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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份月刊 

 
九龍黃大仙彩雲邨彩鳯徑 38 號 

彩雲社區中心 1 樓 107 至 109 室 

電話： 2755 4846 傳真： 2318 1783 

WhatsApp ： 2755 4846（僅限資訊發放，需登記） 

電郵： jst@hkmea.com     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hkmeajst  

敬請留意內頁中心特別措施 
中心開放時間，衛生措施，報名活動程序，中心活動/班組事宜等資訊 

中心開放時間(正常/一般)   星期一至五：上午 8:30 至晚上 6:30     

星期六 ：上午 9:00 至下午 4: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中心櫃台收費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 9:00 至下午 4:00  

 (中午 12:00 至 1:00 及星期六全日不收費用) 

其他事項 

● 為方便各會員使用電子消費，中心已設立八達通付款購買奶粉或活動費用。 

● 12 月生日會員禮物情況(請參閱內頁) 

● 下次 2023 年 1 月例會，抽籤活動登記日將於 12 月 23 日（星期五）上午 9:30 至下午 3:00 進行 

● 下次例會派票日 12 月 29 日及 12 月 30 日（四及五），如有後補 12 月 31 日 上午 9:30 進行 

● 如有任何活動更改/通知，中心將透過 WHATSAPP 廣播宣佈或通告方式等發放消息，敬請留意。 

● 注意，如本會與其他友好團體合辦之活動，當報名參加該活動時有需要閣下之個人資料， 

        例如：姓名、電話或地址，本會將有機會轉移有關資料予該團體作活動使用，如有疑問請與 

         中心職員聯絡。 

同心抗疫，防疫日常 

 特別事項：本次 12 月例會登記日己於今天 11 月 25 日為(出席會員拍咭)上午 9:30 至下午 3:00 進

行。中心以當日名單抽籤，準備 12 月活動安排，抽籤結果會按時公佈。  會員請依照抽籤時間表

出席派票日 11 月 29 及 30 日領取活動票，如仍有票後補為 12 月 1 日 上午 9:30 進行。我們會以

電話/WHATSAPP/報告通知各會員參與活動(包括領取禮物)，所有活動有人數限制，中心會按抽籤

次序向會員登記。 

 各位會員注意： 感謝大家的支持，中心會員人數已超過 1602 人；此數目對於中心日常運

作帶來了不少壓力及影響，尤其有會員表示未能滿足他們對服務的需求，例如：參加講

座、小組、健體、書法興趣班、成教電腦班及派送禮物活動等，他們表示少有機會才能報

名及領取禮物或甚至沒有禮物。有見及此，中心已於 9 月 30 日後暫停辦理續會及新會

員入會之事宜；但將設立後備名單，而後備名單將優先辦理下年度 4 月入會手續，對於

個案工作，例如輔導、轉介及協助申請長者入住院舍及地區服務則不設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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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設有奶粉售賣服務(只供會員或護老者會員購買)(請購買時帶備散紙)，中心不接受一千元紙幣。 

雅培公司於 2022年 4月 1日起調整奶粉價格，金裝加營素新收費為($175)及怡保康($220) (每次限購

2罐)。如有需要購買請向職員查詢。 

SQS 服務質素標準﹕1-16 標準 

  本中心為政府受資助機構並執行各階段之服務標準指標和具體措施。這些標準明確界定了服務質素水平，希望

透過受資助機構及服務使用者的參與，提升社會福利服務質素。優質服務制度共分 16個服務質素標準，包括其

中：標準(15)申訴 

每位服務使用者及職員均有自由申訴對機構或服務單位的不滿，而無須憂慮遭受責罰，所提出的申訴亦應得到處理。 

標準(16)免受侵犯 

服務單位應採取一切合理步驟，確保服務使用者免受侵犯。本中心將根據以上標準製作相關服務資料及指引，本

中心將根據以上標準製作相關服務資料及指引，如有任何問題，歡迎向職員查詢，下期月刊繼續介紹。 

中心實行特別措施  
由於受新冠肺炎 COVID 19 及 Omicron 的影響及為了各長者及其家屬健康安全著想，雖然由

2022 年 5 月 16 日起恢復正常服務，但本中心亦制定了以下措施：中心小組及班組活動已回復

面授，為了減低染疫風險，各項服務（例如長者中心的膳食服務、為有需要的長者進行安老服

務統一評估、家庭或個人面談等）仍會以預約方式進行；小組活動亦可以網上形式或按當時生

效的《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聚集）規例》（第 599G 章）下有關禁止於公眾地方進行群組聚

