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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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電話：2758 2737（上午8:30-下午4:30）  

中心電郵：chnec@jvkfwa.org.hk                中心手提電話：6350 1475（只供中心資訊發佈） 

中心網址：http:chnec.jvkfwa.org.hk/                 機構網址：http://www.jvkfwa.org.hk/ 

 
彩霞長者鄰舍中心 

會員通訊 2022年 7月號 第二百八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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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 

@中心主任的話 

 
共同面對「抗疫疲勞」 

第五波疫情持續，各位老友記會否出現焦慮及感到壓力，甚至出現「抗疫疲勞」？ 

 

何謂抗疫疲勞？ 

世界衛生組織（2020）定義：「隨著時間開始逐漸失去遵循建議防疫措施的動力，並受到情緒、 

經驗和認知的影響」。此為面對著長期抗疫的過勞或長期壓力反應，尤其當這些防疫措施影響 

著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所有層面。 

抗疫疲勞之徵狀 

正經歷抗疫疲勞的徵狀 情緒反應 

➢ 工作/學習效率降低和較難集中 ➢ 焦躁與不耐煩 

➢ 焦慮和警惕程度提高 ➢ 對當前形勢無感 

➢ 不遵從抗抗安排和措施，如洗手、戴口罩

與限聚措施 

➢ 就算獲得足夠睡眠仍然疲憊 

➢ 不想再聽到任何關於疫情的事情 ➢ 沮喪和孤立無援 

➢ 缺乏動力 ➢ 身心俱疲，對未來感到絕望 

 

抗疫紓緩情緒情緒的方法 

1. 保持規律作息：每天訂立可達成的工作目標、固定進食三餐的時間、適時小休數分鐘等。 

2. 減少接觸相關資訊的時間及次數：如每次接觸到疫情資訊都感到焦慮不安，便應嘗試暫時停止 

接收相關資訊，或每天只在特定時間查看相關消息，了解疫情概況便可。 

3. 與朋友安排通話/網上見面：可善用社交媒體，與朋友保持聯絡、進行網上聚會、互相分享生活 

軼事及各種情緒。 

4. 花時間與家人相處 

5. 接觸陽光：有研究顯示，吸收充足的陽光能吸收更多維他命 D，令心情變好。 

6. 養成新興趣：種植小盆栽、砌 puzzle、閱讀、烹調、整理家居…盡量填滿生活、訂立生活小目標，

有助減少負面思考的時間。 

7. 保持運動習慣：簡單的拉筋、舒展運動，有助緩解焦慮情緒。 

8. 適時發洩負面情緒：嘗試了解負面情緒的成因，容許自己適時發洩負面情緒。若情況持續，鼓勵

尋求專業諮詢及協助。 

 

資料來源：Mindhk 及雅虎新聞 

1 

鄭美婷姑娘 

http://chnec.jvkfwa.org.hk/
http://www.jvkfwa.org.hk/


  

1. 2022 年 7月 1 日(星期五)為公眾假期，中心暫停開放。 

2. 中心 16條 SQS(服務質素標準)已上載至中心網頁，SQS 8附上<2020年全國性法律發佈>及

<維護國家安全法>簡介，文本亦存放於中心大廳。歡迎長者閱覽。 

3. 2022 年 1月及 6月之「積極勤到獎」已順利完成，會員可於 7 月 2 日到中心接待處交回 

「6月份印仔紙」予職員結算並簽名作實，凡 2022 年 1 月及 6 月內蓋滿 50 個蓋印或以上 

可獲得「禮物」一份。80 個蓋印或以上可獲得勤到獎一份。 

*領取禮物日期於 7月 28日開始。 

4. 社交距離限制措施仍然生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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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 日(星期六)早上 8:30後開始致電中心電話  

2758 2737 登記報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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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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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年 7 月份的例會：7 月 25 日(星期一)，上午 8:30-9:30;下午 1:00-2:00， 

每場例會人數 12人。 

 

6. 《嚟例會。換印仔》獎勵計劃：為鼓勵大家多參與中心例會，由 5 月份開始，會員參加

例會後，可獲印仔一個。只要儲齊 5個印仔，即可獲小禮物乙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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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餽贈兩項防跌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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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及查詢：可向當值社工聯絡。 

《防跌「孖寶」先導計劃》-防跌用品購置 

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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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懸掛起 1 號颱風信號或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中心活動正常舉行，並且會照常開放。  

(2) 早上 8:30仍然懸掛或改掛 3 號以上颱風信號，或是紅色、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中心 

所有戶外及室內活動全日暫停。課堂取消而不會補堂。 

(3) 早上 8:30後改掛較低或除下所有颱風信號，或是改掛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中心所有 

戶外及室內活動繼續暫停。課堂取消而不會補堂。 

(4) 在活動進行期間懸掛起 3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是紅色、黑色暴雨警告信號，負責該活動 

職員決定是否繼續活動，確保參加者留在安全地方。 

(5) 當 8號颱風信號改掛 3 號颱風信號前，政府啟動「極端情況」機制，中心不會對外開放。 

課堂取消而不會補堂。 

 

