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封面乃中心會員的作品

交 表 日：2023年12月1日(星期四) 晚上6:30-9:00 及

12月2日(星期五) 早上9:30-12:30及下午2:30-5:30

交表地點：上水廣場11樓19室

通訊地址：新界粉嶺雍盛苑雍華閣B翼地下(臨時通訊地址)

電郵地扯： rswln@caritassws.org.hk

中心網頁： http://rscwlnd.caritas.org.hk

查詢電話： 2278 1015 (活動查詢)

2278 1016 (服務查詢)

傳真號碼： 3590 9110

詳情請留意內頁

通通活活動動 訊訊
2023年1-3月



目 錄

社會福利署：2343 2255                                           明愛向晴軒：18288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389 222                           生命熱線：2382 000
醫院管理局精神健康熱線：2466 7350

緊急求助熱線

意見欄

明愛樂晴軒簡介
中心守則
會員資訊
活動報名須知
今季重要日期
Facebook及YouTube使用指南
網上報名活動安排
精神健康月
街展推廣
思健學院2023年1-3月課程
專屬天地－A.藝行者
專屬天地－B.動生活
專屬天地－C.新導遊
專屬天地－D.綠色部落
專屬天地－E.優勢綠洲
專屬天地－F.外出活動
G. 義工服務－樂．嶼．行
H. 家屬天地－家屬支援服務
I. 家屬天地－小家屬服務
J. 樂晴U-space
新青年蒲點
K.職業治療活動
L.「護」動資訊服務
M. 臨床心理學家服務
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JoyAge）
2023年1-3月活動總表
2023年1-3月時間表
職員動向
惡劣天氣下的活動安排
中心開放時間

2
3
3
4
5
6

7-8
9
10
11

12-13
14-15

16
17

18-23
24-26

27
28-29
30-32
33-34

35
36-37
38-40

40
41
42

43-48
49
50
50



明愛樂晴軒是一間主要為北區服務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為北區區內精
神病康復者、懷疑有精神問題的人士及他們的家人／照顧者處理因精神健康
狀況欠佳而引起的問題，並為地區人士提供一站式的社區支援及康復服務。

服務簡介/宗旨

・15歲或以上精神病康復者
・15歲或以上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但並未接受精神科服務的人士
・以上人士的家屬/照顧者
・受情緒及精神困擾家長之5－18歲子女（小家屬）
・受情緒困擾或關心精神健康的中學生
・有意進一步認識/關注精神健康的北區居民

服務對象

・家訪/外展探訪服務
・初步精神健康評估並轉介有需要的個案至醫管局接受臨床評估及精神科治療
・個案輔導工作
・舉辦治療及支援小組工作
・舉辦多元化社交及康樂活動
・提供職業治療評估及訓練服務
・家屬支援服務
・舉辦教育性活動加強社區人士對精神健康的認識
・為不同人士舉辦精神健康相關的培訓課程，如精神健康急救課程

服務範圍

中心收取轉介後由中心主任分派工作員跟進

工作員與服務使用者進行會面及評估，
並決定以會員或個案形式接受中心的服務

1. 自行申請服務
2. 由醫生、社工、輔助醫療人員轉介

申請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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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員/非會員於中心範圍內禁止吸煙及飲用含酒精成份飲品(包括啤酒)。

2. 會員/非會員在參與中心服務期間應保障其他人的私隱，不得在未經當事人同
    意下傾談及發放他人個人私隱資料。

3. 會員/非會員請小心保管個人財物，如有損失中心恕不負責。

4. 會員/非會員請保持地方清潔；不可隨地亂抛垃圾或隨地吐痰。

5. 會員/非會員不能送贈金錢或禮品給工作人員。

6. 會員/非會員進入中心範圍內禁止向他人借錢及售賣物品。

7. 會員/非會員請勿攜帶危險物品(包括利器、易燃物品等)進入中心範圍，以保
    障他人人身安全。

8. 會員/非會員在參與中心小組/活動期間如身體不適，要中途離隊，須立刻通知
    工作人員。

9. 會員/非會員嚴禁在中心範圍內作出不合理行為(包括：拍照、吵架、賭博、
    粗言穢語⋯等)，以至影響小組/活動推行，如經工作人員勸告無效，本中心有
    權終止會員/非會員參與該次或其後的小組/活動資格。

服務質素標準SQS介紹
制訂｢服務質素標準」的目的為確保服務質素，讓服務使用者能夠得到更佳的服
務。上季通訊為大家介紹了SQS 5及6，今期繼續介紹SQS 7及8。

標準7：服務單位實施政策及程序以確保有效的財政管理。

7.1 優質服務單位備有制訂及確認財政預算的程序。
7.2 服務單位備有管理財政資源及監察財政表現的政策及程序。
7.3 服務單位備有程序以定期研究提高經濟效益或抑制成本的機會。

標準8：服務單位遵守一切有關的法律責任。

8.1 服務單位知悉所有監察其運作及服務提供的法例(包括衛生，安全方面的法
     例)。
8.2 服務單位備有監察程序以確保單位遵守有關的法例，及於需要時徵詢法律人
     士的意見。

會員資訊

中心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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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指定小組/活動外，中心小組/活動均以抽籤形式進行。

2.     由於交表日工作較繁忙，交表日不接受新會員（包括照顧者會員）登記及申請，有需要人

        需要待中心的社工進行評估，並確認會員的身份後才可報名參加本中心舉行的活動。

3.     活動報名

        ●       會員必須先填妥通訊內的活動報名表並簽署作實，並於指定時段內到中心遞交報名表

                   格。所有沒有簽名的表格，中心將不作處理。

        ●       如有需要，會員可自行影印報名表格。

        ●       如因個別原因未能親臨本中心遞表，可請親友代為遞交表格。

        ●       會員可於接受電話報名日起，致電2278 1015報名，每人限以電話報兩個非收費活動。

                   經電話報名之會員，凡報每季第一個月之小組/活動（即1月、4月、7月及10月），即

                   列為後備。

        ●       會員每月最多只可選報五個抽籤活動，否則該月份的抽籤活動將全部列入後備名單。

4.     公佈

        ●       本中心會於抽籤結果公佈日後一星期內致電通知中籤會員，如會員於公佈日一星期後

                 仍未獲通知，則表示活動未能抽中，本中心恕不另行通知。

        ●       如未能成功直接聯繫中籤會員，工作員會嘗試留言通知，中籤會員須回覆本中心知悉

                 中籤結果，如收費日後仍未接獲回覆或繳費，其活動資格將被取消，名額將由後備名

                   單補上。

5.     收費日

        ●       被抽中之會員，需於指定時段到中心繳交所需活動費用，如未能出席，可由親友代為

                 繳交。

        ●       會員繳交款項時，請即時當面點算清楚。

        ●        中心恕不處理任何會員間之金錢糾紛。

6.     缺席安排 

        ●       如果會員成功報名單次節數活動/外出活動後未能出席活動，必須於活動前通知職員，

                   否則下一季所有單次節數活動/外出活動張被列入後備名單。

        ●       如會員成功報名連續性活動（小組）後，缺席第一節而未有事前通知職員，該會員將

                 被視作退出活動，相關收費將不獲退還（如有），職員將安排後備名單的會員補上。

7.     所有收費小組/活動一經繳費，所有費用恕不退回 （因天雨關係或特別情況取消活動除外）。

8.     如參加者於小組/活動開始後才報名加入，必須繳交小組/活動全費。

9.     非於本中心內進行之活動【包括: 戶外活動、借用場地】，職員會於活動前3個工作天內致電

        通知參加者有關集合時間及活動需知。各參加者請準時出席活動，逾時而事前未有通知職員

         ，恕不等候。

10.   有關活動的詳細內容及報名細則，以中心最後公佈為準，中心亦會保留隨時修改任何活動細

        則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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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重要日期
本季親身交表日

日期 時間 地點

上水廣場1119室
上午9:30-12:30及下午2:30-5:30

晚上6:30-9:00

12月2日 (五)

12月1日 (四)

電話報名

1月小組/活動 2月小組/活動 3月小組/活動

不適用 30/12/2022 (五) 31/1/2023 (二)

8/12/2022 (四)

截止報名日期

每人限報兩個非收費活動，1月活動將自動列入後備名單備註

2278 1015報名熱線

接受報名日期

註：本中心鼓勵未能親臨交表日者可邀請親友代交已簽署的報名表

公開抽籤日期

日期 時間 地點

上水廣場1119室上午9:30-10:004/1/2023 (三)

2/2/2023 (四)

8/12/2022 (四)

註：只進行所有外出活動抽籤

1月小組/活動 2月小組/活動 3月小組/活動

15/12/2022 (四)
下午2:30 -5:00

12/1/2023 (四)
下午2:30 -5:00

16/2/2023 (四)
下午2:30 -5:00

9/12/2022 (五) 5/1/2023 (四) 8/2/2023 (二)

