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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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1月號 第二百九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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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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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仝人 

祝各位會員 

玉兔迎春， 

新年快樂！ 

http://chnec.jvkfwa.org.hk/
http://www.jvkfw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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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會員、義工、護老者、地區持份者及街坊： 

 

本會於本年 9 月份向大富基業有限公司業主提出有意租賃彩霞邨彩星樓地下 1 號  

(前「759 阿信屋」地點)。同時，本會向社會福利署申請彩霞邨彩星樓地下 1 號作為 

彩霞長者鄰舍中心分處。經過討論及正式審批，於 10 月 28 日終於獲得社會福利署批准信，

批准本會租賃該處所共四年，租期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預計 

於 2 月至 3 月開始進行裝修工程，此分處場地主要用作舉辦活動，亦包括接待處、職員 

辦公室及面談室。分處正式開放日期有待通知。 

 

本會在此感謝各位一直關注為長者爭取擴大本中心地方事宜，亦感謝社會福利署批准

及津貼本會租賃。 

 

佐敦谷街坊福利會 

譚玉梅主席 

2022年 12 月 1日 

 

設立彩霞長者鄰舍中心分處最新消息 

 

 
受社會福利署的<津貼及服務協議>規定，彩霞長者鄰舍中心需於每三年進行一次 

『長者鄰舍中心 』服務成效評估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對象包括: 會員、長者義工、護老者及亟有需要的護老者。中心將於一月份 

由職員透過電話、上門或服務使用者到中心進行問卷調查。 

受訪對象將以隨機、隨意的抽樣方式或指定服務使用者作挑選。你們的寶貴意見有助 

中心提升服務質素，在此先感謝各位對中心多年來的支持! 

中心服務成效評估問卷調查 

日期：1 月 4 日(星期三)起 

內容：派發 250 對「出門三件事」揮春，讓長者張貼於大門，提醒出門前 

的重要事項 

備註：數量有限，派完即止 

會員通告 

「出門三件事」 

揮春 



  最新消息 

（所有資料如有更改，一切以中心公佈為準） 

 

1. 2023 年 1 月 2 日、23 日、24 日及 25日(星期一、二及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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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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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及 12 月之「積極勤到獎」已順利完成，會員可於 1 月 3 日到中心接待處 

交回「12 月份印仔紙」予職員結算並簽名作實，凡 2022 年 11 月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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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30日開始。 

4. 社交距離限制措施仍然生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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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3 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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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疫情日趨嚴重，中心鼓勵會員參加活動前自行在家進行快速抗原測試，以保障自己

及他人健康，減低感染病毒的風險。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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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年 1 月份的例會：1 月 30 日(星期一)，上午 8:30-9:30;下午 1:00-2:00， 

每場例會人數 20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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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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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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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於 12月 20日參與聯區「SMART GO魔力橋比賽」， 

表現優異，奪得團體優異獎，會員劉燕慈更勇奪個人季軍，

恭喜各位參加者，希望他們再接再厲，繼續參與不同的活動

鍛練腦筋！ 

本中心於 12月 14日參與聯區「芬蘭

木柱大型交流賽」，奪得亞軍，恭喜

各位參加者，希望他們再接再厲， 

繼續參與中心的芬蘭木柱活動！ 



 

社會福利署在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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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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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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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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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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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份) 
1. 有會員讚賞「活力健康無限耆-健體班」活動有趣，並期望中心繼續舉辦類似活動。 

中心回應： 感謝會員的讚賞，中心積極考慮舉辦類似活動。 
 

 

 

2. 有會員讚賞芬蘭木柱活動舉辦得十分成功，鼓勵中心日後持續舉辦活動。 

中心回應：感謝會員的讚賞，芬蘭木柱為新興運動項目，中心亦於 12月 14 日聯區芬蘭木柱大型交流會

中取得亞軍成績。來年亦會繼續舉辦芬蘭木柱活動。 
 

 

3. 有會員表示「樂在地壺球」的參加者投入參與活動，建議中心每星期可多加開一節地壺球課堂。 

中心回應： 感謝會員的意見，「樂在地壺球」每星期均舉辦為時一小時三十分鐘的課堂，唯中心受活動

場地所限，故暫未能安排加開一節課堂。 

 