颱風及暴雨信號下之活動及開放指引 

 
踏入七、八月颱風及暴雨季節，中心會因應受風雨影響而向會員及班組導師

作出暴風雨的指引，有關指引的詳情，請見以下資料： 

社會福利署在 5 月 12日發出最新指引：長者鄰舍中心在依從《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聚集） 

規例》（第 599G 章）規定的前提下，於本年 5 月 16 日起在現有基礎上恢復以中心為本的

偶到服務以及開放單位內供公眾人士使用的地方，惟中心需按照單位的面積、環境及情況

等而作出適切的安排。 

以下為中心首階段恢復的服務、設施以及防疫安排： 

 

1. 中心會員在進入中心時，必須掃「安心出行」二維碼、配戴口罩、量度體溫以及用酒精 

搓手液清潔雙手，並於接待處拍卡。社區人士及沒有攜帶會員證的長者，必須登記個人 

資料(包括姓名、聯絡電話、進入日期及時間)。 

2. 中心恢復偶到服務、小組活動、班組活動、興趣班、中心暫託服務、個案輔導服務和統一評估 

服務等，活動將在足夠社交距離及人數維持最多 9-12人下進行。 

3. 首階段恢復的中心為本偶到服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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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中心內，必須全程佩戴外科口罩。中心職員與服務使用者亦會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 

5. 為保障環境衛生，中心於中午 12:00-1:00關門進行徹底清潔及消毒。 

-  

更新日期：12.5.2022（服務安排將跟隨社署指引適時修訂） 

 

疫情下的服務安排 

 

   1 號 

風球 

3 號 

風球 

8 號 

風球 

黃色 

暴雨 

紅色 

暴雨 

黑色 

暴雨 

戶外活動 
 × ×  × × 

室內活動 
 × ×  × × 

中心開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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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更多社區人士認識及參與本中心的服務，中心現推行「1 + 1 樂同行計劃」，期望邀請 

更多有興趣人士加入中心這大家庭，共享多元化之服務。現鼓勵會員推薦年滿 55至 59歲人士/ 

剛退休人士 / 準備退休人士入會，推薦者可獲得小禮物乙份！ 
 

 

計劃準則： 

1. 如有會員推薦朋友入會，會員可帶領朋友在中心辦公時間內前來中心辦理入會手續。 

2. 如會員成功推薦 1 位，可獲得小禮物乙份(禮物類別將不定期更新)。 

3. 推薦入會次數不限，小禮物逐次計算。 

 

 

對上述計劃有疑問之人士，歡迎致電 2758 2737與社工張姑娘聯絡。 

1 + 1 樂同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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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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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川、林春蘭、許結明、原少濤、楊鵬義、司徒明、李少芳、郭玉燕、周鈺卿、陳麗賢 

第九屆中心事務諮詢委員會 

工作月報(2022 年 6 月) 
1. 有會員反映因「絲帶繡花班」的參加名額只有 4位，因此希望可以增加參加名額，讓更多有興趣的

長者可以參加。 

中心回應：感謝會員的反映，該活動只開設 4 個名額的原意是小班教學，導師可集中教授參加者。

中心會繼續觀察，如該期「絲帶繡花班」舉辦後，導師表示有空間增加名額，中心或許會開設更多

名額。 
 

2. 有會員反映希望瑜伽班、乒乓球、卡拉 OK、畫畫和旅行等活動可以重開，另外，十八步跳舞班的次數 

不足夠，希望中心可以增加場數。 

中心回應：感謝會員的反映和踴躍參與活動。由於中心現時仍受防疫條例及活動場地所限制， 

故中心將定期審視現有的活動、場地及服務使用者需要再作不同考慮。 
 

 

3. 有會員反映「Sew友」義工縫補服務加價，欲了解原因。 

中心回應：感謝會員的反映，由於物價通漲，縫補服務所需的物料和器材均需定期購置，爲了平衡 

活動收支，故服務按情況調整收費。 

4. 有會員讚賞外展服務「端陽糭贈長者」有節日氣氛，參加者感到十分滿意。 

中心回應： 感謝參加者的讚賞和踴躍參與活動。是次活動有幸獲美亞製造廠有限公司捐贈糭子，

讓中心舉辦活動予外展服務的長者，同慶端午節，並藉此關懷長者。 

5. 有會員反映希望中心購票日可以回復親自到中心排隊報名，但也有其他會員反映希望可以維持以 

電話形式報名。 

中心回應：感謝會員的反映，中心明白各會員對於兩種購票方法有不同偏好，也感謝會員體諒和 

包容在購票過程中遇到的不便。疫情底下避免人群聚集，中心目前仍會維持電話購票。但是本中心 

未來也會持續收集意見，持續檢討購票的方法。 

6. 有會員反映未能成功於 WhatsApp 收取通訊，欲了解情況。 

中心回應：感謝會員的反映，由於中心同事曾於 4月致電會員了解以郵寄 / WhatsApp形式收取 

通訊的意向，並按會員的意向發出通訊，如會員未能成功收取通訊，鼓勵通知中心職員，本中心 

將作出跟進。 

7. 有會員反映中心活動空間有限，願意協助機構收集會員簽名，聯署請求社會福利署增撥較大地方， 

以舉辦更多活動。 

中心回應：感謝會員的反映及支持，機構將繼續以不同渠道與會員溝通和收集意見，並持續向社會

福利署表達訴求。 

 



