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樂善堂陳黎掌嬌敬老鄰舍中心
會員通訊 2023年6月

日期：2023年6月29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9:30 (約90分鐘)
地點：中心活動室；名額：80人
報名：需於6月19日(星期一)上午9:00

後開始致電中心或親臨中心報名

專題大會：「愛自己、過好生活」

6月主題:識飲識食賀端陽
端午節將至，不少家庭都會食粽應節。但傳統粽子熱量並不低，當
中使用了大量糯米，部分更加入了鹹蛋黃、五花腩，全部都是高脂
高納，有指吃一個粽子等於吃了兩碗飯，食用過多不但難消化，
因此進食時，建議可配合以下六款消滯荼：

麥芽茶

主要具有行氣消食，健脾開胃功效，

將約10g的麥芽加入熱水中焗泡後

即可飲用

山楂茶

味道酸酸甜甜，有助開胃消滯，特別

是在食用油膩肉食後服用，能達到不

錯的消滯效果！大家可將5－10片山

楂乾加熱水焗泡飲用，但要注意胃酸

過多人士並不適宜飲用

陳皮茯苓茶

將1塊陳皮及10g茯苓加熱水焗泡20

至30分鐘後飲用，有助消滯之餘，

又能達至祛濕效果

普洱茶

有消食、去肥膩的功效，普洱茶較

適合偏寒性體質人士

荷葉扁豆茶

將10g荷葉及15g扁豆加熱水焗泡20-

30分鐘後即可飲用

綠茶

綠茶有提神清心、清熱解暑、消食去

膩、生津止渴、降火明目等功用，則

適合偏熱性體質人士

另外，進食粽子時都有以下需要注意：
１.避免晚上或睡前吃粽子，否則更容易使脾胃積聚痰濕，亦會影響睡眠。
２.控制食用分量，淺嚐便好，以免對脾胃造成太大的負擔。
３.避免同時食用油膩難消化食物，另可飲用茶飲，以幫助消化，消滯解
膩，避免致肥。
４.或搭配時令蔬果，例如：準備灼菜或富含酵素的常溫水果，如奇異果、
蘋果、鳳梨、木瓜等，但要切忌進食像西瓜、哈密瓜等生冷水果，保護好
腸胃。

祝會員們端午節快樂，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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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4年度會員續會

2023年3月之前入會之會員，提提
大家你的會籍已於2023年3月31到
期。如你仍未到中心續會，你們可
以在辦公時間內親臨中心辦理續會
手續。 (領取續會禮物乙份）



1. 進入中心，無論會員或非會員謹記拍咭登記，謝謝合作;

2. 感謝5月份協助中心推行各項活動/服務的義工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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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活動報名須知
改善活動報名流程事宜

計劃有效地改善過往服務使用者過早排

隊，以及輪候需時之報名安排，反應相

當理想及正面。

故現時活動先在專題大會內即場報名

 如報名人數超出名額，在大會內以抽

籤形式處理；

 如所有在專題大會報名之活動仍未額

滿，可於當日下午一時後即時報名。

中心資訊
因應撤銷口罩令，服務使用者

可以自決無需佩戴口罩，但任

何有病徵人士，中心會勸喻佩

戴口罩，並建議進入中心時，

仍需量體温及使用酒精搓手液

搓手，保持個人衞生。

疫情下中心服務安排

1. 所有活動收只收現金，不接受任何電子收費，請知悉。

2. 温馨堤示：如會員到中心取飯餐或參加活動前出現發燒、呼吸道感

染症狀或任何身體不適，請盡快就醫及留在家中休息。

3. 活動報名後如未能出席活動，請盡 會員義務 盡早通知中心職員，

以安排由後備補上，以免浪費資源；

4. 如報名免費活動：

ａ)屬報名性活動：當日遲到超過10分鐘，名額將即時轉讓予現場

有興趣報名之參加者，敬請留意；

b)屬公開性活動：當日以先到先得形式安排參與，參加者應守時
出席。

5. 所有活動安排如因突發情況需要作出調節及改動，會透過中心門口

通告/WhatsApp/Facebook向大家公布，已報名之參加者會個別作通

告；

6. 所有已繳費用概不退還，【因人數不足、場地問題或其他緣故由中

心取消舉辦除外】；

7. 如活動已額滿，後備報名者未獲通知即表示未獲替補名額，中心不

會另行通知，敬請留意。

【温馨提示】

報名活動須知【温馨提提您】

【活動預告】端午節前夕，本
堂將於6月17日星期六舉行「慶
端陽活動」(暫名) ，派發小小
意端午粽，詳情待定(請密切

留意中心海報或Facebook等…)