集的規定進行。為防止群眾聚集帶來感染病毒的風險，中心活動也會回復以往例會抽籤的方式

進行，以上措施如為各位帶來不便，敬請見諒！如有問題請致電 27554846 與中心職員聯絡 ***  

(請各位留意社區疫情)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及應社會福利署要求的禦防措施，為免長者聚集而

被傳染病毒，本中心有以下措施 希望各會員注意：  

1. 中心於 2022 年 5 月 16 日起；維持有限度服務至另行通知為止。  

2. 中心活動、成教班及班組已經開始面授 

3. 膳食派發已經開始，                            

4. 遇有突發活動，例如派發抗疫物資，中心將會個別致電/WHATSAPP 通知會員領取。 

5. 當中心開放時；各人士進入中心範圍內必須遵守以下/注意的事項 

(1)量度體溫(額探攝氏 37 度以下)  (2)用中心提供的酒精搓手液清潔雙手 (3)需配戴口罩，才可進入中心 

● 所有活動參加者及使用中心設施時要保持適當社交距離 

**如肺炎疫情未得改善，上述安排本中心不時更新及檢討，請留意中心的公佈為準，多謝合作！ 

 奉政府籲：由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將嚴格執行進入政府大樓和辦公處所前使用「安心出行」流動

應用程式及疫苗通行証的安排。除獲豁免人士外，所有政府員工和市民必須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

程式掃描場所二維碼，才會獲准進入政府大樓和辦公處所。十二歲以下和六十五歲或以上的人士，以及

使用「安心出行」有困難的殘疾人士，在進入政府大樓和辦公處所時可獲豁免使用「安心出

行」但仍需要有疫苗通行証(紙本)，惟他們必須填寫表格登記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首四位

數字或字母、聯絡電話和到訪日期和時間，並須於登記時按有關場所人員要求展示相關身分

證明文件，以作核實，有關場所人員亦會致電核實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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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捐款﹕中心已於 AlipayHK (支付寶香港)慈善團體捐款登記賬戶， 

←利用這個 QR CODE可以對香港互勵會進行慈善捐款，方便快捷。 

中心免費 WIFI 現已開啟，日後當你來到中心範圍，使用智能手機/平板/手提電腦可透過登入
“JST FREE WIFI”帳號，可使用免費上網服務。使用方法可參考或內頁中心壁報告示的介紹。 

午晚餐   健康飲食計劃 12 月 2022 年(惜食堂免費提供) 

12月 (月票$20)，(只給有需要的會員登記)  登記日期： 11月 24日至 12月 10日 

由 12 月 1日至 12月 31日(逢一至五) 午餐(時間﹕中午 12:30 至 2:00) (名額 100)，          

晚餐(時間﹕下午 5:30 至 6:00) (名額 50)  (不設堂食) 

  ##12 月 1至 12月 31 日 公眾假期除外 無午/晚飯供應。 名額有限，請預留給有需要的會員 

● 罰款：遺失記錄卡$5、遺失飯盒$20 (不設退還) 如有不確定，請致電中心職員查詢 

● 內容：以記錄卡取飯；如未有帶備已清洗飯盒或記錄卡→不能取飯 

● 備註： 2:00/6:00 (抽取額外飯)  ※請留意紅黑雨/颱風暫停措施 

● 有熱飯供應 

● 暫停湯(如有再作宣布 

領取生日禮物事宜 
2022 年 12月生日的會員禮物     

(領取期至 2022年 12月 31 日前內領取) 

2022 年 12月生日會員請按當月份，12月 31日止。 

會員憑身份証及會員証可到中心領取生日麵乙包，

以示中心謝意並祝福各位長壽健康。   (如無月份顯

示，當 1月處理上出生日期月份) 