  

 

「Sew 友」義工縫補服務 
中心將推行改衫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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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6 月 1 日至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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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每件衣服計算) 

名額：請先預約，詳情請向負責社工林先生查詢 

內容：為有需要的會員提供普通的縫補衣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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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向負責社工林先生查詢 

      3.請確保有需要修改的衣服清洗乾淨 

 

 

佐敦谷街坊福利會 55 週年第二彈 - 機構歷史知多少 

正確答案 

 

 

 
 

中心一共收到 44 位會員「答題紙」，全部均獲答對一半以上!所有得獎者將有職員聯絡 

於 7 月 30 日前到中心領取禮物。再次多謝各位踴躍參加!! 

1. 「佐敦谷街坊福利會」於哪一年成立?  

A) 1919   B) 1967   C) 2000   D) 2012 

2. 「佐敦谷街坊福利會」最初成立的名稱是? 

A) 佐敦街坊福利會        B) 佐敦谷街坊會 

C) 佐敦谷邨街坊福利會    D) 牛頭角街坊福利會 

3. 以下哪一項是「佐敦谷街坊福利會」服務宗旨? 

A) 關心長者，服務耆老       B) 以基督愛世人的精神，關愛長者全人的需要  

C) 團結青年、培養健全人格   D) 以「慈、悲、喜、捨」之心，起救苦救難之行， 

予樂拔苦 

4. 「佐敦谷街坊福利會」於哪一年創辦老人康樂中心?  

A) 1967   B)1970   C)1977   D)1979 

5. 「佐敦谷街坊福利會」老人康樂中心由原址第十座，於 1983 年中遷至第幾座繼續 

服務區內耆老?  

A) 一座   B) 二十四座   C) 三十六座   D) 十三座 

6. 「彩霞老人康樂中心」於 2005年改名為? 

A) 彩霞長者活動中心  B) 彩霞老人中心   C) 彩霞老人福利中心  D) 彩霞耆暉中心 

7. 中心於哪一年正式轉型為長者鄰舍中心，改名為「彩霞長者鄰舍中心」? 

A) 2020年   B) 1940 年    C) 2014年   D) 1990 年 

8. 自 2018 年 10 月 1日起，彩霞長者鄰舍中心新增以下哪兩項新服務?  

A) 「義工服務」 及「認知障礙症服務」  

B) 「認知障礙症服務」及「亟有需要護老者服務」   

C) 「中心暫託服務」及「亟有需要護老者服務」   

D) 「樂齡科技服務」及「退休人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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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54 
頌缽聲音療癒活動 

時間：下午 1:00-2:00 

對象：長者會員及護老者 

 

日期：7 月 8 日(星期五)               

地點：中心活動室                    

費用：全免 

名額：8 人 

內容：由頌缽療癒師透過敲或磨缽所發出的音頻，帶領參加者進行呼吸練習， 

使參加者得以放鬆及達致身心平衡 

備註：1. 參加者需要躺臥在瑜伽地蓆上，請穿著舒適的衣著，另自備披肩或外套 

2. 此活動由社工嚴姑娘負責 

 

22-055 
頌缽聲頻療癒(個人) 

日期及時間：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患痛症、失眠的長者會員及護老者優先 

費用：全免                      名額：每日限 2 人；每人每次 45 分鐘 

內容：以單對單方式，由頌缽療癒師透過敲或磨缽所發出的音頻、或需要將缽放在

參加者身體上作治療，使參加者得以放鬆、治療痛症及達致身心平衡 

備註：1. 參加者先登記預約，再由負責職員電話聯絡安排日子及時間 

2. 參加者需要躺臥在瑜伽地蓆上，請穿著舒適的衣著，另自備披肩或外套 

3. 此活動由社工嚴姑娘負責 

 

7 月 5 日(星期二)下午 1:30-3:30  

7 月 15 日(星期五)上午 10:45-下午 12:45 

7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 11:00-下午 1:00 

7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10:45-下午 12:45 

 

最新推介 

22-098 

「心靈喜動」-健康人生(ZOOM) 

日期：7月 7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1:30-3:15 

地點：長者家中或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19 人 

內容：以 ZOOM 形式聆聽有關精神健康之健康講座 

備註：1. 每位成功參加之會員可獲得教材套一份 

2. 參加者必須持有智能手機及事先安裝應用程式「ZOOM」 

3. 成功參加之會員，需於活動前參加培訓(懂文字的長者優先) 

4. 此活動由黃姑娘負責 

5. 此活動與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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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及減壓活動推介 

 

魔力橋聯誼日(二) 

日期：7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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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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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7 

「預防中暑」 

講座(ZOOM)       
日期：7月 22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9:30-10:30 

地點：長者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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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長者了解中暑後的急救方法，加強預防中暑意識 

