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敦谷街坊福利會 彩霞長者鄰舍中心
Jordan Valley Kaifong Welfare Association Choi Ha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中心地址：九龍牛頭角彩霞邨彩日樓地下一號
中心電郵：chnec@jvkfwa.org.hk
中心網址：http://chnec.jvkfwa.org.hk/

中心電話：2758 2737（上午8:30-下午4:30）
中心手提電話：6350 1475（只供中心資訊發佈）
機構網址：http://www.jvkfwa.org.hk/

彩霞長者鄰舍中心

寄：
第二百八十一期

會員通訊 2021 年 11 月號

現凡讚好中心 Facebook 專頁
後可到中心領取小禮物
一份，送完即止。

中心主任 胡冠希先生
各位會員：
秋意漸起，午間後炎熱雖然令人汗流浹背，但亦會感覺到一些秋風送爽，晚間亦感到一陣
涼意。秋季氣候乾燥，容易誘發皮膚乾燥龜裂、有的人甚至因天氣轉變，容易引起中醫所說
的「肺主氣功能失常」
，故此有時候我們會在秋天咳嗽難停。因此，大家緊記要減少吃辛辣
的食物、多喝水以及適時按著天氣變化，晚上和外出時為自己添衣，小心不要著涼了。另外，
有見天氣漸涼，向來主打健康養生即食湯包的靚湯 Souper 特意聯繫我們中心，希望於寒冬
來臨前為各位老友記送上養生湯包及關懷，有關活動詳情如下:

冬日送暖慈善捐贈活動
由靚湯 Souper 舉辦的冬日送暖慈善捐贈活動、將與彩霞長者鄰舍中心的老友記送上關心和
問候，不但與大家一起大玩遊戲、更會送贈湯包、希望與各位老友記攜手共渡週末的美好
時光。
活動完結後，每位已成功報名參與活動的老友記、將可免費獲得由靚湯 Souper 送出的健康
養生即食湯包(乙份)，希望為大家帶來豐富營養，一起守護老友記們的無價健康！
活動日期：11 月 27 日(星期六)
活動時間：上午 11：00 - 下午 1：00(每場 25 分鐘)
第一場：上午 11：00 - 11：25 第二場：上午 11：30 - 11：55
第三場：中午 12：00 - 12：25 第四場：下午 12：30 - 12：55
活動對象：長者會員
活動名額：100 人(每場 25 人)
備註：1. 此活動由 靚湯 Souper 贊助 2. 每位長者只可參加 1 場
3. 此活動由社工胡先生負責

重要通告
彩日樓將於 11 月 15 日(星期一)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半進行電力工程，届時大廈及中心將會
停電。當日只能維持有限度的面見及電話諮詢服務，敬請留意。

11 月活動報名方法
11 月 1 日致電報名

→

同日 10:00 後於辦公時間內親臨中心交費

→

同日未交費者將視為放棄

（如會員因覆診或其他特別原因等未能前往中心交費，請致電中心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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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1. 中心於 10 月起恢復棋藝活動，詳見本通訊第 5 頁的「魔力橋聯誼日(一)」。
2. 中心於 11 月起恢復長者義工當值服務及「印仔紙」派發。

「11 月份印仔紙」於 11 月 1 日(星期一)開始派發，
歡迎各會員踴躍索取，勤到中心，
上午及下午到中心合共可獲印仔兩個。
3. 社交距離限制措施仍然生效，「11 月份」的活動將繼續以電話報名方式登記報名：
- 如長者對活動有興趣，請於 11 月 1 日(星期一)早上 8:30 後開始致電中心電話
2758 2737 登記報名，成功報名者需於同日 10:00 後於辦公時間內親臨中心交費，
同日未交費者將視為放棄。
- 成功報名者，可接受由其他人士代為繳交費用。
- 中心電話現有四條電話線，職員將於辦公時間(早上 8:30-下午 4:30)內接聽電話，
如線路繁忙，則代表所有電話正在使用中。請稍候再致電，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 因應活動名額有限，每位長者/護老者只可以為自己及最多 1 位家人報名。
- 所有活動票不得私下轉讓。如需活動當天覆診者，請於最少 3 個工作天前通知職員
4. 「每月例會」模式轉變：
- 中心例會將由過往每月第一個星期一，改為每月月尾舉行，以提早向會員簡介下月
中心可供報名的活動及中心最新消息。請各位會員於報名日致電預約留名。

- 2021 年 11 月份的例會日期及時間：2021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一)
下午 1:15 – 1:45
5. 耆青會員活動報名資格事宜：
為使耆青會員更清晰活動是否符合資格報名，現於可供報名的活動內容上加上「耆青
會員」名額的資訊，以方便讀者了解有關情況。若此名額在活動前兩日仍未有耆青
會員參加，此名額將會由「候補長者會員」補上。
（所有資料如有更改，一切以中心公佈為準）