收費日

公佈日

公佈日及收費日

註:（1） 所有收費日於上水廣場1119室進行；

    （2） 中籤者將於公佈日一星期內獲通知； 

    （3） 外出活動中籤名單於每月公佈日3個工作天內上載到中心Facebook網頁。

今季重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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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與YouTube，相信大家並不陌生。但你知道嗎？明愛樂晴軒都有自己的
Facebook專頁和YouTube頻道！今次就再為大家介紹本中心的Facebook專頁和
YouTube頻道，以及其搜尋方法！

Facebook與YouTube，相信大家並不陌生。但你知道嗎？明愛樂晴軒都有自己的
Facebook專頁和YouTube頻道！今次就再為大家介紹本中心的Facebook專頁和
YouTube頻道，以及其搜尋方法！

1
登入Facebook後，可於
搜尋欄中輸入「明愛樂晴軒」

3
本中心Facebook專頁以發佈資訊為主，同時會有直播和影片分享

2
搜尋成功後，誠邀大家讚好本
中心專頁，以追蹤最新資訊

Facebook篇

Youtube篇

Facebook及YouTube
使用指南

Facebook及YouTube
使用指南

1
進入Youtube主頁後，可於
搜尋欄中輸入「明愛樂晴軒」

3
本中心Youtube頻道以發佈影片為主，有不同種類影片供大家觀賞

2
搜尋成功後，誠邀大家訂閱本
中心頻道，以追蹤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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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季除親身交表日外，將試行網上報名活動，提供多一個選擇予會員，以推動
大家參加中心活動，以及減省大家親身遞交活動報名表時需要輪候之時間。
今季除親身交表日外，將試行網上報名活動，提供多一個選擇予會員，以推動
大家參加中心活動，以及減省大家親身遞交活動報名表時需要輪候之時間。

1
掃 描 本
季 活 動
的 二 維
碼 ( Q R 
code)。

2
進入此頁面，按下繼續。

3
閱讀報名須知後，按下繼續。

4
閱讀個人資料收
集聲明，同意其
細則後請剔同意
的方格，再按下
繼續。

5
填寫中文姓名、聯絡電話、
個案經理，以及擇選自己屬
於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
，抑或是非會員。

網上報名報名指南網上報名報名指南

由即日起就可以用Google Form報名2023年1
至3月活動啦! 每月最多可以報5個抽籤活動。

網上活動係點樣安排? 

咁我可以點做?

邀請你睇吓下面嘅網上報名活動指南! 

   上報名安排網上報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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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報名期限：由即日起至2/12/2022（五） 下午5:30為止

6
可透過連結瀏
覽中心網頁上
的本季通訊，
剔下自己想報
名的活動。

*請緊記每月最
多可報名5個抽
籤活動，另外
本季最多可以
報名3個外出活
動。

7
填寫是否同意本中心使用
智能手機作發放中心活動
資訊之用、會否有興趣參
與中心街展推廣、「樂齡
友里」計劃、以及認知評
估。

8 
請選擇由下季起會自行上
網瀏覽通訊或繼續收取通
訊，亦可填寫意見欄。

9
填寫是否認識使用
Zoom、是否需要
Zoom 的使用教學，
及是否有足夠的設
備使用Zoom。
最後，按下「提交
」的方格。

10
提交表單後
，看見此頁
面就代表成
功完成網上
報名!

提提大家，每名會員報名活動時
只可以提交一次Google Form
，如多於一次提交表單，將不受
理。提交表單後，所有報名均以
抽籤形式處理，非先到先得。另
外，此表單不能報名思健學院的
課程。謝謝!

如 有 任 何 查 詢 ， 歡 迎 致 電     
2278 1015與職員聯絡。

網上報名連結☟
簡短網址:
https:/ / forms.gle/UE7yC39VG9qCfd9Z7

   上報名安排網上報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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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連結
Reconnect
重新連結
Reconnect

022精神健康月2022精神健康月

讓我們以不同方式增加連繫，關愛身邊人、互助陪伴、並身體
力行，一同參與各種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動，提升精神健康。
日　　期：2023年1月7日(星期六)
時　　間：上午11:00(待定)
地　　點：九龍觀塘翠屏道3號一樓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禮堂
活動內容：

・  精神健康工作坊
・  「智fit精神健康計劃2022」得獎作品展覽
・  互動攝影攤位
・  表演、計劃回顧及嘉許
查詢詳情

電　　話：35798015(社工戴姑娘或阮生生)
電　　郵：mhmmentalhealthmont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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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向社區人士推廣精神健康的重要性，及讓更多人認識本中心
的服務，我們一直主動走進北區的不同地點，擺設街展宣傳。

在過去的日子，我們曾到上水、粉嶺跟來自不同屋邨的街坊見
面打氣，聽到一些街坊面對疫情及生活上的大小事，也有一定
的壓力，同時也需要健康地抒發情緒的出口。近期，部分新屋
邨及屋苑陸續落成，居民也相繼入伙，我們亦會繼續向北區街
坊傳遞關心，並鼓勵大家平日多留意自己及身邊人士的身心健
康。最後，歡迎有需要的人士致電中心熱線2278 1016與我們
當值職員傾談。期待下次在街站上與您相遇！

剛過去的一季，我們走進了皇后山邨，
擺設街展及舉辦工作坊，與新入伙居民
一邊玩，一邊認識精神健康。 

街展推廣   展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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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至3月課程

2023年1月課程日誌

香薰蠟燭

鎅水仙

輕輕手作

課程名稱 範疇

保持
身心康泰

2023年1月3日及1月10日
(星期二)

2023年1月5日
(星期四)

2023年1月6日、1月13日、
1月20日及1月27日(星期五)

上午
10:00-12:00

下午
3:00-6:00

上午
10:00-12:00

香港宣教會
恩霖社區服務中心

上水廣場
1119室

上水廣場
1119室

4

3

8

保持
身心康泰

復元

2023年3月課程日誌

正念與
身體放鬆

製作擴香石+
香薰治療

斷捨離

復元 2023年3月2日、3月9日、
3月16日及3月23日(星期四)

2023年3月3日、3月10日、
3月17日及3月24日(星期五)

2023年3月7日及3月14日
(星期三)

下午
7:00-9:00

上午
10:30-12:30

下午
2:30-4:30

上水廣場1119室

香港宣教會
恩霖社區服務中心(暫定)

上水廣場
1119室

8

8

4

自我倡導

建立生活

2023年2月課程日誌

靜心慢活

永生花環+
紙壓花燈籠

戳出好心情

家屬/ 
照顧者支援

2023年2月1日、2月8日、
2月15日及2月22日(星期三)

2023年2月1日、2月8日、
2月15日及2月22日(星期三)

2023年2月2日、2月9日、2月16日、
2月23日、3月2日及 3月9日(星期四)

上午
10:00-12:00

下午
3:00-5:00

上午
10:30-12:30

香港宣教會
恩霖社區服務中心

上水廣場
1119室

香港宣教會
恩霖社區服務中心

8

8

12

保持
身心康泰

復元

紙碟創作
的心思

環保手工

2023年2月3日、2月10日、
2月17日及2月24日(星期五)

2023年2月7日、2月14日、
2月21日及2月28日(星期二)

上午
10:00-12:00

下午
2:30-4:30

上水廣場
1119室

上水廣場
1119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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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倡導

建立生活

日期 時間 地點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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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天地

藝行者 A

抽籤
黑紙藝術體驗館A.1
將彩色放在神秘的黑紙上，除了呈現出獨特的美學風格，還可以
減壓及治療心靈。

日　　期： 2023年1月9、16、30、2月6及13日(逢星期一，共五節)
時　　間： 上午11:30 - 下午1:0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8位 
費　　用： $10
負責職員： 王溢程姑娘
備　　註： 如受疫情影響，活動將改於ZOOM舉行

抽籤
飾物編編編A.2
編織既舒壓又可以提升專注力。利用不同的方法，編出各式各樣的
手繩及吊飾。既可以自用，亦可以當小禮物送人。

日　　期： 2023年1月9(一）、16(一)、27(五)及30日(一)(共四節)
時　　間： 下午2:30 - 下午4:00(一)、下午4:00 - 下午5:30(五)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8位
費　　用： $10
負責職員： 羅穎童姑娘
備　　註： 如受疫情影響，活動將以ZOOM進行。

抽籤
藝．花園A.3
立春時節，春暖花開。透過摺紙、手工製作不會凋謝的美麗花朵，在
春天送上暖暖的祝福。

日　　期： 2023年2月7、14、21及28日(逢星期二，共四節)
時　　間： 上午10:00 - 上午11:3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8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張家穎姑娘
備　　註： 如受疫情影響，活動將改於ZOOM舉行

如受疫情影響，個別活動將以ZOOM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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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天地

藝行者A

抽籤
手繪藝術字A.4
繪畫藝術字可以打破一般字型的規則，改變文字造型與大小，盡情
發揮個人創意去設計充滿獨特風格的藝術字。

日　　期： 2023年3月8、15、22及29日(逢星期三)
時　　間： 下午2:30 - 下午4:0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8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張家穎姑娘
備　　註： 如受疫情影響，活動將改於ZOOM舉行