備註：1.參加者必須持有智能手機及事先安裝應用程式「ZOOM」 

      2.成功登記之會員，將收到陳姑娘通知親臨本中心參加培訓 

3.此活動由陳姑娘負責  

4.此活動由衞生署外展服務隊線上主講 

 

22-116 

玩轉乒乓球(一) 

日期：7月 9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30-中午 12: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0 人  

內容：參加者自由打乒乓球  

備註：1.此活動由黃姑娘負責  

   2.此活動由義工原少濤先生協助 

 

22-120 
潔手肥皂班 

日期：7月 14 日及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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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節 12 人 (長者 11 人，耆青 1人) 

内容：製作潔手肥皂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區姑娘負責 

      2.參加者只可參加其中一節 

3.此活動與社會福利署啓坪綜合 

家庭服務中心合辦和贊助 

22-124 

快樂不倒翁 

日期：7月 12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11:00-中午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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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預防跌倒的方法和運動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鄭姑娘負責 

2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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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初三 

 

 

 

2                      初四 

08:30 購票日(電話) 

 

 

2:45 智能手機應用班(第一班) 

3:55 智能手機應用班(第二班) 

4                          初六 

09:30 「Sew」縫紉義工小組會議(一) 

11:00 輕輕鬆鬆普通話(一) 

 

 

 

1:30 「腦」當益壯多元訓練(三) 

3:45 香薰治療小組 

5                          初七 

08:30 太極班(6-8月) 

09:00 外展宣傳：資訊科技服務 

09:00 振華苑外展服務(二)  

09:45 黃金手鈴樂團(6-8月) 

11:00 「護」助資源站-平安三寶 

1:30  頌缽聲頻療癒(個人) 

3:45  品味人生小組 

6                     初八 

09:30 十八步跳舞班(6-8月) 

10:30 智能手機諮詢站(三) 
11:00 中諮會 

 

 

3:00 「男兒會所 」 

新興運動星期三(一) 

7                   初九 

09:00 樂在地壺球(7-9月) 

11:00 趣味英文班(一) 

 

 

1:30 心靈喜動- 

健康人生(ZOOM) 

3:30 認知刺激小組 

8                          初十 

09:00 量血壓、磅重(二) 

 

1:00 頌缽聲音療癒活動 

1:45 賽馬會「a」家樂齡科技教育及 

租賃中心導賞團 

2:30 義工聚會(7月)(第一節) 

3:10 義工聚會(7月)(笫二節) 

9                       十一 

09:00 大腦健身室(二) 

10:30 玩轉乒乓球(一) 

 

 

1:00 「智」醒大使培訓 

2:45 智能手機應用班(第一班) 

3:55 智能手機應用班(第二班) 

11                        十三 

09:00 「腦」當益壯多元訓練(三) 

09:00 「Sew a gift」縫紉工作坊(二) 
11:00 輕輕鬆鬆普通話(一) 

 

1:00 情•智能手機攝影比賽簡介會 

2:15 中文識字班(一)第一班 

2:55 中文識字班(一)第二班 

3:45 香薰治療小組 

12                         十四 

08:30 太極班(6-8月) 

09:00 「關愛彩霞」 

外展服務-日月星(二) 

09:45 黃金手鈴樂團(6-8月) 

11:00 快樂不倒翁 

1:15 「護」助茶聚-香薰按摩工作坊 

2:30 認知刺激小組 

3:45 品味人生小組 

13                  十五 

09:30 十八步跳舞班(6-8月) 

10:30 智能手機諮詢站(三) 
11:00 笑看生死教育小組 

11:00 綠惜創作耆兵 

1:30 「男兒會所 」 

搞「機」研習室(二) 

3:00 「男兒會所 」 

新興運動星期三(一) 

14                  十六 

09:00 樂在地壺球(7-9月) 

11:00 趣味英文班(一) 

 

 

1:15 潔手肥皂班 

2;45 「智」醒大使培訓 

4:00 情•智能手機攝影比賽 

簡介會 

15                         十七 

09:00 情•智能手機攝影比賽簡介會 

10:45 頌缽聲頻療癒(個人) 

 

 

 

 

1:15 硬地滾球班(一) 

2:30 魔力橋聯誼日(二)     

16                    十八 

08:30 關心致電義工線(二) 
09:00 大腦健身室(二) 

 

 

 

 

2:45智能手機應用班(第一班) 

3:55智能手機應用班(第二班) 

18                        二十 

09:30 雅培奶粉銷售日(七月) 

09:00 「Sew a gift」縫紉工作坊(二) 
11:00 輕輕鬆鬆普通話(一) 

1:00 「鬆一鬆」放鬆練習工作坊(五) 

2:15 中文識字班(一)第一班 

2:55 中文識字班(一)第二班 

3:45 香薰治療小組 

19                         廿一 

08:30 太極班(6-8月) 

09:45 黃金手鈴樂團(6-8月) 

 

 

 

1:00 認知刺激小組 

2:30 品味人生小組 

20              廿二 

09:30 十八步跳舞班(6-8月) 

10:30 智能手機諮詢站(三) 
11:00 笑看生死教育小組 

11:00 綠惜創作耆兵 

 

3:00 「男兒會所 」 

新興運動星期三(一) 