佐敦谷街坊福利會網站啟用
因應資訊科技服務的推行及發展，為使會員及公眾能透過互聯網加強認識本機構的歷史、架構、
服務發展及各類會務。佐敦谷街坊福利會網站已正式啟用。大家可透過下列網址或掃描下列
QR code，進入本網站查看有關資訊。另外，大家亦可透過同樣方法，進入彩霞長者鄰舍中心的
網站，了解單位內的服務、資訊以及最新活動情況！

佐敦谷街坊福利會
機構網址：http://www.jvkfw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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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霞長者鄰舍中心
中心網址：http://chnec.jvkfwa.org.hk/

-

疫情下的服務安排
更新日期：21.9.2021（服務安排將跟隨社署指引適時修訂）
1. 因應社署最新的防疫安排指引，中心現恢復下列偶到服務：
恢復項目：報紙及書籍閱讀、電視區、電腦區、IPAD 區
暫停項目：茶水間（飲水及小食）、健體器材使用（包括使用健身單車、健身拉環等活動）
2. 進入中心前，必須消毒雙手及量度體溫。在中心內，必須全程佩戴外科口罩。
3. 有鑑於現時須採取適當感染及人流控制措施，以及「限聚令」仍然生效，中心將：
- 暫停中心內所有有飛沫傳播的風險活動（如：飲食、唱歌等），同時不設飲水服務，
中心範圍內不可進食
- 個別活動 (如外出旅行等) ，參加者必須要遵守該處所定下的防疫措施及相關法例。
4. 實地舉行的班組活動將在足夠社交距離及人數最多 25 人進行
(個別活動人數或需按照合辦團體及基金要求有所增加或減少)。

保障你我健康，中心防疫工作
我們的工作：
中心按照衛生防護中心指引，加強中心清潔，包括：
每兩小時以 1:99 漂白水清潔經常用手可觸摸到的地方，例如：扶手、門柄等、噴灑
地毯、消毒及清潔傢俬及地板等。
中心於每個房間提供酒精搓手液以供使用，並替每間使用過的房間，即時進行消毒
清潔。
中心已於活動室、義工當值檯、電腦區及 IPAD 區增設防飛沬膠板，並在活動室、
多用途活動室、大堂及職員辦公室添置空氣消毒機。
中心繼續實施短暫措施，包括：12:00-1:00 中午關門作整體清潔。

1.
2.
3.
4.
5.

你的責任：
1.
2.

在活動/面談中戴上口罩，會員若感到身體不適，請勿到訪中心，並立即看醫生。
如廁後，蓋好廁板才沖廁，並用梘液徹底清潔雙手。

佐敦谷街坊福利會

孖寶」先導計劃》-防跌用品購置

《防跌「

餽贈兩項防跌用品（當中包括：感應燈、防滑膠墊、淋浴椅、枴杖）
申請資格：
1. 六十歲或以上人士；及
2. 經濟條件有限，如綜援受惠者；及
3. 獨居或與長者配偶同住者；及經社工評估缺乏家人親友經濟支援及關懷。
4. 居於彩霞邨、振華苑及安基苑
申請人可透過社會服務機構/社工/區議員/醫療專業人員轉介並填妥申請表格交回本中心
查詢：可向社工鄭姑娘或胡先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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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健康及減壓活動推介

彈力球健體操(八)

21-238

日期：11 月 5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3: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9 人(長者 8 人，耆青 1 人)
內容：教授長者運用彈力球進行有氧運動，
舒展筋骨訓練上肢及下肢肌肉
備註：1.此活動由陳姑娘負責
2.請穿著方便伸展的衣服及運動鞋

樂在地壺球(一)

21-192

日期：11 月 11 日及 18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9:00-10: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2 人(長者 11 人，耆青 1 人)
內容：會員一同進行地壺球運動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鬆一鬆」放鬆練習
工作坊(八)

21-233

日期：11 月 22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1:00-2: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特別適合患痛症或失眠之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2 人(長者 11 人，耆青 1 人)
內容：帶領參加者進行意象鬆弛和椅子
瑜伽，讓參加者放鬆身體及精神壓力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張先生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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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保護你要識」
講座

21-235

日期：11 月 8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20 人(長者 19 人，耆青 1 人)
內容：讓長者學習聽覺護理及認識助聽器
備註：1.此活動由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主講
2.此活動由陳姑娘負責

彩霞長者硬地滾球
比賽 2021

21-239

日期：11 月 19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4: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會員(「硬地滾球班」學員優先)
費用：全免
名額：24 人
內容：進行硬地滾球比賽，分出冠亞季三名
備註：1.此活動由陳姑娘負責
2.活動當日以抽籤形式進行分組

嘻嘻哈哈大笑瑜伽(三)

21-250

日期：11 月 25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1:15-2:1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8 人(長者 7 人，耆青 1 人)
內容：透過幻想情景方式進行大笑瑜伽，
釋放壓力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負責

