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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福安堂耆趣天地 

    福安 10月份中心通訊 
 

人情味                               

                                

諮委會主席周民勇牧師分享 

  那間在紅磡的小店，由於十分近大酒店，每逢要辦事都會先在

那裡食飯。街道兩旁主要泊兩種車，一是的士，二是靈車。坐下食

飯的大多是的士司機和老人。 

  喜歡這裡的人和食物，大大碗的味精湯，自選的三餸菜，一碗

大飯。互不相識卻坐滿一桌，偶爾有熟人相遇，天文地理和私事都

在聊。在有點昏暗的街道上，唯獨它燈火通明，人聲人頂沸。走出

小店，旁邊的粥舖，後面的飯店都靜得出奇。看來，大家不怕簡陋，

只怕無人味。 

  人的味道迫不來，人多又未必有人味。要有人的味道需要人的

投入和參與，當互不計較又互相接納的時候，味道就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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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敬老護老愛心券」慈善籌款運動主要是以發售慈善券的形式， 

 以每張定價港幣十元的「愛心券」發售。 

售賣日期:2020年10月24日至11月29日 

********************************************************************************************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箴言 3:5-6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5 

 (面書直播) (第一班)(1)    

9:00 護老加油站:照顧吞嚥有困難長者 

9:30/2:00 電話慰問 

10:00 義工興趣:絲襪花製作(1)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1) 

10:30 靈康操(3) 

1:00/2:00 二胡進階初班/進階班(4) 

3:00 近在咫尺:普拉提回復健康呼吸班(6) 

理大驗眼(全日)(疫情前已登記) 

9:00   剪髮服務                  6 

9:00   護你同行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三班)(1) 

9:00   近在咫尺:膝關節運動班(6)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1) 

10:30  畫出彩虹(2) 

1:30   正形健膝操(2)  

3:00   樂優悠(3) 

理大驗眼(全日)(疫情前已登記) 

                7 

9:00     街展站 

9:30/2:00 電話慰問 

10:30    油彩新天地(1) 

10:30    認知刺激訓練 (7) 

1:30     近在咫尺:伸展舒痛班(4) 

2:30     大腦遊戲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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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一班)(2) 

10:00  義工興趣:絲襪花製作(2)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2) 

10:30  靈康操(4) 

1:00/2:00 二胡進階初班/進階班(5) 

3:00 近在咫尺:普拉提回復健康呼吸班(7) 

9:00   護你同行               13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三班)(2) 

9:00   近在咫尺:膝關節運動班(7)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2) 

10:30  畫出彩虹(3) 

1:30   正形健膝操(3)   

3:00   樂優悠(4) 

9:00   網上例會(面書直播)      14                            

10:30  油彩新天地(2) 

10:30  認知刺激訓練 (8) 

1:30   近在咫尺:伸展舒痛班(5) 

2:30   大腦遊戲室(4) 

3:30   有獎腦力睇真 D(第二擊)  

(面書直播) 

 

� 9:00   護老講座:冬日暖洋洋19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一班)(3) 

9:00   義工旅行:織出自我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3) 

10:30  靈康操(5) 

1:00/2:00 二胡進階初班/進階班(6) 
2:30 少女廚房: 越南撈檸粉及魚露煎雞亦(網上) 

3:00 近在咫尺:普拉提回復健康呼吸班(8) 

9:00   護你同行               20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三班)(3) 

9:00   近在咫尺:膝關節運動班(8)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3) 

10:30  畫出彩虹(4) 

1:30   正形健膝操(4) 

3:00   樂優悠((5) 

             21 
9:30   「盒作‧絕膠」教育講座 

10:30  油彩新天地(3) 

10:30  認知刺激訓練 (9) 

1:30   近在咫尺:伸展舒痛班(6) 

2:30   大腦遊戲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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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陽節翌日 
  

 

 

9:00   護你同行               27 

9:00   近在咫尺:肩頸緩痛班 

9:00   衛生署講座:壓力處理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三班)(4)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4) 