21             廿三 

09:00 樂在地壺球(7-9月) 

11:00 趣味英文班(一) 

 

 

 

1:15 ZOOM教學 
1:15 潔手肥皂班 

22                         廿四 

09:30 「預防中暑」講座(ZOOM) 

11:00  頌缽聲頻療癒(個人) 

 

 

 

1:15  硬地滾球班(一) 

3:00  盼盼帶你看世界(二) 

23                     大暑 

09:00 大腦健身室(二) 

 

 

 

1:00 「智」醒大使培訓 

2:45 智能手機應用班(第一班) 

3:55 智能手機應用班(第二班) 

25                        廿七 
08:30 例會 

09:30 社工講座：樂齡科技，與我有關 

11:00 輕輕鬆鬆普通話(一) 

1:00 例會 

2:15 中文識字班(一)第一班 

2:55 中文識字班(一)第二班 

3:45 香薰治療小組 

26                       廿八 

08:30 太極班(6-8月) 

09:45 黃金手鈴樂團(6-8月) 

11:00 趣味英文班(一) 

 

1:15 「慢活系列」-瑜伽體驗 

2:30 「總．有話說」 

義工重聚在彩霞 

27                   廿九 

09:30 十八步跳舞班(6-8月) 

11:00 笑看生死教育小組 

11:00 綠惜創作耆兵 

 

1:30 音樂治療工作坊 

3:00 「男兒會所 」 

新興運動星期三(一) 

28             三十 
09:00 樂在地壺球(7-9月) 

10:45 頌缽聲頻療癒(個人) 

 

 

2:30 彈力球健體操(三) 

3:45 視像問答互動- 

樂齡科技知多 D 

29                   七月 

08:30 義工小聚-曲奇樂無窮(第一節) 

09:45 義工小聚-曲奇樂無窮(第二節) 

11:00 義工小聚-曲奇樂無窮(笫三節) 

 

1:15 硬地滾球班(一) 

2:30 照顧食 

4:00 盼盼帶你看世界(二) 

30                初二 

08:30 關心致電義工線(二) 
09:00 大腦健身室(二) 

10:00 「護」助一線(四) 
 

 

中心職員： 

鄭美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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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健栢(活動及義工發展社工)     廖詠妮(半職庶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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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麗琼(活動策劃幹事–義工)    黃若涵(活動策劃幹事–活動)   凌琼(半職庶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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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紀念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 

督印：行政幹事嚴芷慧 

編輯：鄭美婷、張盼、黃若涵 

印刷數量：700 份 

2022年 7月份 活動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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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力球健體操(三)   

日期：7 月 28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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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9 

硬地滾球班(一)   

日期：7 月 15 日至 9 月 9 日(8 月 19 日除外) 

(共 8堂)(逢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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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金咭)/$13(會員)/$18(耆青) 

名額：12 人(長者 11 人，耆青 1 人) 

內容：教授並與長者進行硬地滾球 

備註：1.此班組由陳姑娘負責 

2.請穿著方便伸展的衣服及運動鞋 

 

22-115 

盼盼帶你看世界(二) 

日期：7 月 22日及 29 日(星期五)     

時間：7 月 22日：下午 3:00-4:00 

7 月 29日：下午 4:00-5: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10(包小禮物費用) 

名額：每節 12人(長者 11 人，耆青 1人) 

內容：分享「北韓」的風景及名勝， 

感受「北韓」之風情文化及社會制度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負責 

2.每人只限報名參與其中一節活動 

22-126 

「陪著你，觀世界」

到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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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承受長者身體退化的另一個角色非護老者莫屬，他們 

於照顧過程中承受著不同程度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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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詳情如下： 

 

日期：2022年 7月至 9 月       時間：上午 8:30-下午 4:30 

地點：服務對象之住所          對象：本區內的護老者/被護者/體弱及行動不便之長者 

費用：全免                    名額：6 人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負責 

22-134 

「鬆一鬆」放鬆練習 

工作坊(五) 
日期：7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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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椅子 

伸展運動 

備註：此活動由黃姑娘負責 

22-146 



  

社工講座： 

樂齡科技，與我有關 
日期：7 月 25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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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長者 11 人，耆青 1 人) 

內容：分享何謂樂齡科技、由「醫食住行」 

四方面介紹樂齡科技產品如何滿足 

長者需要 

備註：此講座由社工張姑娘負責 

22-131 

資訊科技服務 

. 

