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愛堂圓玄學院「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 請會員輸入中心手提5721 2320於
智能手機通訊錄內，以便未來繼續
收到WHATSAPP電子版季刊。

因疫情嚴峻，為免人流聚集而增加受感
染之風險。由21/6/2021(星期一 )起接受
電話報名，會員可致電2320 4007(鑽石山)
/ 2326 3339(黃大仙 )報名，恕不接受
WHATSAPP訊息報名，敬請留意。

由28/6/2021(星期一)起，仁愛堂圓
玄學院「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鑽石山)將進行內部裝修工程，中心
所有服務將會遷往滙豐仁愛堂「仁間
有愛」社區支援中心(黃大仙)辦理，
直至另行通知，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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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樽影響多

夏日又到了，人們都喜歡購買冰凍樽裝飲品，但大家知唔知，
香港使用膠樽數量十分驚人，於2021年消費者委員會根據2019
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指出，每年香港被棄置的膠樽高達15.5
億個，平均每名港人掉棄200個膠樽。

膠樽來自日常的，樽裝飲品，消潔用品，洗手液及淋浴露等，
本港的廢塑膠棄置量仍然高企堆填區第3位。每日送到堆填區
棄置的廢塑膠當中，大部分屬於一次性使用的產品，包括食物
包裝、即棄餐具、膠袋、膠水樽等，不同種類的膠水樽和即棄
塑膠餐具佔440公噸。至於回收方面，本港廢塑膠的回收率只
得8%。

市面上樽裝飲品的膠樽主要有兩種，一種主要用來盛載汽水、
果汁、茶及水。這類膠樽以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製
成，在樽底可找到編號「1」的回收標誌，由於耐酸鹼且輕便，
所以被廣泛使用，不過PET並不耐熱，飲品的溫度過高會使樽
身變形，而且生產這類膠樽的過程會加入重金屬銻，這是一種
致癌物質，有機會轉移到飲料上。另外大家想環保重用都注意
一下，重用這類水樽的最大風險反而是衛生問題，由於樽口細
小，不易清洗乾淨，容易滋生細菌。
參考資料:
(綠色力量樽裝用品膠樽的二三事(2016年4
月) https://wwwc.cuhk.il.edu.hk/Chinese/APAMLA/APA/APAliterature.aspx)

如何分解?
焚化帶來的環境問題，主要是由於膠料之中含有各種添加
劑，在焚化過程中會釋出有毒的氣體如鹽酸，溴聚合物，
造成空氣污染，危害人體健康。

堆填廢料帶來的環境問題，主要是由於塑膠防水性強，
對微生物可起的分解作用有抵抗力，可能需要埋藏幾百年
才能被分解成二氧化碳及水份；因此佔用了堆填區大量空
間，縮短堆填區的壽命。



陳嘉俊先生 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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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樽可引致不同的問題，我們可以做一做:

購買外賣飲品時，可以自攜水樽盡量避免使用即棄的膠樽；

購買清潔用品和其他日用品時，盡量選購補充裝的貨品，既便宜又可減省不必
要的包裝；

平時在家中可改用肥皂清潔雙手，相比起洗手液及沐浴露，簡單包裝（甚至無
包裝）的番梘更有利走塑，而且重量比含水份的皂液輕，減低運送時的碳足跡。

回收
首先，可放置於屋邨內或路邊的三色回收箱的啡膠箱內。另外環境
保護署（環保署）於2021年第一季推出為期一年的入樽機先導計劃，
以測試入樽機在香港的實地應用。會於公眾地方或政府設施等地點，
分階段設置共60部入樽機，並透過電子支付平台提供即時回贈（每
個塑膠飲料容器為$0.1），鼓勵公眾交回使用完的塑膠飲料容器。
每一張八達通或每一個支付寶（香港）帳戶每天最多可交回30個塑
膠飲料容器，領取有關回贈。
同時改造膠樽成為有用的物品，如中心內小組-「小花圃」，義工們
透過小組將環保訊息帶給居民，義工們將用過的膠樽改造為嘗心悅
目的花盆，一來能夠美化環境，改善空氣，亦能達到循環再用的效
果。
膠樽-於日常生活中為我們生活帶來方便，但人們亦因為方便而過
度使用，導致環境受到極大的影響，開始將使用膠樽習慣改善，共
同帶出更好的生活環境。
參考資料:(環境保護署逆向自動售貨機先導計劃25/2/2021 
https://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pro_responsibility/rvm.html)