秋日健康及減壓活動推介

防火演習 2021

21-236

日期：11 月 23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9:30-10: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20 人(長者 19 人，耆青 1 人)
內容：通過實地火警演習，加深會員們的
防火警覺性
備註: 此活動由陳姑娘負責

傾吓偈‧講故仔(四)

21-198

日期：11 月 23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4: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2 人(額滿即止)
內容：讓會員參與桌上遊戲「魔力橋牌」
備註：1.此活動由陳姑娘負責
2.請提前報名參加，活動前一天
截止報名

認識心臟病 –
21-234

日期：11 月 24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1:15-2:1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20 人(長者 19 人，耆青 1 人)
內容：是次主題為「我的快樂時代」，
一齊傾吓偈，回味香港舊日往事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張先生負責

防跌不倒翁

魔力橋聯誼日(一)

從心臟病年齡開始

21-251

日期：11 月 25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3: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24 人(長者 23 人，耆青 1 人)
內容：認識何謂心臟年齡及如何從飲食及
生活方式預防心臟病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負責
2.此活動由雅培奶粉公司主講

21-270

日期：11 月 30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11:30-下午 12: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24 人(長者 23 人，耆青 1 人)
內容：1.由社工胡先生向會員講解如何透過多管齊下的方法，善用社區資源，減低
因年老及身體退化帶來的跌倒風險
2.參與此活動的參加者可優先登記在 12 月及明年 1 月期間舉行的肌少症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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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普通話(三)

21-249

資訊科技活動推介

日期：11 月 1 日至 10 日
時間：上午 8:30-下午 4:30
地點：彩霞邨、安基苑及振華苑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2 人(長者 11 人，耆青 1 人)
內容：因應現時智能產品之便利，透過全新的學習模式，學習實用的普通話字句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負責
2.有興趣參加之長者請於 11 月 1 日至 10 日致電本中心登記，工作員再聯絡
參加者到中心領取工作紙及教學錄音(透過 Whatsapp 發送)，參加者隨後在家
聆聽教學錄音自學普通話，完成的功課不用交回中心
3.為跟進及加强參加者對普通話的學習，完成自學普通話工作紙的長者可考慮
參與 11 月 11 日(星期四，下午 1:00-3:00)在中心活動室舉辦的「
『自學普通
話』交流社」，就工作紙的內容與工作員一起進行實體學習與討論

樂齡 IT 諮詢站(七)

21-246

日期：11 月 10 日及 24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30-11:30
地點：多用途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8 人(長者 7 人，耆青 1 人)
內容：長者義工及工作員為對手機操作上有
疑問者，提供詳細的相關教學及解答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負責
2.工作員安排參加者於指定時段內前來
諮詢站作諮詢

「不單純」電影
分享會(三)

21-244

參觀樂齡科技博覽暨
高峰會 2021

21-258

日期：11 月 5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12:45-4:00
(下午 12:45 於中心集合)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展)
對象：護老者優先
費用：全免(參加者自備車費) 名額：10 人
內容：乘搭地鐵前往會展參觀有關樂齡科技
之展覽，了解其概念及產品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及胡先生帶隊
2.除護老者外，有興趣之長者會員可
向工作員作登記
3.由於活動涉及大量步行，只適合行走
自如且體力較佳之人士參與
4.參加者可自行選擇於會展解散

日期：11 月 10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3:00-4:1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24 人(長者 23 人，耆青 1 人)
內容：觀賞紀錄片《伴生》的節錄片段後，就照顧者與被護者的關係作分享及討論。
節錄片段內容概述：陳小姐的父母(沛叔及阿金)居住於同一間院舍，身為獨生女兒
的陳小姐擔負起關懷及照顧的重要角色。沛叔非常擔心妻子阿金的身體，因阿金
中風後不便於行，沛叔對伴侶的愛間接成為了女兒陳小姐的壓力。沛叔每日致電
多次電話予女兒，追問阿金之情況，這令需同時兼顧工作及家庭的陳小姐壓力較大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負責
2.歡迎各長者及護老者參與是次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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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著你，觀世界」
到戶服務

新服務推介！

21-245

長者隨著年齡增長，身體機能逐漸退化，部份長者更因身體退化以致行動不便，難以外出，
更別說外出遊玩和旅行了。同時，護老者於照顧長者過程中擔任多重角色，承受著不同程度
的壓力。
「陪著你，觀世界」到戶服務計劃為區內有需要的長者或護老者提供上門服務，義工
們運用 IPAD 帶領有需要人士觀世界，讓長者或護老者即使安坐家中也能領略世界各地之風景
及文化，在心中留下美好回憶，放鬆心情。
日期：2021 年 11 月至 12 月
地點：服務對象之住所
費用：全免

