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信任主耶穌
諮委會主席周民勇牧師分享
一家保險公司調查發現，香港人平均希望 57 歲時退休，若允許，他們
理想的退休年齡是 53 歲，但現實迫人，希望要推遲至 61 歲。那是因為我們
偏向憂慮退休生活；半數受訪退休人士稱，退休後的生活水準大不如前，寧
願押後退休年齡，也提不起勁培養退休嗜好。
單單看這一篇報導，感到人生實在唏噓。人一生的日子就是為要保持自
己可以有錢去活著，而當缺錢時，就覺得不能活了。主耶穌說：不要為生命
慮吃甚麼喝甚麼，也不要為身體慮穿甚麼。難道生命不比食物重要嗎？
生活不單只有今世，大家都明白，我們是用今世預備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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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二
1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一班)(4)
1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4)
3:00 近在咫尺:普拉提動態隱定性訓練(7)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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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00 近在咫尺:晨運伸展運動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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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形健膝及歸正脊椎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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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30
近在咫尺:絡活詠春班(6)

9

10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10:00/2:00 復康運動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一班)(5)
10:30
油彩新天地(5)
(面書直播) (第三班)(6)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1:30
近在咫尺:絡活詠春班(7)
9:00 近在咫尺:肌力訓練班(1)
(面書直播) (第二班)(5)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3:00 近在咫尺:普拉提動態隱定性訓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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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形健膝及歸正脊椎操(3)

續會開始

15 續會開始

9:00 護老加油站:中風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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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近在咫尺: 普拉提健康脊椎訓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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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力訓練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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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形健膝及歸正脊椎操(4

22
9:00

衞生署講座-口腔健康牙齒及
假牙護理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一班)(7)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7)
3:00 近在咫尺: 普拉提健康脊椎訓練(2)

中醫流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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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拉提健康脊椎訓練(3)

續會開始

17

9:00 網上專題例會(面書直播)
10:00/2:00 復健運動
10:30
油彩新天地(6)
1:30
近在咫尺:絡活詠春班(8)
2:30
賣旗義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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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0:00/2:00 復健運動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10:30
油彩新天地(7)
(面書直播) (第三班)(8)
1:30
近在咫尺:防跌詠春班(1)
9:00 近在咫尺:肌力訓練班(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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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形健膝及歸正脊椎操(5)

29 9:00 護你同行
9:00
9:00

16

30

9:00 網上專題例會(面書直播)

31

9:00 近在咫尺:肌力訓練班(4)
10:00/2:00 復健運動
10: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30
油彩新天地(8) 完
近在咫尺:防跌詠春班(2)
1:30 近在咫尺–正形健膝及歸正脊椎操(6) 1:30

2

星期四

星期五
4

9:00
9:30
3:00

日

5

6

7

13

14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近在咫尺-防跌緩痛伸展班(7) 10:00 近在咫尺 –快樂椅子操(5)
彩虹天地(YOUTUBE 直播)
(面書直播)
10:00 悅齡展翅薈舍-天然蚊磚製作
2:30 長委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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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1:00 護老護腦重聚日
3:00 彩虹天地(YOUTUBE 直播)

續會開始

18

9:00 護你同行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9:30 近在咫尺-防跌柔力球(1)
11:00 護老結伴溫窩心
3:00 彩虹天地(YOUTUBE 直播)

25
9:00
3:00

星期六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彩虹天地(YOUTUBE 直播)

12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00 近在咫尺 –快樂椅子操(6) 10:30 護老 cafe 之齊齊放鬆下
(面書直播)
10:00 慈善賣物會
11:00 慈善賣物會
2:00

慈善賣物會

3:00

慈善賣物會

續會開始

19

20 21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00 近在咫尺 –快樂椅子操(7)
(面書直播)
2:30 猜猜畫畫大比拼(面書直播)

26

27

28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00 近在咫尺 -家長月會
9:00 老友記陶藝工作坊(2)
10:00 近在咫尺 –快樂椅子操(8)
(面書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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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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派發三月覆診口罩，四月或之後覆診，暫不受理。

24973333

54225473

傳真電話:24974242

97941670

67400087

電郵: focec@ess.org.hk

標準 11 服務單位運用有計劃的方法以評估和滿足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不論服務對象是個人、家庭、團體或社區)。
標準 12 服務單位盡量尊重服務使用者知情下作出服務選擇的權利
1) 活動幹事鄧文亮先生已於 2 月 28 日離職，感謝他這半年多為中心服務。在此謹祝
他前程萬里。
2) 活動幹事潘明生先生已於 3 月 1 日到職。

續會於 2021 年 3 月 15 日(一)開始，因疫情關係需親身到中心預約續會時間。並在
預約指定時間到中心帶同身份證、預約票、年費 (港幣 $25 元)及中心會員証到本
中心辦理。
星期一至五

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星期六

上午 8 時至下午 2 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https://foce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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