4. 有會員建議填色作品於張貼後，發回予參加者。 

中心回應：感謝會員的意見，中心於作品完成張貼後，會保存作品一個月，參加者可於月內向負責職員

領取作品，與家人一同欣賞作品成果。 

 

5. 有會員讚賞中心職員態度友善及和藹可親，舉辦的活動亦豐富多采。 

中心回應：感謝會員的讚賞，同工會繼續努力為大家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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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圖例 

(1) 智星之選 

如活動編號上見到星星圖案，表示此類活動報名數量有限制， 

標題會註明會員可選數量，例如只可選擇十個活動 

(每月可選擇活動數量不定，視乎該月活動數量)  

(2) 其他活動 
如活動編號上見到正方圖案，表示報名數量不受限制，但按 

服務對象分類來報名  
 

隨著本中心的會員人數持續增長，會員及社區人士對不同服務和活動均有需求，為了滿足需要， 

讓更多的會員有機會報名參與中心活動，本中心亦於活動報名方式有所變革，詳情如下： 

活動報名變革 
鄭美婷姑娘 @主任的話 

向職員表示欲報名之活動，包括

「智星之選」及「其他活動」 

職員協助會員整理有興趣之活動，包括「智星之選」

及「其他活動」，並發出「報名紙」，會員手持 

「報名紙」，前往接待處報名 

親臨中心排隊報名(將來報名方式) 

報名日(逢月頭中心首個開放日) 

電話報名(現時疫情下報名方式) 

於「購票日」三天後，中心於門外壁報板會更新活動名額資訊， 

以示活動是否滿額，如活動仍未滿額，會員可報名，數量不限。 

即時核對已報名活動資料 

繳費 (視乎個別活動) 

完成報名程序 

如有興趣的「智星之選」活動滿額，可即時改選其他「智星之選」活動 

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758 2737 向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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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之選 
22-000 

編號有星星的活動只可以選擇 
十二個 

剪出「新」意 

日期：1月 5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3: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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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剪紙，迎接新年 

備註：此活動由黃姑娘負責 

22-339 
滿彩而歸迎新春- 

填色日 
日期：1月 4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1: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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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填色，迎接新年的到來 

備註：此活動由黃姑娘負責 

2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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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在地壺球(三) 

日期：1月 5 日至 3月 30日 

(逢星期四)(共 13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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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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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50 

玩轉乒乓球(七) 

日期：1月 3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4:30                  

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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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37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名額：10 人(長者 9人，耆青 1 人) 

 

新春利是封製作 

日期：1月 5 日(星期四) 

時間：第一節：下午 1:15:2:15 

, 第二節：下午 2:15-3:1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會員          

費用：$10       

名額：12 人(每節 6人) 

內容：製作「利是封燈籠」 

備註：此活動由陳姑娘教授 

2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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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班(1-3 月) 

日期：1月 10 日至 3 月 21 日 

(逢星期二)(共 10堂) 

(1 月 24日除外)  

時間：上午 8:30-9: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20(金咭)/$25(會員)/$30(耆青) 

名額：10 人(長者 9人，耆青 1 人) 

內容：由導師司徒明先生教導太極， 

強身健體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2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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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帶繡班(1-3 月) 

日期：第一班：1月 5 日、7 日、11日、13 日、14 日及 18 日(共 6 堂)  

第二班：2 月 3日、4 日、10日、11 日、17日及 18 日(共 6 堂)  

第三班：3 月 3日、4 日、10日、11 日、17日及 18 日(共 6 堂)  

時間：上午 10:45-中午 12:1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會員                   

費用：$20(金咭)/$25(會員)                     

名額：12人(每班 4人) 

內容：由導師謝麗音女士教導絲帶繡 

備註：1.參加者只可選擇其中一班參與 

      2.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22-351 

十八步跳舞班 

(1-3 月) 
日期：1月 4 日至 3月 29日 

(逢星期三)(1月 25日、 

2 月 1 日及 3 月 1 日除外) 

(共 10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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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金咭)/$25(會員)/$20(耆青)                     

