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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霞長者鄰舍中心 

會員通訊 2022年 10月號 第二百九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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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心主任的話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與各社福機構倡議把 10 月訂為《照顧者月》，以鼓勵大眾肯定香港 

照顧者的付出及提升社會對照顧者的關注。本中心亦一直為照顧者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 

一方面為身心俱疲的照顧者提供一些喘息的空間，另一方面亦肯定照顧者們的默默付出。 

 

《照顧者月》 

 

照顧者很多時全心照顧被照顧者，凡事以被照顧者的需要為先，容易忽略了自己的身心 

狀況需要、值得受到關顧。故此，本中心希望透過不同的活動提醒照顧者多覺察自己需要、 

關顧自己的身心狀況，適當地調整自我的心理節奏，從而找到生活上的平衡點，讓照顧者明白 

照顧好自己，才能走更長、更遠的路。同時，本中心也期望向大家宣揚多肯定、體諒照顧者的 

辛勞及貢獻，適時多關懷，或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忙，便能讓他們更愉快地在社區生活，並建構 

充滿關愛的鄰里關係。 

 

 為響應《照顧者月》，本中心獲「地區為本安老活動計劃 2022-2023(觀塘區)」贊助， 

與觀塘區多間長者服務單位合辦「聯區護老者嘉許禮」，以肯定及嘉許護老者的付出及貢獻。 

活動詳情如下： 

鄭美婷姑娘 

聯區護老者嘉許禮       

    

日期：10 月 19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4:00(下午 2:00 於中心活動室集合) 

地點：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樂暉地區長者中心 

對象：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10 人 

內容：透過護老者嘉許禮，嘉許觀塘區護老者的付出！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2.此活動與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樂暉長者地區中心、明愛牛頭角長者中心、保良局 

劉陳小寶耆暉中心、竹園區神召會牛頭角長者鄰舍中心及鄰舍輔導會白會督 

夫人康齡中心合辦 

3.活動由「地區為本安老活動計劃 2022-2023(觀塘區)」贊助 

 

活動編號： 

2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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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22 年 10 月 1 日(星期六)及 10 月 4 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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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份印仔紙」於 10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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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交距離限制措施仍然生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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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 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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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年 10 月份的例會：10 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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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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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資料如有更改，一切以中心公佈為準） 

歡迎新同事 

大家好，我是新入職的行政助理李韻媐。 

大家可以叫我李姑娘，接下來會負責中心 

的行政工作。歡迎大家在中心和我打招呼， 

也期望未來能與大家好好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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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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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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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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少芳因私人理由，將 10月開始退出中心事務諮詢委員會) 

第九屆中心事務諮詢委員會 

工作月報(2022 年 9 月份) 
1. 有會員反映數獨遊戲的獎品即沖燕麥太甜，不適合長者食用。另外，也表達期望中心日後派發的禮物有

油和米等。 

中心回應：感謝會員反映，數獨遊戲派發的獎品即沖燕麥為社區善心人士所捐獻，而該即沖麥皮也 

標注為低糖食品，應適合大部分長者食用。中心為不辜負善長心意，仍會以不同的形式派發禮品予 

會員，而中心購買禮物時也會盡量考慮符合長者需要。若會員認爲派發的物品不適用，可考慮轉贈予 

其他有需要的會員。 
 

2. 有委員建議中心可以將即將過期的食物放置在中心大堂，到訪會員知悉食用日期而又不介意的情況下 

可自行領取，避免浪費食物。 

中心回應：感謝會員的反映，中心積極考慮採用該意見。 
 

 

3. 有會員讚賞攝影比賽活動的負責職員積極回應參加者意見。該會員反映因參加者均投入參與活動，希望 

所有參加者均能得到獎品以示鼓勵。會員表達意見後，職員便向所有參加者派發參與獎品，因此感到 

開心。 

中心回應：感謝會員的讚賞和支持，希望各會員繼續積極參與中心活動。 

4. 有會員反映中心活動室空置的情況下，可以開放予會員進行魔力橋桌上遊戲。 

中心回應：感謝會員反映，但是本中心的場地緊張，即使中心活動室沒有進行活動，也會隨時用作 

社工個案面談。同時，若會員在中心活動室空置的情況下自行進行魔力橋桌上遊戲，中心難以跟進 

魔力橋牌的清洗和場地消毒，不利於防疫工作。 

5. 有會員反映中心偏袒義工，因見到義工可以收到禮物，而其他會員則沒有。 

中心回應：感謝會員反映，中心希望會員明白加入成為義工是義務和自發性的，不會因爲義工的身份

而有特別待遇，中心會在例會向會員加强教育。另外，中心在大型活動向義工派發禮物是感謝義工的

貢獻，並鼓勵更多會員投入義工服務，並無偏袒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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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參加者優先) 

