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樂社 Kin Lok Club (鼻咽癌康復者互助組織)
註冊慈善圑體
通訊地址：新界 葵涌 大連排道 132-134 號，TLP132 三樓， 香港癌症基金會賽程會服務中心(葵涌)，轉「健樂社」收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非辦公時間內，如有要事請於電話錄音留言。
電話：3667 3238, 5223 0136

傳真：3667 3240

網址： www.kinlokclub.com.hk

電郵: info@kinlokclub.com.hk

Facebook：www.facebook.com/kinlokclub1995

2021 年 7~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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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佰零四期會訊(2021 年 7~9 月)

沒有一個湖是平靜如鏡的！💕
有風便會起波紋！💕
命運如同手中的掌紋！💕
無論多麼曲折！💕
始終掌握自己的手中！💕

健
康
強
體
魄

1. 由於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影響，本社與康文署合辦 3. 2021-5-21 本社與香港大學吞嚥研究所合辦「改
的「六月份健體操班」取消；
善言語及吞嚥運動網上交流會 」，共有 12 人
2. 2021-5-10 本社與香港大學吞嚥研究所合辦「改善
參加；
4.
2021-6-5
至 6-26 本社與妍康會合辦「經筋瑜伽呼
言語及吞嚥運動網上講座(跟進篇) 」，共有 10 人
吸健體操」，共
4 堂及 20 人參加。
參加；
名譽顧問﹕ 韋 霖 教授 蔡德江醫生 岑信棠醫生 陳麗雲教授
鄺麗雲教授 蔡清淟醫生 李浩勳副教授
周振權醫生 原家翠女士 黎雅明律師 鄭玉儀女士 陳汝威副教授 黎瑞玲姑娘 陳麗玲姑娘
鄺維基顧問醫生 陳文琪博士 陳慧琼註冊中醫師 方思行言語治療師 黃龍順會計師 許 由醫生
吳偉民副教授
鮑浩能副教授 林宇恒助理教授 龍曉康註冊社工
名譽會員﹕ 李乃棉先生
委

員： 主 席：梁耀開
總 務：簡惠貞

副主席：楊志強
康 樂：陳家樂

秘 書：李子良 司 庫：梁覺清 副司庫：鄺基美
資 訊：章越東 關懷及聯絡： 鄧瑞芳

程序幹事： 洪曉嵐姑娘 / 兼職會計： 鄭靜文姑娘
會訊編輯： 梁耀開 章越東 李子良 洪曉嵐

(以上排名不分先後)
資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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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樂社未來活動資訊】
活動名稱
威爾斯親王醫院
網上
新症分享會

活動名稱

健體操班
(與康文署合辦)

高爾夫球同樂日
(與康文署合辦)

【義工服務系列】
日期/時間
地點
2021 年
7 月 22 日
8 月 19 日
9 月 16 日
(星期四)
(上午 10:30 至 12:30 )

網上 ZOOM 進行

內容

對象/名額

藉著同路人義工與新鼻咽癌
患者互相分享經驗，從中鼓
勵他們。

新症患者、家屬及
其照顧者

【興趣小組系列】
日期/時間
地點

2021 年 8 月 13 日
(星期五)
上午 10:00
至
中午 12: 00

2021 年 9 月 12 日
(星期日)
上午 9:00
至
下午 1: 00

上環體育館十一樓
室內運動場舞蹈室

屯門康樂體育中心
(詳情請參閱海報)

內容

健體操-全套共分八式，簡單
易學，不受場地限制，大家可
以隨時練習。導師將會教授
踏步轉腕，開合雙臂，蹲腿，
提踵推肩，後跨步，前跨步屈
臂 ， 開 合腿 及踏 步 深呼 吸 ，
透過練習可以讓照顧者及病友
達到疏通經絡、調理內臟，更
可活動全身關節肌肉，改善新
陳代謝，增強肺活量，促進血
液循環，有助放鬆神經系統。

位於屯門康樂體育中心的戶外
高爾夫球練習場設有真草練習
草坪及沙池設施，加上專業教
練的指導，必定為大家帶來不
一樣的體驗。

對象/名額

本社會員及其家屬
(名額 : 6 位)
(費用全免)
導師:由康文署安排

本社會員及其家屬
(名額 : 13 位)
(費用全免)
導師:由康文署安排

以上活動報名及查詢請致電: 3667 3238 與程序幹事洪曉嵐姑娘聯絡

鳴謝
健樂社承蒙下列善長/機構在上季捐款，以作活動經費及捐出物資，特此致謝 :