廢料埋藏期間，其防水性會阻礙腐解細菌、水份及養料滲透，改變
土質結構，影響植物生長及堆填區的地層穩定。膠料中的添加劑亦
可能因瀝濾而滲入泥土，污染土地和水源。
參考資料:
(消費者委員會 環保篇-塑膠廢料2015 https://www.consumer.org.hk/ws_chi/shopping-
guide/products/plasticwaste.html)

參考資料:
(消費者委員會 環保篇-塑膠廢料2015 https://www.consumer.org.hk/ws_chi/shopping-
guide/products/plasticwas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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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如常進行 暫停開放或活動取消 可致電中心查詢最新安排

➢若懸掛一號颱風訊號或黃色暴雨警告訊號，中心活動照常舉行。

➢若懸掛三號颱風訊號或紅色暴雨警告訊號，戶外活動取消；室內小組及活動則

照常進行。即使教育署宣佈學校停課，中心仍維持服務，參加者可視乎情況自

行決定出席與否。

➢若懸掛八號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中心暫停開放，所有小組及活動取

消，其後再視乎實際情況而定改期與否。

➢八號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除下兩小時後，中心服務回覆正常運作。

➢如黑色暴雨訊號或八號及以上颱風訊號於活動開始前兩小時除下，該活動將如

期舉行，參加者可視乎情況自行決定出席與否，惟缺席者不獲額外補堂及退款。

➢當天文台發出「酷熱天氣」警告，中心活動照常舉行。戶外活動則因應個別活

動之性質及參加者體力需要等因素下，本中心考慮是否需要延期或取消。

➢當天文台發出「寒冷天氣」警告，中心活動照常進行。戶外活動應個別活動之

性質及參加者體力及保暖措施等因素下，本中心考慮是否需要延期或取消。水

上及山野活動則取消。

➢如因風暴、暴雨警告訊息、「酷熱天氣」及「寒冷天氣」警告影響而取消之興

趣班組活動，將不獲退款。戶外活動除外，而營地活動則視乎該營地負責機構

是否退款予本中心，敬請留意。

警告信號/服務 中心開放
小組 /活動

中心內 中心外 水上及山野
寒冷警告    

酷熱警告    

雷暴警告    

黃色暴雨    

紅色暴雨    

黑色暴雨
   

警告信號除下後2小時，中心照常開放

一號風球    

三號風球    

八號風號或以上
   

警告信號除下後2小時，中心照常開放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i2tfyutvgAhWLOnAKHZZaAFgQjRx6BAgBEAU&url=https://www.biaobaiju.com/hongnvhaizi/37990.html&psig=AOvVaw0wsusTXwujf-DQKF4RED0R&ust=155134129589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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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一個貧富懸殊的典型社會，隨著失業人數持續上升，單親家庭和獨居弱老

數目逐年增加，形成社會上一群弱勢社群，他們極需要社會支援。有鑑於此，仁

愛堂自一九九九年開始不斷調撥資源，發展多項弱勢社群服務計劃，協助他們重

新計劃及處理其個人困難，進而逐漸渡過困境，祈能滿足他們的需要。而更重要

的是，協助他們學習及提升工作能力和生活技巧，讓個人質素提升，從而增強其

個人自我能力，積極面對和解決不利的情況。

服務地區：元朗區及黃大仙區

服務內容：

服務對象：

居所設施有潛在危機的弱勢人士

(如有經濟困難之獨居長者、傷殘

人士及單親人士等)

現金援助-課外活動費用

服務內容：

資助清貧學生參加課外興趣活動或課餘學習班

服務對象：

凡在香港就讀日間小一至中三之經濟有困難及

缺乏資源參與興趣活動之特殊需要學童(如自

閉症/學習障礙，需提交醫生證明)