 

日期：10 月 28日(星期五)               

地點：中心活動室                    

費用：全免 

名額：8 人 (平躺在瑜伽墊上)，4 人 (坐在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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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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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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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負責職員電話聯絡安排日子及時間 

2.參加者需要平躺臥在瑜伽地蓆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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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5 日(星期三)上午 8:45-10:45 

10 月 7 日(星期五)下午 3:00-5:00 

10 月 19日(星期三)上午 10:45-中午 12:45 

10 月 24日(星期一)上午 8:45-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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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推介 

22-225 

活力健康無限耆-健體工作坊 

日期：10 月 20日、27 日、11 月 3 日及 10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3:30      

對象：長者會員                

名額：每節 8 人 

内容：1.義工講解健體知識 

      2.義工帶領伸展和強化肌肉的運動 

備註：1.參加者只可以參加其中一節 

2.此活動由社工區姑娘負責 

      3.此活動由社會福利署 2022-24「老有所為活動計劃」贊助 

4.參加者需穿著寬鬆的衣物及運動鞋 

地點：中心活動室 

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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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轉乒乓球(四) 

日期：10 月 3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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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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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12 

健康及減壓活動推介 

 

理解「尿失禁」講座 

日期：10 月 27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45-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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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尿失禁」成因及種類，預防 

及改善方法 

備註：1.此活動由黃姑娘負責 

      2.此活動由維達紙業(香港) 

有限公司主講 

22-210 

「鬆一鬆」放鬆練習 

工作坊(八) 

日期：10 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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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絡運動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邱姑娘負責 

22-243 

香薰蠟牌製作 

日期：10 月 17日及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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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節 12 人 

内容：製作香薰蠟牌  

備註：1.參加者只可參加其中一節 

2.此活動由社工區姑娘負責 

      3.此活動與社會福利署啓坪綜合 

家庭服務中心合辦 

22-223 

魔力橋訓練班(一)   

日期：10 月 14日及 25日 

(星期五及星期二) 

時間：10 月 14日：下午 3:30-4:30 

10 月 25日：下午 2:30-3: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2 人 

内容：分組進行「魔力橋牌」， 

强化「魔力橋牌」技巧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區姑娘負責 

2.參加者必須出席兩節訓練 

3.參加者必須具備「魔力橋牌」基礎 

4.參加者必須參加聯區魔力橋比賽 

22-224 

魔力橋聯誼日(三) 

日期：10 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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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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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3 



 

  

樂在地壺球(二) 

日期：10 月 6 日至 12 月 29日 

(逢星期四) (共 11堂) 

(12 月 1日及 12 月 22 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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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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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5 

彈力球健體操(六) 

日期：10 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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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2 

義工培訓暨 

大型嘉年華 

日期：10 月 22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下午 1:00  

(上午 9:30 於中心集合) 

地點：明愛牛頭角社區中心 

對象：長者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0 人 

內容：進行義工探訪培訓，並學習製作彩虹繩、 

酒精畫或頌缽(頌缽需報名後抽籤) 

備註︰1.所有參加此活動之義工必須出席 

11 月及 12 月兩次探訪活動 

2.參加者於本邨乘旅遊巴至明愛牛頭角 

社區中心 

3.此活動由社工邱姑娘負責 

4.此活動與共「里」一起@觀塘合辦 

22-245 

盼盼帶你看世界(四)   

日期：10 月 18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1:30-2: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10(包括小禮物費用) 

名額：20 人(長者 19 人，耆青 1人) 

內容：分享「西藏」的風景及名勝， 

感受「西藏」之風情文化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負責 

 

22-258 
「流體畫」 

體驗工作坊 
日期：10 月 28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9:00-10:4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長者會員 

