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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福安堂耆趣天地 

    福安 1月份中心通訊 
 

有耶穌心不冷                               

                                

諮委會主席周民勇牧師分享 

  這幾個星期很冷，在綿綿細雨及強風之下，氣溫很低。在這急

降溫之下，我們只要好好保暖就可以了，有人足不出戶並緊關門

窗，但大多數人還是要出門，雖然原因各不相同，但大家都為了令

自己暖和，就把自己包得密密的，在北風沒有陽光之下，總能令自

己暖乎乎。但如果不是身冷而是心冷呢！那就不能用穿衣這方法

了。 

令人心冷的原因通常只得一個，那就是遇到了無情自私的人。在疫

情的生活中，每天都從心裡冷出來，如果不是耶穌保佑，路難行，

今天有耶穌，日子容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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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所 以 ， 不 要 為 明 天 憂 慮 ， 因 為 明 

天 自 有 明 天 的 憂 慮 ； 一 天 的 

難 處 一 天 當 就 夠 了 。 

馬 太 福 音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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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一班)(5)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5) 

1:00/2:00 二胡進階初班/進階班(7) 
3:00   近在咫尺:普拉提動態隱定性訓練(2) 

9:00   護你同行                 5 

9:00   一月剪髮服務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三班)(5) 

9:00   近在咫尺: :晨運伸展運動班(2)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5) 
10: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30   近在咫尺:正形健膝操(4) 

9:00     網上例會(面書直播)    6 
10:00/2:00 復康運動 

10:30     油彩新天地(5)zoom 

10:30     開心操(8)完 

1:30      近在咫尺:絡活詠春班(1) 
 

            11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一班)(6)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6) 

10:30    護老護腦認知訓練(初階)(一) 

1:00/2:00 二胡進階初班/進階班(8)完 

2:30     護老護腦認知訓練(進階)(一) 

3:00  近在咫尺:普拉提動態隱定性訓練(3) 

 

9:00   護你同行                12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三班)(6) 

9:00   近在咫尺: :晨運伸展運動班(3)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6) 

10: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30  近在咫尺:正形健膝操(5)  

9:00     街展站              13                      
10:00/2:00 復健運動 

10:30  油彩新天地(6) zoom 

10:30  護老謢腦認知訓練(初階)(二) 

1:30   近在咫尺:絡活詠春班(2) 

2:30   護老謢腦認知訓練(進階)(二) 

 

 

�9:00     浸大中醫流動車       18 
9:00     (面書直播) (第一班)(7)  

9:00     規劃圓滿人生(二)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7) 

10:30   靈康運動工作坊 

3:00  近在咫尺:普拉提動態隱定性訓練(4) 

9:00  護你同行              19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三班)(7) 

9:00  近在咫尺: :晨運伸展運動班(4)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7) 

10: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30  近在咫尺:正形健膝操(6) 

9:00 網上專題例會(面書直播)  20 

10:00/2:00 復健運動 

10:00     甜姐兒 

10:30     油彩新天地(7) zoom 

1:30      近在咫尺:絡活詠春班(3) 

2:30      腦朋友重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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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一班)(8)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8) 

3:00  近在咫尺:普拉提動態隱定性訓練(5) 

9:00  護你同行                 26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三班)(8) 

9:00   近在咫尺: :晨運伸展運動班(5)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8) 

10: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30   近在咫尺:正形健膝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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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關愛剪髮溢社群 

10:00/2:00 復康運動 

10:30     油彩新天地(8) zoom 

1:30      近在咫尺:絡活詠春班(4) 

2:30      長委 ZOOM 一 ZOOM 

https://dailyverses.net/tc/%E9%A6%AC%E5%A4%AA%E7%A6%8F%E9%9F%B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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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日 

          

 

 

  1 

    元旦日 
 

 

2 
10:00  遊協活動:剪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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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護你同行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9:30   近在咫尺-防跌緩痛運動班(1) 

3:00   彩虹天地(面書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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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30  近在咫尺:穴位止痛班(8) 
2:00   紅姐滋補 

3:00   歡天喜地狂想曲(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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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護你同行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9:30   近在咫尺-防跌緩痛伸展班(2) 

3:00   彩虹天地(面書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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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和諧粉彩-新春賀年咭 

10:30 護老謢腦認知訓練(初階)(三) 

2:30  護老謢腦認知訓練(進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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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近在咫尺:家長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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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護你同行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9:30   近在咫尺-防跌緩痛伸展班(3) 

10:00  護老結伴暖窩心 

3:00   彩虹天地(面書直播) 

3:00   細細粒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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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2:00   紅姐滋補 

3:00   漁民保祿健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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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護你同行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9:30   近在咫尺-防跌緩痛伸展班(4)  

3:00   彩虹天地(面書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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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近在咫尺 -物理治療服務 

10:00  近在咫尺 -開心椅子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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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近在咫尺:家長月會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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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覆診用口罩 
到政府醫院/診所覆診的會員，領取覆診口罩方法: 

1. 憑有效會員証及 

2. 覆診紙， 

3. 每日覆診可以領取兩個口罩。 

4. 口罩存量有限，派完即止。 

現時派發一月覆診口罩，二月或之後覆診，暫不受理。 

 

  

   

 

 

 

                                                  

https://focec.org.hk       

               

 

          

服務總主任:周賢明先生  服務主任 : 梁頴恩姑娘       

中心主任  :區麗卿姑娘    中心副主任: 蔡岳山先生 

社工      :黃美儀姑娘    徐杏恩姑娘    揭鳳婷姑娘    雷曉怡姑娘   郭柔吟姑娘                   

程序幹事  :馬綺珊姑娘    助理程序幹事   侯韻韻姑娘    計劃主任  :林恩如姑娘   

活動幹事  :羅桂芬姑娘    鄧文亮先生         

保健員    :廖竹茜姑娘    註冊護士 :黃苗茵姑娘       事務員 :郭錦紅姑娘 

 

 

 

標準 7 服務單位實施政策及程序以確保有效的財政管理。 

標準 8 服務單位遵守一切有關的法律責任。        

 

 

星期一至五   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星期六       上午 8 時至下午 2 時 

 

24973333 54225473 

94941670 67400087 

傳真電話:24974242 

電郵: focec@ess.org.hk 

中心地址:青衣長安邨(第二期)安泊樓地下 123 號 

服務質素標準知多 D 

 

中心開放時間 

 

中心網址: 中心面書: 

印刷日期: 12/2020 印刷數量:600 本 

 

中心職員名單 

https://foce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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