名額：12 人(長者 11 人，耆青 1 人) 

內容：配合音樂，由導師莊麗卿女士 

教導十八步舞蹈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22-349 

硬地滾球班(三) 

日期：1月 6日至 3月 17日 

(逢星期五)(共 8 堂) 

(1 月 20日、2 月 3日及 10 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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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28 

園藝工作坊(一) 

日期：1月 9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3:45-4:4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2 人 

内容：進行園藝活動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區姑娘負責 

2.此活動與社會福利署啟坪綜合 

家庭服務中心合辦 

2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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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手鈴樂團 

2023 年 1-3 月 
日期：1月 10日、17 日、2 月 7日、14日、21日、28 日及 3 月 7 日、14 日、21 日 

(逢星期二)(共 9 堂)(1 月 24 日及 31 日除外)  

時間：上午 9:45-10:4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50(會員)/$60(耆青) 

名額：13 人(長者 12 人，耆青 1 人)   

內容：由香港手鈴藝術學院導師教授演奏手鈴板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鄭姑娘負責 

      2.新參加者先登記，後需通過面試評核 

22-386 

「鬆一鬆」放鬆 

練習工作坊(十一) 
日期：1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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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人(長者 9人，耆青 1 人) 

內容：帶領參加者進行意象鬆弛及伸展運動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邱姑娘負責 

      2.請穿著方便伸展的衣服及運動鞋出席 

22-369 

智能手機諮詢站(九) 

日期：1月 11 日及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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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81 中文識字班(三) 

日期：1月 9 日至 3月 13日 

(逢星期一)(共 8 堂) 

(1 月 23日及 2月 6日除外)  

時間：第一班：下午 2:15-2:45 

, 第二班：下午 2:55-3:2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13(金咭)/$15(會員)/$20(耆青)  

名額：12 人(長者 11 人，耆青 1 人) 

內容：透過讀寫形式學習中文文字、 

詞語及歇後語 

備註：此班組由陳姑娘負責 

22-326 

「消費陷阱」 

講座工作坊 

日期：1月 9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1:00-中午 12: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 

費用：全免               

名額：20 人(長者 19 人，耆青 1 人) 

內容：讓長者認識消費者權益 

備註：1.此活動由陳姑娘負責 

      2.此活動由消費者委員會職員 

主講 

 

22-329 



 

 

7 

9 

嘻嘻哈哈大笑瑜伽

(四) 
日期：1月 17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1: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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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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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75 

無痛「鬆一鬆」(三)- 

椅子運動 
日期：1月 31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1:15-2:1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適合患痛症或失眠之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8人(長者 7人，耆青 1 人) 

內容：帶領參加者進行伸展及椅上運動練習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邱姑娘負責 

2.此活動需要進行運動，請穿著方便 

伸展的衣服及運動鞋 

22-370 

彈力球健體操(九) 

日期：1月 13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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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32 

正向心境無限耆- 

普天同慶農曆年 
日期：1月 12 日及 14 日(星期四及六) 

時間：1月 12日：下午 3:45-4:45        1 月 14日：下午 3:30-4: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0 人 

内容：進行新年手工製作，所製作手工贈送予中心會員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區姑娘負責 

      2.參加者必須出席兩節活動 

3.此活動由社會福利署 2022-24「老有所爲活動計劃」贊助 

4.新年手工成品派發日期：1 月 16 日至 1 月 20 日，會員可到中心領取， 

先到先得，派完即止 

22-373 

魔力橋聯誼日(四) 

日期：1月 26 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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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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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31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2                             十一 

 

3                           十二  

08:30 購票日(電話) 

 

 

 

  

 

2:30  玩轉乒乓球(七) 

4                        十三 

09:30 十八步跳舞班(1-3月) 

11:00 中諮會 

 

 

1:00  滿彩而歸迎新春-填色日 

3:00  「男兒會所 」 

      新興運動星期三(四) 

5                      小寒 
09:00 樂在地壺球(三) 

10:45 絲帶繡班(1-3月) 

 

 

1:15  新春利是封製作(第一節) 

2:15  新春利是封製作(第二節) 