費用：$10  

名額：8人 

內容：一起製作流體畫，紓緩壓力  

備註：此活動由陳姑娘負責 

22-183 

6 

耆青活動專屬 

 

22-260 
耆樂初聚 

日期：10 月 22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3:30 

集合地點：金閣海鮮酒家                 

對象：耆青會員 

費用：$20 

名額：7人 

內容：與中心耆青會員飲茶聚會，彼此 

交流認識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負責 

2.參加者需持有疫苗通行者 

3.參加者需在活動前自行做快測， 

需影下快測結果，檢查結果呈 

陰性才可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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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 

10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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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培奶粉公司 

職員到場售賣 

奶粉 

2. 此活動由 

黃姑娘負責 

 

「男兒會所」 

搞「機」研習室(三) 
日期：10 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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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7 

「男兒會所」新興 

運動星期三(三) 
日期：10 月 5 日至 12 月 28日 

(逢星期三)(共 12堂)  

(12 月 21 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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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6 

芬蘭木柱義工培訓 

日期：10 月 31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10 人 

內容：培訓義工學習芬蘭木柱 

備註：1.此活動與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樂暉 

長者地區中心合辦 

      2.完成培訓的義工需參加12月聯區芬蘭 

木柱比賽 

      3.完成培訓的義工需協助中心日後推行 

芬蘭木柱班組 

      4.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22-240 

開心組會議(一) 
日期：10 月 21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3: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開心組義工  名額：20 人 

內容：報告小組發展及提供培訓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林先生負責 

22-238 

義工服務及男士服務 

奶粉售賣

7 

「Sew a gift」 

縫紉工作坊(三) 

日期：10 月 10 日至 12 月 12日 

(逢星期一)(共 8 堂) 

(10 月 31 日及 11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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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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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63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初六 

 

3                          初八 

08:30 購票日(電話) 

 

 

 

 

2:30  玩轉乒乓球(四) 

4                      初九 

 

5                                初十 

08:45 頌缽聲頻療癒(個人) 

10:30 智能手機諮詢站(六) 
11:00 中諮會 

1:00  「腦」當益壯多元訓練(六) 

2:30  絲帶繡班(8-9月)(補堂) 
3:00  「男兒會所」新興運動星期三(三) 

6                     十一 

09:00 樂在地壺球(二) 

10:45 活力健康無限耆-健體班 

 

 

1:10  認知刺激小組(二) 

2:30  絲帶繡班(8-9月)(補堂) 

7                      十二 

08:30 晨早愛笑俱樂部 

11:00 正向心理無限耆- 

      園藝舒壓小組 

1:15  硬地滾球班(二) 

2:30  絲帶繡班(8-9月)(補堂) 

3:00  頌缽聲頻療癒(個人) 

8                      寒露 

09:00 大腦健身室(三) 

10:45 絲帶繡班(8-9月)(補堂) 

 

 

1:30  智能手機應用班(二) 

2:40  智能手機應用班(二) 

10                         十五 

09:00 「Sew a gift」 
      縫紉工作坊(三) 
11:00 輕輕鬆鬆普通話(三) 

2:15  中文識字班(二)第一班 

2:55  中文識字班(二)第二班 

3:45  携 GPS港島半日遊簡介會 

11                     十六 

08:30 太極班(9-11月) 

09:45 黃金手鈴樂團 

      2022年 10-12 月 

11:00 趣味英文班(三) 

1:00  「護」助茶聚- 

      軟心曲奇製作 

12                               十七 

09:00 「關愛彩霞」外展服務-日月星(四) 

09:00 活力健康無限耆-健體班  

10:30 智能手機諮詢站(六) 
11:00 快樂人生大富翁 

1:15  正向心理無限耆-香薰舒壓工作坊(2) 

3:00  「男兒會所」新興運動星期三(三) 

13                   十八 

09:00 樂在地壺球(二) 

10:45 活力健康無限耆-健體班 

 

12:30 携 GPS港島半日遊 

1:10  認知刺激小組(二) 

2:30  下午麽麽茶 

14                    十九 

11:00 正向心理無限耆- 

      園藝舒壓小組 

 

1:15  硬地滾球班(二) 

2:30  彈力球健體操(六) 

3:30  魔力橋訓練班(一) 

15                     二十 

08:30 關心致電義工線(三) 
10:45 絲帶繡班(8-9月)(補堂) 