經濟狀況:

緊急聯絡人資料

居住狀況：

各位會員，如閣下個人
資料有所變更，請盡快
通知中心職員以便提供
適切服務，謝謝！

電話/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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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資訊

多謝香港空氣淨化
器中心有限公司於
17/5為中心免費進
行深層消毒及噴灑
納米塗層，以加強
中心防護抗菌，提
供安全環境，讓服

務使用者倍
加安心。

綜援、高齡津貼、普通/
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獨居、雙老、與子女共住

每月心靈勵志篇：

英國作家薩克雷說：
「生活是一面鏡子，
你對它笑，它就對你
笑；你對它哭，它就
著你哭」這道出了生
活的真諦。

AED機

「光觸媒消毒服務」

更新會員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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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醫療券4.28起擴展適用範圍
可支付四項專職醫療服務費用

涵蓋醫護專業增至14項
連同今次新增的4類的醫療專業，合資格長者將可使用醫療券
支付共14類醫護專業，即西醫、中醫、牙醫、護士、物理治療
師、職業治療師、放射技師、醫務化驗師、脊醫、註冊名冊第
一部分註冊的視光師、聽力學家、營養師、臨床心理學家和言
語治療師所提供的基層醫療服務。

衞生署公布，長者醫療券的適用範圍擴
展至涵蓋四類參與「認可醫療專業註冊
計畫」的醫療專業人員，即聽力學家、
營養師、臨床心理學家和言語治療師所
提供的基層醫療服務，以及經他們專業
評定後並提供的醫療設備，例如助聽器
等。

2022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的
另外兩項優化醫療券措施，即
容許配偶共用醫療券及有條件
下向長者額外發放500元醫療券
的3年先導計畫，政府正積極
研究相關細節，並會適時公布
詳情。

老友記可登入「香港
特別行政區 新聞公報」
網頁」 了解詳細資訊。

醫療券並不適用於住院服務、
須預先繳費的醫療服務和日間
手術程序。此外，醫療券不可
用於單純購買物品、藥物、醫
療儀器和用品，亦不可兌換現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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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賽馬會『e健樂』
電子健康管理計劃

為加強對長者的健康支援，中心在2023
年6月起參與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
金策劃及捐助的「賽馬會『e健樂』
電子健康管理計劃」,為期24個月。計
劃透過科技協助長者提升自我管理健
康的能力，透過提供多元化健康主題
活動供長者參與。中心將設置電子健
康站，參加者只需登入系統，並進行
各項量度，系統會透過雲端技術將其
健康數據包括身高、體重、血壓等，
即時傳送到系統儲存。
計劃亦通過大數據分析收集所得的健
康數據及健康評估結果，從而找出參
加者潛在的健康風險，以及日常健康
指數和長遠健狀況相互關係。
1. 參加者需完成健康評估問卷，並

定期到電子健康站量度血壓、BMI
等檢視個人健康狀況;

2. 為有需要計劃參加者進行健康服
務轉介，加強與社區服務連結;

3. 舉行多元化心身健康活動，推廣
健康生活。

現招募計劃參加者
日期:2023年6月起
費用:全免
對象:60歲或以上長者(名額:300位)
報名日期：5月25日起親臨中心報名
負責職員：張影雪姑娘

2) 賽馬會
平板電腦及線上支援長者計劃

中心將會於 2023年 7月起舉辦
「賽馬會平板電腦及線上支援長者
計劃」，計劃為期24個月讓行動不便
的長者會員能透過計劃申請平板電
腦，希望藉著計劃能為長者重燃樂
趣，例如透過集結義工的力量去鼓
勵長者使用平板電腦來參與不同的
線上運動康健班、線上認知訓練、
線上休閒和社交課程以及不同的實
體面對面支援，幫助行動不便的長
者藉平板電腦保持與外界的溝通及
聯繫，擴闊社交圈子，並積極鍛煉
身體及認知能力，從而改善長者的
生活質素。
另外，中心亦會招募有意成為計劃
的義工，學習如何操作平板電腦，
並於日後上門排解長者在使用平板
電腦時遇到的困難。
有關計劃的最新消息，請密切留意
中心通訊或Facebook。