時間：上午 8:30-下午 4:30(詳細探訪時間待定)
對象：本區內的護老者/被護者/體弱及行動不便之長者
名額：6 人

對上述服務有興趣之人士可致電與社工張姑娘查詢。

共慶長者日
關懷長者同樂日

21-255

日期：11 月 16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00-4:00
地點：金宴酒家(地址：牛頭角牛頭角道
利基大廈 C 座地下)
對象：長者會員
費用：$30
名額：100 人
內容：與會員一同享用下午茶，歡度長者日
備註：1.60 至 64 歲的長者則必須持有安心
出行才能報名此活動
2.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3.是次活動由工作員分配圍席

義工聚會(11 月)

21-253

日期：11 月 12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00-3: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25 人
內容：每月與義工定期聚會，發放義工
8
資訊及培訓(主題:智能居家安老)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義工服務推介
「Sew a gift」
縫紉工作坊(一)

21-243

日期：11 月 8 日、22 日及 29 日(逢星期一)
時間：上午 9:30-10: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縫紉組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10 人
內容：義工製作各種縫製品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信心組」院舍探訪(一)
視像

21-254

日期：11 月 17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多用途活動室
對象：
「信心組」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3 人
內容：透過視訊方式探訪嘉誠護老院的
長者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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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份 活動時間表
星期一

1

星期二
廿七

08:30 購票日
09:00 步行及平衡力測試

1:15 緬懷小組
2:15 中文識字班(三)(第一班)
2:55 中文識字班(三)(第二班)

8

初四

08:30 步行及平衡力訓練班
09:30 「Sew a gift」縫紉工作坊(一)
11:00 「表達藝術 x 生死教育」小組
1:30 「聽力保護你要識」講座
3:45 大腦健身室-初階班

15

十一

停電日
(中心維持有限度的
面見及電話諮詢服務)
22

小雪

星期三

2

1:30 雅培奶粉銷售日(十一月)
3:00「男兒會所 」以球會友(三)

08:30 步行及平衡力訓練班
11:15 「痛中作樂」痛症支援
小組 2021
12:45 參觀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
2021
1:15 硬地滾球班(三)
2:30 彈力球健體操(八)

08:45 大腦健身室-進階班
10:45 魔髮耆緣義剪訓練班(2)

1:00 認知及健體訓練
3:00「夜夜好眠」健康講座

10:00 「愛‧樂在家」耆樂無窮看顧服務：
感官刺激
1:30 蝶古巴特拼貼布藝袋
工作坊
2:15 懷舊博物館
4:00 認知及健體訓練

9

初五
08:30 太極班_2021 年 10-12 月
09:00 振華苑街站(三)
09:45 黃金手鈴樂團_2021 年
9 月-11 月
11:00 香薰抒壓小組
1:30 認知及健體訓練

10

11

12

13

09:00 「護」「里」同學會 (三)
10:30 樂齡 IT 諮詢站(七)
11:00 「表達藝術 x 生死教育」小組
1:00「護」助茶聚-咖啡拉花工作坊
(下)
3:00 「不單純」電影分享會(三)

09:00 樂在地壺球(一)
11:00 「男兒會所」搞「機」
研習室(二)

16

十二
08:30 太極班_2021 年 10-12 月
09:45 黃金手鈴樂團_2021 年
9 月-11 月

17

18

11:00 香薰抒壓小組
1:30 認知及健體訓練
2:00 關懷長者同樂日

1:15 「齊來認識認知障礙症」講座
2:30 「信心組」院舍探訪(一)(視像)
3:00 「男兒會所」以球會友(三)

1:00 識食耆兵(二)
4:00 認知及健體訓練

24

25

23

十九

29

30

1:30 認知及健體訓練
2:30 魔力橋聯誼日(一)
廿六
08:30 太極班_2021 年 10-12 月
09:45 黃金手鈴樂團_2021 年
9 月-11 月
11:30 防跌不倒翁

廿九
09:30 十八步跳舞班_2021 年 10-12 月
11:00 中諮會

初六

十三
09:30 十八步跳舞班_2021 年 10-12 月
11:00 「表達藝術 x 生死教育」小組

二十
09:30 十八步跳舞班_2021 年 10-12 月
10:30 樂齡 IT 諮詢站(七)
11:00 「表達藝術 x 生死教育」小組
1:15 傾吓偈‧講故仔(四)
2:30 玩轉乒乓球(七)

三十

初七

1:00 自學普通話交流社
4:00 認知及健體訓練
十四

09:00 樂在地壺球(一)
10:45 魔髮耆緣義剪訓練班(2)

廿一

11:00 識食耆兵(二)
1:15 嘻嘻哈哈大笑瑜伽(三)
2:30 認識心臟病-從心臟病年齡
開始
2:00 認知及健體訓練(測試日)
3:30 認知及健體訓練(測試日)

5

星期六

4

09:30 防火演習 2021
10:30 「愛‧樂在家」耆樂無窮看顧服務：
多元智能訓練

08:30 步行及平衡力訓練班
09:30 「Sew a gift」縫紉工作坊(一)
11:00 「表達藝術 x 生死教育」小組
1:15 例會日(需提前致電預約)
2:15 中文識字班(三)(第一班)
2:55 中文識字班(三)(第二班)
3:45 大腦健身室-初階班