抽籤
黃昏電影院A.5
讓電影帶我們遊歷世界、展開回憶的旅程。

日　　期： 2023年3月7、14、21、28日(逢星期二，共四節)
時　　間：  下午5:00 - 下午7:0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10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王溢程姑娘

抽籤
Friday Coffee! A.6
讓我們一邊手沖咖啡、一邊認識世界各地的咖啡文化，好好享受
Happy Friday。

日　　期： 2023年3月3、10、17、24及31日(逢星期五，共五節)
時　　間： 上午10:30 - 中午12:0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8位 
費　　用： $10
負責職員： 王溢程姑娘
備　　註： 如受疫情影響，活動將取消

如受疫情影響，個別活動將以ZOOM舉行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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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天地

動生活B

抽籤
輕鬆練瑜伽B.1
透過學習瑜伽式子，有助調整身體姿態，保持身心健康。過程中
配合呼吸協調，舒緩緊張情緒，達致內心平靜。

日　　期： 2023年1月5、12及19日，2月2、9及16日
                   (逢星期四，共六節)
時　　間： 下午4:00 - 下午5:00
地　　點： 上水保榮路體育館1樓活動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12名
費　　用： $60
導　　師： 麥翠霞女士
負責職員： 張家穎姑娘
備　　註： 1. 請參加者穿著輕便服裝，及自備毛巾。

2. 瑜伽墊由體育館提供，無需自備。
3. 因應「疫苗通行證」的安排，所有進入體育館的人士，  
   均須出示新冠疫苗接種記錄，獲豁免情況除外。

抽籤
羽眾同樂B.2
以開心輕鬆的心情享受羽毛球活動的樂趣，歡迎大家參加，一起
同樂。

日　　期： 2023年2月7、14、21、28日，3月7及14日
                   (逢星期二，共六節)
時　　間： 上午11:00 - 下午1:00
地　　點： 上水保榮路體育館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12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羅穎童姑娘
備　　註： 1. 請參加者穿著輕便服裝及自備飲用水。

2. 因應「疫苗通行證」的安排，所有進入體育館的人士，
   均須出示新冠疫苗接種記錄，獲豁免情況除外。

3. 因應疫情安排，活動有可能會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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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天地

動生活B

抽籤
乒乓球研習B.3
乒乓球不但可以鍛鍊身體的協調和靈敏度，更可以活動全身的肌肉。
歡迎大家來感受乒乓球帶來的樂趣。
日　　期： 2023年2月22日，3月1、8、15、22及29日(逢星期三，共六節)
時　　間： 上午11：00 - 下午1：00
地　　點： 粉嶺聯和墟體育館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12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羅穎童姑娘
備　　註： 1. 請參加者穿著輕便服裝及自備飲用水。

2. 因應「疫苗通行證」的安排，所有進入體育館的人士，均須
   出示新冠疫苗接種記錄，獲豁免情況除外。
3. 因應疫情安排，活動有可能會取消。

抽籤
輕鬆健身操B.4
健身操動作簡單、易學，隨著節奏鮮明的音樂一起跳動，可以緩解壓力
又可以燃燒脂肪。
日　　期： 2023年3月2、9、16及23日(逢星期四，共四節)
時　　間： 下午4:00 - 下午5:00
地　　點： 上水保榮路體育館1樓活動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8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張家穎姑娘
備　　註： 1. 請參加者穿著輕便服裝及自備飲用水。

2. 因應「疫苗通行證」的安排，所有進入體育館的人士，均須
   出示新冠疫苗接種記錄，獲豁免情況除外。

抽籤
Let’s PopB.5
讓我們輕鬆跳出時下最流行的音樂及舞步！
日　　期： 2023年2月1、8 、15及22日(星期三，共四節)
時　　間： 上午10:30 - 中午12:00
地　　點： 北區社區中心30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8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王溢程姑娘
備　　註： 1. 請參加者穿著輕便服裝及自備飲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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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天地

新導遊C

需甄選需甄選

樂晴軒「新」導遊是為新加入的會員，以及長時間未有參加

中心活動的會員而設，藉此認識中心的服務，和體驗不同的興趣活動。

簡介及活動體驗 A 簡介及活動體驗 B

1.簡介中心服務、活動及報名程序。

2.小手工/藝術創作體驗

2023年1月17日(星期二) 2023年2月14日(星期二)

上午10:00 - 下午12:30 下午2:30 - 下午5:00

新加入之會員及2022年未曾參加中心活動的會員

全免

王溢程姑娘、張家穎姑娘、羅穎童姑娘

因應疫情安排，活動有可能改以ZOOM進行。

上水廣場1119室

內　　容：

日　　期：

時　　間：

對　　象：

費　　用：

負責職員：

備　　註：

地　　點：

樂晴軒新導遊C.1

16



綠色兵團
「綠色兵團」，希望藉綠色生活改善每個人的生活質素，透過探索大自然環境、種植盆栽植
物、D.I.Y.製作環保手作、認識社區中的綠色資源等，從中互相分享、互相支持、交流綠色
生活的智慧及經驗。熱愛大自然與綠色生活的您，或想結識志同道合的綠色好友，歡迎成為
「綠色兵團」的一份子，一同來探索及實踐綠色生活的可能！關於環保、綠色、減廢的概
念，知道地球暖化和已被垃圾淹沒，但卻總是沒有決心去好好實踐對地球友善的生活方式。
這個研習班旨在讓大家以小組方式，互相交流和激勵，踏實地嘗試落實環保生活。

回顧：
過去季度在疫情下都能順利進
行，有賴大家配合、提出不同意
見及投入參與，請大家繼續支持
綠色兵團及委員會!

綠色兵團發展委員會 - 快訊
多謝各位委員至在上年度的投入參與和付出！期望本年度的綠委員再見到你們，繼續鼓勵新
委員加入

綠色兵團發展委會 - 招募D.1
需甄選需甄選

新一年1至3月的季度，又來到招募新一屆綠委會委員的
時候啦！如果你玩過綠色兵團的活動，又想嘗試為中心會
員設計活動，綠委會這個大家庭就最適合你啦！
參加條件：

1. 現任委員 / 於2022年內參加最少1次綠色兵團活動
2. 想嘗試為中心會員設計活動
3. 有意了解 / 學習綠色生活

費　　用：全免
名　　額：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20位
負責職員：王路恒先生、何燕韻姑娘
備　　註：如受疫情影響，活動將改為其他ZOOM活動

1至3月
綠委會會議排程

日 期

2023年1月13日、
2月10日及3月17日(星期五)

時 間

下午2:30 - 下午4:00

3月11日為活動日，
詳情將在綠委員會宣佈

專屬天地

綠色部落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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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天地

優勢綠洲 E

抽籤
網絡安全E.3
網絡世界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如何安全地使用網絡成為
一個重要的課題。歡迎一起分享及認識網絡的世界。

日　　期： 2023年1月4(三)、11(三)、18(三)及27(五)日(共四節)
時　　間： 下午2:30 - 下午3:3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8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羅穎童姑娘
備　　註： 如受疫情影響，活動將以ZOOM進行

抽籤
愛笑俱樂部E.2

「笑出開心、笑出健康」，大笑瑜伽始創於印度孟買家庭科醫生
Dr. Kateria，是結合大笑動作、腹式呼吸和簡單的瑜伽伸展動作
而成的一種運動，老少咸宜，簡單易學。現時全球有100多個國家，
超過6000多個大笑俱樂部。現誠意邀請各位有興趣成為愛笑瑜伽
大使的你，一起向地區人士推廣這項令身心健康的活動。

日　　期： 2023年1月3日、2月7日及3月7日(星期二)
時　　間：下午2:30 - 下午4:00
地　　點：北區社區中心309室(待定)
名　　額：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20位
費　　用：全免
負責職員：司徒卓怡姑娘、鄭婉嫦姑娘
備　　註：因應「疫苗通行證」的安排，所有進入社區中心的人士，
                  均須出示新冠疫苗接種記錄，獲豁免情況除外。

抽籤
智能手機應用班E.1
學習智能手機的基本功能：新增聯絡人、調教手機屏幕、設定提示
等，一起認識不同的應用程式令生活更方便，學習使用社交媒體來
增添生活趣味。

日　　期： 2023年1月3、10、17及31日(逢星期二，共四節)
時　　間：下午3:00 - 下午4:30 
地　　點：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8位
費　　用：全免
負責職員：張家穎姑娘

如受疫情影響，個別活動將以ZOOM舉行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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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天地

優勢綠洲E

非抽籤非抽籤
探索演出之旅E.4
是次小組，讓我們圍讀不一樣的劇本，一起互相交流、分析角色。
透過劇場遊戲、輕鬆排練，令大家可以感受舞台藝術的多樣性和組內
小型演出的樂趣！ 

日　　期： 2023年1月9、19、30及2月6、13、24及27日(共8節)
時　　間： 上午10:30 - 中午12:00
地　　點： 北區社區中心309室 /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12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王溢程姑娘、鄭康健先生、徐雪盈姑娘