現招募計劃參加者
日期:2023年6月起
費用:全免
對象:60歲或以上長者(名額:80位)
報名日期：5月25日起親臨中心報名
負責職員：霍子進先生

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中心今年度
成功向賽馬會申請兩項計劃，分別為

賽馬會『e健樂』 電子健康管理計劃
賽馬會平板電腦及線上支援長者計劃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兩項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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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甜心行動得以順利完成，衷心感謝各會員熱心參與及捐款，本
中心共籌得善款$7600，人均籌款額$12.06。籌款用作支援特殊學習需
要兒童及基層兒童，給予他們更多的關懷及支持。

耆青連心樂融融計劃

• 培養長者電子健康素養的能力
• 調預防保健和自我健康管理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學生及樂善堂義工: 
 上門探訪/ 中心面談
 WS視像關顧
建立關係及推動有關身體健康的溝通，同時提供抗疫貼士、身體健康評估、心
理及 健康生活教育等

 65歲或以上長者

 略懂使用智能電話

 初擬日期2023年7月11至13日

參加者可獲精美禮物包一份

計劃由港大醫學院護理學院與11家社福機構及非牟利機構共同策劃服務範圍

【計劃目的】

【計劃內容】

【對象及時段】
現招募計劃參加者
日期:2023年6月起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6月25日起親臨中心報名
負責職員：莊舒雅姑娘、林秀嵐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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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實習學生離別感言
大家好，我係實習學生
Jason，話咁快就到我哋
實習期就完結嘅日子，
同大家相處短短呢幾個
月嘅時間真係好開心、
學到好多嘢。喺離開之

後，我都唔會忘記喺呢度遇到嘅人
和事，祝願大家以後都身體健康、
平安、快樂！

大家好，我係實習學生
Bonnie😆不知不覺間已經
嚟到實習既尾聲啦，係呢
幾個月好高興可以認識到
大家，亦都好珍惜同大家

相處既時光❤嚟緊我都會
繼續努力進修，大家都要

身體健康，事事順利！

單位籌款名次 單位名稱 人均籌款額

第一名 樂善堂尹立強敬老鄰舍中心 $77.13

第二名 樂善堂揚小玲言語治療中心 $46.67

第三名 樂善堂梁銶琚敬老之家 $41.27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臨床醫學學院內
科學系老人科於2022年10月發表了一
項研究，發現有進食問題的晚期認知障
礙症病人經人手小心餵食者，比鼻胃喉
管餵食者感染吸入性肺炎的風險明顯低
40%。有關研究結果現已於《急性期後
及長期護理醫學期刊》上發表。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研究發現晚期認知障礙症病人
經人手小心餵食較喉管餵食
感染肺炎風險低40%

研究結果
此回顧性隊列研究識別出764名因患有進食問題而被考慮使用喉管
餵食的晚期認知障礙症病人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採用人手小心
餵食的病人比用鼻胃管餵食的病人感染肺炎的風險明顯低40％。以
基本餵食問題作子群分析的結果顯示，採用鼻胃管餵食比人手小心
餵食在同時出現進食不足及吞嚥障礙的病人中，感染肺炎的風險較
高，但在僅有進食不足或吞嚥障礙的病人中，則沒有這個現象。採
用鼻胃管餵食及人手小心餵食兩組病人的1年存活期並沒有顯著差
異，中位數分別為125及145日。
是次研究結果提供有別於一般認識的實據，反映經鼻胃管餵食的晚
期認知障礙症病人，其存活期相較人手小心餵食者並沒有優勢。此
外，經鼻胃管餵食者感染肺炎的風險，較人手小心餵食者更高。而
經鼻胃管餵食者感染肺炎風險較高的原因，可能包括食道下括約肌
受損，咽喉反射脫敏及胃內物質倒流到咽喉。
港大醫學院臨牀醫學學院內科學系老人科臨牀副教授阮君毓表示，
由於喉管餵食在香港及世界多個地方仍然普遍使用，研究結果表明
有必要加強大眾與醫護人員的教育，針對認知障礙症病人在餵食上
的需要，就其決策改善相關循證實踐。