※ 曬相服務(12 月份) 
曬相義工當值表                     ●=義工當值 

時間：上午 10:00-12:00,下午 2:00-4:00 

會員可依照上述時間曬中心活動相片(生日會、 

外出活動等)，每張$3，即時領取。每月更新，過後不設補曬。 

會員如有其他本中心舉辦的活動相，也可以到中心使用即時曬相服務。 

12 月 5 日 6 日 7 日 8 日 9 日 

上午     ●     

下午 ●     ● ● 

※ 益智棋類預約 

中心米蘭棋類可預約捉棋，每枱 4 人(參加人數過多以抽籤處理) 

時間﹕每節為 1 小時。星期一至六   上午 9:30 至 10:30，11:00 至 12:00 下午 2:30

至 3:30 及 4:00 至 5:00。會員先完成一節才可報下一節。指定時間，預約人數(每次不多於 3 枱)

即 12 人。如中心有活動舉行將暫停借用。 

※ 按摩椅預約 
已經開始，如果你想到中心使用按摩椅可於例會後向職員預約，每次不多於 2 人，時間﹕每節為 15 分
鐘/節。星期一至六  時間﹕上午 9:30 至 12:00，下午 2:30 至 4:00。會員每天一節。每節指定時間， 
預約人數。如中心有活動舉行將暫停借用。 

會員如於安裝 ZOOM程式/EMAIL/WHATSAPP有
任何疑問，歡迎於辦公時間致電本中心，向
中心向職員查詢預約。(時間為星期一至
五，早上 09:00至 13:00及下午 14:00至
17:00)教學/安裝及查詢。                       

舒心綠悠   (位置本中心) 
種植不同的植物 ， 

歡迎各位用您的眼睛欣賞它,  

用說話讚美它，用鼻嗅嗅它， 用手摸摸它， 

想它們健康成長， 就要靠大家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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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服務（詳請向職員查詢） 

 

社交康樂 興趣班組 護老資源 隱長關顧 申請轉介 偶到服務 

義工發展 社區參與 長者支援 借用物資 膳食供應 耆老保健 

班組安排中心特別措施(成教及中心興趣班) 

成教班課程 時間 地點 預計開班日期時間 

週二長者齊學講英文(2) 星期二 10:00—12:00 橙門/會議室  

週二入門英語(2) 星期二 1:00—3:00 橙門/  

週三身心健康班(2) 星期三 10:00—12:00 橙門  

週四中文進階(2) 星期四 10:00—12:00 橙門/會議室  

週四基礎中文(2) 星期四 1:00—3:00 會議室/橙門  

週五普通話入門(2) 星期五 9:00—11:00 橙門  

週五升級普通話(2) 星期五 11:00—1:00 橙門  

週六電腦初學(2) 星期六 10:00—12:00 橙門  

週六進階學電腦(2) 星期六 1:00—3:00 橙門  

會員/同學注意： 
◆ 因應法例要求，本中心須配合民政處安排，由即日起，凡需要進入彩雲社區會堂或會議室的人士，

都必須遵守疫苗通行證的要求才可進入。因此；如報讀班組或參加活動時而須要進入彩雲社區會堂
或會議室時，都必須遵守疫苗通行證的要求才可進入。如沒有遵從者不可參與其中。中心不會作出
退款或補償。 