需甄選需甄選
性/別列車 - 敘事實踐小組E.5
假如我們的生命像一部列車，人生是一段旅程，旅程中列車會途經
不同車站，我們的列車路線各有不同，但也有相似，相同當中或許
與社會性別(Gender)有所連繫。小組將透過體驗活動認識社會性別
(Gender)概念，並運用敘事實踐之集體隱喻手法 - 生命列車(Train 
of Life)，一同駕駛自己的列車，細看沿途人和事，發掘未曾留意的
風景，和想像未來希望前往的方向。

日　　期： 2023年1月4、11、18日、2月1、8、15、22日及3月1日
                       (逢星期三，共八節)(1月11日活動時間為下午12:00 - 下午1:30)

時　　間： 上午11:30 - 下午1:0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8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周偉源先生

如受疫情影響，個別活動將以ZOOM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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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天地

優勢綠洲 E

抽籤
簡單學速成E.8
速成是現今其中一種常見的輸入法，不論在電腦或智能手機上亦
有機會用到。是次小組教授大家速成輸入法的字型及取碼。

日　　期：2023年2月1、8、15及22日(逢星期三，共四節)
時　　間：上午10:00 - 上午11:30
地　　點：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8位
費　　用：全免
負責職員：張家穎姑娘
備　　註：如受疫情影響，活動有可能會取消。

需甄選需甄選
尋找快樂大步走E.7
我們在生命裡尋找快樂而有意義，透過正向心理學引申出來的
七種快樂訊息，讓我們一同去探索屬於自己的「快樂」意義。

日　　期： 2023年1月31日，2月7、14、21日、28日及3月7日
                  (逢星期二，共六節)
時　　間：下午5:00 - 下午6:30
地　　點：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8位
費　　用：全免
負責職員：何燕韻姑娘

需甄選需甄選
好好說話E.6
溝通是一門學問。不同的態度、語氣、字語都會令對方有不同的
理解。透過非暴力溝通去學習四個溝通要素 - 觀察、感受、需要和
請求，與他人好好說話，表達自己，聆聽他人，進行正面的溝通模式。

日　　期： 2023年1月9、16、30日及2月6、13、20、27日及3月7日
                   (逢星期一，共八節)(*3月7日活動為星期二)
時　　間： 上午10:00 - 上午11:3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待定)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8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鄭婉嫦姑娘

如受疫情影響，個別活動將以ZOOM舉行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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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天地

優勢綠洲E

抽籤
上午の健腦魔力橋E.9
魔力橋是全球三大最暢銷家庭遊戲之一，有「以色列麻雀」之稱，
能鍛鍊邏輯思維，並可預防認知障礙症。

日　　期：2023年2月2、9、16、23日及3月2日(逢星期四，共五節)
時　　間：上午11:00 - 下午12:30
地　　點：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8位
費　　用：全免
負責職員：王溢程姑娘
備　　註：如受疫情影響，活動有可能會取消。

抽籤
B612夜靜閱讀室E.11
分享經典的法國文學，穿梭沙漠、玫瑰園；結識狐狸、飛行員，
重拾童心。

日　　期： 2023年2月7、14、21及28日(逢星期二，共四節)
時　　間： 晚上7:00 - 晚上8:0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10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王溢程姑娘

需甄選需甄選
做自己的情緒教練E.10
生活中，情緒時時刻刻都與我們同在，有時候情緒的出現，讓我們
更了解自己的需要和期望，人與人之間的連繫也來得更緊密和真實。
透過這個小組，讓我們一起認識情緒，帶著開放的心去探索情緒如何
讓生活變得更精彩。

日　　期：2023年2月2、9、16、23日(逢星期四，共四節)
時　　間：晚上7:30 - 晚上9:00
地　　點：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8名　
費　　用：全免
負責職員：連欣俊先生　

如受疫情影響，個別活動將以ZOOM舉行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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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天地

優勢綠洲 E

抽籤
桌遊樂E.12
桌上遊戲不但可以結識朋友，更可以訓練反應、邏輯、推理及記憶
等能力，一起來感受桌上遊戲帶來的樂趣。

日　　期：2023年2月3、10、17及24日(逢星期五，共四節)
時　　間：下午2:30 - 下午4:00
地　　點：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8位
費　　用：全免
負責職員：羅穎童姑娘
備　　註：如受疫情影響，活動有可能會取消。

抽籤
輕鬆聽音樂E.14
一同進入音樂的世界，以輕鬆的心情分享及聆聽音樂，放鬆一天
的疲勞。

日　　期： 2023年3月2、9、16及23日(逢星期四，共四節)
時　　間： 下午5:30 - 下午6:3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8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羅穎童姑娘
備　　註： 如受疫情影響，活動將以ZOOM進行。

非抽籤非抽籤
閒情小聚E.13
透過定期聚會，收集服務使用者的意見、簡介新一季活動和了解
服務質標準。

日　　期： 2023年2月16日(星期四)
時　　間： 下午2:30 - 下午4:0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 Zoom(待定)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20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鄭婉嫦姑娘、何燕韻姑娘
備　　註： 有需要時，此活動會改由Zoom形式進行。

如受疫情影響，個別活動將以ZOOM舉行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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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天地

優勢綠洲E

抽籤非抽籤非抽籤
會員大會E.16
各位樂晴軒的會員，一年一度的樂晴軒會員大會將於二零二三年三月
舉行！藉著一年一度的會員大會，讓大家聚首一堂，作彼此交流的平
台，共同建立「樂晴是一家」的和諧關係。中心的服務之所以能夠不
斷向前發展，實在有賴各會員的參與及支持，希望大家踴躍參與！

日　　期： 2022年3月16日(星期四)
時　　間： 上午10:30 - 中午12:30
地　　點： 祥華社區會堂
對　　象： 中心會員及有興趣的會員家屬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司徒姑娘
內　　容： 1. 讓會員了解中心服務的情況及未來發展方向

2. 聆聽及收集會員對中心服務的意見 
3. 會員作品展覽

抽籤抽籤
終身美麗化妝班E.15
在導師的指導下，了解簡單的護膚程序及學習基礎化妝技巧，互相
分享化妝的樂趣，提升個人魅力，學會終身受用的技能。

日　　期： 2023年3月6、13、20及27日(逢星期一，共四節)
時　　間： 上午10:00 - 上午11:3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8位 
費　　用： $20
導　　師： 吳雪琴女士
負責職員： 張家穎姑娘
備　　註： 請參加者自備化妝用品及工具。

如受疫情影響，活動將改於ZOOM舉行

如受疫情影響，個別活動將以ZOOM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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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籤
6選3
抽籤
6選3

小夏威夷徑之旅F.1
位於將軍澳的小夏威夷徑絕對是新手行山的好選擇，沿途可以欣賞
石澗、溪流及瀑布等大自然景色，更有不少「打卡」點！在漫步大
自然後，我們會一同到具備中國古代色彩的坑口文曲里公園，園內
的設施皆富有古代庭園設計，你又怎能錯過呢！

日　　期： 2023年1月9日(星期一)
時　　間： 上午9:30 - 下午5:00
集合地點： 上水廣場大電視
地　　點： 將軍澳小夏威夷徑、坑口文曲里公園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6名 
費　　用： 全免(需自備午膳及來回交通的費用)
負責職員： 林頌君姑娘、張家穎姑娘
備　　註： 1. 請參加者自備水、防曬、防蚊用品及穿着輕便裝束

2. 路程中有部分為上落斜波，參加者需評估自己能力

抽籤
6選3
抽籤
6選3
抽籤
6選3

暢遊古洞水塘F.2
古洞水塘是一條輕鬆的郊遊路線，亦有著名的「港版心形湖」
可以打卡留念。讓我們一起接觸大自然，好好放鬆身心。

日　　期： 2023年1月10日(星期二)
時　　間： 上午10:00 - 下午13:00
集合地點： 上水廣場大電視
地　　點： 古洞水塘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6名 
費　　用： 全免(需自備來回交通費)
負責職員： 徐雪盈姑娘、王澤炎先生
備　　註： 1. 請參加者自備水、防曬、防蚊用品及穿着輕便裝束

2. 路程中有部分為上落斜波，參加者需評估自己能力

專屬天地

外出活動 F如受疫情影響，活動將會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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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天地

外出活動F

深水埗懷舊文青行 抽籤
6選3
抽籤
6選3

F.3
在古蹟林立的深水埗裡，與大家一同探索新潮、文青的一面，重新
發展深水埗這地方。

日　　期： 2023年2月2日(星期四)
集合時間： 下午1:00 - 下午5:00
集合地點： 上水廣場大電視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6名
                   (1至3月生日會員優先)
費　　用： 全免(需自備來回交通費)
負責職員： 羅穎童姑娘、王路恒先生
備　　註： 1. 請參加者自備水、防曬、防蚊用品及穿着輕便裝束。

