做大點，可以上門服務 (如 team building, party,games)，也是一門推廣。

33% 藝術類，例如：
和諧粉彩、手工、畫畫、詩詞書畫、禪繞畫、數字畫、水墨畫班(肢傷)、舞蹈、

戲劇、音樂、油畫、攝影、拍攝短片。

迪士尼、日營、離島遊、手工藝、食品、旅遊、養生飲食、網上親子活動；照顧者 /

聽障會員的活動，多舉辦一次，公開讓所有會員能參加。

例如：展覽、下午茶、新界、九龍、

參觀、地鐵、社區會堂、香港、上水。

上網購物、參觀公共設施、Zoom。

義工、視像翻譯、家居清潔。

(請註明︰非常關心會員；改善有進步)

耕種、英文、裝修課程、成人用品、中文識字班、手語、防疫講座。

外出活動、外出欣賞表演項目、戶外活動、足球、籃球、親子活動、郊外旅行、

外展、射箭、交流。

伸展、球類、八段錦、太極、行山、新興運動、攀石、瑜珈、單車、

步行、跑步、羽毛球、乒乓球、外展、電競活動。

(請註明︰改善有進步；非常敬業！努力！)

(6)

其他，請列明﹕

~~ 謝謝你的寶貴意見 ~~

2021年12月修訂

肢傷(輔助器材)

例如：BBQ、迪士尼、離島、元朗、天水圍、大潭水務

文物徑、行山、旅行、郊野公園、長洲、大自然、博物

館

照常而家做法、不改變

$151至200︰

(請註明︰           )

(請註明︰           )

71歲或以上

9.



10.



報名日：25/5/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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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障會員報名電話：2495-0118

印有 圖案的活動，將提供予所有中心會員參與。

六公
月開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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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玩．合味道紀念館 P047-22/23

時間：上午10:00-下午3:30 地點：尖沙咀/秀茂坪

交通：復康巴 名額：16人

對象：肢障會員及其照顧者

收費：會員:$45/義工:免費(自費飲食)

內容：1)了解有關日清出前一丁即食麵及合味道杯麵的發展歷史，

同時參加工作坊，製作屬於自己的杯麵來留念。

2)於秀茂坪商場午膳及遊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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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酥製作 P06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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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中心會員 收費：$20

內容：1)蝴蝶酥是經典法式甜點，流行於歐洲的特色風味小吃，

蝴蝶酥因其狀似蝴蝶而得名。

2)介紹蝴蝶酥的製作材料、步驟及一起製作。

備註：中心復康巴接送點為九龍或葵青區，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負責職員：社工鄭美華姑娘

戶外候鳥拍攝分享 P056-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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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業餘攝影愛好者分享拍攝候鳥所須器材。

2)介紹候鳥出沒的季節及拍攝技巧。

3)分享如何捕捉其形態及構圖。

負責職員：陳國勇先生

馬賽克杯墊製作 P055-22/23

時間：晚上7:30-9:3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10人

對象：中心會員 收費：$15

內容：教大家用不同顏色的馬賽克小顆粒，砌成實用美觀的

杯墊，簡單易做。

負責職員：社工鍾裕聲先生

2022 年 6 月 4 日 (六)

2022 年 6 月 29 日 (三)

芬蘭木柱體驗 P050-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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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

內容：一款新興運動，來自芬蘭的投擲遊戲，近似保齡球與飛標

的玩法，是任何人皆適合的運動，講求策略、手眼協調與

力度拿捏！

備註：請穿著適合運動之衣物和鞋履。

負責職員：陳銘豪先生

2022 年 6 月 18 日 (六)

2022 年 6 月 18 日 (六)

酒精墨水畫體驗 P046-22/23

時間：晚上7:15-9:3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10人

對象：中心會員 收費：$20

內容：不用藝術天份，透過墨水的流動創作獨一無二的抽象畫。

備註：1)活動由導師Water Lee教授。

2)建議穿著深色或不怕弄髒之衣物。

負責職員：馮婉婷姑娘

2022 年 6 月 25 日 (六)

11.