09:30 互助「護」愛- 

      手工花盆製作 

1:30  智能手機應用班(二) 

2:40  智能手機應用班(二) 

17                         廿二 

09:00 雅培奶粉銷售日(十月) 

09:00 「Sew a gift」 
      縫紉工作坊(三) 
11:00 輕輕鬆鬆普通話(三) 

1:00  「鬆一鬆」放鬆練習工作坊(八) 

2:15  中文識字班(二)第一班 

2:55  中文識字班(二)第二班 

3:45  香薰蠟牌製作 

18                     廿三 

08:30 太極班(9-11月) 

09:45 黃金手鈴樂團 

      2022年 10-12 月 

11:00 趣味英文班(三) 

 

 

 

1:30  盼盼帶你看世界(四) 

19                              廿四 
09:00 振華苑外展服務(四)  

10:30 智能手機諮詢站(六) 

10:45 頌缽聲頻療癒(個人) 

 

1:30  「男兒會所 」搞「機」研習室(三) 

2:00  聯區護老者嘉許禮 

3:00  「男兒會所」新興運動星期三(三) 

20                   廿五 

09:00 樂在地壺球(二) 

11:00 快樂人生大富翁 

 

 

 

1:10  認知刺激小組(二) 

2:30  活力健康無限耆- 

      健體工作坊 

21                    廿六 

08:30 晨早愛笑俱樂部 

09:00 量血壓、磅重(四) 

11:00 正向心理無限耆- 

      園藝舒壓小組 

 

 

1:15  硬地滾球班(二) 

2:30  開心組會議(一) 

22                     廿七 

09:30 義工培訓暨大型嘉年華 

09:00 大腦健身室(三) 

10:45 護老者玩住抖•  

      「護」相留影 

 

1:30  智能手機應用班(二) 

2:00  耆樂初聚 

2:40  智能手機應用班(二) 

24                         廿九 
08:45 頌缽聲頻療癒(個人) 

09:00 「Sew a gift」 
      縫紉工作坊(三) 
11:00 輕輕鬆鬆普通話(三) 

2:15  中文識字班(二)第一班 

2:55  中文識字班(二)第二班 

3:45  香薰蠟牌製作 

25                    十月 

08:30 太極班(9-11月) 

09:45 黃金手鈴樂團 

      2022年 10-12 月 

11:00 趣味英文班(三) 

1:15  「護」里同學會- 

      認識認知障礙症 

2:30  魔力橋訓練班(一) 

26                              初二 

11:00 快樂人生大富翁 

 

 

 

 

1:00  「腦」當益壯多元訓練(六) 

3:00  「男兒會所」新興運動星期三(三) 

27                   初三 

09:00 樂在地壺球(二) 

10:45理解「尿失禁」講座 

 

 

1:10  認知刺激小組(二) 

2:30  活力健康無限耆- 

      健體工作坊 

28                    初四 

09:00 「流體畫」體驗工作坊 

11:00 正向心理無限耆- 

      園藝舒壓小組 

 

 

1:00  頌缽聲音療癒活動 

2:30  魔力橋聯誼日(三) 

29                     初五 

08:30 關心致電義工線(三) 
09:00 大腦健身室(三) 

10:00 「護」助一線(七) 
10:00 長者流動網「樂」速遞(二) 

1:30  智能手機應用班(二) 

2:00  長者流動網「樂」速遞(二) 

2:40  智能手機應用班(二) 

31                   初七 

08:30 例會 

11:00 輕輕鬆鬆普通話(三) 

1:00  例會 

2:30  芬蘭木柱義工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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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詠妮(半職庶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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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0月份 活動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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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陽節 

*斜體字代表該活動於「多用途活動室」舉行 
 

國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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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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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輕鬆鬆普通話(三) 

日期：10 月 10日至 11 月 28 日 

(逢星期一)(共 8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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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金咭)/$15(會員)/$20(耆青) 

名額：12 人(長者 11 人，耆青 1 人) 

內容：用普通話教授日常用語 

備註：此活動由黃姑娘負責 

22-213 

12 

趣味英文班(三) 
日期：10 月 11日至 12 月 6 日 

(逢星期二)(共 8 堂) 

(11 月 1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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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金咭)/$15(會員)/$20(耆青) 