2. 行程以步行為主，有部分上山路段，參加者需評估自己
    能力。

春色山系遊–大埔松仔園 抽籤
6選3
抽籤
6選3

F.4

位於大埔滘自然護理區，區內種有百多種樹木，稀有奇珍，極富
原始森林色彩。這裡有四色林徑及自然教育徑，道路平坦易行，
適合不同行山人士，認識森林的不同面貌和運作，感受森林的呼
吸，正藉一同郊遊迎接初春。

日　　期： 2023年2 月17日(星期五)
時　　間： 下午12:30 - 下午5:30 
集合地點： 上水廣場大電視
地　　點： 大埔松仔園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6名 
費　　用： 全免(需自備來回交通費)
負責職員： 鄭康健先生、何燕韻姑娘
備　　註： 1. 請參加者自備足夠水、防曬、防蚊用品及穿着輕便裝束

2. 由於活動以步行為主，需要衡量個人體力參與

如受疫情影響，活動將會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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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遊故宮博物館 抽籤
6選3
抽籤
6選3

F.5

在西九文化區漫遊至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一起參觀故宮博物院
及世界各地珍貴藏品，遊歷在歷史文化長河之中。

日　　期： 2023年3月15日(星期三)
時　　間：下午12:00 - 下午5:00
集合地點：上水廣場大電視
地　　點：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名　　額：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 
                  共6名 
費　　用：$50(需自備來回交通費)
負責職員：王溢程姑娘、王路恆先生

踏進新領域 - 大坑歷史遊蹤 抽籤
6選3
抽籤
6選3

F.6

這次活動會與大家一同參觀由虎豹別墅活化而成的虎豹樂圃，認識
它豐富的歷史意義及推廣音樂教育的使命。再到訪鄰近的勵德邨，
在全港首個以圓筒形設計的屋邨遊覽打卡，認識一下滿有歷史氣息
的大坑區。

日　　期：2023年3月7日(星期二)(待定)
時　　間：下午12:30 - 下午5:30
集合地點：上水廣場大電視
名　　額：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6名 
費　　用：全免(需自備交回交通費)
負責職員：吳德美姑娘、周偉源先生
備　　註：1. 請參加者自備足夠水及穿着輕便裝束

專屬天地

外出活動 F如受疫情影響，活動將會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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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抽籤非抽籤

主　    　題：  
     日期
  及時間：

地　    　點：  
對　    　象：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 社區人士
費　    　用： 全免
負 責 職 員： 鄭婉嫦姑娘、王溢程姑娘、鄭康健先生
備　    　註： 1. 報名及詳情可致電2278-1016與負責職員聯絡

2. 有意繼續參與樂晴之友的會員，仍需於活動報名表上報名

疫情下，生活的節奏都改變了。不如就趁著這段時間，好好靜下來感受身
邊的一切，重新和置身的社區連結。

在樂。嶼。行的小島上，將透過導賞團的訓練和體驗，結伴探索更美好的
風景。先由踏足大自然及靜觀開始，再到自身領團出發，互相分享箇中的
苦與樂，一起關注精神健康、同行成長。

誠邀大家踏入這座小島，一起發掘更多的可能性。

1-3月活動：
在這一季，我們將實踐過往的北區郊外探索導賞，與其他會員一同接觸大
自然及精神健康。

聚 會 內 容：

導賞訓練 重聚日

流水響 流水響 流水響 流水響 上水廣場1119室

2023年
2 月 4 日

2023年
2 月 10 日

2023年
3 月 4 日

2023年
3 月 10 日

2023年
3 月 18 日

專屬天地

樂。嶼。行G 如受疫情影響，活動將會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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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抽籤非抽籤
照顧者的樂與淚 H.1

你有興趣與同路人一同去分享生活中的樂與淚嗎? 歡迎你一齊來
共建一個互相支援、彼此聆聽的平台。

日　　期： 2023年2月21日(星期二)
時　　間： 下午2：30 - 下午4：0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待定)
名　　額： 照顧者會員 共12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連欣俊先生

非抽籤非抽籤
照顧者年終聚會H.2

誠邀各位照顧者會員聚首一堂，回顧這年來照顧者小組的不同活動，
以及分享對未來一年小組發展的期望，讓我們可以繼續設計豐富的活
動，讓大家放鬆減壓，提升身心健康。

日　　期： 2023年1月10日(星期二)
時　　間： 下午2：30 - 下午4：00
地　　點： 北區社區中心309室(待定)
名　　額： 照顧者會員 共10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連欣俊先生、徐雪盈姑娘、林頌君姑娘

照顧者的支持往往是康復者的強大後盾與復元動力，而且很多照顧者在全天候照
顧復康人士的同時容易忽略自己的身心健康，於過程中均承受著沉重的壓力。有
見及此，本單位將舉行一系列以身、心、社、靈全人健康概念，以及復元為本之
主題的照顧者活動。

照顧者的支持往往是康復者的強大後盾與復元動力，而且很多照顧者在全天候照
顧復康人士的同時容易忽略自己的身心健康，於過程中均承受著沉重的壓力。有
見及此，本單位將舉行一系列以身、心、社、靈全人健康概念，以及復元為本之
主題的照顧者活動。

專屬天地

家屬支援
服務

家屬支援
服務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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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的樂與淚

活動回顧

溝通之道 - 家屬支援小組 職業治療師講座

照顧身心之盛夏半日營

7月 8月 9月

專 屬 天 地

家屬支援
服務
家屬支援
服務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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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活動回顧過往活動回顧
天才練習生

一齊專心學魔術表演

練習完就睇我表演啦!

隔空飲牛奶

登登登櫈

專屬天地

小家屬
服務
小家屬
服務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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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戲劇樂(初小)
抽籤

I.1
透過好玩的劇場遊戲及角色扮演活動，激發孩子的好奇心和創意，
增強觀察能力和使他們勇於探索和表達自己。

日　　期： 2023年1月28日(星期六)
時　　間： 上午10:00 - 上午11:0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5-8歲小家屬會員 共6位
費　　用： 全免
備　　註： 請穿着舒適衣物、鞋及自備充足食水。

創意戲劇樂(高小)
抽籤

I.2
透過好玩的劇場遊戲及角色扮演活動，激發孩子的好奇心和創意，
增強觀察能力和使他們勇於探索和表達自己。

日　　期： 2023年1月28日(星期六)
時　　間： 上午11:30 - 中午12:3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9-12歲小家屬會員 共6位
費　　用： 全免
備　　註： 請穿着舒適衣物、鞋及自備充足食水。

北區公園遊踪I.3
捉緊冬天的尾巴，與家人一同在翠綠園林中參與親子遊戲及藝術活動，
歡渡快樂時光。

日　　期： 2023年2月25日(星期六)
時　　間： 上午10:00 - 中午12:0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集合地點： 上水廣場地下大電視
解散地點： 上水北區公園
名　　額： 6個家庭
費　　用： 全免
備　　註： 請穿著輕鬆衣物，自備食水及防曬用品。

負責職員：Helen姐姐(戚姑娘)及Daniel哥哥(溫先生)

報名方法：報名及詳情可致電2278 1016與負責同事聯絡。

專 屬 天 地

小家屬
服務
小家屬
服務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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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天地

小家屬
服務
小家屬
服務

II
童心天地童心天地

相信每位家長都十分疼愛孩子，每天都用不同的方式向孩子表達愛意。你們常用哪些「愛的語
言」表達你的愛?孩子們又喜歡哪些「愛的語言」?

Gary. Chapman博士於1998提出五種「愛的語言」，即是表達愛跟接收愛時所用的不同方式，
每個人有一個主要的愛之語和一個次要的愛之語。例如，有孩子較喜歡肢體接觸，父母擁抱
自己，有些孩子較喜歡肯定鼓勵的說話。「愛的語言」可以促進彼此關係的關係，並可適用於
戀人、家人、親子和朋友的關係。當一方在適當的時候以對方喜歡的方式表達愛意，對方會更
易接收到愛，當感受到被愛，才能享有良好溝通和享有高品質的互動。

相信每位家長都十分疼愛孩子，每天都用不同的方式向孩子表達愛意。你們常用哪些「愛的語
言」表達你的愛?孩子們又喜歡哪些「愛的語言」?