7



中心感染控制
根據衞生防疫中心措施，凡進入中心範圍必須遵守下列措施 ：

正確地
佩戴口罩

量度體溫

使用
酒精搓手液

請出示會員證拍咭
（非會員請先登記）

以下防疫措施，為大家帶來不便，敬請見諒及配合

鼓勵進入中心
人士需自行做
快速檢測

活動名稱 內容 名額 星期 時間

悅讀書送快樂
提供圖書借閱服務。
(還書可獲印章一個)

不設
限額

一至六 上午9:00-下午5:00

魔力橋
提供魔力橋桌上遊戲，讓會員自由組隊
玩樂。

不設
限額

一至六 上午9:00-下午5:00

日日猜
每日有不同的小問題，會員須親身到櫃
位作答。答案正確可即時獲得印章一個

不設
限額

一至五 上午9:00-下午5:00

腦力猜
逢星期一有不同益智問題貼出，星期一
至三把答案放入指定收集箱內，星期四
下午揭曉答案。

不設
限額

一至三 上午9:00-下午5:00

耆齡樂動 在椅上跟著影片進行30分鐘坐式運動。
每場
9人

一、三
及五

上午9:10-9:45

數碼解憂站
為個別會員解答智能手機上的疑難。
(每節1人20分鐘，共5節)

每場
5人

一 下午2:30-4:30

桌遊大聯盟
進行2-4人桌上遊戲。
(6月28日因義工訓練，暫停一次)

每場
16人

三 下午3:45-4:45

按摩鬆一鬆
提供各種按摩儀器使用。
(每節8人30分鐘，共4節)
(6月30日暫停一次)

每場
32人

五
下午2:30、3:00
下午3:30、4:00

飛鏢同樂日
大展身手擲飛鏢，參加者輪流體驗擲電
子鏢樂趣，提升會員之間默契。
(6月17日暫停一次)

每場
12人

六 上午9:30-11:30

桌球樂 開放兩張桌球檯，供會員輪流耍樂。
每場
8人

六 下午2:00-4:30

雅樂活動 按防疫指引，以下活動名稱有劃線的活動需提
前最少一個工作天報名，敬請合作，額滿即止。
雅樂活動由星期一開始接受下星期的報名，並
按此原則報名再下星期之雅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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靚湯推介
06月06日︰木瓜、花生、眉豆、雞腳、茨實、紅棗煲瘦肉湯
06月13日︰粉葛、眉豆、赤小豆、扁豆、蠔豉、蜜棗、紅蘿蔔煲豬骨湯
06月20日︰老黃瓜、蘋果、粟米、扁豆、黃豆、蜜棗、陳皮煲豬骨湯
06月27日︰冬瓜、生熟薏米、花生、蓮子、蜜棗、雞煲豬骨湯
07月04日︰合桃、栗子、蘋果、粟米、扁豆、紅棗煲豬骨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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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滋味靚湯
日期：6月6日至7月3日(逢二)
時間：中午12:00-下午1:30
內容：安排合時健康湯水供會員享用。
名額：35人(每次)
費用：$12 (每次) 【只供外賣】
對象：會員
職員：陳瑩瑩姑娘

備註：1. 中心會提供一次性外賣盒予參加者。
2. 基於衛生考量，如參加者遲於下午
1:30仍未到中心領取食物，中心會
自行棄置食物，亦不會退回相關款
項，請各位參加者準時領取，以免
造成浪費。

「人體成份」知多啲
日期：6月1日、8日及15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00-中午12:00
地點：本中心
內容：透過身體成份分析儀的數據和職員的

講解，讓參加者了解身體狀況，提升
長者對自己健康的關注。

名額：48人(每次16人)
對象：會員及護老者
費用：免費
職員：林瑩瑩姑娘
備註：每人只需選擇其中一天參加，請按預

約時間出席。
如體內裝有心臟起駁器，則不宜參加。

健康教育及生活推廣

長新冠與肌肉健康講座
日期：6月21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10:00-11:00
地點：本中心
內容：由醫護人員講解新冠康復者的肌肉老

