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3 年 3月*

寄:

3月活動公開報名日：22/2/2023 下午2:30開始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路加福音 2：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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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肢障會員可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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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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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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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會員好！
中心有好消息和大家宣布！
由於香港房屋委員會在青衣青康路北進行公營房屋發展
計劃，並預計將在2023年清拆現時中心所在的長青社區
中心。
受影響所及，中心已獲通知可在青康路新落成的新大樓
內重置！
相信到時重置後的新中心設備會更現代化！
由於現時新大樓仍在建築中，有待相關部門公布遷入
安排，故此，敬請大家留意稍後再有的新中心消息！

先睹為快，我們看看新中心地盤現況的相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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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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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開放時間

政府優化膠袋收費計劃

•2022年12月31日開始，店舖每個膠袋收費最少$1。
•盛載冰凍或冷凍食品的膠袋，同樣收費。
•購買無包裝或不是完全放入包裝內的食品，膠袋免費，每宗交易1個免費膠袋。

•購買以非氣密包裝的餐飲外賣，膠袋免費，每宗交易1個免費膠袋。

•出外購物，最好自備購物袋，既可以節省金錢，又方便及環保。

資料及圖片來源：環境保護署 https://www.epd.gov.hk/epd/psb_charging/tc/introduction/index.html

社區資訊

https://www.epd.gov.hk/epd/psb_charging/tc/introduction/index.html


3.

招募賣旗義工！



《SQS  10 /04 申請退出服務程序》
• 申請退出活動

1. 只適用於香港境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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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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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報名後不可私自轉讓名額。

• 申請終止會籍

1. 如會籍期滿後未有續會，將當作自動退會辦理。

2. 會籍到期前退會，已交會費不會退回。

3. 會員如欲提早退會，可親臨中心或郵寄辦理退會手續。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工作天7) (工作天6) (工作天5)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公眾
假期 (工作天4) (工作天3) (工作天2) (工作天1)

活動日

服務質素標準介紹(SQS) / SQS 10 「申請和退出服務」

*工作天：不計算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4.

《SQS  10 /02 申請入會程序》

 有意入會者請填妥「會員申請 / 更改資料表格」(R02 / SQS 10 / 09)。

 獲中心批核後，申請人須繳交相關會費：

 會籍有效期為每年4月1日至翌年的3月31日，期滿後可申請續期。

 中心會發出有效的會員證；如有遺失，補領費用每張10元。

 若有違反中心規則，本會有權終止其會籍，已交會費將不獲退回。

＊ 上述會籍收費已包括 1 元中心會員證成本，敬請留意！

年期/會籍類別
肢體殘障 ∕
聽障會員

健全會員 義工會員

半年 (只適用於新會員)
(於1/10至31/12期間入會)

$11 $11 不適用

1年 $22* $22* $5

3年 $60 $60 $15

5年 $100 $100 $25

例子：原參加了星期六的活動，須在上星期三或之前，通知中心職員退出活動。



2023年-2024年 手語課程暨服務篇 時間表

 

手語初班 

暨服務篇 

日期：2023 年 4 月 19 日至 2023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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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21 日 

導師：馮婉婷 

手語高班 

暨服務篇 

日期：2023 年 4 月 12 日至 2023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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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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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班內容：手語翻譯員的守則、專題詞彙手語、手語及口語雙向翻譯練習、文章視譯及聽譯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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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想透過WhatsApp收取中心的特別資訊/推廣訊息？
為了加強與會員的資訊傳遞，中心將透過WhatsApp的「群發訊息」（廣播功能），將一些重要訊
息向會員發放。

一定要把中心手機號碼新增至「聯絡人」後，才能收到中心發出的訊息哦！

＜其他會員不會看到您的手機號碼，敬請放心！＞

1. 將手機鏡頭掃描以下二維碼（QR Code）：

2. 點按「新增至通訊錄」，完成！

路德會長青群康中心
6155 5649

聽障支援電話

路德會長青群康中心
6151 7463

肢障支援電話

* 如不想收取中心的群發訊息，亦可通知我們。



報名日：22/2/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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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活動

6.

