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凉 秋阳艳 户外未减喧闹声
防诈骗 防流感 室内本月活动多
Director Annmary （安玛丽主任）的新举措，本期导语：
a. 本老人中心自9／11 （周一）始，每日开
放时间：8 am -- 5 pm （指周内工作日)
b. 每周四，8 am -- 9 pm
c. 毎周六，8 am -- 3 pm
d. 每月增添新项目，下午活动亦增多；
e. 还有来自不同高校的 5位 实习生，为本中
心热诚服务；让我们欢迎许多新面孔的参
与活动 ！

f. 本镇网站每月有 NEWS & VIEWS 刊页，
请查阅 ！同时期望 FaceBook (脸书) 在
9月 份 有本刊物的专页 。
g. 感谢各家广告业务和赞助商对本中心的支
持 ！ 9／4日，我已正式上班滿 1 周年 !

1. 9／11， 周一，8:30am，安多福镇政府；
“9.11” 16 周年纪念活动
2. 9／15，周五，11:45am，每月第3个周五
为 （当月生日者）生日聚会；活动如往

常，欢迎大家前往！要提前登记。
3. 9／16，今日开始，每周六正式开放。而
本周六 12:30pm 开始，有 Elvis 表演 ！
请预付／后付 $5元，全家＄15；
第 1 个 周六开放日，欢迎参加！
午餐如以往，$ 2.5；预先登记 ！
4. 9／18，周一，1:30pm
社会安全服务 演示： 由 Marilenin
Vasquez 女士 主持，她是 Boston 以北

地区 及 新罕普什尔州 社安局 事务发言
人；专长 普及社安项目教育，回答 诸如
社安 各样福利、最佳退休时段、以及
Medicare 相关问题，等等。

5. 庆祝 月是 “老人中心月” ！
Frank 厨师长 的拿手家庭式自助餐：
9／21，周四，12:00pm，＄7
特殊午餐，欢迎参加 ！（预先登记）
6. 防范 医疗诈骗 ！
9／22，周五，12:30pm
预防医保 谬误、欺诈、舞弊，最大限度利
用医 保福利，减免不必要花费；

由麻州 老人医保 巡查项目组 负责进行；
免费索取 个人医保资讯。
7. FBl （联邦调查局）正义-反恐 对话
9／27，周三，8:30-9:30am
由前FBI 雇员 Jay White 先生主持；
参加者可分享 有关 刑事犯罪、正义、
反恐 方面的书籍、文章、文件，以及
媒体报导；务必登记，可因人数不足、
或其他活动 而取消 。

8. 美国历史：并非课本知识！
9／28，周四，3:00pm
这是三部系列讲座之第一部！
Don Robb

先生主讲，今秋共 6 讲，集

中 美国宪法全文，及其修正案，每节的讨
论、提问，最高法院是如何评判的 ...

9. 打牌，或任何桌上逰戏

周二-- 周五的下午，或某几天上午皆可，
有相同喜好、或建议开展类似趣味活动
者，本中心可相助，成立活动小组。

10. 平衡训练诊所
9／18，周一，2--3:30pm
1 对 1 ，由注册理疗师 帮您制订计划，进
行平衡训练，并检查血压，满足日常保健
所需 。

10. 平衡训练诊所
9／18，周一，2--3:30pm
1 对 1 ，由注册理疗师 帮您制订计划，进
行平衡训练，并检查血压，满足日常保健
所需 。
11. “安多福 最年长居民” 庆祝活动
9／22，周五， 在 Old Town Hall
（周六 咖啡早点楼上）
享用 鸡尾酒 6:00--7:00pm
抽奖、发奖

7:00--7:30pm

主餐、跳舞

直到 10:00 pm

由 the Boston Post Cane Award 颁发奖
项 给 ＂安多福最 年长居民” ；
音乐：D.B.'s 管弦乐队
门票： $ 60/ 每人；
信票处：安多福书店，本老人中心

12.

2017 年流感注射
10／3 （ 周二）／ 10／5 （周四）
65 以上安多福居民均可接受注射；
设 2 个注射点：
1 青年活动中心：9 am一12:00pm
2 老人中心 ： 11／7 周二 4--7 pm
3岁以上本镇居民均可；
高剂量／quadrivalent 疫苗均有提
供；不须预约。具体规定，视当时
实情 酌处。

13.

领取食品袋日
9/ 26，周二，9:15 -- 10:15am

14. 参观 波士顿艺术博物馆
9／28，周四，9：30am -2:30pm

Annmary Connor, LICSW
Director of Andover Elder Services

往返票价：$50 ／$48（社区之友）
须提前登记，预留座位,不可转让 ；如要
退款，必须有替补名单空位, 且可补齐空
缺。
This is an abbreviated New & Views written in Chinese . Please call the
Senior Center at Punchard for more information 978 623 83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