化之流失率等資訊。
名額：20人
對象：會員
費用：免費
職員：梁雪瑩姑娘
備註：此講座由雅培奶粉公司主講。

活動推介

樂伴同行遊西九
日期：6月15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9:15-下午4:30
地點：西九區
內容：社交距離措施放寬，本地遊活動得以重啟。與長者們外出旅遊，西九文化區、參觀故

宮、九龍維景酒店享用自助午餐、外觀古蹟油麻地戲院及參觀美荷樓，共度快樂時光。
名額：20人
費用：$220
對象：會員
職員：梁雪瑩姑娘
備註：1.中心集合，乘坐旅遊巴往返。

2.參加者需提供姓名、出生日期及身分證作為購買保險之用，活動後資料將會銷毀。

社交康樂



齊玩電智遊戲
日期：6月27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2:30-4:30
地點：本中心
內容：體驗新式電子遊戲機(SWITCH)，鍛練

腦筋及手腳配合。
名額：8人
費用：免費
對象：會員
職員：陳瑩瑩姑娘
備註：1. 活動時間每節一小時，共４人。

2. 時段由報名次序而定。
3. 請穿著輕便服裝，部份遊戲需伸展

運動。

活動推介

夏季生日會
日期：6月28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10:30-12:00
地點：本中心
內容：為5-7月生日的會員慶祝生日、玩遊戲、

拍攝生日照片及派禮物。
名額：15人
費用：$30(生日月份會員)

$50(非生日月份會員)
對象：會員
職員：梁雪瑩姑娘

魔力橋體驗日
日期：6月14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10:00-12:00
地點：本中心
內容：教授魔力橋的玩法及如何用手機或平

板電腦玩魔力橋，一同感受魔力橋的
樂趣。

名額：12人
費用：免費
對象：會員
職員：陳瑩瑩姑娘

樂善慶端午
日期：6月20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2:00-3:30
地點：本中心
內容：簡單教授節日拍攝技巧，學習制作電

子賀卡、應節GIF動畫及玩小遊戲，慶
祝端午節。

名額：10人
費用：$10
對象：會員
職員：陳瑩瑩姑娘
備註︰此活動與CSL x 長者安居協會智能手

機應用班合辦。

社交康樂

春夏季來臨，除了著重防曬，防蚊亦是重要一環。是次我們將會分享防蚊妙法及教授大
家天然防蚊。

雄蚊主要吸食植物汁液為生；而雌性蚊需要吸收血液中蛋白質以促成蚊卵成長。因此雌
性蚊會襲擊人類。蚊容易受氣味及熱力所吸引，例如：小腿、腳踝、耳背下的頸部和肚子等
部位體溫較高，故較容易惹蚊。氣味方面，除了大家一般所知的二氧化碳、含阿摩尼亞、乙
醇等成份的體味。女士們喜愛塗上的香水及化妝品內含有蚊喜愛的化學成分。但部分氣味有
助驅蚊，例如：果香、香茅、月桂葉、檸檬香葉。
另外，亦為大家提供有效的防蚊方法：

資料來源：e123長青網-長者服務及老人院資訊

年輕長者服務

窗戶上設置防蚊網、蚊帳或蚊紗，以屏障
阻隔蚊蟲從外飛進。

使用傳統蚊香、電蚊片、電蚊液及噴霧劑，
其殺蟲成分主要是除蟲菊酯。

皮膚上塗上驅蚊劑，當中有效成分包括：
避蚊胺(即DEET)或香茅油(citronella oil)

應穿著淺色衣物，如許可宜穿著長袖衫褲，
亦可在衣物上貼上蚊貼

避免在黎明或黃昏時分郊遊
疏導積水溝渠

經常蓋好天台的水箱
清理地台上的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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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推介
「樂義同行」義工訓練
日期：6月1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00-11:00
內容：工作員與義工們互相認識，並讓義工

分享在服務期間遇到的問題。
地點：本中心
名額：20人
費用：免費
對象：義工
職員：莊舒雅姑娘

義工培訓

義工服務 – 電話慰問
日期：6月30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00-下午4:30
內容：透過電話慰問及關顧區內獨居長者，並向他們提供適切的支援。
地點：本中心