名額：12 人(長者 11 人，耆青 1 人) 

內容：教授簡單常用的英文詞語或短句  

備註：此活動由黃姑娘負責 

22-214 

黃金手鈴樂團 

2022 年 10-12 月 
日期：10 月 11日至 12 月 13 日  

(逢星期二)(共 9 堂) 

(11 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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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88 

硬地滾球班(二) 

日期：10 月 7 日至 12 月 16日 

(逢星期五)(共 8 堂) 

(10 月 28 日、11 月 18 及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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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0 

中文識字班(二) 
日期：10 月 10日至 12 月 19 日(逢星期一)(共 8 堂) 

(10 月 31 日、11 月 28 日及 12 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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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9 

班組推介 



 

 

 

 

 

 

  

  

「腦」當益壯 

多元訓練(六) 
日期：10 月 5 日及 26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1:0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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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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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服務 

智能手機諮詢站(六) 

日期：10 月 5 日、12 日及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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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70 

携 GPS 港島半日遊 
日期：10 月 13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1:00-6:15(中午 12:30 於中心活動室集合)       

地點：中環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20(包下午茶及摩天輪費用，車費煩請參加者自備)                   

名額：10 人(長者 9人，耆青 1人)    

內容：參加者運用智能手機之功能(GPS、巴士程式、地鐵程式)尋找路線，一齊乘搭地鐵 

前往中環體驗素食下午茶，再步行前往乘坐摩天輪感受維港黃昏景色，放鬆心情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及黃姑娘帶隊 

      2.參加者須出席 10月 10 日(星期一)，下午 3:45-5:00 的簡介會，了解活動過程 

詳情及重溫上述各項手機功能 

3.因活動過程中涉及大量步行路線，此活動只適合行動自如且體力較佳之會員參與 

4.參加者需持有疫苗通行證 

5.參加者需在活動前自行做快測檢查，需影下快測結果，結果呈陰性才可參加 

22-257 



 

  

長者流動網「樂」速遞(二) 

日期：10 月 29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中午 12:00；下午 2:00-4:00 

地點：彩霞邨籃球場旁             

對象：長者及耆青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40 人(長者 35 人，耆青 5人) 

內容：以健康流動車形式，進行精神健康小測驗及體驗虛擬實境(VR)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負責 

      2.此活動與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合辦 

 

2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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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59 

護老者玩住抖•

「護」相留影 
日期：10 月 22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45-中午 12: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護老者及被護者  

費用：$5 

名額：護老者及被護者各 8人(需一同參與) 

內容：運用智能手機拍攝照片後即時列印，並製作屬於自己的相框，創造美好回憶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張姑娘負責 

護老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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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活動由黃姑娘負責 

      2.此活動與衛生署長者健康服務合辦 

 

 

22-220 

「護」助茶聚- 

軟心曲奇製作 
日期：10 月 11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1:00-2:1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12 人 

內容：一同製作軟心曲奇，共渡歡樂的 

下午！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2.活動不設現場試食，參加者 

需自備外賣盒 



22-216 

 

「護」里同學會- 

認識認知障礙症 
日期：10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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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 

內容：認識認知障礙症的種類、成因、 

行為問題、適當的治療和支援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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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7 

 

下午麽麽茶 
日期：10 月 13 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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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 

内容：分享和交流照顧經驗 

備註：此活動由社工區姑娘負責 

 

22-221 

互助「護」愛- 

手工花盆製作 
日期：10 月 15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9:30-10: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認知退化的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0 人 

內容：由義工教授製作手工花盆製作 

送贈照顧者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2.活動由「地區為本安老活動計劃 

2022-2023(觀塘區)」贊助 

亟有需要護老者及認知障礙症服務 

22-217 

 

正向心理無限耆- 

香薰舒壓工作坊(2) 
日期：10 月 12 日(星期三)       

地點：中心活動室               

費用：$5 

內容：學習製作乾花擴香石 

備註：1.此活動由社工蘇姑娘負責 

2.因線香燃燒期間香氣較為濃烈，故患有支氣管疾病的人士不宜參加 

3.活動由社會福利署 2022-2023 年度「老有所為活動計劃」贊助 

時間：下午 1:15-2:15   

對象：亟有需要護老者 

名額：10 人 

 

 