健康資訊速遞 P057-22/23

時間：晚上8:30-9:30                    

地點：參加者使用Zoom參加，不需來中心

名額：15人

對象：聽障會員 收費：免費

內容：1)以手語介紹及分享健康資訊。

2)提升參加者對健康的關注。

負責職員：陳國勇先生

2022 年 6 月 10 日 (五)

2022 年 6 月 11 日 (六)

手語線上chat一番 (三) P058-22/23

時間：晚上8:00-9:30 

地點：參加者使用Zoom參加，不需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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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6 月 16 日 (四)



督印人 雷慧靈博士太平紳士
數量 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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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Time」─意思是屬於自己的，能夠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私人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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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障會員及其家人 / 照顧者一同找回「Me Ti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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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2022 下午2:30

P65-017-22/23 日式貴族點心 - 黑糖蕨餅

日期：24/6/2022 (星期五)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6人
收費：免費
對象：聽障會員、肢障會員及其家人 / 照顧者
內容：1.     蕨餅是日本古代皇家的貴族點心，口感軟糯細滑，

而且製作簡單，可加入不同口味如抹茶粉和黃豆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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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自備餐盒。
2.  「P65-018-22/23 芝士奶蓋香芒特飲」之參加者優先報

名。
負責職員：陳銘豪先生
圖片僅供參考及來源：https://the-humble-hostess.blogspot.com/

P65-018-22/23 芝士奶蓋香芒特飲

日期：24/6/2022 (星期五)

時間：上午11:45-下午1:0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6人
收費：$15

對象：聽障會員、肢障會員及其家人 / 照顧者
內容：1.     夏天要來了！很想來一杯消暑解渴的飲料？不用每

次都到街上購買，來試試沖調一杯合自己口味的特
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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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備高身有蓋杯 / 隨行杯。
負責職員：陳銘豪先生
圖片僅供參考及來源：https://mall.gotoxixi.com

P65-019-22/23 Oreo芝士凍餅

日期：10/6/2022 (星期五)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參加者使用Zoom參加，不需來中心
名額：6人
收費：$38 (1個6吋蛋糕)

對象：聽障會員、肢障會員及其家人 / 照顧者
內容：1.     Oreo餅和忌廉曲奇雪糕您可能食過，但將其製成

Oreo芝士凍餅有吃過嗎？一起來試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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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職員稍後會將Zoom的活動連結WhatsApp給成功報名
的參加者。

2.   材料包會安排運送給參加者。
負責職員：陳銘豪先生
圖片僅供參考及來源：https://food.ulifestyle.com.hk

P65-016-22/23 小食系列 - 泡泡薯片

日期：10/6/2022 (星期五)

時間：上午11:45-下午1:00

地點：參加者使用Zoom參加，不需來中心
名額：6人
收費：免費
對象：聽障會員、肢障會員及其家人 / 照顧者
內容：1.     來為大家介紹一個在家看電影食零食的好選擇，自

家製作也不用添加劑呢，吃得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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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職員稍後會將Zoom的活動連結WhatsApp給成功報名
的參加者。

2.   材料包會安排運送給參加者。
3.  「P65-019-22/23 Oreo芝士凍餅」之參加者優先報名。

負責職員：陳銘豪先生
圖片僅供參考及來源：https://dreamchefhome.com/

P65-020-22/23 藝術探索之旅(2)

日期：4/6、11/6、18/6、25/6、2/7、9/7/2022 (星期六，共6節)

時間：下午4:00-6:0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6人
收費：免費
對象：聽障會員、其家人/照顧者均可參加
內容：以視覺藝術、繪畫、拼貼等不同藝術元素，享受創作的

自由及樂趣，放鬆身心靈。讓我們一起踏上這段探索自
己的旅程！

備註：1.   導師：香港大學表達藝術治療碩士課程之實習學生。
2.   參加者不需有任何藝術經驗或技巧。

負責職員：社工張凱琳姑娘
圖片僅供參考及來源：https://www.photophoto.cn/tupian/yongbaoziji.html

P65-021-22/23 藝術自療室

日期：4/6、11/6、18/6、25/6、2/7、9/7/2022 (星期六，共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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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
對象：肢障會員、其家人/照顧者均可參加
內容：體驗視覺藝術、音樂、繪畫等不同藝術元素，發揮創意，

享受探索互動的樂趣，提升身心靈健康。
投入這空間，一同好好擁抱自己～

備註：1.   導師：香港大學表達藝術治療碩士課程之實習學生。
2.   參加者不需有任何藝術經驗或技巧。

負責職員：社工張凱琳姑娘
圖片僅供參考及來源：https://cn.dreamstime.com/e-r-o-image145101763

新小組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