情•智能手機攝影比賽 

 

參賽內容： 

1. 以「情」為主題，例如友情、愛情或對本社區之情懷，運用智能手機拍攝相片，以人或物

或景做主題，作情感表達。 

2. 每位參賽者只可提交一份電子版作品，作品必須為原創作品及使用智能手機拍攝。 

3. 每份作品須附上有關相片的中文描述(不多於 100 字)。 
 

備註：參賽作品將會於中心門口的玻璃櫃作公開展覽 及 放於中心 Facebook 專頁作網上展覽。 
 

獎項： 

1. 冠、亞、季軍(由評審團選出)，獎品依次為$600 超市禮券、$400 超市禮券、$200 超市禮券 

及獎狀一張。 

2. 會員最喜歡照片獎(由會員記名形式投票選出)，獎品為$300 超市禮券及獎狀一張。 

3. Facebook 最多讚獎，獎品為$300 超市禮券及獎狀一張。 
 

比賽流程： 

報名日期：7 月 2 日至 7 月 9 日 

簡介會日期：7 月 11 日(星期一)，下午 1:00-2:00 

7 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 4:00-5:00 

7 月 15 日(星期五)，上午 9:00-10:00(參加者必須出席其中一節簡介會) 

簡介會內容：介紹比賽主題、攝影作品要求及遞交作品之方法等事項 

22-127 

Zoom 教學 
日期：7 月 21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1:15-3:15 

地點：多用途活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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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如何使用網上會議程式：ZOOM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負責 

      2.為令學習更具果效，工作員將致電 

參加者於指定時段前來參與 

22-135 

適逢今年機構 55 周年，周年主題為「情」，特此舉辦智能手機攝影比賽， 

與會員一同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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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交作品時限：7 月 18 日至 7 月 30 日 

展覽時期：8 月 6 日至 8 月 24 日 

評審時期： 

1. 會員評審：8 月 6 日至 24 日(於中心辦公時間向職員領取投票紙作投票) 

2. 評審團：8 月 24 日 
 

公佈結果及頒獎日期：8 月 29 日(8 月例會) 
 

對上述比賽有疑問之人士，可向社工張姑娘查詢。歡迎大家踴躍參與！ 

 

 



  

視像問答互動- 

樂齡科技知多 D   
日期：7月 28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3:45-4:30 

地點：長者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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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ZOOM 形式進行與樂齡科技主題 

相關的有獎問答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負責 

22-130 

外展宣傳： 

資訊科技服務 
日期：7 月 5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9:00-11:00 

地點：振華苑                   

對象：社區人士 

費用：全免 

名額：不限 

內容：向區內人士宣傳中心資訊科技服務，

解答居民對相關服務之疑問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負責 

 

22-128 

智能手機諮詢站(三) 

日期：7月 6 日、13 日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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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節 6 人(長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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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45 

12 

「腦」當益壯 

多元訓練(三) 

日期：7 月 4 日及 11 日(星期一)         

時間：7 月 4日：下午 1:30-3:00 

      7 月 1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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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節 8 人(長者 7 人，耆青 1人) 

內容：透過多元智能訓練系統「耆研樂動」，共同體驗各類趣味的遊戲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負責 

      2.每人只限報名參與其中一節活動 

3.請參加者穿著舒適服裝及穿著乾淨襪出席活動(需脫鞋進行) 

 

22-051 



 

 

 

 

  

  22-111 

 

日期：7月 8 日(星期五) 

時間：第一節：下午 2:30-3:00 

      第二節：下午 3:10-3:4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24 人 

內容：每月與義工定期聚會，發放義工資訊 

及培訓(主題:安老服務機械人)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義工聚會(7 月) 

義工服務及男士活動 

 

22-110 

 

日期：7月 11日至 9 月 26 日(逢星期一) 

(7 月 25日、8 月 1日、8 月 29 日及 

9 月 26日除外) 

時間：上午 9:00-中午 12:00  

地點：多用途活動室 

對象：縫紉組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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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w a gift」 

縫紉工作坊(二) 

22-136 

 

日期：7月 4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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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  

內容：討論小組服務發展方向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Sew 縫紉 

義工小組會議(一) 

22-113 

 

日期：7月 29日(星期五) 

時間：第一節：上午 8:30-9:30 

      第二節：上午 9:45-10:45 

      第三節：上午 11:00-中午 12: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30 人 

內容：義工合力製作曲奇餅，訓練團體合作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義工小聚-曲奇樂無窮 

22-066 

 

日期：7月 26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3: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資深義工(即曾在彩霞老人康樂中心 

時期提供義工服務) 

費用：全免 

名額：15 人  

內容：與義工回憶提供義工服務往事及嘉許

他們的付出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總．有話說」 

義工重聚在彩霞 

22-112 

 

日期：7月 13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1:30-2: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只限男士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0 人 

內容：與男士會員一同研究各種數碼科技 

備註：1.參加者必須持有智能手機 

      2.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男兒會所」 

搞「機」研習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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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者服務及亟有需要護老者服務 
 

22-123 

 

照顧食 

日期：7 月 29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3: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亟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12人 

内容：講解吞嚥困難及介紹鍛練口腔和 

咽喉肌肉的運動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區姑娘負責 

22-122 

 

香薰治療小組 

日期：7 月 4日至 8月 8 日(逢星期一) 

   (共 6節) 

時間：下午 3:45-4:4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亟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10              名額：8 人 

内容：進行香薰放鬆活動及學習使用香薰 

治療於日常生活中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區姑娘負責 

22-138 

 

社區護老大使能力提升計劃– 

家居評估及改善 

 日期：2022年 7 月 2 日至 2023年 3 月 31 日  

對象：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10 人  

內容：由社區護老大使進行家居環境評估， 

並即時提供環境改善建議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鄭姑娘負責 

      2.此活動與衛生署長者健康服務合辦 

 