3:30  剪出「新」意 

6                      十五 

09:00 量血壓、磅重(八) 

11:00 輕輕鬆鬆普通話(四) 

 

 

1:15  硬地滾球班(三) 

2:45  「社區護老大使」 

      義工重聚日 

7                       十六 

08:30 關心致電義工線(四) 
09:00 大腦健身室(四) 

10:45 絲帶繡班(1-3月) 

1:30  彩霞美髮屋(2)(第一節) 

2:00  彩霞美髮屋(2)(第二節) 

2:00  歲晚贈揮春 

2:30  彩霞美髮屋(2)(第三節) 

9                             十八 

09:00 「關愛彩霞」外展服務-日月星(四) 

09:30 Sew縫紉小組會議(二) 

11:00 「消費陷阱」講座工作坊 

 

 

 

 

1:00  護老者玩住抖．智能生活篇(三) 

2:15  中文識字班(三)第一班 

2:55  中文識字班(三)第二班 

3:45  園藝工作坊(一) 

10                          十九 

08:30 太極班(1-3 月) 

09:00 振華苑外展服務(四) 

09:45 黃金手鈴樂團(2023年 1-3月) 

1:00  鄰里展關懷-護老樂滿 FUN！ 

      (第一節) 

1:45  鄰里展關懷-護老樂滿 FUN！ 

      (第二節) 

2:30  鄰里展關懷-護老樂滿 FUN！ 

      (第三節) 

3:15  鄰里展關懷-護老樂滿 FUN！ 

      (第四節) 

11                  二十 

09:30 十八步跳舞班(1-3月) 

10:30 智能手機諮詢站(九) 
10:45 絲帶繡班(1-3月) 

10:45「關愛長者」文藝之旅 

 

 

 

1:30 「男兒會所 」 

      搞「機」研習室(四) 

3:00  「男兒會所 」 

      新興運動星期三(四) 

12                     廿一 

09:00 樂在地壺球(三) 

12:45 「慢活系列」-樂遊青草地 

 

 

 

 

 

 

1:00 頌缽聲頻療癒(個人) 

3:45 正向心境無限耆- 

     普天同慶農曆年 

13                    廿二 

08:30 攜 GPS新界半日遊 

10:45 絲帶繡班(1-3月) 

 

 

 

 

 

 

1:15  硬地滾球班(三) 

2:30  彈力球健體操(九) 

3:30  「腦」當益壯多元訓練(九) 

14                      廿三 

09:00 大腦健身室(四) 

10:45 絲帶繡班(1-3月) 

 

 

 

 

1:00  關愛迎新年 

2:00  退而不休．歲晚探訪 

2:15  「痛中作樂」痛症支援小組 

3:30  正向心境無限耆- 

普天同慶農曆年 

16                            廿五 

09:00 雅培奶粉銷售日(一月) 

12:00 團年飯 

1:00  「鬆一鬆」放鬆練習工作坊(十一) 

2:15  中文識字班(三)第一班 

2:55  中文識字班(三)第二班 

3:45  園藝工作坊(二) 

17                        廿六 

08:30 太極班(1-3 月) 

09:45 黃金手鈴樂團(2023年 1-3月) 

11:00 「護」助茶聚-新春撈得起 

 

 

1:00  嘻嘻哈哈大笑瑜珈(四) 

18                  廿七 

09:30 十八步跳舞班(1-3月) 

10:30 智能手機諮詢站(九) 
10:45 頌缽聲頻療癒(個人) 

10:45 絲帶繡班(1-3月) 

3:00  「男兒會所 」 

      新興運動星期三(四) 

19                     廿八 

09:00 樂在地壺球(三) 

 

 

 

1:15  平衡小組 

2:30  手機保安防騙講座 

20                    大寒 

09:30 認知小聚(二) 

 

 

 

1:00頌缽聲頻療癒活動 

3:00 頌缽聲頻療癒(個人) 

21                      除夕 
09:00 大腦健身室(四)  

10:00 「護」助一線(十) 
10:30 關懷一線(二) 
 

23                            初二 

 

24                        初三 

 

25                  初四 

 

26                     初五 

09:00 樂在地壺球(三) 

 

 