申請方法及須知：

必需透過註冊社工作轉介申請，
申請須知可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yotupg.yot.org.hk

現金援助-學童補習
服務內容：

資助有經濟困難的學生參加補習班或購買學
習工具

服務援助-家居維修

服務內容：

➢家居電力檢查及維修

➢木工維修

➢水喉及廁所水箱維修

服務對象：

凡在香港就讀日間小一至中三之經濟有困難及
主科成績未能達到合格水平之學生均可申請

現金援助-緊急援助
服務內容：

殮葬、生活、租金、學費、復康、醫療及應急
物資

申請資格：

1.香港居民；

2.因意外或緊急事故而受影響之人士；

3.由社會福利署、學校、社會服務機構之

註冊社工轉介

http://www.yotupg.yot.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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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作坊」組員們參加了「香港墟市節」，於美孚橋底擺
賣手工製蝴蝶結，由於蝴蝶結既可愛又獨一無二，所以十
分受街坊歡迎!

一眾家庭參加「玩遊新蒲崗」活動，分別由不同位於新蒲崗的文
化單位帶領下製作手印文字布袋及再生玩具扭蛋機，大人和小朋
友齊齊發揮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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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優化中心服務質素，本中心已於3/5/2021(一)起
更新中心開放時間，到訪人士敬請留意：

仁愛堂圓玄學院「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鳳德)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公眾假期

9:30-
13:00

休息 休息
14:00-
17:30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黃大仙)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公眾假期

9:30-
13:00

休息
14:00-
17:30

：中心開放時段 ：只提供電話查詢及預約式服務，不設偶到服務。



社會褔利署義工獎勵計劃 仁愛堂(黃大仙及鳳德)

義工獎勵計劃

義工紀錄冊 每年12月底需把紀錄冊

交回開發紀錄冊的機構

沒有紀錄冊

計算時數方面 任何地方擔任義工服務亦

計算在內

只計算在仁愛堂擔任

的服務 (請參考以下

義工時數計算方法)

義工嘉許方法 每年頒法以下三種獎項

(以一年內計算)：

50小時-99小時 ：銅獎

100小時-199小時：銀獎

200小時或以上 ：金獎

義工在仁愛堂服務20

小時或以上將獲邀參

加中心義工嘉許禮

 01-14分鐘  不獲計算義工時數

 15-30分鐘  則以半小時計算

 31-44分鐘  作半小時計算

 45-60分鐘  則計一小時義工時數

義工獎勵計劃知多少?

“”社會褔利署義工獎勵計劃”” VS “”仁愛堂(黃大仙及鳳德)義工獎勵

計劃”” 兩者有何分別呢?

義工時數計算方法

•義工服務事前準備：如購買物資、開會籌備，均可計算義工時數；

•義工參與服務時，需要簽到出席時間；

•義工時數以半小時及一小時為單位

義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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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有外出活動，“1位”成人(直屬父母/監護人)只可攜帶“2位”兒童；

如需要攜帶 “3位”兒童，請安排多1位成人(親人或朋友)一同參與活

動

2. 中心有權檢查參加者的身份證明文件以核實身份

3. 報名時，請清楚查看是否能出席活動，繳費及報名後，不設退款或

轉讓給別人(除因中心自行取消或改期之活動才會安排退款，但退

款前，請先與中心職員聯絡)

4. 所有外出活動不接受即場報名(除活動前一日與工作員在活動前表

示當日才繳費的人士)

5. 報名活動時請出示會員證

6. 不得代其他家庭留名/報名

7. 親子活動必須報名成員一同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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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顧及社區人士之安全及健康，凡進入中心之人士必須遵守以下防疫
措施：

1. 進入中心時，必須量度體溫、使用消毒搓手液及佩戴口罩

2. 中心範圍內必須佩戴口罩，不可在中途除下口罩

3. 中心不設口罩供應，請進入中心之人士自備口罩

4. 如發現有人士未能遵遵守以上措施，中心有權要求該人士離開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ved=2ahUKEwis1fLowa7iAhVPQN4KHXtVBLYQjRx6BAgBEAU&url=http://90sheji.com/sucai/13430733.html&psig=AOvVaw2jyXLfklbtDCsfbUN5Vx7I&ust=1558593076586236


多謝各位街坊及義工，多多支持仁愛堂賣旗日!