2023 年 3 月 4 日 (六)

蒲台春日遊 P306-22/23

集合時間：上午9:00

集合地點：中環交易廣場6號巴士總站

時間：上午9:00-下午5:00           地點：赤柱、蒲台島

交通：自行到達集合地點 名額：30人

對象：聽障會員及義工

收費：免費(須自費膳食及交通費)

內容：1)參觀赤柱黃屋，欣賞小屋的特色。

2)乘搭渡輪往蒲台島，自費品嚐當地紫菜餐蛋麵。

3)途步南氹灣方向欣賞佛手岩、燈塔及遠眺南角咀。

備註：1)由於蒲台島須步行大約4小時，參加者請按個人能力參加。

2)參加者當日自備足夠糧食及行山杖。

3)參加者必須穿著波鞋及防曬用品。

負責職員：陳國勇先生

2023 年 3 月 18 日 (六)

2023 年 3 月 19 日 (日)

繞線曼陀羅 P283-22/23

時間：晚上7:30-9:0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12人

對象：中心會員 收費：$12

內容：選擇你喜歡的毛線顏色，編織出專屬自己的掛飾。

重複與專注的繞線過程，有助沈澱思緒，舒壓而療癒，

一起來試試吧！

備註：歡迎自備毛冷。

負責職員：馮婉婷姑娘

2023 年 3 月 11 日 (六)

芝脆熱狗卷 P314-22/23

時間：下午4:00-6:0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8人

對象：中心會員 收費：$25

內容：介紹鬆脆的熱狗酥卷製作材料、方法及一起製作。

備註：請自備餐盒。

負責職員：傅清華先生

同歡聚‧同慶祝39年 P309-22/23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中心 / Zoom視訊

交通：自行出席 / 參加者使用Zoom參加，不需來中心

名額：70人：現場出席 (15人)、Zoom (55人)

對象：中心會員 收費：免費

內容：1)不經不覺中心已成立39年了，大家成為了中心會員
又多少年呢？多謝各位會員及不同合作機構多年來
的參與及支持。雖然仍然未能與大家一起聚餐，但
會以Zoom視訊形式與大家一起慶祝中心這個大日子。

2)活動內容包括：回顧中心去年活動、工作匯報、遊戲、
抽獎等，大家不容錯過呀！

備註：1)中心稍後會將Zoom的活動連結WhatsApp給成功報名的
參加者。

2)因現場參加名額有限，故名額將優先給予不懂使用
Zoom / 上網數據有限的成功報名者參加。

3)成功報名者在活動當天確實參與才能獲得抽獎禮物，
而抽獎形式將以實名方式進行，敬請留意。

負責職員：社工鄭美華姑娘、社工鍾裕聲先生

2023 年 3 月 12 日 (日)

手語chat一番 (六十六) P305-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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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3 月 16 日 (四)

6.

芝麻煎堆 P30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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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內容：1)芝麻煎堆是粥店或茶樓裡的常見小食，可是要買到
新鮮和剛剛炸起的卻不容易，若自己學會製作後，
隨時也能吃到熱呼呼的煎堆呢！

2)分享製作技巧及步驟。
備註：請自備餐盒帶走作品。
負責職員：陳銘豪先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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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5/3、22/3、29/3/2023 (逢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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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定) 名額：7人
對象：肢障會員或其照顧者 堂數：4堂
收費：$25 (費用包括堂上使用的工具及材料，乾粉彩由中心借出在課堂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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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不同主題的作品

(包括杯墊、畫作配以藝術字、禪繞畫圖案等)

導師及負責職員：社工鄭美華姑娘
備註：

1. 報名日期：22/2/2023(星期三)下午 2:30開始。
2. 中心復康巴接送點為九龍或荃葵青區，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3. 報名先到先得，繳費作實，額滿即止。

P308-22/23

漫遊西貢 P315-22/23

時間：上午10:00-下午3:30        地點：西貢

交通：復康巴 名額：20人

對象：肢障會員及其照顧者 收費：會員$20/義工免費

內容：1)於將軍澳TKO Gateway自費午膳及遊覽。

2)遊覽西貢這個沿海小鎮，西貢有香港後花園之稱，風光

如畫，一直深受港人喜愛。趁假日特意到來放鬆身心，

忘掉平日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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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3 月 19 日 (日)

疫後調理有晴天 P307-22/23

時間：晚上8:00-晚上9:3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40人

對象：中心會員 收費：免費

內容：1)介紹確診「2019冠狀病毒」後常見的後遺症。

2)後遺症對日常生活的影響。

3)從中醫治療如何減少或紓緩該些症狀？

備註：講座由註冊中醫師林家揚先生分享。

負責職員：陳國勇先生

2023 年 3 月 25 日 (六)



督印人 雷慧靈博士太平紳士
數量 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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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障會員)  6151 7433 (聽障會員) 

金魚串串賀新年

動一動!健體操(2)

流體畫體驗

認識黃斑點病變講座

參觀環保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