名額：不限
費用：免費
對象︰獨居長者
職員：莊舒雅姑娘
備註︰*如有興趣接受義工電話慰問，可向社工莊姑娘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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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午膳服務
日期：6月2日起(逢星期一、三、五)
時間：下午12:15-下午12:45
內容：為灣仔區內獨居或體弱之長者免費提供午膳飯盒。(不設堂食)

凡持證者，請到中心領取飯盒。
如非區內的長者，職員可提供轉介

費用：免費【由惜食堂提供】
職員：霍子進先生
備註：服務每次需要支付運輸費用及用者自負概念，由7月開始本服務會收取相應的
行政費用，希望服務使用者善用資源，有關詳情，請留意7月份中心通訊。

社
區
支
援
服
務

『樂意．傳承』糉是情
日期：6月19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09:30-10:30
內容：義工們一同包裹傳統素糉，製成品將

送給區內獨居長者，是次活動將參加
健力士紀錄大全，歡迎義工踴躍參加！

地點：本中心

名額：15人
費用：免費
對象︰義工
職員：莊舒雅姑娘
備註︰是次活動參與了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

司的『萬糉同心為公益』。

『樂意．傳承』糉是情探訪
日期：6月21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10:00-12:00/下午2:00-4:00
內容：由中心義工上門探訪區內獨居長者及

送上自製傳統素糉，為他們添上節日
溫馨和歡樂。

地點：本中心

名額：20人
費用：免費
對象︰跑馬地區內獨居長者
職員：莊舒雅姑娘
備註︰*如有興趣接受義工探訪，可向社工

莊姑娘報名。
是次活動與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合辦。

桌遊義工培訓日
日期：6月28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3:45-4:45
內容：透過桌遊義工訓練和義工服務，建立

正向生活態度及學習關顧身邊人。
地點：本中心

名額：10人
費用：免費
對象：義工
職員：莊舒雅姑娘



活動推介 護老者/有需要護老者支援

護老每月講
日期：6月6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3:30-4:30
地點︰本中心
內容：主題為「長者家居急救」。講解急救的

概念、如何使用急救箱、意外處理等。
名額：20人
費用：$10 (活動備有茶點回家享用)
對象︰護老者
職員：霍子進先生

健康常識講座
日期： (第一場) 6月12日(星期一)

【預防肌肉流失】
時間：上午10:00-11:00
地點：本中心
內容：由衛生署長者健康服務安排註冊護士講解健康資訊。
名額：30人
費用：免費
對象：護老者優先
職員：梁雪瑩姑娘
備註：如疫情嚴重，活動將改為Zoom進行。

「密密縫」舒壓小組
日期：6月7日至7月19日(逢三，共六課)
時間：下午2:00-3:00
地點︰本中心
內容：透過親手縫紉布藝製品，以舒減護老者

壓力。
名額：10人
費用：$80
對象︰護老者
職員：張影雪姑娘
備註：7月12日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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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園地之「粽」有您鼓勵
日期：6月19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30-12:00
地點︰本中心
內容：向護老者講解端午節之起源習俗，與護

老者一同製作一口西米粽，慶祝端午。
名額：12人
費用：$40
對象︰護老者
職員：張影雪姑娘

中醫與失眠
日期：6月30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3:00-4:00
地點︰本中心
內容：誠邀「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的

專業中醫講解，從中醫角度了解失眠。
名額：20人
費用：免費
對象︰護老者優先
職員：林秀嵐姑娘

日期： (第二場) 6月26日(星期一)
【骨質疏鬆症】

中心服務推廣街站
日期：6月8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8:00-9:30
地點︰跑馬地電車總站旁
內容：於跑馬地電車總站旁設服務諮詢站，

並可即場為有需要長者及社區人士量
血壓，同時派發中心單張，推廣中心
服務及護老者服務。

名額：不限
費用：免費
對象︰歡迎會員、護老者及社區人士參加。
職員：張影雪姑娘

聽障與情緒健康
日期：6月13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本中心
內容：講解聽障成因、與情緒健康之關係、