1:15  平衡小組 

2:30  魔力橋聯誼日(四) 

27                    初六 

09:30 頌缽聲頻療癒(個人) 

 

 

1:15  硬地滾球班(三) 

3:00  「腦」當益壯多元訓練(九) 

28                      初七 

09:00 大腦健身室(四) 

 

 

 

2:15  「痛中作樂」痛症支援小組 

30                            初九 

08:30 例會 

 

1:00  例會 

2:15  中文識字班(三)第一班 

2:55  中文識字班(三)第二班 

31                        初十 

08:30 太極班(1-3 月) 

 

 

1:15  無痛「鬆一鬆」(三)- 

椅子運動 

 

2023年 1月份 活動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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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詠琪(護老者服務社工)    邱月珊(輔導及隱蔽長者服務社工)    

張盼(活動及資訊科技發展社工)    李韻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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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詠妮(半職庶務員) 

督印：行政幹事嚴芷慧 

編輯：鄭美婷、張盼、黃若涵 

印刷數量：720 份 

元旦翌日 

農曆年初四 

*斜體字代表該活動於「多用途活動室」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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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曆年初三 農曆年初二 



  

12 

鄰里展關懷- 

護老樂滿 FUN！ 
日期：1月 10 日(星期二) 

時間：第一節：下午 1:00-1: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第二節：下午 1:45-2:15          對象：長者、耆青會員及護老者 

      第三節：下午 2:30-3:00          費用：$5 

      第四節：下午 3:15-3:45 

名額：100 人(長者 45 人，耆青 5 人，護老者 50 人) 

內容：參加攤位遊戲以認識何謂護老者，一同共渡愉快的下午！ 

備註：1.每人只限報名參與其中一節活動 

2.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22-343 

攜 GPS 新界半日遊 

日期：1月 13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8:30-下午 3:00(上午 8:30於中心活動室集合) 

地點：將軍澳小夏威夷徑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40(包午膳費用，請自備車費) 

名額：10 人(長者 9人，耆青 1 人) 

內容：運用智能手機之 GPS功能，一齊乘搭地鐵及巴士外出體驗行山樂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帶隊 

2.活動過程涉及長時間行走，參加者需留意身體狀況 

3.因外出用膳，參加者需持有疫苗通行證 

 

22-378 

「腦」當益壯 

多元訓練(九) 
日期：1月 13 日及 27 日(星期五)         

時間：1月 13 日：下午 3:30-5:00      1 月 27 日：下午 3: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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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出席活動(需脫鞋進行) 

22-283 



 

 

 

  

特別活動推介 

頌缽聲頻療癒活動 

日期：1月 20日(星期五)               

地點：中心活動室                       

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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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加者如平躺在瑜伽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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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54 

時間：下午 1:00-2:00 

對象：長者會員及護老者(未曾參加者優先) 

名額：8 人(平躺在瑜伽墊上)，4 人(坐在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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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霞美髮屋(2) 

日期：1月 7 日(星期六) 

時間：第一節：下午 1:30-1:50      第二節：下午 2:00-2:20 

第三節：下午 2:30-2:5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2人 

內容：由義剪義工協助長者會員修剪短髮造型 

備註：1.參加者必須於活動前洗淨頭髮 

2.參加者不得挑選義工，如有爭議一切以中心解釋為準 

3.此活動由導師 Zap義務教授 

4.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22-345 

歲晚贈揮春 

日期：1月 7日(星期六)               

地點：中心接待處                     

費用：全免                       

內容：義工嚴智華先生寫揮春送贈會員 

備註：1.此活動無需電話報名，前來接待處索取 

      2.每人最多限取兩張 

3.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22-358 

時間：下午 2:00-4:00 

對象：會員 

名額：50 人(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頌缽聲頻療癒(個人) 

日期及時間：1月 12 日(星期四)下午 1:00-3:00 

1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 10:45-中午 12:45  

1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3:00-5:00 

1月 27 日(星期五)上午 09:30-11: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患痛症、失眠的長者會員及護老者(未曾參加者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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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者再由負責職員電話聯絡確定日子及時間 

2.參加者需要平躺在瑜伽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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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55 