星期五

3

廿八
08:30 太極班_2021 年 10-12 月
09:45 黃金手鈴樂團_2021 年
9 月-11 月
11:00 香薰抒壓小組

08:30 步行及平衡力訓練班
09:30 「Sew a gift」縫紉工作坊(一)
11:00 「表達藝術 x 生死教育」小組
1:00 「鬆一鬆」放鬆練習工作坊(八)
2:15 中文識字班(三)(第一班)
2:55 中文識字班(三)(第二班)
3:45 大腦健身室-初階班
廿五

星期四

十月

初八

初二

1:15 「關愛彩霞義工小隊」大型
洗樓(一)
2:00 冬日編織送暖行動
初九

08:30 關心致電義工線(三)
08:45 大腦健身室-進階班
11:00 建祝義工隊「耆樂學英文
計劃」

08:30 步行及平衡力訓練班
09:45 量血壓、磅重(八)
11:00 「痛中作樂」痛症支援
小組 2021
2:00 義工聚會(11 月)
3:30 智能手機攝影班

19

6

2:00 冬日編織送暖行動
十五

20

十六

08:30 步行及平衡力訓練班
11:00 「痛中作樂」痛症支援
小組 2021

10:30 「護」助一線(八)
11:00 建祝義工隊「耆樂學英文
計劃」

1:15 硬地滾球班(三)
2:00 智能手機攝影班(外出)
2:30 彩霞長者硬地滾球比賽 2021

2:00 冬日編織送暖行動

26

27

廿二

08:30 步行及平衡力訓練班
09:00 「關愛長者」外展服務
日月星(二)
11:00 「痛中作樂」痛症支援
小組 2021
1:15 硬地滾球班(三)
3:30 智能手機攝影班

廿三

08:30 關心致電義工線(三)
08:45 大腦健身室-進階班
11:00 靚湯 Souper 冬日送暖慈善
捐贈活動
2:00 冬日編織送暖行動

中心開放時間：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 8:30-下午 4:3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暫停開放
*斜體字代表該活動於「多用途活動室」舉行

1:30 認知及健體訓練

中心職員：
胡冠希(中心主任) 區惠儀(中心副主任–認知障礙症及護老者服務發展) 鄭美婷(護老者服務主任)
蘇詠琪(護老者服務社工) 張盼(活動及資訊科技發展社工)
姚麗霞(行政助理) 麥慧芬(起居照顧員)

張海斌(輔導及隱蔽長者服務社工)
林健栢(活動及義工發展社工)
陳麗琼(活動策劃幹事–義工) 廖詠妮(半職庶務員) 凌琼(半職庶務員)

督印：行政幹事嚴芷慧
編輯：胡冠希、鄭美婷、張盼
印刷數量：600 份

護老者及亟有需要護老者活動推介
「夜夜好眠」健康講座

21-229

日期：11 月 2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3：00-4：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護老者優先
費用：全免
名額：20 人
內容：了解失眠的成因及對健康的影響，
並認識提升睡眠質素的方法
備註：1.此講座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2.此講座由一線通平安鐘 長者安居
協會主講

魔髮耆緣義剪訓練班(2)

「表達藝術 x 生死教育」
小組

21-100

日期：11 月 8、10、17、22、24、29 日
(星期一及三) (共 6 節)
時間：上午 11:00-下午 12: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護老者(亟有需要護老者優先)
費用：全免
名額：10 人
內容：進行不同的藝術創作活動和小組分享
備注：此活動由社工鄭姑娘負責

21-252

日期：11 月 6 日(星期六)、11 月 18 日、12 月 9 日(星期四)、12 月 29 日(星期三)、
1 月 4、11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45-下午 12：1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護老者優先
費用：$60
名額：8 人
內容：隨著長者年紀增長，其身體機能逐漸減退，不少長者因此不便外出剪髮。護老者能
透過課程學習基本的剪髮技巧，藉此增添剪髮技能以及解決長者不能外出理髮帶來
的煩惱。課程後，護老者需成為義剪義工，定期出席義工培訓及為區內有需要人士
提供剪髮服務，以推動社區助人自助精神，以愛連結社區
備註：1.此活動由導師 Zap 義務教授
2.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3.參加者需成為義剪義工，定期出席義工培訓及「彩霞美髮屋」義剪服務

「護」
「里」同學會 (三)
日期：11 月 10 日(星期三)
地點：中心活動室
費用：全免
內容：認識軟餐製作方法及好處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鄭姑娘負責
2.請自備外賣器皿
10