一年一度仁愛堂賣旗日(新界區)又嚟啦!今年在2021年7月21日
(星期三)舉行，為仁愛堂長者及弱勢社群服務籌募經費，幫助有
需要的人士，希望大家能踴躍支持!

日期：2021年7月21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7:15-中午12:00
集合 / 解散地點：黃大仙睦鄰街7號
集合地點：將軍澳區(包來回旅遊車接送)
負責職員：李穎儀姑娘

報名方法:
請致電2326 3339與中心職員
報名。

備註:
1. 凡參加賣旗日之義工可獲

贈防疫套裝一份
2. 可計算當天義工時數
3. 如當天活動有所變動，會
盡快通知參與義工，亦可
密切留意中心最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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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得其所系列–租住私樓/劏房街坊支援服務

媽媽夏日廚房(2/010)

日期： 24/7-14/8/2021(逢星期六)

時間： 下午2:30-4:00

堂數： 4

地點：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
社區支援中心

對象： 租住劏房/租住私樓之婦女

人數： 8位

目的：

透過導師教授製作小食，
讓租住劏房/租住私樓之媽
媽享受私人專屬時間
(MeTime)，以釋放及分享
日常之照顧壓力，放鬆心
情，恢復正常社交生活。

內容：

由導師帶領參加者學習製
作小食，包括：玫瑰花饅
頭、芒果糯米飯、腸粉及
砵仔糕。

費用： $50/位

負責
同工：

李穎儀姑娘

備註：
1. 疫情期間，中心內不准

進食，以免增加受感染
之風險

2. 參加者請自備食物盒

夏日小廚神(2/013)

日期： 2/8-23/8/2021(逢星期一)

時間： 下午2:30-4:30

堂數： 4

地點：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
區支援中心

對象：
租住劏房/租住私樓之6-12歲
兒童

人數： 6位

目的：

透過煮食，為租住劏房/租住
私樓之兒童提供一個共享空
間，共同學習新興趣，加強
社交技巧，從中釋放壓力。

內容： 學習製作迷你冬甩、杯子蛋
糕、蝴蝶酥、芭菲杯

費用： $50/位

負責
同工：

陳慧如姑娘

備註： 請自備食物盒



租得其所系列–租住私樓/劏房街坊支援服務
中秋同樂蒲崗里(2/016)

日期： 3/9﹑10/9﹑17/9/2021 (逢星期五)

時間：

義工訓練：
3/9﹑10/9 上午10:00-11:30
同樂日：
17/9 下午3:30-5:00

堂數： 3

地點：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蒲崗里

對象： 租住劏房/租住私樓戈之婦女及家庭

人數：
義工：8位
同樂日：30位

目的： 透過婦女義工設計中秋節慶祝活動，讓一眾居住於蒲崗里之街坊
一起歡度中秋節，享受節日氣氛

內容： 兩節義工訓練，讓義工構思活動及推行細則，在中秋節前夕與蒲
崗里舉辦節慶活動。

費用： 免費

負責
同工：

李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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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得其所系列–租住私樓/劏房街坊支援服務

香港樂遊遊 -博物館(2/009)

日期： 3/7﹑17/7﹑31/7/2021 (逢星期六)

時間： 上午9:30-中午1:30

堂數： 3

地點： 香港太空館、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科學館

對象： 租住劏房/租住私樓之8-12歲兒童

人數： 8位

目的：
經歷一段在家抗疫及學習之時間，透過外出參觀，為租住劏房/租
住私樓之兒童提供一個學習自立之機會，讓他們增進關於天文﹑
科學﹑歷史之知識

內容：
1) 3/7/2021 參觀香港香港科學館
2) 17/7/2021 參觀香港太空館 +漫遊尖沙咀
3) 31/7/2021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漫遊尖沙咀

