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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福安堂耆趣天地 

    福安 2 月份中心通訊 
 

回家過年                               

                                

諮委會主席周民勇牧師分享 

  從網上媒體的報導中，我們看到今年的農民工在疫情未至失控

要封城之前，拼命地擁擠進火車站，頂著嚴寒、受著風雨，就是要

回家與家人團年。我們在香港，雖然也在疫情之下，但親人就在身

邊，相比民工們幸福何止千倍。 

 家的感覺好奇怪，年輕時會容易覺得煩、受約束。人成長了就會

變得會珍惜，並多了點懷念。年青時對過年這些節日，無論是做冬

或吃團年飯，都會覺得做作，要一家人食飯何必如此。 

    人生經歷令你成長看事物的眼界都不同了，可以變得樂觀，當

然也可變成悲觀。樂觀悲觀一線之差，有基督教信仰，靠主耶穌容

易步向樂觀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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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1 

9:00     護老加油站:柏金遜知多點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一班)(1)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1) 

3:00    近在咫尺:普拉提動態隱定性 

訓練(6) 

               2 
9:00   2-3月剪髮服務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三班)(1) 

9:00    近在咫尺: :晨運伸展運動班(6)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1) 

10: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30    近在咫尺:正形健膝操(8) 

9:00     網上例會(面書直播) 3 
10:00/2:00 復康運動 

10:30     油彩新天地(1) 

1:30      近在咫尺:絡活詠春班(5) 

   

9:00   衛生署講座              8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一班)(2)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2) 

10:30  靈巧運動工作坊 

 

9:00   護你同行                 9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三班)(2)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2) 
 

 

10 
10:00/2:00 復康運動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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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三班)(3)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3) 
 

 

9:00 網上專題例會(面書直播)  17 

10:00/2:00 復健運動 

10:30     油彩新天地(2)  

 

�                             22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一班)(3) 

9:00     中醫流動車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3) 
 

9:00   護你同行              23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三班)(4) 

9:00    近在咫尺: :晨運伸展運動班(7)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4) 

10: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30    近在咫尺–正形健膝及歸正脊椎操 

  24 

10:00/2:00 復健運動 

10:30     油彩新天地(3)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民數記 6: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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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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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00   彩虹天地(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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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00  福安年宵迎新春(已滿額) 

11:00  福安年宵迎新春(已滿額) 

2:00   福安年宵迎新春(已滿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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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3:00   彩虹天地(YOUTUBE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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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9:00   護你同行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3:00   彩虹天地(YOUTUBE 直播) 

 19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9:00   陶藝工作坊(1) 

10:00  近在咫尺 –開心椅子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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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近在咫尺:家長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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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9:00   護你同行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9:00   健康飲食小組(4) 

9:30   近在咫尺-防跌緩痛伸展班(6) 

3:00   彩虹天地(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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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30   載歌載舞賀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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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12 日(五)至 15 日(一)為農曆年公眾假期，中心休息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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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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派發二月及三月覆診口罩，四月或之後覆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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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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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職員和服務使用者處身於安全的環境。 

標準 10 服務單位確保服務使用者獲得清楚明確的資料，知道如何申請接受和退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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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開放時間 

 

中心網址: 中心面書: 

印刷日期: 1/2021 印刷數量:600 本 

 

中心職員名單 

https://foce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