21-272
時間：上午 9：00-10：00
地點：護老者(亟有需要護老者優先)
名額：12 人

「愛‧樂在家」─ 耆樂無窮
看顧服務

21-027

護老者需隨時候命，長時間照顧長者，無暇處理日常瑣事，甚至缺乏足夠休息時間，照顧
壓力龐大。此服務提供長者暫託，護老者可暫時放下照顧角色，安排長者到中心參加以
小組形式的運動、現實導向、認知訓練等活動，以減輕護老者的照顧壓力。
主題：感官刺激
日期：11 月 4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00-11: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亟有需要護老者及被護者
費用：全免
名額：3-4 人

主題：多元智能訓練
日期：11 月 23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30-下午 12: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亟有需要護老者及被護者
費用：全免
名額：3-4 人

內容：由職員於中心提供以小組形式的短暫長者看顧服務，期間按不同主題進行健體運動
訓練、認知訓練、感官刺激訓練和多元智能訓練等
備註： 1.此活動由起居照顧員麥姑娘教授及社工鄭姑娘負責
2.須登記成為本中心的亟有需要護老者，並由社工評估為合資格後方可使用服務

健腦日記(11 月)

21-225

日期：11 月 1 日至 29 日
時間：上午 8：30-下午 4：30
地點：彩霞邨、安基苑及振華苑
對象：長者、耆青會員及認知退化的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20 人
内容：完成健腦題目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區姑娘負責
2.參加者於 11 月 1 日至 27 日到中心
領取健腦練習，11 月 29 日前完成
並交回中心
3.於例會抽出 10 位參加者可獲小禮物
乙份

識食耆兵（二）

認知障礙症服務
推介
「齊來認識認知障礙症」
21-265
講座
日期：11 月 17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1：15-2：1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5 人(長者 14 人，耆青 1 人)
内容：介紹認識認知障礙症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區姑娘負責

21-266

日期：11 月 18 日及 25 日(星期四)
時間：11 月 18 日：下午 1：00-2：00； 11 月 25 日：上午 11：00-12：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每節 12 人(長者 11 人，耆青 1 人)
内容：通過烹飪法式料理以鍛煉程序記憶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區姑娘負責
2.此活動由社會福利署啓坪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合辦和贊助
3.參加者只能參與其中一節活動
4.因疫情關係不設現場試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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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健身室-進階班
日間訓練（8
月） 21-201
日期：11 月 6 日至 27 日(逢星期六)
(11 月 20 日除外)
時間：上午 8：45-10：4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初期認知退化傾向的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6-10 人
内容：一同進行運動、認知刺激和
感官刺激遊戲
備注：1.此活動由社工區姑娘負責
2.「大腦健身室-進階班」和
「大腦健身室-初階班」只可參與
其中一項

大腦健身室-初階班
日間訓練（8
月） 21-267
日期：11 月 8 日至 29 日(逢星期一)
(11 月 15 日除外)
時間：下午 3：45-4：4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中期認知退化傾向的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6-10 人
內容：一同進行運動、認知刺激和
感官刺激遊戲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區姑娘負責
2.「大腦健身室-進階班」和
「大腦健身室-初階班」只可參與
其中一項

男士服務
「男兒會所」以球
日間訓練（8
會友(三) 月） 21-191
日期：11 月 3 日及 17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3：00-4：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男士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9 人(長者 8 人，耆青 1 人)
内容：男士會員一同進行地壺球運動
備注：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男兒會所」
日間訓練（8
月） 21-190
搞「機」研習室(二)
日期：11 月 11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11：00-下午 12：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男士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0 人(長者 9 人，耆青 1 人)
内容：與男士會員一同研究各種數碼科技
備注：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Sew 友」義工縫補服務
中心已推出改衫服務，由義工為有需要的會員縫補衣服，有需要的會員可於中心開放時間
內致電或親臨查詢。
日期：2021 年 8 月 2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時間：上午 8:30-下午 4: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會員
費用：$10(每件衣服計算)
名額：請先預約，詳情請向負責職員查詢
內容：為有需要的會員提供基本的縫補衣服服務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2.服務只包括普通縫補衣服，如欲縫補其他紡織品，請先向負責職員查詢
3.請確保有需要修改的衣服清洗乾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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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 常 服 務
活動名稱

日期、時間及地點

1

「關愛彩霞義
工小隊」大型
洗樓(一)

11 月 6 日(星期六)
下午 1:15-2:45
地點：彩霞邨

2

振華苑街站
(三)

11 月 9 日(星期二)
上午 9:00-11:00
地點：振華苑

全免
參加者
需帶備
「健康
咭」

注意！

3

量血壓、磅重
(八)

11 月 12 日(星期五)
上午 9:45-11:00
中心活動室

4

關心致電
義工線(三)

11 月 13 日及 27 日
(星期六)
上午 8:30-下午 4:30
地點：多用途活動室

5

「護」助委員
會資訊發佈站
(2)

11 月 15 日(星期五)
上午 8：30-下午 4：30

6

「護」助一線
(八)

11 月 20 日(星期六)
上午 10:30-11:30
地點：多用途活動室

7

玩轉乒乓球
(七)

