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區資源申請或轉介服務 

本中心可協助申請或轉介以下服務: 

 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 

(65 歲以上領取長者生活津貼人士適用) 

 恩澤膳「短期食物援助」 

 銀齡護士站 

* 歡迎有需要人士查詢及申請，部份項目只限本中心 

會員申請(詳情請向職員聯絡。)* 

奶粉服務 

服務項目 費用 

雅培金裝加營素 900 克 $173/罐 

雅培怡保康     900 克 $220/罐 

 只適用於 55 歲以上中心會員享用此優惠 

 每人每次限買兩罐，每月只限購四罐 

中心服務(不設綜援人士優惠) 

 
服務名稱 服務日期 時間 費用 

量血壓 逢星期三 上午9-11時 免費 

(接受非會

員參加) 
驗血糖 

(逢每月第三個星

期三) 

15/12 (三) 上午9-11時 

20/1 (三) 

17/2(三) 

剪髮服務 

(逢每月第二個 

星期二) 

(二月份暫停一次) 

7/12 (二) 上午 9:30- 

中午 12:30 

$5/次 

(非會員

$10/次) 
11/1 (二) 

上門義剪服務 

(對象: 居住在愛

民邨獨居長者) 

需個別 

安排預約 

需個別 

安排預約 

免費 

(接受非會

員參加) 

1. 剪髮服務必須預先預約 

2. 請在剪髮前一天洗頭 

3. 皮膚病患者不適合參加 

(中心備有輪椅及四叉助行架供街坊借用，詳情請向職員聯絡) 

 

中心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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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9:00- 

下午 2:00       
上午 10 時- 

中午 12 時 

下午 2:00- 

下午 6:00        

下午 6:00- 

晚上 8:00        

備註: 

1. 接受電話(3428 5476)查詢，非中心開門時間，但場內仍會進行小組活動。 

2. 週日上午 10 時-中午 12 時為崇拜時間，歡迎各位街坊參與   

 

常光堂園地                     提升抗疫力                       郉迪 傳道 
 

過去一年多經歷了一波接一波的新冠肺炎疫情，在長期收緊社交距離措施下，香港人的生活習慣大受影響，由限聚令到停工停課，

到通關時間不斷延期，疫情令社會瀰漫緊張氛圍，不少人情緒出現困擾。有調查顯示，焦慮和互相隔絶已經對大眾造成影響。有心

理專家指出，在長期繃緊神經的高壓下，面對未知的局勢人易將眼前的迷惘轉化為恐懼，容易對眼前的一切感到力不從心，造成身

心的焦慮及抑鬱，最常直接反應出的症狀莫過於失眠、入睡困難、頭痛、胸悶、暈眩，甚至有異常疲累、易怒、手麻、發抖或是腸

胃不適等狀況發生，甚至引發各種焦慮、情緒問題等。面對同一「疫」境，有些人卻會以從容、積極態度面對，梳理個人情緒和壓

力，突破逆境。如何提升個人的抗逆力？面對疫情，聖經又能帶給我們怎樣的提醒呢？ 
 

１． 心存感恩 

在順境中感恩是自然的事，但在困境中仍要感恩卻不容易。《聖經》的教導是「凡事謝恩」。「凡事」當然包括了如意和不如意的事。

在疫情下令不少人感到「辛苦」或「諸事不順」，但是否一點好事都沒有呢？當我們發掘或留意身邊「好」事，例如﹕悉心灌溉一

些小植物，每日留意盆栽的生長狀况，不難發現親手栽種的成果可以帶來正面和開心的效果，甚至可以感染身邊人，分享和傳遞快

樂信息。懂得凡事謝恩的人，不會為昨天的事情過分憂慮，而在今天的困難中仍有平安，也會對明天充滿著信心和希望。 
 

２． 顧念他人 

《聖經》教導「施比受更為有福」！ 嘗試多行一步，多做一些利己利人的事。哪怕只是在疫情下幫助陌生人「按升降機開關」、做

義工、賣旗、幫長者拎下重嘢等自然能釋放更多「開心」荷爾蒙，走出力不從心的困局。當我們看到因為自己「施予」而能夠使別

人「受益」時，那種喜樂是難以宣之于口的。「助人」的心態與行動會成為我們喜樂的泉源，使我們的人生感到幸福。 
 

３． 心存盼望 

當陷入逆境時，我們很容易感到失望、甚至恐懼絕望。但聖經清楚地告訴我們，上帝是我們在「逆境中的盼望」，信靠上帝的人即

便經歷失望、絕望，也仍有盼望。甚麼是盼望? 就是相信上帝在我們受苦的時候總會為我們開一條出路。 
 

但願在現今的逆境（疫境）當中，您能信靠上帝，並因著上帝的話語有盼望，更願使人有盼望的主、賜平安的上帝，因信將諸般

的喜樂、平安充滿投靠祂的人心中，使我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羅馬書 15 章 13 節）。 