費用： 免費 (參加者需自付車費及入場門票)

負責
同工：

李穎儀姑娘

備註：

1. 門票費用：
香港歷史博物館 $10
香港香港科學館 $10
香港太空館 $10

2. 參加者需自備已增值之八達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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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義工站(2/011)

日期： 7/7-11/8/2021(逢星期三)

時間： 上午9:30-11:30

堂數： 6

地點：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
社區支援中心

對象： 婦女

人數： 12位

目的：

透過分享煮食技能，讓婦
女發揮所長，並將製作之
食物分享至區內有需要人
士

內容：
由組員負責制定每節內容，
訂立主題設計食譜，並於
最後一節進行義工服務

費用： $60/位

負責同
工：

李穎儀姑娘

備註：

參加者請自備食物盒
1. 疫情期間，中心內不能

進食，以免增加受感染
之風險

2. 參加者請自備食物盒
3. 參加者需要在中心門外

清洗用具
4. 每人自選4堂出席

環保先鋒(2/012)

日期： 14/8/2021(星期六)

時間：
上午9:30-下午4:00
(集合時間：上午9:15)

堂數： 1

地點：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
社區支援中心
、零碳天地、都市綠州

對象： 8-12歲兒童

人數： 10位

目的：
透過活動讓兒童認識低碳/
循環再用之概念，學習珍
惜地球資源，注重環保

內容：
1)參觀零碳天地
2)參觀都市綠州及「種籽
手作紙」工作坊

費用： $60/位

負責
同工：

陳慧如姑娘

備註：

1. 費用已包午膳
2. 車費自付，參加者需自
備已增值之八達通

3. 此活動於户外進行，參
加者請自備水、蚊怕
水、毛巾等個人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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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小電影(2/014)

日期： 20/7-10/8/2021(逢星期二)

時間： 下午2:30-4:30

堂數： 4

地點：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對象： 6-12歲

人數： 10位

目的： 透過電影中訊息，讓兒童學習情緒管理、學懂感恩及人際溝
通技巧。

內容： 觀賞迪士尼及環球影業系列電影

費用： 免費

負責同工： 陳慧如姑娘

二手物資派發(2021年7-9月)(2/015)

日期： 31/7﹑28/8﹑25/9/2021(逢星期六)

時間： 下午2:45-4:30

堂數： 3

地點：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對象： 社區人士

人數： 不限

目的： 透過二手物資派發，讓社區人士能尋找到合適之物品，藉以
循環再用，以延續物品生命。

內容： 免費派發二手物資

費用： 免費(需預約報名)

負責同工： 陳慧如姑娘

備註：

1.請致電2320 4007報名預約
2.每人最多領取3件物品 (1件小家電+2件其他物品)
3. 請自備環保袋
4. 數量有限，派完即止
5. 活動當天不設回收二手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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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英語小教室(小一及小二)
(7月-8月)(3/012)

日期：
16/7-20/8/2021 
(逢星期五)

時間： 上午11:00-中午12:00

堂數： 6

地點：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
社區支援中心

對象： 就讀小一至小二之學童
人數： 6位

目的： 提升學童對學習英語之興
趣

內容：

活動會透過遊戲、短片、
工作紙等互動教學形式學
習日常英文用語，藉以鞏
固英文基礎。

費用： $150/位
負責
同工：

邢煒燁先生

備註： 星級導師：Samuel Sir

暑期英語小教室(小三及小四)
(7月-8月)(3/013)

日期：
16/7-20/8/2021
(逢星期五)

時間： 上午10:00-11:00

堂數： 6

地點：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
社區支援中心

對象： 就讀小三至小四之學童
人數： 6位

目的： 提升學童對學習英語之
興趣

內容：

活動會透過遊戲、短片、
工作紙等互動教學形式
學習日常英文用語，藉
以鞏固英文基礎。

費用： $150/位
負責
同工：

邢煒燁先生

備註： 星級導師：Samuel Sir

暑期英語小教室(小五及小六)(7月-8月)(3/014)

日期： 16/7-20/8/2021(逢星期五)