香港癌症基金會，香港社會福利署，杜彼德先生 (以上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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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2021 年 7、8、9 月份生日社友名單

7 月份生日

簡惠貞女士 容羡文女士 何裕泰先生 區華先先生 劉燕芝女士 黃美香女士
郭偉倫先生 陳佩容女士 鄧佩嫦女士 黃良梅女士 周志堅先生 關保銓先生
黃昭明先生 楊志強先生 李鑫財先生 葉慧玲女士 佘琮偉先生 梁惠芳女士
陳偉倫先生

8 月份生日

勞祐灼先生
毛慧瓊女士
廖文偉先生
游巧莊女士
陳家樂先生

9 月份生日

何育庭女士 李綺雯女士 李轉娣女士 黎淑珍女士 左炳坤先生 伍寶羡女士
鄺月明女士 黃劍雄先生 岑富文先生 梁衛文先生 陳美芳女士 馮美顏女士
鍾尚融先生 梁志權先生 楊榮照先生 黃偉文先生

朱麗萍女士
陳美玉女士
梁明標先生
李泰安先生
唐森洲先生

陳啟源先生 彭煥珍女士 譚 毅先生
王錦強先生 梁漢鐘先生 梁有安先生
侯詩禮女士 李文海先生 陳惠芬女士
施超彥先生 陳笑英女士 鍾銀英女士

劉振光先生
黃龔恒先生
陳 幹 先生
蘇瑞雯女士

(以上名單排名不分先後，如有錯漏，敬請原諒) 【因疫情嚴峻，故取消秋季生日會，敬請體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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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改變

李子良

世界各地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不經不覺已一
年半有多了！大家都期望疫情早日消散。回復正常生活。
在疫情下的我，所有活動都受疫情停辦、延期或取消：
包括義工服務、興趣班、書法、繪畫等……
多了時間在家練習，及有時間完成送給朋友生日畫啊。
近年又熱愛行山、（感謝主賜我健康）香港好多行山
熱點，風景優美、更可以一路行一路拍下靚景呢，大家到
處行山避疫，也對身心有益呢！也要做足防疫措施呀，
（戴口罩、消毒液）呀！但更覺時間唔夠用呢！
有時趁限聚令放寬，約朋友茶聚，有些仍然擔心，盡
量少出外，但有些仍然很活躍，一齊去行山、飲茶！
醫院義工方面，停了一年多了，最近才有 ZOOM 形式
進行：以及部份講座亦有 ZOOM 形式進行、教會崇拜亦是
ZOOM、什麼都是 ZOOM！……
期待疫情消散早日回復正常舉行實體活動呢！
注意: 歡迎各社友投稿！ 各位如有參加活動後的記載和感想，或對本社的任何意見，本身患病經歷和感受以及
旅遊趣事和見聞，我們都歡迎你投稿，讓大家一同分享。但來稿請不要超過 500 字，一經刊登，將致送紀念品
一份。同時本社保留有修改或刪減文章的權利，文章純屬個人意見，一切與本社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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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筋呼吸瑜伽健體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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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搭地鐵前往健樂社的方法如下：
在葵芳地鐵站 A 出口，見報紙檔及爭鮮壽司店後，從左邊扶手電梯向上行一層，
沿路直入領展葵芳廣場的長廊，然後一直行(中途切勿走落自動電梯)，要行到尾至看
見大快活快餐店，見右方有玻璃門然後推門直出，通過行人天橋往對面馬路，沿天橋
斜路向下行然後轉左直行，在第一個街口轉右直出就是大連排道，見大排檔後再向左
行第二個街口，見一幢又藍又白又有紅色的 7 層高建築物便是 TLP132 大廈(見下圖)，
進入該大廈內的電梯按 3 字，便可到達葵涌癌協中心及本社。

~~環保呼籲~~
各位社友，你們好！如果大家平常有使用智能手機或電腦瀏覽網頁，請
大家直接登入『健樂社』的網站：www.kinlokclub.com.hk 查看或自行下
載『健樂社』每季的會訊，又或追蹤健樂社的面書收集本社最新資訊：
www.facebook.com/kinlokclub1995
網上的訊息會更新更快、更及時，包括：各種各
樣有益身心的活動和講座，歡迎大家踴躍參與！
請大家以電郵通知本社幹事登記免收郵寄的會
訊。

Email：info@kinlokclub.com.hk
*環保從你我做起，減少一張紙，拯救一棵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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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地址：葵涌大連排道 132-134 號，TLP132 三樓，香港癌症基金會賽馬
會服務中心(葵涌)，轉「健樂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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