會員申請辦法  
(歡迎本區坊眾使用本中心各項服務，婦女、 

兒童、長者、家長等均可參與。) 

會員費用 類別 

$22/年； 

$18/年(綜援家庭) 

 3 歲或以上所有人士 

(12 歲以下申請者，家長需於申請

表上簽名) 

$80/年； 

$64/年(綜援家庭) 

 家庭會員 

(最多5 名直系親屬) 

 

 

免費 

 85歲或以上長者 

 經迦密山堂及迦密常光堂推薦

的會友 

 幼童軍117旅員 

 參加新來港學童適應課程的學

童首年免費 

 現就讀迦密中學的學生 

 

2021年 12月至 2022年 2月份通訊 

地址: 九龍愛民邨禮民樓 403-410 室  
(屋邨辦事處斜對面/ 

何文田站 A3出口沿天橋，G/F往嘉民樓方向) 

電話: 3428 5476/ 

6879 7554(只適用於 WHATSAPP查詢) 

會員報名及須知 
 

1. 會員可享有本中心的一切福利和享用設施之外，並可以會員價參與本中心的活動及課程。 

2. 會員每三個月收到本中心的『睦鄰通訊』。 

3. 現憑中心有效會員證到「愛文閣」購買滿$20正價貨品，可獲九折優惠（電腦產品95 折）。 

4. 活動及班組，非會員加收$22。 

5. 所有班組收費，均劃一以全期收費，即參加者報名時需付全期堂數學費。 

6. 除特別註明外，綜援人士報名享有八折優惠，每班優惠名額有限，報名時請出示有效證明文件。 

7. 所有活動，除特別註明外，均在本中心舉行。 

8. 愛心提示： 

 請各位參加班組的學員，留意所參加之班組的時段，按時繳交下期的學費。 

 請各位會員留意會籍到期日，按時到中心辦理續會手續。 

 活動取消，接獲退款通知後一個月內，帶回收據到中心取回退款，逾期恕不處理。 

 遺失物品，存放兩天，沒有物主到取，中心將自行處理。 

9. 中心暫停開放日子：25-27/12(聖誕節假期)、1/1(新年假期)、31/1-10/2 (農曆新年假期)、及 

逢星期日暫停開放。  

颱風訊號或暴雨訊號下中心安排 

颱風訊號 暴雨訊號 中心內活動/班組 戶外活動 

一號風球 黃色暴雨 照常進行 

三號風球 紅色暴雨 照常進行。 

學生可自行決定是否

出席。 

*幼兒班組活動取消 

 

舉行前兩小時

內懸掛，活動/

班組取消，由中

心決定安排補

堂或退款。 

 
八號或 

以上風球 

黑色暴雨 活動/班組舉行前兩

小時內懸掛，活動/班

組取消，由中心決定

安排補堂或退款。 

當天文台除下八號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後兩小

時，所有班組將會回復正常。如遇困難，需致電中心與職

員商討。  

 

編訂及印製月份: 11.2021 

本期印量: 1000 份   

第一版 印刷品 

                    
(鳴謝:民政事務處)  

大家睇完呢段短片後，係咪都好被愛充滿呢?  

我地都好想繼續同你分享呢份愛呀!  

歡迎您睇完短片後，係 2021 年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31 日前到「常光睦鄰中心」登記攞禮物包啦!                                                         

(每人只限登記一次及領取一份禮物包。 

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快 D點擊 QR CODE 

觀看短片啦>> 

 



 

兒童班組活動 

班組 日期及時間 對象 費用 內容 

芭蕾舞班 

Grade 2 二級班 

逢星期六 

上午 9-10 時 

已考一級試 $110/堂 

 

課程以英國皇家芭蕾舞分級考試及澳

洲聯邦舞蹈教師協會作藍本，合資格學

員可獲考試機會。表現優秀學員會被邀

請參加表演及比賽。 

備註: 課堂指定服飾、比賽及考試費需

另行收費。(由格立教室自行收費) 

有關「格立教室」個別提供的補堂及課

外的排練等，會由導師與家長直接安

排。 

芭蕾舞班 

PP 初級班 

逢星期六 

上午 10-11 時 

K3 或以上 

及初學者 

$90/堂 

 

芭蕾舞班 

Grade1 一級班 

逢星期六 

上午 11-12 時 

已考初級試 $105/堂 

 