「關愛長者」文藝之旅 

日期：1月 11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1:00-下午 4:00(上午 10:45 於中心活動室集合)  

地點：南豐紗廠-CHAT 六廠 

對象：10 位彩霞邨長者，10 位振華苑、安基苑、兆景樓之長者 

費用：$80(會員)/$90(非會員) 

名額：20 人 

內容：參觀位於荃灣-南豐紗廠內的 CHAT 六廠及製作小手工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邱姑娘及黃姑娘帶隊 

2.活動費用已包括當天午膳及來回旅遊巴 

3.參加者需要持有疫苗通行證 

22-367 

關愛迎新年 

日期：1月 14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1:00-2: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安基苑、振華苑及兆景樓 

長者會員或非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2人 

內容：進行新春剪紙活動及小遊戲， 

一同迎接新年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邱姑娘負責 

22-368 

退而不休• 

歲晚探訪 
日期：1月 14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3:30 

地點：彩霞邨 

對象：獨居或雙老長者優先  

費用：全免 

名額：20 戶 

內容：中心一眾耆青會員於新春前夕 

上門探訪區內有需要長者， 

獻上關懷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負責 

22-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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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 
「社區護老大使」 

義工重聚日 
日期：1月 6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45-3:4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義工(曾參與「家居評估及改善 

計劃」之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9人 

內容：與義工共聚一堂及改善評估技巧 

備註：此活動由黃姑娘負責 

22-365 

「男兒會所」 

搞「機」研習室(四) 
日期：1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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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53 

Sew 縫紉義工 

小組會議(二) 
日期：1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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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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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兒會所」 

新興運動星期三(四) 
日期：1月 4 日至 3月 29日(逢星期三) 

(1 月 25日除外)(共 12堂)  

時間：下午 3:00-4: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只限男士會員 

費用：$12 

名額：12 人 

內容：男士會員一同進行地壺球運動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22-352 

「痛中作樂」 

痛症支援小組 

日期：1月 14 日、28 日、2 月 11 日、16 日、25日、3月 2日、11 日及 16日 

(星期四及六)(共 8堂) 

時間：下午 2:15-3:1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患痛症之長者會員 

費用：$10 

名額：10 人 

內容：了解痛症的原因、學習舒緩及面對痛症的方法 

備註：1.參加者先報名，經工作員評估後將會致電合適者參加並繳費 

      2.請穿著方便伸展的衣服及運動鞋出席     

3.此活動由社工邱姑娘負責 

22-366 



 

  

  

 

22-347 

手機保安 

防騙講座 
日期：1 月 19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20 人 

內容：認識手機保安與病毒的分別、 

防範病毒及騙徒的手法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22-362 

 

團年飯 
日期：1月 16 日(星期一) 

時間：中午 12:00-下午 1:00 

地點：淘大海港酒家 

(上午 11:30於中心活動室集合) 

對象：亟有需要護老者及被照顧者 

費用：$30 

名額：10 人(5 對護老者及被護者) 

内容：享用午膳及互相交流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區姑娘負責 

2.參加者需持有疫苗通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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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4 

「慢活系列」- 

樂遊青草地 
日期：1 月 12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12:45-4:00 

(下午 12:45於中心活動室集合) 

地點：佐敦谷公園 

對象：護老者 

費用：$20(包下午茶費用) 

名額：12 人 

內容：一同野餐，以共渡歡樂的下午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帶隊 

2.活動過程需步行大量路線，參加者 

需留意身體狀況 

護老者服務及亟有需要護老者 

 

22-376 

護老者玩住抖• 

智能生活篇(三) 
日期：1 月 9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1:00-2: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12 人 

內容：學習使用應用程式：Youtube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負責 

2.參加者需具備智能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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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黃姑娘負責 

      2.此活動與衛生署長者健康服務合辦 

 

 

22-346 

「護」助茶聚-

新春撈得起 
日期：1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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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小遊戲及製造賀年食品「撈起」， 

共慶新年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2.現場不設試食，請自備餐盒 



 

 

 

 

 

  

 

 

  

 

認知障礙症服務 

 

22-361 
大腦健身室(四) 
日期：1月 7 日至 3月 25日 

(逢星期六) 