◆ 當上課時必需跟從中心衛生指引，全程戴口罩，進入課室前清潔雙手。 
◆ 如有身體不適者不宜上課，需立即求醫及休息！中心坐位安排會比從前相隔。 

成教班課程「由勞工及福利局資助」     2022/2023年度第一期成教班由 10 月開始至 12 月完 

備註：同學必需上課出席率達 8成或以上  ，進階電腦班必須達初級水平才可報名。                                                  

上課時間維持不變及以面授上課，但當再遇停堂則順延(或會考慮網上預錄課程)完成。 

2 月開班，學費每班$20 

中心興趣班課程 時間 地點 開班日期時間 收費/10堂 

楊式太極及八段錦班    逢星期一 上午 8:30 至 10:00   禮堂 2023 年 1 月下旬 會員$80 

長者粵曲班 逢星期一上午 10:30 至 12:00     會議室/橙門 2023 年 1 月下旬 會員$180 

二胡班(舊生優先)       逢星期一下午 1:00 至 2:30     會議室/橙門 2023 年 1 月下旬 會員$140 

書法班(舊生優先)  逢星期二 下午 2:00 至 3:30   會議室/橙門 2022 年 12 月 會員$140 

國畫班  逢星期二下午 3:30 至 5:00     會議室/橙門 2022 年 12 月 會員$140 

養生氣功班  逢星期三上午 8:30 至 9:30     禮堂 2022 年 10 月下旬 會員$25 

書法啟蒙班(不設非會員)  逢星期一 上午 8:30 至 9:30   會議室/橙門 2023 年 1 月 會員$40 

如對上述班組有任何查詢(如收費，開班日期及報名手續)，歡迎向中心職員查詢 

第二期成教班開班

於明年 2 月，將於

下次 1 月例會後報

名抽籤。 

↑部份興趣班已經可以報名請到中心向職員查詢 

部份班組需登記後備輪候！ 



 

第5頁 

A1  寒冬禮物迎聖誕 
    請於例會派票日按 12月例會抽籤名單次序結果登記取禮物換領票。由

於禮物數量有限及種類不同，故需按次序安排 

● 名額約共 1000人  

禮物種類  (1)食物包   

  由於禮物略有不同，未必每位參加者有份(按例會次序安排種類) 

●參加者憑票上日期 19/12/2022或 20/12/2022，在上午 10:00至下午 6:00

拎取禮物，過後不設補領。是次活動可由他人代取，代取人必須出示禮物券和會員証。 

鳴謝﹕社會福利署撥款 

 例會注意事項及程序運作 (正常運作)  

(1) 中心開設例會程序：各會員需出席例會、登記會員證、領取月刊及出席派票日選擇活動參與。                                                              

每次月刊將刊登下個月舉辦之活動、小組、開會日及派票日期或其他需留意之事宜。 

(2) 會員(本人)必須出席例會登記日並拍咭才可用作活動抽籤之用，及需主動留意每月例會月刊的內容。 

(3) 例會登記日是以個人身份出席(拍咭)不可由他人替代出席，派票日的抽籤結果是按抽籤的先後次序及

時間而定，取票時則可(自行或由他人代)出席取票(逾時不候)。 

(4) 中心是以例會登記日抽籤的結果安排會員於派票日的先後次序參與中心活動，會員要出席例會登記日

才有機會參加活動，而各項活動中的名額及對象均有不同。 

(5) 每次活動的安排或派發禮物的數量及款式各有不同，不可能人人相同，敬請留意。 

(6)例會抽籤以按較公平的電腦方式進行，但我們也需配合個別活動的安排需要，按(協辦機構或捐贈人

士的要求)指定特定群組例如：(獨居/雙老/綜援人士等)為受惠者，禮物數量及大小不一。 

(7) 中心位於黃大仙區彩雲邨，安排上門探訪及服務只限於邨內的長者。 

(8) 上述的注意事項；務請各位會員緊記，中心會以公平公正的方法處理各會員的服務、活動及需要。 

以下 A-E 項活動，尤其 A 項也是中

心其中一項活動，因此會員取票時

是要向職員表示，你想參加活動才

會給票予你。 

↓ 

    大家好！我是莫生，是新來到

中心的員工，平時喜歡唱歌，打羽

毛球，有機會的話同大

家切磋，期待大家

到中心一起聊天，

分享生活。 

A2   玉皇觀音金剛普救廟~新年愛心贈福米 
日期： 2022年 12月 28日（星期三）  《農曆十二月初六日》 

時間：下午 2： 30-4： 30  (分時段)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名額﹕300    內容：派發福袋 
根據 12月例會抽籤次序取票禮物券領取    
● 如你已經於其他地方領取請不要再取這票 

鳴謝﹕玉皇觀音金剛普救廟  

以下 A 項活動可揀 2 選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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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免費驗血糖  
日期﹕12 月 9 日(五)      時間:  上午 8:45-9:45(逾時不候)   