芭蕾舞班 

PS 學前班 

逢星期六 

下午 12-1 時 

K1-K2 或 

初學者 

$80/堂 

 

英文加強班 逢星期六 

上午 11-12 時 

小一至小三 $60/堂 以不同的有趣形式，提升同學對學習英

文的興趣。 

幼兒興趣英文班 逢星期六 

下午 3-4 時 

K1-K3 $60/堂 透過動畫短片或遊戲享受學習英文樂

趣。 

兒童美術 A 班 

(初小班) 

逢星期六 

下午 1-2 時 

4-7 歲 $70/堂 以不同題材及畫具，引發兒童美術創

意，提高美術技巧。 

兒童美術 B 班 

(高小班) 

逢星期六 

下午 2-3 時 

8-12 歲 $70/堂 

漫畫插圖班 逢星期六 

下午 12-1 時 

8-12 歲 $90/堂 學習漫畫人物結構、設計基礎理論班等

美術技巧。 

搏擊自衛術 

(宣道會愛民堂上課) 

逢星期六 

下午 4 時-5 時半 

小一至中六 

(按年齡分組上課) 

$50/堂 訓練個人紀律、實用搏擊、自衛術、跆

拳道套拳練習(可考級)、個人比賽及信

息分享。 

117 旅幼童軍 

 

逢星期六 

下午 4 時-5 時半 

7 歲半-11 歲 $120/年 訓練團隊精神、紀律操練、接受挑戰，

服務社群。*需預先登記，面試合格後

再報名及集會時間由童軍領袖通知。 

新來港學童適應班 逢星期六 

下午 3 -5 時 

(每期 60 小時) 

6-18 歲新來港及

回流學童 

(需要 10 人才開

班) 

 

免費 

 

了解香港的文化、生活及語言等，幫助

同學投入生活。 

(須親身前來登記並帶備單程證) 

特備活動/班組 
趣味英文班 

(名額 8 名) 

逢星期六 

下午 3 時-4 時半 

 

全書津或 

綜援家庭小學 

(需提交證明文件) 

$15/堂 

 

提升學生對英文的閱讀及寫作能力。 

 

數學智趣班 

(名額 8 名) 

逢星期六 

下午 4 時半-6 時 

 

全書津或 

綜援家庭小學生 

(需提交證明文件) 

$15/堂 

 

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和解題能力。 

真愛同享活動 

(名額 30 位) 

24/12/2021 

下午 2 時半-4 時半 

小學生 免費 

 

透過以愛同享聖誕競賽遊戲之嘉許活

動。 

 



    

長者班組活動 

班組名稱 日期及時間 費用 內容 

福音粵曲小組 1/12、8/12、15/12、22/12、

29/12、5/1、12/1、19/1、

26/1、16/2、23/2 

逢星期三 

下午 2-3 時 

免費 對基督教信仰或粵對曲有興趣的長者。 

正形健膝操 1/12、8/12、15/12、22/12、

29/12、5/1、12/1、19/1、

26/1、16/2、23/2 

逢星期三 

下午 1-2 時 

＄10/堂 

 

鍛鍊膝蓋和全身運動，有助行路及平

衡，預防跌倒。 

普通話（中班） 

(需對拼音 

有基本認識) 

2/12、9/12、16/12、23/12、

30/12、6/1、13/1、20/1、

27/1、17/2、24/2 

逢星期四 

下午 12 時-下午 1時半 

＄20/堂 學習拼音及聲調及基本日常溝通對話。 

長者大會 2/12、6/1(四) 

下午 2時-3時半 

(2月份暫停一次) 

免費 介紹中心活動資訊，讓長者參加合適活

動。 

耆樂手機班(四) 9/12、16/12、 

23/12、30/12 (四) 

上午 11-12點 

$10/班 教授手機軟件應用。 

長者學堂- 

人老身不老 

(50歲以上或照

顧長者人士) 

7/12、21/12、 

4/1、18/1(二) 

下午 2:00-3:30 

免費 認識長者身體的變化及需要，提升自我

照顧技巧及了解社區資源。 

成人班組活動 

讚美操 逢星期一 

上午 10-12時 

(14/2/2022正式開始) 

免費 以規律有節奏的動作熱身，再加上伸展

的運動，讚美操以優美的詩歌，配合各

種輕柔或有力的舞蹈動作，達到身心靈

的健康。歡迎有興趣的人士來參加。 

品格教育工作坊 4/12、11/12、18/12(六) 

下午 1-2 時 

 

$10/堂 幫助家長明白積極正面引導子女的心

法；發掘和發展孩子品格強項的技巧；

釐清真愛與管教觀念，培養孩子有更全

面健康的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