時間：上午 9:00-10: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認知退化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2 人 

内容：進行小組活動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區姑娘及 

麥姑娘負責 

2.照顧者可陪同出席 

 活動名稱 日期、時間及地點 費用 名額 內容/備註 

1. 1 

雅培奶粉 

銷售日 

(一月) 

1月 16日 

(星期一) 

上午 9:0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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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培公司職員

到場售賣奶粉 

2. 此活動由 

麥姑娘負責 

 

奶粉售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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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60 
平衡小組 

日期：1月 19日至 2 月 23 日(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 1:15-2:1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認知退化會員及其照顧者  

費用：全免 

名額：10 人 

内容：進行園藝活動及小組分享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區姑娘負責 

2.認知退化會員及其照顧者必須一同參加 

3.小組前需進行評估 

4.小組重聚日為 3月 15日下午 1:15-2:00 

 

 

22-384 
認知小聚(二) 

日期：1月 20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9:30-10: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認知退化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4至 6 人  

內容：參與手工製作，維持感知能力 

備註：1.參加者需經社工區姑娘確認， 

方視為成功報名 

2.此活動由起居照顧員麥姑娘協助進行 

 

22-363 
園藝工作坊(二) 
日期：1月 16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3:45-4:4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認知退化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2 人 

内容：進行園藝活動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區姑娘負責 

2.此活動與社會福利署啟坪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合辦 



  

 活動名稱 日期、時間及地點 費用 名額 內容/備註 

1.  
量血壓、 

磅重(八) 

1 月 6 日(星期五) 

上午 9:00-10:30 

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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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關心致電 

義工線(四) 

1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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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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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3.  

振華苑 

外展服務

(四) 

1 月 10 日(星期二) 

上午 9: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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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活動由社工邱姑娘負責 

4.  

「關愛彩霞」

外展服務- 

日月星(四) 

1 月 9 日(星期一) 

上午 9:00-11:00 

地點：彩日樓中心門外 

全免 不限 

1. 提供免費量血壓及磅重服務 

2. 進行服務宣傳，解答居民 

有關安老服務問題 

3. 此活動由社工邱姑娘負責 

5.  

「護」助 

委員會資訊

發佈站(10) 

1 月 18 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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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護」助 

一線(十) 

1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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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7.  
「護」助 

資源站(十) 

1 月 4 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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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一線 

(二) 

1 月 21 日(星期六) 

上午 10:30-中午 12:00 
全免 不限 

1. 由社工蘇姑娘致電護老者 

更新近況 

2. 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9.  
健腦日記 

(1 月) 

1 月 3 日至 

1 月 31 日 

上午 8:30-下午 4:30 

全免 不限 

1. 參加者於 1 月 3 日至 28 日 

到中心領取健腦練習 

2. 參加者需於 1 月 31 日前 

完成題目並交回中心大堂 

電視旁的收集箱 

3. 此活動由麥姑娘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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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服務  



台灣製旋轉高背椅 

 

 

  

 

第十期 

張盼姑娘 

社工(活動及資訊科技發展) 

若有興趣詳閱，可於瀏覽器輸入右方網址或掃描二維碼進入平台。 

樂齡科技資訊及購物平台 

樂 

齡 

科 

技 知多 D 

1.樂齡科技網絡平台 
此項目於 2021 年 1月開展，為期三年，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其他九間機構合辦而成， 

為有需要人士提供一站式的資訊，包括以下四項基本功能： 

 

➢ 知識庫：提供相關研究報告、數據及應用經驗等參考資料。 

➢ 顧問服務：為有需要人士或機構提供有關樂齡科技的諮詢或轉介。 

➢ 樂齡科技產品：設有不同種類之產品予公眾人士參考。 

➢ 配對平台：連結供求雙方，就需要實現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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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人口高齡化，為協助長者及照顧者擁有更自主及更有質素的生活，「樂齡科技」 

