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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2 3 4 5 

  8:30 (中心) 活力毛巾操 (線上) 食得健康D (一)  

10:30 (線上及實體) 8:45 (中心) 棋樂無窮 (一)  9:00 (中心) 體弱長者暫託服務 
清明節

主日崇拜 11:00 (中心) 愛心餸大行動 2:00 (中心) 棋樂無窮 (二) 

  2:30 (中心) 居家安老斷捨離 2:30 (中心) Switch運動同樂日  

 2:30 (中心) 腦玩童俱樂部   

9 10 11 12 

   9:00 (中心) 體弱長者暫託服務 (線上) 食得健康D (二)

10:30 (線上及實體) 
復活節  

11:30 (中心) 趣味書法工作坊 8:30 (中心) 座式康樂操

主日崇拜 2:00 (中心) 棋樂無窮 (二) 8:45 (中心) 棋樂無窮 (

    10:00 (中心) 義工剪髮服務

    2:30 (中心) 創新科技體驗日

   2:30 (中心) 半熟芝士撻

     

16 17 18 19 

  8:30 (中心) 活力毛巾操 9:00 (中心) 體弱長者暫託服務 (線上) 食得健康D (三)

10:30 (線上及實體) 8:45 (中心) 棋樂無窮(一)  10:00 (中心) Switch體感遊戲  (線上) 居家食譜分享樂

主日崇拜 11:00 (中心) 愛心餸大行動 2:00 (中心) 棋樂無窮 (二) 8:30 (中心) 座式康樂操

 12:00 (戶外) 大嶼山半天遊 2:30 (中心) 乾花立體相框 8:45 (中心) 棋樂無窮  (

  2:30 (中心) 腦玩童俱樂部 2:30 (線上) 親友逝世如何處理   2:30 (中心) 義工小聚  

  2:30 (中心) 寓運動於遊戲   

23/30 24 25 26 

  8:30 (中心) 活力毛巾操 (線上) 閱讀樂：福音故事 (線上) 食得健康D (四)

10:30 (線上及實體) 8:45 (中心) 棋樂無窮(一)  9:00 (中心) 體弱長者暫託服務 8:30 (中心) 座式康樂操

主日崇拜 11:00 (中心) 愛心餸大行動 9:30 (中心) 福音故事閱讀分享會 8:45 (中心) 棋樂無窮(三

  2:30 (中心) 湊孫加油站 11:30 (中心) 趣味書法工作坊 10:00 (中心) 擲出個未來

  2:30 (中心) 有需要護老者湯水聚 2:00 (中心) 棋樂無窮 (二) 2:30 (中心) 自製顏色唇膏

    2:30 (中心) 照顧小錦囊   

「那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

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

我們得醫治。」以賽亞書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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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8:30 (中心) 健康檢查 

   

   

   

   

6 7 8 

8:30 (中心) 拍手操   

清明節 
8:45 (中心) 棋樂無窮 ( 四)  

受難節 受難節翌日 
9:30 (中心) 趣味中文 

11:00 (中心) 愛心餸大行動    

11:00 (中心) 福音粵曲   

13 14 15 

D (二) 8:30 (中心) 拍手操 8:30 (中心) 養生操 8:30 (中心) 活力長者健康操 

中心) 座式康樂操 8:45 (中心) 棋樂無窮 ( 四)  8:45 (中心) 棋樂無窮 (五)  10:15 (中心) 實用普通話 

中心) 棋樂無窮 (三)  9:30 (中心) 售賣雀巢三花 10:30 (中心) 粵曲研樂   

中心) 義工剪髮服務 9:30 (中心) 趣味中文 2:30 (中心) 活力強肌運動帶操   

中心) 創新科技體驗日 11:00 (中心) 愛心餸大行動    

中心) 半熟芝士撻 11:00 (中心) 福音粵曲   

1:30 (中心) 投棋所好   

20 21  22 

D (三) 8:30 (中心) 拍手操 (線上) 食物冷知識 8:30 (中心) 活力長者健康操 

(線上) 居家食譜分享樂 8:45 (中心) 棋樂無窮 (四)  8:30 (中心) 養生操 10:15 (中心) 實用普通話 

中心) 座式康樂操 9:30 (中心) 趣味中文 8:45 (中心) 棋樂無窮 (五)   

中心) 棋樂無窮  (三)  11:00 (中心) 愛心餸大行動 10:30 (中心) 粵曲研樂    

中心) 義工小聚  11:00 (中心) 福音粵曲 2:30 (中心)血管檢查   

 3:00 (中心)長青齊歡聚   

27 28 29 

D (四) 8:30 (中心) 拍手操 8:30 (中心) 養生操 8:30 (中心) 活力長者健康操 

中心) 座式康樂操 8:45 (中心) 棋樂無窮 (四)  8:45 (中心) 棋樂無窮 (五)  10:15 (中心) 實用普通話 

中心) 棋樂無窮(三)  9:30 (中心) 趣味中文 10:30 (中心) 粵曲研樂  

中心) 擲出個未來 11:00 (中心) 愛心餸大行動 2:30 (中心) 認識糖尿病與認知障礙症  

中心) 自製顏色唇膏 11:00 (中心) 福音粵曲   

1:30 (中心) 投棋所好     

「那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

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