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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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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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月
202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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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活動公開報名日：23/9/2021 下午2:30開始

你們要恒切禱告，在此儆醒感恩。
歌羅西書 4:2

中心暫停開放安排

10 月 1 日 國慶日

10 月 14 日 重陽節

(以上日子中心全日暫停開放)

*敬請各位會員留意* 



2.

本年度中心承蒙「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金」資助藝術發展課程，目標是讓會員接觸藝術、
增進藝術知識及培養對藝術的興趣，發展藝術潛能。每種藝術課程均設有初班、中班及高
班合共30堂，參加者必須報讀及完成初、中及高班。

P045-21/22 D1 肢傷人士：皮革藝術創作課程 (初班)

P045-21/22 D2 肢傷人士：皮革藝術創作課程 (中班)

P045-21/22 D3 肢傷人士：皮革藝術創作課程 (高班)

初班日期： 25/10、1/11、8/11、15/11、22/11、29/11、6/12、13/12、20/12、3/1/2022

中班日期： 10/1、17/1、24/1、14/2、21/2、28/2、7/3、14/3、21/3、28/3/2022

高班日期： 11/4、25/4、16/5、23/5、30/5、6/6、13/6、20/6、27/6、4/7/2022

時間：下午2:30-4:30  (逢星期一)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中心復康巴 收費：$300 (包括初、中、高班)

對象：肢傷會員 名額：8人
內容：教授皮革製作技巧、皮革種類、工具使用、設計及製板等。製成品包括證件套、

散紙包、卡片套、行李掛牌、短銀包、長銀包、跨肩隨身包等。
導師：悠嫺手作導師李少嫺女士。

負責職員：社工鄭美華姑娘

備註：

1. 報名日期：23/9/2021 (星期四)下午2:30開始。

2. 報名以先到先得，繳費作實，額滿即止，交費時須繳付初、中、高班全部費用共$300，

不設退款。

3. 出席率需達80%。

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金資助 負責職員︰社工鍾裕聲先生

P045-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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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聾騰肢彩顯藝才：聽障及肢傷人士藝術發展課程」

 訊號 
中心

設施 
中心室內班組 外出活動 

暴

雨

警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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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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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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情況決定取消 

與否，由負責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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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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報名日：23/9/2021(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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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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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2019冠狀病毒」疫情嚴重，部分活動將改以線上形式舉行，敬請留意。

2021 年 10 月 16 日 (六)

2021 年 10 月 21 日 (四)

水果網花藝 P153-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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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想過水果網除了用來保護水果皮防止搬運

過程中不受碰撞外，它還可以用來做手工？

2)教授大家運用水果網製作成花朵，化作裝飾品以

點綴家居。

負責職員：社工鄭美華姑娘

圖片僅供參考及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tUOkVeg-

XI&list=RDCMUCnys3jrl8cvPTBUo-hJGTUg&start_radio=1&rv=ZtUOkVeg-XI&t=0

2021 年 10 月 9 日 (六)

象形文字拓印 P151-21/22

時間：晚上7:3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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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動動手製作吉利寓意的中國

象形文字印章。

備註：活動將使用墨汁或顏料，參加者可

自備圍裙和手袖。

負責職員：傅清華先生

2021 年 10 月 2 日 (六) 2021 年 10 月 17 日 (日)

毛毛條立體畫 P113-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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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內容：色彩繽紛的毛毛條化身成花鳥蟲魚，再拼成美麗的圖畫，

放在家中，別有一番趣味。

負責職員：馮婉婷姑娘

生物資源創新互動展 P154-21/22

時間：上午10:30-下午3:30           地點：樂富、長沙灣

交通：復康巴 名額：18人

對象：肢傷會員及其照顧者

收費：會員:$20/義工:免費(自費飲食)

內容：1)參觀可持續資源館(S Gallery)，展覽廳以互動

展品和模擬場景，讓參加者認識地球物種及生物

資源，了解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和物種造成的重

大威脅，藉此推廣保育訊息。

2)於長沙灣麗閣商場午膳及遊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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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語chat一番 (五十二) P145-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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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0 月 23 日 (六)

『大自然休閒生活的藝術』講座 P15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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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添老師是大自然的愛好者，從中感悟到書法載道、

廿四節氣、應時湯水、養生健體，以至慈愛香囊及優質

睡眠，皆已一一與中心會員分享。今次陳老師會同大家

分享行山路線、山野常見植物的性質及藥用價值、秋日

滋潤湯水等。

備註：此活動由陳寅添先生主講。

負責職員：鄧玉嫻姑娘

2021 年 10 月 16 日 (六)

葡萄牙美食－葡撻 P152-21/22

時間：下午4:00-6:0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12人

對象：中心會員 收費：$18

內容：1)介紹葡撻的起源。

2)介紹製作葡撻的材料、步驟。

3)參加者一起製作。

負責職員：社工鄭美華姑娘



4.