 

22-101 

「護」助資源站- 

平安三寶 
日期：7 月 5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11:00-中午 12: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12人 

內容：講解平安三寶(包括：遺囑、持久授權書 

及預設醫療指示)，以避免長者於晚年在 

家庭中出現照顧及財務糾紛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22-092 

 

「護」助茶聚- 

香薰按摩工作坊 
日期：7月 12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1:15-2:1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10人 

內容：學習頭肩頸的拉筋、按摩方法及 

香薰按摩精油的應用，藉以放鬆身心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22-093 

 

笑看生死教育小組 

日期：7月 13 日至 8 月 24 日(8 月 3 日除外)(逢星期三) (共 6 節) 

時間：上午 11:00-中午 12:00     地點：中心活動室(二) 

對象：亟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10   名額：8人 

內容：透過遊戲、製作手工及花藝等形式，讓護老者認識生死教育、殯儀及臨終資訊等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22-091 

 

「慢活系列」- 

瑜伽體驗 
日期：7 月 26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1:15-2:1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亟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8人 

內容：透過瑜伽體驗，以放鬆筋骨及心情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2.此活動由治療瑜伽導師 Zora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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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5 

 

大腦健身室（二） 

日期：7月至 9月(逢星期六) 

（7 月 2日除外） 

時間：上午 9:00-10: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中期認知退化傾向的會員 

     （有興趣之會員可向區姑娘登記） 

費用：全免 

名額：12 人 

内容：一同進行運動、認知刺激和感官刺激遊戲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區姑娘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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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障礙症服務 

22-121 

 

音樂治療工作坊     

日期：7月 27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1:30-2: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認知退化的會員 

費用：$10 

名額：12 人 

内容：由音樂治療師帶領音樂活動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區姑娘負責 

22-129 

 

賽馬會「a」家樂齡科技教育及租賃中心導賞團 

日期：7 月 8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1:45-5:30 (下午 1:45 於彩霞邨小巴站集合)       

地點：沙田賽馬會 a家樂齡科技教育及租賃服務中心 

對象：護老者優先            

費用：全免      

名額：17人 

內容：前往賽馬會 a家作實地參觀，認識不同種類的樂齡科技產品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及黃姑娘帶隊 

22-145 

 

綠惜創作耆兵 

日期：7 月 13日至 8 月 24 日(8 月 3 日除外)(逢星期三) (共 6 節) 

時間：上午 11:00-12:00        

地點：中心活動室(一)   

對象：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8人 

內容：利用棄置家居物料創作手作，提升長者的能力感，並舒緩疫下的壓力 

備註：1.視乎疫情，活動或以 Zoom 形式進行 

2.參加者必須持有智能手機及事先安裝應用程式「ZOOM」 

3.此活動由實習社工邱先生負責  

 



護老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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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服務 

 活動名稱 日期、時間及地點 費用 名額 內容/備註 

1.

雅培奶粉 

銷售日 

(七月) 

7月 18日 

(星期一) 

上午 9:30-11: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金裝加營素： 

900克(會員：$177，護老者：$175) 

低糖金裝加營素： 

850克(會員：$182，護老者：$180) 

活力加營素： 

850克(會員：$219，護老者：$217) 

怡保康： 

850克(會員：$219，護老者：$217) 

不限 

(售完

即止) 

1. 雅培奶粉公司 

職員到場售賣 

奶粉 

2. 此活動由黃姑娘 

負責 

 

 

奶粉售賣

 活動名稱 日期、時間及地點 費用 名額 內容/備註 

1. 1 
振華苑 

外展服務(二) 

7月 5 日(星期二) 

上午 9:00-10:30 

地點：振華苑 

全免 不限 

1. 進行服務宣傳，解答居民有關 

安老服務問題 

2. 此活動由實習社工邱先生負責 

2.  
量血壓、 

磅重(二) 

7月 8 日(星期五) 

上午 9:00-10:30 

中心活動室 

參加者

需帶備

「健康

咭」 

不限 

1. 本年度首張「健康咭」免費 

(全年使用) 

2. 此活動由陳姑娘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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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關愛彩霞」 

外展服務- 

日月星(二) 

7月 12 日(星期二) 

上午 9:00-11:00 

地點：彩日樓中心門外 

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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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活動由實習社工邱先生負責 

4.  
關心致電 

義工線(二) 

7月 16 日及 30日 

(星期六) 

上午 8:30-下午 4:30 

地點：多用途活動室、 

義工住所 

全免 不限 
「關心組」義工致電慰問中心會員及獨居 

長者，關顧及了解他們的近況 

5.  