11 月 24 日(星期三)
下午 2:30-4: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8

「關愛長者」
外展服務
日月星(二)

11 月 26 日(星期五)
上午 9:00-11:00
地點：彩霞邨

費用

全免

全免

全免

全免

全免

全免

奶 粉 售 賣
活動名稱

日期、時間及地點
注意！

雅培奶粉
銷售日
(十一月)

11 月 3 日
(星期三)
下午 1:30-3: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名額

內容/備註

10 人

1. 招募「關愛彩霞義工小隊」義
工，並以洗樓形式探訪區內長者
2. 義工可致電社工張先生進行登記

不限

1. 進行服務宣傳，解答居民有關
安老服務問題
2. 此活動由社工張先生負責

不限

1. 此活動由陳姑娘負責
2. 「健康咭」每張$5(全年使用)
* 本月驗血糖及驗膽固醇服務暫停
* 本月量血壓、磅重+驗小便服務暫停

不限

1.「關心組」義工致電慰問中心會員
及獨居長者，關顧他們的近況
2. 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不限

1. 透過電訊發佈有關護老者資源及
身心健康的資訊
2. 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20 人

1. 由「關心組」義工致電護老者更新
近況，並向他們表達關心和問候
2. 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6人

1. 參加者自由打乒乓球
2. 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及
義工原先生負責

不限

1. 提供免費量血壓服務
2. 進行服務宣傳，解答居民有關安老
服務問題
3. 此活動由社工張先生負責

預告：12 月奶粉售賣日~12 月 13 日
費用
金裝加營素：
900 克(會員：$167，護老者：$165)
低糖金裝加營素：
850 克(會員：$172，護老者：$170)
活力加營素：
850 克(會員：$203，護老者：$201)
怡保康：
850 克(會員：$209，護老者：$207)
怡保康即飲裝：
230 毫升(會員：$21，護老者：$19)

名額

內容/備註

1.雅培奶粉公司
不限
職員到場售賣
(售完
奶粉
即止) 2.此活動由社工
張姑娘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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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期

「護」助

通訊

蘇詠琪姑娘

呼吸都可以鬆一鬆

護老者服務社工

在現實生活當中，壓力無處不在，尤其照顧者需要長時間的照顧，更加承受著巨大的照顧壓力。
人若長久處於壓力或不愉快的情況下，可能會影響身心健康。因此，我們應學習用不同的方法
學習紓壓。今天，我們透過學習腹式呼吸法，減減壓放鬆心情吧！
步驟 1：準備一張靠背的椅子，並找一個舒適的環境，放鬆地坐下。坐的時侯，背部靠著椅背，
雙腳微微分開，平放於地面上
步驟 2：慢慢地合上眼睛，將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呼吸上
步驟 3：採用鼻吸嘴呼的方式呼吸。吸氣時，腹部會漲起，呼氣時，腹部會縮入去(#我們可以
想像腹部裡好像放了一個氣球，吸氣時空氣充滿了你的腹部，呼氣時腹部內的空氣都呼出來)
步驟 4：將雙手放在腹上，嘗試感受腹部隨呼吸的一起一伏。過程中，我們可以感受身體的
廢氣由腹部、往胸部、經過喉嚨、再自嘴巴吐出
步驟 5：持續練習約十分鐘，以放鬆身心靈的緊繃感
腹式呼吸法隨時隨地可做，不受時間或場地限制，每天可安排數個時段來練習，當感覺到緊張
時、搭車空閒時、午休或睡前躺床時，都可以做幾分鐘的腹式呼吸，幫自己達到身心放鬆的
效果。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本中心（電話：2758 2737）與護老者服務社工鄭姑娘或蘇姑娘查詢。
資料來源：
1. 健談(2017)。
2. She.com(2019)。

服務質素標準
為確保公眾獲得優質的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一切運作皆遵從 16 項服務質素標準(SQS)，執行
內明確界定的管理及控制服務質素水平所需的程序和指引，所有文件已存放於 中心大廳電視
旁邊，歡迎公眾人士閲覽。由 2021 年 4 月開始，中心將於每月向各位介紹兩項：

標準 15：投訴 每一位服務使用者及職員均有自由申訴其對機構或服務單位的任何不滿，
無須憂慮會受到責罰，所提出的申訴亦會得到適當的處理。
標準 16：免受侵犯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確保服務使用者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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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期

健腦
益智區

區惠儀姑娘

中風隨時誘發認知障礙症

副主任(認知障礙症及
護老者服務發展)