Gary. Chapman博士於1998提出五種「愛的語言」，即是表達愛跟接收愛時所用的不同方式，
每個人有一個主要的愛之語和一個次要的愛之語。例如，有孩子較喜歡肢體接觸，父母擁抱
自己，有些孩子較喜歡肯定鼓勵的說話。「愛的語言」可以促進彼此關係的關係，並可適用於
戀人、家人、親子和朋友的關係。當一方在適當的時候以對方喜歡的方式表達愛意，對方會更
易接收到愛，當感受到被愛，才能享有良好溝通和享有高品質的互動。

大家可以與家人一同在以下網址進行「愛的語言」測試，了解自己
及對方主要和次要的「愛的語言」，學習以對方喜歡的方式表達愛
意，並以自己喜歡的方式接收愛意，為彼此的關係加分。

大家可以與家人一同在以下網址進行「愛的語言」測試，了解自己
及對方主要和次要的「愛的語言」，學習以對方喜歡的方式表達愛
意，並以自己喜歡的方式接收愛意，為彼此的關係加分。

五種愛的語言五種愛的語言
1.肯定的言語

用鼓勵或讚美的說話來肯定對方、向對方表達自己的情感，包括口頭表達或
寫卡片和紙條。

2.精心的時刻
一段專注於彼此互動的時刻，例如一起聊天、一同做一件事、待在同一個地
方各做各的事，對方願意花時間傾聽我的想法和感受，在過程中感受到彼此
的親密。

3.貼心的禮物
贈送適合和符合對方需要的禮物，不一定要非常貴重，但可以表達你重視對
方。如心意卡、紀念特定回憶的小禮物或旅行時的紀念品等

4.服務行動
真誠及自願地以行動為對方做一件事，如協助對方解決困難、完成家務、對
方忘記帶東西時為其送上等，讓人感受被關懷和愛護。

5.身體接觸
友善的肢體碰觸，如擁抱、牽手、親吻、擁抱在懷中講故事、開心或慶祝時
擊掌等，能傳達支持與情感給對方。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
「找到自己的愛之語」測驗：
https://www.stepfam.org.hk/zh-hant/page6/sub/1 32



樂晴
U-Space
樂晴
U-Space
JJ

活動回顧活動回顧

年青人是充滿力量同希望嘅一個群組，樂晴軒希望透過唔同
類型嘅活動去connect大家，聽聽大家嘅心聲同提供一個地方
比自己放低情緒，了解自己。

年青人是充滿力量同希望嘅一個群組，樂晴軒希望透過唔同
類型嘅活動去connect大家，聽聽大家嘅心聲同提供一個地方
比自己放低情緒，了解自己。

聚 會 內 容

造形特別又夠穩陣

合力以意粉和綿花糖建塔

成個過程都有商有量

密室逃脫好好玩呀！

細閱不同人的情緒故事

入校情緒健康攤位活動

抽一個放鬆心情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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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行古洞配水庫山崗心形湖
抽籤

J.2
在適合郊遊的季節，一齊去輕鬆行古洞水塘，在環抱優美山水的心形湖中
打卡留念。

日　　期： 2023年1月28日(星期六)
時　　間： 下午1:30 - 下午5:30
地　　點： 古洞配水庫
集合地點： 上水廣場地下大電視
解散地點： 上水港鐵站
名　　額： 中學生及15-29歲的青年會員 共8位
費　　用： 全免(需自備來回交通費)
備　　註： 請穿著輕鬆衣物、自備食水、備用口罩及防曬用品

上水大水管 X 豆腐花之旅
抽籤

J.3
大家住在北區多年，又有否曾到雙漁河散步，那裡有打卡點大水管，
可看邊境禁區兩岸，更可食豆花放題。

日　　期：2023年2月25日(星期六)
時　　間：下午1:30 - 下午5:30
地　　點：上水雙漁河及梧桐河
集合地點：上水廣場地下大電視
解散地點：上水港鐵站
名　　額：中學生及15-29歲的青年會員 共8位
費　　用：全免(需自備來回交通費)
備　　註：請穿著輕鬆衣物、自備食水、備用口罩及防曬用品

樂晴
U-Space
樂晴

U-Space
JJ

TRPG桌上遊
抽籤

J.1
喺主持嘅帶領之下，探索不同嘅劇本，盡情享受角色扮演嘅樂趣，
體驗角色嘅樂與怒

日　　期： 2023年1月20日(星期五)
時　　間： 晚上7:00 - 晚上9:0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中學生及15-29歲的青年會員 共8位
費　　用： 全免
備　　註： 1. 請穿著輕鬆衣物、長褲及自備食水

2. 活動由中心義工協助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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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晴
U-Space
樂晴
U-Space
JJ

懷舊Roller夜
抽籤

J.4
一齊去充滿濃濃的80年代風格，五光十色的霓虹燈與強勁的Disco
音樂的環境下自學滾軸溜冰及打卡。

日　　期：2023年3月17日(星期五)
時　　間：晚上8:00 - 晚上10:00
地　　點：Rollalar
集合地點：上水廣場地下大電視或牛頭角港鐵站
解散地點：牛頭角港鐵站
名　　額：中學生及15-29歲的青年會員 共8位
費　　用：$90(餘下由中心資助)需自備來回交通費
備　　註：請穿著輕鬆衣物、長褲及自備食水

青年新蒲點青年新蒲點
近來有冇發現IG多左人踩住roller鞋係懷舊的地方打卡呢？小編都曾經去過！由唔識踩到慢慢掌
握到唔跌嘅過程的確好有成功感，場地咁靚仲可以同朋友一齊影相留念！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下
本地的滾軸溜冰活動同場地。 場地仲會提供溜冰鞋租借服務，入場收費已包括租鞋費用，有些
場地更有會發光的溜冰鞋租用！

而滾軸溜冰係80年代嘅潮流活動，當時不同地方都有場地，但到90年代開始式微，是近年再開
始盛行。部分場地主打懷舊復古風，有復古代表嘅銀色Disco波波、色彩繽紛的射燈及燈泡裝
飾，有時仲有DJ打碟！場內亦不只追捧潮流的年輕人，更有不少爸爸媽媽級嘅朋友參與，懷緬
舊時好時光。

如果你都有興趣，歡迎報名今季活動，一齊與樂晴U space回到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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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力加油A
需甄選需甄選

K.1
透過小組活動認識自己認知能力，透過不同的活動訓練腦筋，
為腦袋加油。

日　　期： 2023年1月5、12、19及26日(逢星期四，共四節)
時　　間： 上午10:30 - 上午11:3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共8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職業治療師周穎淇姑娘

護腦講座
抽籤

K.2
在講座中分享護「腦」貼士及利用InBody體重分析儀檢視身體情況。

日　　期： 2023年1月14日(星期六)
時　　間： 上午10:30 - 中午12:0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共8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職業治療師周穎淇姑娘

「職業治療」並不單只注意在工作。「職業治療」是一種全人關顧的服務，職業治療師會評估
康復者不同範疇，例如：個人自理、生活技能、社交及認知能力等不同範疇，有需要時透過不
同的訓練提升技能，讓康復者在社區當中獨立生活，過有規律、有意義的人生。

「職業治療」並不單只注意在工作。「職業治療」是一種全人關顧的服務，職業治療師會評估
康復者不同範疇，例如：個人自理、生活技能、社交及認知能力等不同範疇，有需要時透過不
同的訓練提升技能，讓康復者在社區當中獨立生活，過有規律、有意義的人生。

職業治療服務介紹職業治療服務介紹

職業治療
活動

職業治療
活動

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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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治療
活動
職業治療
活動

KK

腦力加油B
需甄選需甄選

K.3
透過小組活動認識自己認知能力，透過不同的活動訓練腦筋，
為腦袋加油。

日　　期： 2023年2月2、9、23日(星期四)及27日(星期一)(共四節)
時　　間： 下午2:30 - 下午3:3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共8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職業治療師周穎淇姑娘

腰背痛小組
需甄選需甄選

K.4
認識腰背痛成因，學習改善日常生活以減低腰背痛的影響，學習
與痛共存及練習下腰背痛運動。

日　　期： 2023年3月6、13、20、27日(逢星期一，共四節)
時　　間： 下午2:30 - 下午4:0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共6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職業治療師周穎淇姑娘

下肢勞損講座
抽籤

K.5
講解如何預防下肢勞損如足底筋膜炎及下肢靜脈曲張。

日　　期： 2023年2月20日(星期一)
時　　間： 下午2:30 - 下午3:3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共8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職業治療師周穎淇姑娘

37



藥物安全講座
抽籤

L.1
認識基本藥物知識、最新家用藥物管理科技，提升會員使用藥物的安全。

日　　期： 2023年1月19日(星期四)
時　　間： 下午 3:00 - 下午 4:3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10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王澤炎先生(精神科護士)
備　　註： 參加者如需要個別會談服務，請先致電中心預約

運動健康(小組)
需甄選需甄選

L.2
透過小組講解運動對身心的益處，同時與大家研究一下，疫情之下如何
在家中建立運動計劃。

日　　期： 2023年1月4、11、18日(逢星期三)及26日(四)〈共4節〉
時　　間： 下午3:30 - 下午4:30(逢星期三)及中午12:00 - 下午1:00(星期四)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6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王澤炎先生(精神科護士)
備　　註： 1. 參加者如需要個別會談服務，請先致電中心預約

2. 參加者需穿著運動衣物及運動鞋

「護」動．問診室：藥物全接觸(小組)
需甄選需甄選

L.3
如果你要覆診多個科目，要服食及處理多種藥物，以下小組不容錯過。
透過小組介紹常見藥物的種類、基本注意事項及使用藥物管理工具的技巧。

日　　期： 2023年2月3、10、17及24日，
3月3、10、17及24日(逢星期五，共8節)

時　　間： 下午4:30 - 下午6:0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共10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王澤炎先生(精神科護士)
備　　註： 1. 參加者如需要個別會談服務，請先致電中心預約。