「護」助委員

會資訊發佈站

(4) 

7月 19 日(星期二) 

上午 8:30-下午 4:30 
全免 不限 

1. 透過電訊發佈有關護老者資源及 

2. 身心健康的資訊 

3. 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6.  
「護」助 

一線(四) 

7月 30 日(星期六) 

上午 10:00-中午 12:00 

地點：多用途活動室 

全免 不限 

1. 由「關心組」義工致電護老者更新 

近況 

2. 由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7.  
「護」助 

資源站(二) 

7月 2 日(星期六) 

上午 8:30-下午 4:30 
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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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健腦日記 

(7月) 

7月 1 日至 23日 

上午 8:30-下午 4:30 
全免 不限 

1. 參加者於 7月 2日至 23日到中心領

取健腦練習 

2. 參加者需於 7月 23日前完成題目並

交回中心大堂電視側的收集箱 

3. 本月健腦練習之答案，將會貼於多用

途活動室旁的護老者支援服務資訊

板，供大家參考 

4. 此活動由麥姑娘負責 

 



   

 第四期 

張盼姑娘 

社工(活動及資訊科技發展) 

長者隨著年齡增長，身體機能逐漸退化，許多長者或會面對進食機能退化的情況，例如味覺衰退、咀嚼 

困難及吞嚥等情況，繼而影響身體營養。上期向大家分享了樂齡科技產品如何於「醫」方面協助有需要 

長者及照顧者於日常生活中行使便利，是次則向大家介紹有何飲食輔助產品及如何製作軟餐。 

 

② Eat Well(食得好) 

 

樂齡科技與餐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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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齡 

科 

技 知多 D 

① 樂齡科技抗震餐具 

飲食輔助產品 
 

- 為認知障礙者訂造的特製餐具 

- 特殊設計有助使用者增進飲食量 

- 使用者可自行用餐，減輕照護負擔 

 

③ 電子鹽份計 

 

④ 吞嚥困難用水量控制杯 

 

 

軟餐製作三部曲 
 

健康資訊共享資源 
 

- 將金屬接端放入飲食液體即可 

測試鹽份濃度 

 

- 使長者穩妥食用糊餐 

- 協助手部不適的人士進食 

- 有效抵消 85%的手部抖動， 

減低手震對用餐不便的尷尬 

 

- 飲水輔助 

- 可以透過吸管飲用及可以避免因液體 

吸入的危險 

- 頭部不用傾斜亦能容易飲用 

第一步：攪拌，將已煮熟食材放入攪拌機，加入食倍樂粉及水(或高湯)，攪拌至順滑沒有顆粒； 

第二步：加熱，將攪拌好的食材放入鍋中，加熱至 80度以上至沸騰，期間不斷攪拌，變成流質即可； 

第三步：塑形，加熱後的食物倒入模具，待凝固後便可以出餐及食用。 

 

① 食多 D˙講多 D 手機程式   

 - 可透過智能手機中的 App store 或 Play 商店下載 

- 提供了吞嚥和言語障礙的資訊 

 

② 營計寶 手機程式 

若對上述內容有何查詢，歡迎致電 2758 2737 與社工張姑娘聯絡。下期將會向大家介紹樂齡科技如何 

支援長者安全家居設施，敬請留意。 

 

- 可透過智能手機下載 

- 透過使用營養標籤，挑選合適的食物 

資料來源：嶺大賽馬會樂齡科技與智能安老計劃 樂齡科技專員課程。 

 



 

 

「護」助 

通訊 

 

第八十九期 

蘇詠琪姑娘 

社工(護老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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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同一個九宮格內不能有一樣的數字  5. 要把格子完全填滿 

 

益智數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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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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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獎品乙份。 

 

 

 

 

 

 

 

 

  5  2 9  3 8 

3  9 7    6 4 

7 6   3  2   

1 3    6  5 7 

  4  1  8   

5   3  2  1 6 

  6  7 5  8 1 

8 7    3   9 

9  3 8 4  6   

 

6 5 9 7 1 3 4 8 2 

2 1 3 8 6 4 9 5 7 

8 4 7 9 2 5 3 1 6 

1 7 2 3 5 9 6 4 8 

3 9 6 2 4 8 5 7 1 

5 8 4 6 7 1 2 3 9 

4 3 8 1 9 2 7 6 5 

7 2 1 5 3 6 8 9 4 

9 6 5 4 8 7 1 2 3 

 

上期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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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 
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由 2021 年 7 月 1 日（星期四）起擴大項目資助 

範圍，增加可獲資助的牙科診療分項，讓有需要和符合資格的長者獲得更適切的鑲配 

活動假牙相關牙科護理服務。新增的診療項目包括移除牙橋或牙冠和根管治療（杜牙根） 

服務，以及為七十五歲或以上於五年前或更早以前在項目下曾接受牙科服務的長者提供 

第二次免費鑲配活動假牙及相關的牙科診療服務。 

 

「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透過約 190 間分布於全港各區的地區服務單位，包括長者 

中心、社區中心和直接接受申請的牙科診所，處理申請和為合資格長者安排首次牙科診期。 

長者在完成所需服務後，負責推行項目的香港牙醫學會會透過其轄下的項目辦公室直接 

向提供診療服務的牙醫發放資助，牙醫不會向參與項目的長者索取任何費用。 

 

合資格的長者可帶同所需文件，親身前往地區服務單位辦理申請手續。 

 

如有任何查詢或疑問，可致電項目熱線(電話：2525 8198)或本中心(電話：2758 2737) 

與護老者服務社工蘇姑娘聯絡。 

資源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 新聞公報(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