時間： 中午12:00-下午1:00

堂數： 6
地點：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對象： 就讀小五至小六之學童
人數： 6位

目的： 提升學童對學習英語之興趣

內容： 活動會透過遊戲、短片、工作紙等互動教學形式學
習日常英文用語，藉以鞏固英文基礎。

費用： $150/位
負責同工： 邢煒燁先生
備註： 星級導師：Samuel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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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科學家(小一及小二)(3/015)

日期：
14/7-18/8/2021
(逢星期三)

時間： 上午10:30-11:30

堂數： 6

地點：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
區支援中心

對象： 就讀小一至小二之學童

人數： 6位

目的： 提升學童對學習科學之興趣

內容：
透過科學實驗、工作紙、小
手作等，進行4種不同自然科
學實驗及探索當中之原理。

費用： $150/位

負責
同工：

邢煒燁先生

備註： 星級導師：Samuel Sir

小小科學家(小三及小四)(3/016)

日期：
14/7-18/8/2021
(逢星期三)

時間： 上午11:30-下午12:30

堂數： 6

地點：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
社區支援中心

對象： 就讀小三至小四之學童

人數： 6位

目的： 提升學童對學習科學之
興趣

內容：

透過科學實驗、工作紙、
小手作等，進行4種不同
自然科學實驗及探索當
中之原理。

費用： $150/位

負責
同工：

邢煒燁先生

備註： 星級導師：Samuel Sir

專注力樂園(3/022)

日期： 29/7-19/8/2021(逢星期四)

時間： 上午10:30-12:00

堂數： 4

地點：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對象： 7-11歲之學童

人數： 8位

目的： 提升參加者學習的專注力，透過活動訓練眼望，耳聽方面專注力，
更能運用於學習之中。

內容： 體驗專注力訓練遊戲

費用： $25/位

負責同工：陳嘉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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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笑瑜珈(2021年7-9月)(3/019)

日期：
6/7-28/9/2021
(逢星期二)

時間： 上午10:15-11:15

堂數： 13

地點：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對象： 社區人士

人數： 10位

目的： 透過愛笑瑜伽，讓參加者放鬆心情，舒緩壓力，從而促進身
心健康。

內容： 學習愛笑瑜伽動作，彼此分享及學習不同愛笑的動作，讓生
活變得更愛笑。

費用： 免費

負責
同工：

陳嘉俊先生

備註： 活動進行時，需佩帶口罩

親子齊紮染(3/020)

日期： 7/8/2021(星期六)

時間： 上午10:00 - 中午12:00

堂數： 1

地點：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對象： 6-12歲兒童及家長

人數： 10位

目的： 透過製作紮染環保袋，促進親子間之合作，藉以提升彼此間
之溝通

內容： 製作紮染環保袋

費用： $25/位

負責同工： 陳嘉俊先生

備註： 費用已包括材料及環保袋



仁愛堂圓玄學院「仁間有愛」

社區支援中心

地址：九龍鑽石山鳳德社區中心一樓

106-107室(港鐵鑽石山站A1出口)

電話：2320 4007 / 9317 3848

傳真：2320 4004

電郵：csc2@yot.org.hk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

社區支援中心

地址：九龍黃大仙睦鄰街七號

(港鐵黃大仙站D1出口)

電話：2326 3339 / 5721 2320

傳真：2326 3779

電郵：csc3@yot.org.hk

仁愛堂圓玄學院「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網址：http://www.yotupg.yot.org.hk
手提電話：5721 2320(只供WHATSAPP發放訊息之用)

開放時間：

仁愛堂(鑽石山)：
星期一至三、五 :上午9:30-下5:30
(只提供電話查詢及預約式服務，不
設偶到服務)
星期四：上午9:30-下午1:00、

下午2:00-5:30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仁愛堂(黃大仙)：
星期一、三：上午9:30-下午1:00

下午2:00-5:30
星期二、四至六：上午9:30-下午5:30
(只提供電話查詢及預約式服務，不
設偶到服務)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督印:  盧詠欣高級主任

http://www.yotupg.yot.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