2. 參加者可帶同藥物(連同藥袋或醫囑)出席小組。

「護」動資訊
服務

「護」動資訊
服務

LL如果你想進一步了解自己身體或情緒狀態，中心護士（王先生）
樂意於活動當日與你進行個別傾談，共同探討健康保健方法。
敬請於活動前致電中心(電話：2278-1016)安排預約。

如果你想進一步了解自己身體或情緒狀態，中心護士（王先生）
樂意於活動當日與你進行個別傾談，共同探討健康保健方法。
敬請於活動前致電中心(電話：2278-1016)安排預約。

「護」助．問診室 「護」助．問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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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動資訊
服務
「護」動資訊
服務
LL

腦神經傳遞物質Neurotransmitter

神經傳遞物質有很多種，當中有某幾種與我們的精神健康關係密切。
根據其作用不同，它們又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

這兩種神經遞質對您的身體全力運行必不可少。

神經傳遞物質有很多種，當中有某幾種與我們的精神健康關係密切。
根據其作用不同，它們又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

這兩種神經遞質對您的身體全力運行必不可少。

興奮性神經傳遞物質

它們激發其它大腦細胞發出指令。 它們停止動作電位，幫助您的大腦結束動作。

抑制性神經傳遞物質

GABA是主要的抑制性神經傳遞物質。它降低中樞神經系統的活動，阻擋
來自大腦的某些信號。如果沒有GABA，您的大腦會一直處於「運轉」狀態。
您需要GABA產生安靜的效果，讓您慢下來。它會減慢您的心跳，降低您的血
壓。GABA也能幫助您放鬆和入睡並對減輕生活中正常的壓力有很好的效果。

在睡覺之前早些作好準備，例如減少藍光照射(手機、電視都會發放藍光)
可以幫助支持您大腦中GABA的分泌。深呼吸和有意的冥想也會增加GABA，
幫助您減少壓力，盡快入睡。

GABA (γ-氨基丁酸)

最令人興奮的神經傳遞物質非多巴胺莫屬。那是因為它在大腦的獎勵機制
中發揮重要作用。在有成就感的事情發生時，多巴胺就會充滿神經元之間的突
觸。您達成目標或完成任務時感到的那股欣喜，就是多巴胺的功勞。多巴胺讓
您的大腦振作，帶來愉悅的感覺。

容易成癮的活動，像電動游戲、賭博和購物，都會產生類似的快感。您腦
中激增的多巴胺會讓改變這些習慣變得困難。所以理解多巴胺的功能十分重要，
因為這些功能可以幫您克制這些行為。另外，多巴胺失調相信與精神分裂症有
密切關係。

多巴胺

血清素在大腦中極大影響著您的情緒，促進幸福和快樂的感覺。血清素也
幫助您得到更好的睡眠並調節您體內的生理時鐘。當血清素出現失衡時，大腦
無法產生足夠的血清素，您會感覺情緒低落和失眠，甚至會出現混淆和意識模糊。

血清素

39



在人體中最先發現的神經傳遞物質，大腦的學習和記憶功能受這個重要神
經傳遞物質的影響。當大腦中乙酰膽鹼濃度下降時，隨之而來的就是記憶力變
差，亦即是認知障礙症的前奏。

與人體肌肉運作有關。乙酰膽鹼在神經元與肌肉交界處工作，就是您的神
經系統與肌肉交匯的地方。您每次活動肌肉時都是乙酰膽鹼在起作用，這包括
無意識的活動，像心跳或讓食物在消化道中蠕動的肌肉收縮。

乙酰膽鹼

臨床心理
服務
臨床心理
服務

MM
駐明愛樂晴軒之臨床心理服務提供一系列的臨床服務及介入，
包括: 心理輔導服務支援有需要的會員、臨床治療小組、心理學
相關的講座或分享會，以及推廣精神健康的相關活動。

駐明愛樂晴軒之臨床心理服務提供一系列的臨床服務及介入，
包括: 心理輔導服務支援有需要的會員、臨床治療小組、心理學
相關的講座或分享會，以及推廣精神健康的相關活動。

樂晴軒會員如果有需要申請臨床心理服務，

歡迎向個案經理(社工、護士、職業治療師)
或於辦公時間致電2278 1016向當值職員查詢。

「護」動資訊
服務

「護」動資訊
服務

LL

去甲腎上腺素與腎上腺素相近，都是協助人體面對壓力或緊急的情況。
前者主要作用於腦部，適當分泌時可提升我們的專注力、思考能力、積極性有
關，但分泌過多時則會令我們精神亢奮、焦慮不安、攻擊傾向轉強、增加負面
情緒。故此，去甲腎上腺素與人們的情緒健康息息相關。

去甲腎上腺素

認識情緒健康
需甄選需甄選

M.1
迎接新一季度，臨床心理學家將繼續以小組與大家一同探討不同
情緒/精神健康狀況，啟發新領域，促進大家更加關顧自己心身健
康，期待與大家一同認識及探索。

詳細內容將另行通報，大家密切留意!

日　　期： 2023年1-3月
時　　間： (待定)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張景泰先生(臨床心理學家) 40



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
(JoyAge)

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
(JoyAge)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推行第2及第3階段「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而本計劃於2022
年已擴展至全港18區。本計劃結合跨界別力量，推行以社會為本的支援網絡，為區內年滿60歲
或以上潛在抑鬱風險及抑鬱症長者提供心理健康服務。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推行第2及第3階段「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而本計劃於2022
年已擴展至全港18區。本計劃結合跨界別力量，推行以社會為本的支援網絡，為區內年滿60歲
或以上潛在抑鬱風險及抑鬱症長者提供心理健康服務。

「友里同行」線上活動「友里同行」線上活動

疫情持續，不少長者經常留於家
中；然而科技進步，不同軟件也
能讓大家再次與人聯繫。透過
『友里同行』線上活動，讓我們
嘗試在網絡世界上認識新臉孔，
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期望在
螢幕上一同分享生活點滴，發放
正能量，重溫昔日鄰里間守望相
助、同舟共濟的精神。

日          期

時          間

對          象

名          額

費          用

形          式

負 責 職 員

報名及查詢

2023年1至3月

1小時(待定)

60歲或上人士

15-20人

免費

Zoom 視像形式進行

黃維昌先生(註冊社工)、
及本計劃『樂齡之友』

歡迎聯絡所屬個案社工或本計劃
社工黃維昌先生

如有興趣了解更多本計劃資訊內容，可瀏覽以下網址如有興趣了解更多本計劃資訊內容，可瀏覽以下網址

面書專頁面書專頁 Facebook Page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JCJoyAge https://www.jcjoyage.hk

網頁網頁 WebsiteWebsite

手機應用程式手機應用程式 AppsApps

蘋果手機 安卓手機41



活動總表 2023年1-3月

藝行者A
A.1    黑紙藝術體驗館
A.2    飾物編編編
A.3    藝．花園 
A.4    手繪藝術字
A.5    黃昏電影院
A.6    Friday Coffee!

B.1    輕鬆練瑜伽
B.2    羽眾同樂
B.3    乒乓球研習
B.4    輕鬆健身操
B.5    Let s Pop

E.1    智能手機應用班
E.2    愛笑俱樂部
E.3    網絡安全
E.4    探索演出之旅
E.5    性/別列車──敘事實踐小組
E.6    好好說話
E.7    尋找快樂大步走
E.8    簡單學速成
E.9    上午の健腦魔力橋
E.10  做自己的情緒教練
E.11  B612夜靜閱讀室
E.12  桌遊樂
E.13  閒情小聚
E.14  輕鬆聽音樂
E.15  終身美麗化妝班
E.16  會員大會

C.1    樂晴軒新導遊   

D.1    綠色兵團發展委員會

外出活動F
F.1    小夏威夷徑之旅
F.2    暢遊古洞水塘
F.3    深水埗懷舊文青行
F.4    春色山系遊–大埔松仔園
F.5    漫遊故宮博物館
F.6    踏進新領域–大坑歷史遊蹤

H.1    照顧者的樂與淚
H.2    照顧者年終聚會

動生活B 義工服務－樂。嶼。行G

家屬天地－家屬支援服務H

I.1    創意戲劇樂（初小）
I.2    創意戲劇樂（高小）
I.3    北區公園遊踪

家屬天地－童好天地I

J.1    TRPG桌上遊
J.2    輕鬆行古洞配水庫山崗心形湖
J.3    上水大水管 X 豆腐花之旅
J.4    懷舊Roller夜

新青年地方J

K.1    腦力加油A
K.2    護腦講座
K.3    腦力加油B
K.4    腰背痛小組
K.5    下肢勞損講座

職業治療服務K

L.1    藥物安全講座
L.2    運動健康
L.3  「護」動．問診室：藥物全接觸

M.1   認識情緒健康

「護」動資訊服務L

臨床心理服務M

新導遊C

綠色部落D

優勢綠洲E

42



1月活動時間表

一 二

上午

上午

下午

下午

下午

晚上

晚上

晚上

2 3

9 10

E.1 智能手機應用班
E.2 愛笑俱樂部

A.1 黑紙藝術體驗館

A.1 黑紙藝術體驗館
E.6 好好說話
F.1 小夏威夷徑之旅

A.1 黑紙藝術體驗館
E.6 好好說話

A.2 飾物編編編
E.4 探索演出之旅 

F.2 暢遊古洞水塘

C.1 樂晴軒新導遊

E.1 智能手機應用班
H.2 照顧者年終聚會

上午

下午

下午

晚上

16 17

晚上

A.2 飾物編編編

A.2 飾物編編編
E.4 探索演出之旅

E.1 智能手機應用班
E.7 尋找快樂大步走

A.1 黑紙藝術體驗館
E.6 好好說話

E.1 智能手機應用班

日

1

8

15

上午

上午

初一

23 2422

30 3129

初二 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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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五 六