很多人認為，認知障礙症是腦部退化或基因問題所致，但其實多達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的
認知障礙症個案是由中風引起的血管性認知障礙症（Vascular dementia）。很多報告指出，引起
認知障礙症的原因並非單一化，例如患者可同時有阿爾茨海默（Alzheimer’s Dementia)及腦血管
閉塞而導致認知障礙症 (Mixed Dementia)。儘管我們無法抵抗衰老或基因問題，但血管問題則大有
改善空間。
有些中風患者約在六個月後，會慢慢浮現認知障礙的症狀；由於患者的認知能力可以梯級式
遞減，故家人應該多與初癒的中風患者互動，藉此減少認知能力下跌。
中風、血壓與血管健康息息相關，如已確診高血壓便應服用降血壓藥，避免血管受損，增加
中風機率。若然已有血管阻塞風險，為免惡化，醫生亦會建議服用薄血藥如阿士匹靈，如果有
心房顫動，就要用新型抗凝血藥（NOAC）
，阻止血塊形成從而預防中風。有說預防認知障礙症要多
鍛鍊腦筋，但筆者認為擁有健康的血管，也是重要的護腦良方。
心血管閉塞可以透過通波仔或搭橋來紓緩，惟腦血管受損，治療方法就複雜得多，因此我們
如能及早注意腦部健康，便可防備中風帶來的後遺症。
如本區内有記憶問題或者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家屬，可致電本中心 (電話：2758 2737)
預約進行認知評估，詳情可向副主任區姑娘查詢。
摘自 2021 年 11 月 9 日「頭條日報」
：168‧家‧健康專欄

第八屆中心事務諮詢委員會
(佐敦谷街坊福利會彩霞長者鄰舍中心服務使用者組織)
委 員：

莊麗卿、鄭亞根、郭美珍、李玉蘭、吳海年、石錦全、朱美玲、勞麗

工作月報（2021 年 10 月）
1. 有會員讚賞「中秋樂融融」和「義工秋遊」旅行行程的安排理想、食物美味、禮物豐富，而且
對旅行完畢於中心派發禮物包的安排感到貼心。又讚賞負責職員、導遊以及餐廳服務員皆十分
友善和照顧周到，長者都感到十分滿意。
中心回應：感謝會員的讚賞，期望日後可繼續為各會員準備更精彩的活動。
2. 有會員反映同一個月如有兩個需抽籤的旅行活動，建議獲中籤的長者只可以參加其中一個旅行，
不能同時參加兩個旅行活動，認為此安排能讓更多長者有機會參加旅行，做法更加公平。
中心回應：感謝會員的反映，中心會虛心聆聽各會員的意見，如日後有類似情況，中心會考慮此
建議，務求為大家提供一個更公平公正的環境給大家。
3. 有會員反映不清楚中心義工的定義，例如不同性質的義工服務(探訪、街站、賣旗等)，不肯定
是否全部都定性為義工。
中心回應：感謝會員的反映，義工定義：凡 60 歲或以上、婦女或退休人士，只要你願意付出時間
為他人服務，皆屬義工。另外，有關義工的資格及有興趣成為義工的會員，歡迎於辦公時間內與
社工林先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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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 - 樂悠咭
樂悠咭是專為 60 歲或以上香港居民而設的全新租用版個人八達通卡。樂悠咭持有人可由
2022 年 2 月 27 日起享用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 (二元優惠計劃)。
持咭人可以每程 2 元的優惠票價，使用指定公共交通工具及服務。合資格申請人須介乎 60 64 歲或在申請日起計的未來 3 個月內年滿 60 歲，並持有有效香港智能身份證的香港居民。60
歲或以上首次申請樂悠咭的人士，請按下列指定日期分階段遞交申請。

申請日期

出生年份

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30 日
1960 年
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31 日
1961 年
2022 年 1 月 1 日起
將於 3 個月內滿 60 歲
中心設有樂悠咭申請表派發，合資格申請之人士/家人可前來領取。若需協助填寫之
人士，可攜帶身份證於中心辦公時間內前來，向當值職員查詢。

＜＜有關：以電訊網絡形式接收中心通訊及資訊回條＞＞
為響應環保及加强中心與各會員的溝通，本中心將於 2021 年 7 月起開始，以電訊網絡形式
(Whatsapp/Signal/Wechat)取代郵寄的印刷版通訊及定期向護老者發放最新資訊。如閣下願意以上
述方式接受資訊，請於辦公時間致電本中心(電話：2758 2737)與同工聯絡或於下方回條勾選合適
選項後交回中心。

本人_____________（手機電話號碼:___________）願意接受以 WhatsApp 的形式接收
中心通訊及最新資訊。

本人_____________（手機電話號碼:___________）決定選用平台 Whatsapp/Signal/
Wechat(*請刪去不適用項目)，用作接收本中心護老者服務的資訊。
參加者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數獨小遊戲

會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完成小遊戲的會員可將左圖剪下，並寫下姓名，
於 11 月 29 日前投放到本中心門口的「信箱」。
*中心稍後將抽出 10 位答題正確的會員，並可得到

1. 在空格內填上 1/2/3/4/5/6/7/8/9
2. 同一橫行不能有一樣的數字 3. 同一直列不能有一樣的數字

獎品乙份。

4. 同一個九宮格內不能有一樣的數字

上期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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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把格子完全填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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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7

6

2

3

1

6

8

9

7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