於近年來興起。結合了長者服務及科技元素的樂齡科技，其範疇甚廣，包括宣傳長者值得擁有 

意義生活之精神及高齡化背後之數據分析等，甚為重要的還有為需要長者設計的樂齡科技 

產品。 
樂齡科技為新興課題，於眾多長者及照顧者而言是較新穎且陌生的範疇。為加强公眾對 

樂齡科技之認識及滿足個人所需，現時設有許多網絡平台發佈相關資訊，並設有樂齡科技產品 

購物平台。 
   

張姑娘是次向各位老友記介紹以下兩個實用平台： 

以下為樂齡網中的個別產品： 

資料來源：1.樂齡科技平台 

2.樂齡網 

2.樂齡網 
為銀髮族而設的生活用品店，設有售賣輕鬆助行、快樂閲讀、起居飲食及生活百貨等範疇的

樂齡科技產品。 

有需要人士可直接在該平台為自己或家人選購產品，或親臨門市作參觀。 

 

樂齡科技平台 

https://gtplatform.hk/   

防走失小項鏈 

樂齡網 

https://www.easy66.com.hk/ 

台灣製旋轉高背椅 

對上述內容有疑問之人士，歡迎致電 2758 2737 向社工張姑娘查詢。 

若有興趣詳閱，可於瀏覽器輸入 

下方網址或掃描二維碼進入樂齡網。 
 

https://gtplatfor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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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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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需 1月 19 日前完成題目並交回中心 

大堂電視側的收集箱。 

*中心稍後將抽出 10 位答題正確的會員，並可 

得到獎品乙份。 

 

 

 

 

 

 

 

 

  9     1 6 

2  1  4 7 5   

7  5 9     4 

3  2 8   4 6  

6    2    3 

 7 4   3   8 

     8   2 

  6 4 7  8  1 

1 8      4 5 

 

8 6 5 9 3 4 2 1 7 

4 7 3 8 2 1 5 6 9 

1 9 2 7 6 5 4 8 3 

3 8 7 5 1 6 9 2 4 

6 5 4 2 9 8 7 3 1 

2 1 9 4 7 3 8 5 6 

5 2 6 1 4 7 3 9 8 

9 4 1 3 8 2 6 7 5 

7 3 8 6 5 9 1 4 2 

 

上期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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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期 

區惠儀姑娘 

副主任(認知障礙症及 

護老者服務發展) 

 
服藥困難怎麼辦 ? 

不少照顧者為服藥問題與長者角力，眼見長者認知下降、自理倒退，誘勸服藥卻不成功，

勞煩又激氣。綜合醫護專業意見以及照顧者的實戰經驗，集結的應對建議： 

台灣作家伊佳奇在《守著記憶守著你：失智症照護全書》建議，如果長者排斥服藥，抗拒 

及不承認自己是患者，可與醫生或藥劑師商量，或考慮更換藥袋，避開藥物名稱。伊佳奇 

又建議，照顧者可嘗試在紙上寫出服藥劑量及時間，提醒長者是生活作息表，增加接受程度。 

若長者對醫生的囑咐較為遵從，伊佳奇指在覆診時，可將服藥紀錄交予醫生過目，或者 

請醫生在長者面前簽名作實，增加權威。若因副作用而拒絕服藥，有照顧者建議可盡快安排 

覆診見醫生，考慮轉換其他藥物。若長者堅持已經食藥，拒絕再服，耆智園護理部主管李珮綿 

建議，照顧者可以「停一停、唞一唞」。認知障礙症患者一般只有短期記憶，等待 5 至 10 分鐘， 

讓患者平復情緒，譬如用膳或如廁後，再著其服藥。 

照顧者可以說一些讓長者高興的說話，哄他們吃其他食物後再趁機勸食藥。嘗試將藥物 

磨碎，混入食物及飲料內。 

 

老人科專科醫生陳龍達提醒，長者合作服藥後，可給他吃喜歡的食物，讓服藥與食物產生 

連結。中後期認知障礙症長者難以表達感受，照顧者可留意是否因天氣、睡眠不足、發燒 

或便秘等身體不適，導致不願服藥。應對方法包括：天氣熱開冷氣讓長者涼快一下、塗抹 

有香味的潤膚膏、關掉嘈雜的電器等，讓長者平復情緒。 

資料來源：照顧者花園 

 

健腦 

益智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