4 5 6 7
E.5 性/別列車─
       ─敘事實踐小組

K.1 腦力加油A K.2 護腦講座

K.1 腦力加油A

11 12 13 14

E.3 網絡安全
L.2 運動健康

E.5 性/別列車─
       ─敘事實踐小組

B.1 輕鬆練瑜伽

E.3 網絡安全
L.2 運動健康

B.1 輕鬆練瑜伽 D.1 綠色兵團發展委 
      員會

K.1 腦力加油A

18 19 20 21

E.5 性/別列車─
       ─敘事實踐小組

E.3 網絡安全
L.2 運動健康

K.1 腦力加油A

L.2 運動健康

I.1 創意戲劇樂(初小)
I.2 創意戲劇樂(高小)

J.2 輕鬆行古洞配水
      庫山崗心形湖

26 27 28

A.2 飾物編編編
E.3 網絡安全

25

初四

B.1 輕鬆練瑜伽
E.4 探索演出之旅
L.1 藥物安全講座

J.1 TRPG桌上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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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上午

上午

下午

下午

下午

晚上

晚上

晚上

6 7

E.11 B612夜靜閱讀室

A.1 黑紙藝術體驗館
E.6 好好說話

A.1 黑紙藝術體驗館
E.6 好好說話

E.6 好好說話

A.3 藝．花園
B.2 羽眾同樂
K.2 護腦講座 

E.2 愛笑俱樂部
E.7 尋找快樂大步走

E.4 探索演出之旅

A.3 藝．花園
B.2 羽眾同樂

上午

下午

下午

晚上

13 14

E.11 B612夜靜閱讀室

晚上 E.11 B612夜靜閱讀室

E.4 探索演出之旅
K.3 腦力加油B

E.7尋找快樂大步走 

日

5

12

上午

上午

20 2119

27 28 26

A.3 藝．花園
B.2 羽眾同樂
K.2 護腦講座

A.3 藝．花園
B.2 羽眾同樂

E.7 尋找快樂大步走
H.1 照顧者的樂與淚

E.11 B612夜靜閱讀室

E.6 好好說話

K.5 下肢勞損講座

2月活動時間表

E.4 探索演出之旅
E.7 尋找快樂大步走
C.1 樂晴軒新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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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五 六

1 2 3 4B.5  Let s Pop
E.5 性/別列車─
       ─敘事實踐小組
E.8 簡單學速成

E.9 上午の健腦魔力橋

E.9 上午の健腦魔力橋
8 9 10 11

E.12 桌遊樂
L.3 「護」動．問診室
       ：藥物全接觸

B.1 輕鬆練瑜伽
K.3 腦力加油B

E.9上午の健腦魔力橋

15 16 17 18

B.1 輕鬆練瑜伽
E.13 閒情小聚

E.12 桌遊樂
F. 4 春色山系遊–
       大埔松仔園
L.3「護」動．問診室  
      ：藥物全接觸

E.9上午の健腦魔力橋

K.3 腦力加油B

I.3 北區公園遊踪

G. 樂．嶼．行

G. 樂．嶼．行

J. 3 上水大水管
       X豆腐花之旅

23 24 25

E.4 探索演出之旅
E.12 桌遊樂
L.3 「護」動．問診室
       ：藥物全接觸

22

D.1 綠色兵團發展委員會
E.12 桌遊樂
G. 樂．嶼．行
L.3 「護」動．問診室
       ：藥物全接觸

E.10 做自己的情緒教練

E.10 做自己的情緒教練

E.10 做自己的情緒教練

E.10 做自己的情緒教練

B.1 輕鬆練瑜伽
F.3 深水埗懷舊文青行
K.3 腦力加油B

B.5  Let s Pop
E.5 性/別列車─
       ─敘事實踐小組
E.8 簡單學速成

B.5  Let s Pop
E.5 性/別列車─
       ─敘事實踐小組
E.8 簡單學速成

B.5  Let s Pop
B.3 乒乓球研習
E.5 性/別列車─
       ─敘事實踐小組
E.8 簡單學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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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上午

上午

下午

下午

下午

晚上

晚上

晚上

6 7
E.15 終身美麗化妝班

E.15 終身美麗化妝班

E.15 終身美麗化妝班

E.15 終身美麗化妝班

B.2 羽眾同樂
E.6 好好說話 

上午

下午

下午

晚上

13 14

晚上

A.5 黃昏電影院

A.5 黃昏電影院

日

5

12

上午

上午

20 2119

27 28 26

A.5 黃昏電影院
E.2 愛笑俱樂部
E.7 尋找快樂大步走
F.6 大坑歷史遊蹤

B.2 羽眾同樂

A.5 黃昏電影院

3月活動時間表

K.4 腰背痛小組

K.4 腰背痛小組

K.4 腰背痛小組

K.4 腰背痛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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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五 六

1 2 3 4
B.3 乒乓球研習
E.5 性/別列車─
       ─敘事實踐小組

A.6  Friday Coffee! 

A.6  Friday Coffee! 

A.6  Friday Coffee! 

A.6  Friday Coffee! 

8 9 10 11

B.3 乒乓球研習

B.4 輕鬆健身操
L.3 「護」動．問診室
      ：藥物全接觸

A.4 手繪藝術字 B.4 輕鬆健身操

15 16 17 18

B.3 乒乓球研習

B.4 輕鬆健身操

E.16 會員大會

B.4 輕鬆健身操

A.4 手繪藝術字
F.5 漫遊故宮博物館

A.4 手繪藝術字

A.4 手繪藝術字

A.6  Friday Coffee! 
23 24 2522

E.9上午の健腦魔力橋

J.4 懷舊Roller夜

L.3「護」動．問診室
     ：藥物全接觸
D.1 綠色兵團發展委員會

G. 樂．嶼．行
L.3「護」動．問診室
     ：藥物全接觸

L.3「護」動．問診室
     ：藥物全接觸

30 3129
B.3 乒乓球研習

B.3 乒乓球研習

E.14輕鬆聽音樂

E.14 輕鬆聽音樂

E.14 輕鬆聽音樂

E.14 輕鬆聽音樂

G. 樂．嶼．行

G. 樂．嶼．行

D.1 綠色兵團
       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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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動向職員動向

新入職同事新入職同事

離職同事離職同事

另外，本中心職員劉寶珍姑娘於上季度已經離職。在未來的日
子，本中心會繼續為各位會員提供高質素及多元化服務，答謝各
位的支持。

大家好，我係新來的社工劉濱妮姑娘（Jan）。平時的我
鍾意運動、音樂、睇書、發掘新地方和美食。期待日後
與大家見面！

在樂晴軒的歲月裡不同的活動中，我認識了很多會員，
我很開心可以和大家分享，也十分感謝大家在活動中的
交流和互動，大家因著在活動中富有生命力的交流而互
相感動前行。雖然不捨，還是要說一聲再見，祝福大家
身心健康，平安喜樂!劉寶珍姑娘

49



以下是本中心於惡劣天氣下的活動安排以下是本中心於惡劣天氣下的活動安排

各項警告

雷  暴  警  告

黃色暴雨警告

紅色暴雨警告

黑色暴雨警告

一  號  風 球

三  號  風 球

八號風球或以上

室內 戶外活動

註：職員將按天氣情況，決定活
動是否如常舉行。

●    如戶外活動舉行前的兩小時，天文台發出雷暴警告、紅色或黑色暴
        雨警告，或懸掛三號或以上風球，活動將會取消或改期，
●    取消的活動所繳費用，概不退還。
●    如對惡劣天氣下的活動安排有任何疑問，可致電2278-1015查詢。

   劣天氣及中心開放時間惡劣天氣及中心開放時間

   心開放時間中心開放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早上9:00
至

下午1:00

早上9:00
至

中午12:00

下午1:00
至

下午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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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票
位置

通訊地址：新界粉嶺雍盛苑雍華閣B翼地下(臨時通訊地址)

查詢電話：2278 1016 (了解本服務、個案求助或轉介)

　　　　　2278 1015 (查詢活動詳情)

傳真號碼：3590 9110

電郵地址：rswln@caritassws.org.hk

中心網頁：http://rscwlnd.caritas.org.hk/

中心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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