22-222 
大腦健身室(三) 

日期：10 月至 12月(逢星期六) 

（10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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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活動由社工區姑娘負責 

2.已參加認知刺激小組的會員不可參加 

該活動 



護老者服務  

    

恆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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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0 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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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關心致電 

義工線(三) 

10 月 15日及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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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振華苑 

外展服務

(四) 

10 月 19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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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2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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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 月 13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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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0 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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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0 月 3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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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0 月 3 日至 

10 月 31日 

上午 8:30-下午 4:30 

全免 不限 

1. 參加者於 10 月 3 日至 24

日到中心領取健腦練習 

2. 參加者需於 10 月 31 日前

完成題目並交回中心大堂

電視旁的收集箱 

3. 上月健腦練習之答案， 

將貼於多用途活動室外護

老者支援服務資訊板， 

供大家參考 

4. 此活動由麥姑娘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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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期 

張盼姑娘 

社工(活動及資訊科技發展) 

本港以至全球老年化加劇，長者患上認知障礙症的趨勢愈加明顯。認知障礙症是因患者的

腦細胞出現病變而急劇退化及死亡，導致腦部功能衰退，患者的認知能力會逐漸喪失， 

包括記憶力、語言能力及執行能力等方面，日常生活及情緒亦會深受影響。 

 

數碼科技對認知障礙症之好處 

樂 

齡 

科 

技 知多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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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本港每 10 名 70 歲或以上長者便有 1 名患者，預計於 2039 年將會上升至約 30 萬名 

患者。對此不容忽視之情況，長者服務以傳統方式作認知訓練之餘，例如卡類遊戲和傳統 

運動器材，亦開始應用數碼科技以延緩認知退化。 

虛擬實境(英文稱為 Virtual Reality，簡稱 VR) 

利用電腦模擬出一個三維空間的虛擬環境，讓長者如親歷其境，又可自由地觀察虛擬內的

事物。長者只要使用頭戴式顯示器、配合手提控制再加上訓練軟件，便可進入虛擬環境觀賞

風景或完成任務等，有助鍛煉身心。中心「耆研樂動」設有相關遊戲，讓玩家於便利店環境中

進行購物及算數等任務，十分有趣。 

具認知訓練效用的應用程式(App)推介： 

1. 腦有記 Neurogym 

由本地樂齡科技初創公司 Medmind Technology開發，專為長者而設。內附 3個遊戲主題， 

包括麻雀、書法及日常生活情景訓練，玩法簡單。 

 

2. 智有腦 

由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研發，透過遊戲鍛煉長者記憶力、專注力及判斷力等。 

 

3. FunFunGame：長者腦力訓練遊戲 

由 Hamo Production 研發，設有 8款遊戲，包括數字排序、找相同、拼圖配對及認知考驗

等。此款遊戲只限安卓智能手機下載。 

 

上述 3 款應用程式於智能手機中的 Play 商店或 App store下載即可試玩！ 

 

 

認知障礙症雖無法根治，但若能及早發現，並接受認知訓練和相關藥物/非藥物治療， 

可延緩退化。各位老友記不妨於日常生活中，多運用數碼科技之便利，寄學習於娛樂 ，一齊

多動腦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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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1. 香港電台耆力量《樂齡 IT新視野》。 

           2.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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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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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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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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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助 

通訊 

 

第九十期 

蘇詠琪姑娘 

社工(護老者服務) 

 

輔助用品—夏日好幫手 

 

資料來源：女青、安居通(2021) 

自行操作輪椅者，在下雨時如果一手拿起雨傘，一手操作輪椅，可能會造成危險，有了

輪椅專用雨衣，不用使用雨傘，可以方便下雨天出行。 

如有任何查詢或疑問，可致電本中心(電話:2758 2737)與護老者服務社工蘇姑娘聯絡。 

夏日炎炎，天氣陰晴不定，不時出現天雨的情況，令行動不便人士外出時大受影響。

以下是一些輔助用品的介紹，以減輕天雨時外出的影響。 

輪椅雨傘架 

 

輪椅在下雨天時令長者難以使用雨傘，增添不少麻煩。輪椅雨傘架可安裝於輪椅的扶手上，

讓輪椅人士及家屬於天雨時均不用手拿雨傘，照常使用輪椅外出。 

輪椅專用雨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