報名日期：23/9/2021下午2:30

P65-037-21/22 燈飾小手工DIY

日期：30/10/2021 (星期六)         
時間：中午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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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傷會員及其家人 / 照顧者
內容：
1. 想為家居營造溫馨浪漫氣氛，原來只需一些簡單工具和步
驟就可以做到，大家一起來剪剪貼貼吧!

2. 分享製作技巧及步驟。
3. 照顧者優先參加。
負責職員：陳銘豪先生

P65-034-21/22 港式牛油蛋撻工作坊

日期：22/10/2021 (星期五)         
時間：下午3:00-5:0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6人
收費：免費
對象：聽障會員、肢傷會員及其家人 / 照顧者
內容：
1. 牛油皮蛋撻，一向是大人小孩都喜愛的港式美食，材料步

驟不複雜，一起來試試！
2. 分享製作技巧及步驟。
3. 照顧者優先參加。
備註：1.     請自備餐盒。

2.     每人可製作三個蛋撻
負責職員：陳銘豪先生

P65-035-21/22 自製舒緩放鬆香薰蠟燭

日期：16/10/2021 (星期六)         
時間：上午11:00-下午1:0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6人
收費： $20
對象：聽障會員、肢傷會員及其家人 / 照顧者
內容：
1. 使用天然材料自製小蠟燭，不但美觀，加入精油後，香氣

四溢，燃點後溶掉的蠟液也能用作護膚呢！一起來製作看
看！

2. 分享製作技巧及步驟。
3. 照顧者優先參加。
負責職員：陳銘豪先生

圖片僅供參考及來源： https://kknews.cc/news/pxalz8e.html

P65-036-21/22 香甜南瓜批

日期：30/10/2021 (星期六)         
時間：上午11:00-中午12:0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6人
收費：免費
對象：聽障會員、肢傷會員及其家人 / 照顧者
內容：
1. 充滿南瓜香又可愛的南瓜批，喜歡南瓜的你又怎能錯過呢!
2. 分享製作技巧及步驟。
3. 照顧者優先參加。
備註：1.     請自備餐盒。

2.     P65-037-21/22「燈飾小手工DIY」之參加者優先
報名。

負責職員：陳銘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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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0 月 24 日 (日) 2021 年 10 月 30 日 (六)

秋日山頂遊 P146-21/22

集合時間：上午10:00

集合地點：港鐵香港站A2出口

時間：上午10:00-下午5:00                               地點：中環、山頂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30人

對象：聽障會員及義工

收費：免費 (參加者自費午膳及交通)

內容：1)欣賞活化後的中環街市。

2)於中環享用午膳。

3)漫遊山頂遠眺香港特色風景。

負責職員：陳國勇先生

手機攝影構圖藝術 P147-21/22

時間：晚上8:00-9:00 地點：中心

交通：自行出席 名額：10人

對象：中心會員 收費：免費

內容：1)由分享嘉賓教授手機攝影功能。

2)分享如何在手機螢幕構圖。

3)利用各種功能，拍攝具美感的相片。

負責職員：陳國勇先生



5.

善園愛暖展關懷
日期：9/10、30/10、13/11/2021(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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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

對象：肢傷會員、聽障會員及其照顧者

收費：免費

內容：透過工作坊學習製作草球，並學習暖敷頸部和手足等關節部位技巧，藉此幫

助患有身體痛症人士，利用暖敷草球使關節舒暢、有助血液循環、改善風

濕舊患及風寒咳嗽。

備註：1)活動由善園機構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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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12月4日(六)下午2:30-5:30在中心進行義工實踐服務。

負責職員：傅清華先生

P155-21/22協辦單位：善園

2021年-2022年 手語課程
暨服務篇 時間表

*如「2019冠狀病毒」疫情嚴重，手語班將改以線上形式舉行，敬請留意。

 

手語中班 

暨服務篇 

日期 : 2022年 1月 5日至 2022年 3月 23日 (星期三)  

**(2022年 2月 2日農曆新年假期，休課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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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50(會員)/$470(非會員) 

 

時數 : 21小時 

考試 : 2022年 3月 23日 

導師 : 陳國勇 

手語初班 

暨服務篇 

日期 : 2022年 1月 5日至 2022年 3月 23日 (星期三)  

**(2022年 2月 2日農曆新年假期及 2月 9日，休課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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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3日 

導師 : 馮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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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語歌表演 

暨服務篇 

日期 : 2021年 11月 17日至 2021年 12月 22日 (星期三)  

時間 : 晚上 8:00 – 晚上 9:30 

堂數 : 6堂  

費用 : $150(會員)/$180(非會員) 

時數 :  9小時 

導師 : 馮婉婷、陳國勇、黃詠詩 

對象 : 已完成手語初班的人士 

  

活動內容 : * 介紹翻譯歌曲時要注意的事項。 

* 如何用表情動作表達歌曲意境。 

* 配合空間運用以達至表演效果。 

備    註 : * 課堂完成後將會安排在中心演出的機會，與聽障會員分享學習成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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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跳讚美操

夏日大富翁夢想世界之旅(一)

眼科專科健康講座
養顏高纖紫薯糕

古早蛋糕DIY

泡澡球工作坊

迷你墨西哥餅皮薄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