如何以積極的心態面對聽障、簡介無
障礙社區及輔助器以及教授健耳操。

名額：20人
費用：免費
對象︰護老者優先
職員：林秀嵐姑娘



活動推介

14

認知障礙症長者支援服務

「健康由我管」輕度認知功能障礙

自我管理小組
日期：6月6日至7月11日 (逢二，共六課)
時間︰上午10:00-11:00
地點：本中心
內容：幫助參加者建立健康生活習慣，加強處

理疾病管理的信心和能力，減慢大腦退
化，改善生活質素。

名額：10人
費用：$80
對象︰輕度認知功能障礙(MCI)人士
職員：陳淑韻姑娘
備註︰只供輕度認知功能障礙(MCI)人士參加，

詳情可與負責職員查詢。

「智愛相連」認知障礙症照顧者系列：「安心三寶」及早規劃
日期：7月18日 (星期二)
時間︰上午10:00-11:00
地點：本中心
內容：介紹「安心三寶」應用程式，讓大家可以輕鬆訂立預設醫療指示、持久授權書和平安

紙這三份文件，並讓更多人認識甚麼是安心三寶，為自己作好準備，亦令家人安心。
名額：30人
費用：免費
對象︰護老者優先
職員：陳淑韻姑娘
備註︰此活動由「安心三寶」創辦人陳啟川律師主講，歡迎會員及護老者參加。

日期：6月1、8、15及29日(逢四)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本中心
內容：簡單伸展運動、認知訓練及桌上

遊戲等……
費用：免費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職員：林瑩瑩姑娘
備註：活動參加者需經社工評估，如護

老者有需要申請此項服務，可與
社工張影雪姑娘聯絡！

護老者/有需要護老者支援

悠樂天地(六月份)

『關愛基金』 中心參與下列兩項關愛基金計劃，如有
需要請向中心職員查詢或預約申請。

1.長者牙科服務資助
2.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

「長期護理服務」為在照顧長者過程中出現困難的家庭
提供支援，若有需要可由中心轉介致社會福利署申請，
詳情可致電或親臨本中心向當值社工查詢。

申請「長期護理服務」



中心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六：上午9:00-下午5: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地址：香港跑馬地桂成里16號誠和閣地下

電話：2573 2270   傳真：2591 6704

督印人：陳銘豪 編輯組：陳瑩瑩

印刷數量：200份

李婆婆，梁伯伯，今次考考大家對SQS 1: 「服
務資料」及 SQS2－「檢討及修訂政策和程序」
的認識。今次問問梁伯伯有關SQS1問題︰中心
每月會訊可到那裡索取? A. 中心單張架 B. 出席

月會派發 C. 中心網站 D. 以上皆是

惡劣天氣安排

大家可以使用智能電話掃描
以下二維碼(QR CODE)進入
本中心網頁 及 Facebook

中心以會員安全為首
要考慮，會員亦應按
自己所在地區的天氣、
路面交通及安全情況，
自行決定是否前往中
心接受服務。如有疑
問，請致電2573 2270

與本中心職員聯
絡。

中心
開放

戶內活動
/班組

戶外活動
/班組

懸掛訊號

黃色暴雨警告/

一號風球

紅色暴雨警告/

三號風球

黑色暴雨警告/

八號或以上風球

標準 7：財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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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安排請參閱中心張貼通告

備註：
1.會籍由2023年4月1日至

2024年3月31日，為期一年

入會及續會安排
會員：60歲或以上
年費：$21
備註：請於中心開放時
間內親臨辦理入會手續。

並請攜帶：
1.身份證
2.會員年費

2.續會會員

(如遺失會員證，

需另繳補領費$20）

中心職員：陳銘豪、陳淑韻、霍子進、張影雪、莊舒雅、林秀嵐、
梁雪瑩、陳瑩瑩、鄭諾盈、林瑩瑩、袁慧媚。

*戶內活動包括但不限於中心每日蓋印、借用健身器材、電腦借用、小組、興趣班及講座。

SQS 共有十六
項，明確界定
了管理及控制
服務質素水準
所需的程式和
指引。中心已
存備有關政策
及程式並切實
執行。

陳伯伯：上期SQS正確答案是 D (以上皆是)。
黎婆婆：對啦陳伯，今次再考考下你對SQS 7認識

SQS7
問題

服務單位實施政策及程序以確保
有效的財政管理。

服務使用者到中心詢問處付費參與中
心活動，詢問處同事必定會開出收據，
大家有無留意收據上會詳列那些資料?     
答案 A.日期 B.付款銀碼 C.項目/內容

D. 經手人 E.以上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