 地點﹕本中心   名額﹕50 人     (按輪候冊次序)       費用﹕全免  

備註﹕可服藥及吃早餐後驗血糖， 只需向護士嚴姑娘闡述便可。 

注意事項﹕各會員可登記於輪候冊報名參加 (次序先後按 12 月例會抽籤結果，將個別致
電會員報名。備註一﹕血糖服務將現已開始以輪候冊形式進行報名 

(1)參加者需於 11 月 25 日例會登記抽籤，按抽籤次序出席取票日時登記在輪候冊內(名冊只需登記一
次，直至明年 10 月 31 日止)，如輪候到可參加下月的驗血糖服務，介時會收到中心職員致電參加者日
期及時間，之後如未能參加該月的會員，將按登記次序延至下次驗血糖服務，如此類推。 

(2)﹕如輪候到該月的參加者，因事未能出席，將重新排列在輪候冊內。(3)﹕此輪候冊形式有效期至
2023 年 10 月止。              

 負責護士﹕嚴姑娘          負責職員：楊姑娘 

以下 B 項活動可揀選 1 項：  

B2 活樂人生 ~   (培訓義工) 

日期： 12 月 2 日(五)     

時間：上午 10:20      地點﹕本中心   

名額﹕5 人              費用﹕全免  

內容﹕ 培訓義工了解水耕機運作及 

               利用科技觀察植物生長情況。        

負責職員：周姑娘、何先生 

B4 復康用品維修服務 
日期： 12 月 6 日(二)   

時間：上午 9:20-11:30      地點﹕本中心   

名額﹕10 人         費用﹕全免  

內容﹕ 簡單檢查及維修復康用品(輪椅、助行架等)                                                                               

鳴謝：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彩虹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備註：如參加者需更換拐杖、助行架等膠塞，需向 

           主辦單位支付膠塞費用(每個$10) 

負責職員：何先生 

B8  「靜」之體驗工作坊  

日期： 12 月 8、15 日(四)  (需出席 2 節) 

時間：下午 2:20       

地點﹕本中心   

名額﹕15 人           

 費用﹕全免  

內 容﹕體驗靜觀活動、認識處理壓力                                                                                    

鳴 謝：賽馬會耆樂「友」心社區計劃                       

負責職員：何先生 

上月已登記的會員不用再次登記 

B1 衞生署~~癌症小百科 
日期： 12 月 1 日(四)     

時間：上午 10:20      地點﹕本中心   

 名 額﹕30 人             費用﹕全免  

內 容﹕ 講解癌症的影響       
主講﹕李姑娘(衞生署)      鳴謝：衞生署外展部                   

負責職員：洪先生 

B3 智能手機班 —節日 賀卡制作 

日期： 12 月 2 日(五)   

時間：下午 2:20      地點﹕本中心   

名額﹕15 人           費用﹕全免  

內容﹕ 學習利用智能手機製作節日賀卡                                                                               

鳴 謝：香港 CSL                     

負責職員：何先生 

B6 共鳴點唱機之聖誕大合唱 

日 期： 12 月 20 日 (星期二) 

時 間：上午 10:30-12:00 

內 容：點唱開心歌曲     

費用：全免     地點﹕本中心  

名 額： 15 位點唱者  

負責職員：羅先生                                                       

B7  德望迎新年繽紛同樂日 
日期： 12 月 28 日(三)   

時間：上午 9:20      地點﹕本中心   

名額﹕30 人           費用﹕全免  

內容﹕ 學生陪你迎新年慶祝、玩遊戲、欣賞表演                                                                             

鳴謝：德望中學 

負責職員：洪先生、何先生  

B5  環境衛生與病菌滋生 

日期： 12 月 15 日(四)   

時間：上午 10:20      地點﹕本中心   

名額﹕20 人           費用﹕全免  

內容﹕ 講解個人及環境衛生的重要性。                                                                            

鳴謝：食物環境衛生署                     

負責職員：何先生 

上月已登記的會員不用再次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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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D 項認知障礙症活動（需社工轉介）:  

以下 C 項收費活動，如有興趣及有位請預約付款：  

D1  善忘 VS 認知障礙症~工作坊             
日 期： 12 月 3 日 (星期六)        時 間：上午 10:30-11:30          

費 用：全免            地 點：中心             名 額： 20 人             

內 容：認識認知障礙症的成因、徵狀、預防方法、相關的社區資源、在家健腦好方法 

負責職員：周姑娘                     

C1 剪髮服務      

日期： 12 月 1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00-4:00  ＊出席時間在活動前收到電話通知 

地點：本中心       費用：$2           名額： 15 人 

備註：剪髮前，必須事先洗淨頭髮、不設挑選髮型師。如非剪髮切勿進入剪髮場地，以免發生危險。 
如有爭議，一切以中心解釋為準。                                                                                  負責職員：何先生 

                    

                                                 

          

    

 

積極面對    
         逆境自強 
  

就如驢子的情況，在生命的 

旅程中，有時候我們難免會 

陷入“枯井”，會被各式各 

樣的“泥沙”傾倒在我們身 

上，而想要從這些“枯井” 

脫困的秘訣就是：將“泥 

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 

面去！ 

 

事實上，我們在生活所遭遇的種種困難挫折就是加在我們身上的“泥沙”；然

而，換個角度看，它們也是一塊塊的墊腳石，只要我們鍥而不舍地將它們抖落

掉，然後站上去，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我們也能安然地脫困。如果我們以

肯定，沉著，穩重的態度面對困境，助力往往就潛在困境中。                                       

 這麼深  

  沒辦法 

 哎 ...埋了
它吧 

網絡短文︰漢語網~~~你也在井里嗎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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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長者預約卡拉 OK (需約房)     日期﹕2022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一)  

◆ 不少於 4 人參與，時間﹕下午 3:00 至 5:30  (可自備唱片)         地點﹕會議室 

◆ 唱歌時仍需戴上口罩，場地不進飲食            *如有活動將暫停，##(請會員每天上午查詢活動情況)  

★ 1   12 月長者普及運動 

日 期﹕12 月 6 日 (星期二)   時間:   下午 3:00-4:30    地 點﹕中心      名 額﹕30 人(10 義工)         

費 用﹕全免     公開會員名額:20 人  

內 容﹕參考康文署網上運動動作備註：穿著輕便運動鞋及運動服                        負責職員：楊姑娘 

 ★ 2  2022 年度腦玩童年度會議 

日期： 12 月 13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30-11:30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內容： 暢談本年度整個腦玩童俱樂部運作 名額：只限腦玩童玩具大使    

負責職員：羅先生 

以下★項活動部份只可指定會員報名參加:       

    護老者 12 月活動                                                  已報名參加者請按時出席活動 

活動 日期 時間 負責職員 

長者抑鬱我要知 12 月 2 日(五)  下午 2:30-3:30              蔡姑娘(社工) 

輕鬆運動在家居 12 月 7 日(三)  下午 2:30-3:30              羅先生 

聖誕暖笠笠 12 月 16 日(五) 下午 2:20-3:30                何先生 

「愛笑瑜珈」嘩哈哈 12 月 21 日(三)  下午 2:30-3:30              蔡姑娘(社工) 

長者活力操 12 月 23 日(五) 下午 2:30-3:30              蔡姑娘(社工) 

腦玩童俱樂部 12 月 28 日(五)  下午 2:30-3:30              羅先生 

★8  長者也來玩電競 
中心有 SWITCH，PS4，電腦遊戲，有職員陪玩，簡單易明，仲唔快 D 嚟參加。   
  *每天開機，如有活動將暫停，##(請會員每天上午查詢活動情況)  

★ 4 叮叮鐵路記 
日期： 12 月 21 日 (星期三)             時間： 上午 10:00-11:30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內容：職員講解電車的發展和乘客安全順知，隊員協助本年度交通安全隊籌款獎券義賣      
名額：只限 EKE-18 隊隊員             負責職員：羅先生 

★ 5 你中鏢、我中鏢， 齊比飛鏢最高分約定你；每位會員逢星期五上午 11:30 至下午

2:30 期間擲飛鏢挑戰一次職員龍虎榜，其餘時間可到中心 

練習，每星期最高分的 3 甲會員可得獎品一份。玩法簡單易明，仲唔快 D 嚟中心擲鏢。 

★ 6 恆常運動健康設施陸續開放只供會員使用 

中心將陸續開放氣墊球，籃球機，單車機，拉手器，康樂棋，按摩椅(需每次預約)，健康磅，量血壓。 

 ★ 3 腦玩童大使歡樂聚 

日期： 12 月 16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00-11:30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內容：玩腦玩童卓上遊戲    名額：只限腦玩童玩具大使          

負責職員：羅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