10:30  畫出彩虹(5) 

1:30   正形健膝操(5) 

3:00   樂優悠(6) 

9:00   網上例會(面書直播)    28 
10:30  油彩新天地(4) 

10:30  認知刺激訓練 (10) 

1:30   近在咫尺:伸展舒痛班(7) 

2:30   大腦遊戲室(6) 

 

https://www.expecthim.com/jehovah-jes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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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日 

1 

國慶日 

               2      

中秋節翌日 
 

 

3 
9:00  消防系統檢查             

4 

     8 
8:30   活力回春操(3) 

9:00   護你同行 

9:30   近在咫尺:絡活太極伸展班(3) 

10:30  耆義待工重聚日 

9    
10:00    開心操義工鞏固練習 

1:30     近在咫尺:開心椅子舞   
(面書直播)(2) 

2:00-4:00 入伍登陸 

 

 

 

       10 
10:00  護老 CAFE 

11 

   15  
8:30   活力回春操(4) 

9:00   護你同行 

9:30   近在咫尺:絡活太極伸展班(4) 

10:30  「智醒耆兵重聚日」 

 

16 
9:15  入伍登陸(戶外) 

9:30  驗耳服務(全日) 

1:30  近在咫尺:開心椅子舞   
(面書直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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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遊協-剪髮活動(1) 

10:30  家長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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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活力回春操(5) 

9:00   護你同行 

9:30   近在咫尺:絡活太極伸展班(5) 

10:00  護老結伴暖窩心 

 

 

       23 
9:15   入伍登陸(拍攝) 

10:30  競技疊杯體驗日 

1:30   近在咫尺:開心椅子舞   
(面書直播)(4) 

2:30   成教英文班(1) 

3:00   榮華給你送贈血壓計活動 

 24  

9:00   長者健體計劃 

10:00  遊協-剪髮活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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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8:30   活力回春操(6) 

9:30   近在咫尺:絡活太極伸展班(6) 

10:00   護老吾執書 

 

 

 

30 

915   入伍登陸(戶外) 

9:30  驗耳服務(全日) 

1:30  近在咫尺:開心椅子舞   
(面書直播)(5) 

            31 

9:30   流感針及肺炎疫苗注射 

10:00  遊協-剪髮活動(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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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名稱 內容 形式 

10 月 7 日 

(星期三) 

「認知障礙症服務」 

街展站 

 宣傳中心服務 

 接觸社區人士 街站 

10 月 14 日 

(星期三) 

有獎「腦」力睇真 D 

(第二擊): 

認知障礙症 

社區資源你要識 

 隆重介紹「食腦家族」 

 講解診斷流程、治療心態

及方向、中心服務、相關

社區轉介等 

下午 3:30 

Facebook 直播 

(留言送大禮!!!) 

 

感謝大家對 9 月份福安隆重推出的 食「腦」家族 這麼捧場和支持~希望

各位繼續關注大腦的健康！除了長者要每天「動腦」外，照顧者也要學識「養腦、護腦」，

才能好好守護認知障礙症的家人，讓我們一齊同行學習，加油吧！！！ 

你們知道「９•２１」是甚麼日子嗎？原來每年９月２１日便是「世界認

知障礙症日」，呼籲社會大眾關注認知障礙症長者遊走的情況，共建認知友善社

區。食「腦」家族身為荃葵青區「認知障礙症」服務策略工作小組一份子，當然鼎力支

持「荃葵青腦友耆艦號 2020--荃葵青導航」活動！只要透過上面 QR Code 觀賞短片，

認識認知障礙症長者的需要及如何提供支援，答中片尾一條簡單問題，可獲限量版「癲

噹」口罩套一份，送完即止，仲唔快Ｄ叫埋親朋戚友一齊睇片～(詳情留意 10 月面書) 

                                對象：歡迎所有社區人士參與 

             領取禮物安排：10 月 12 日至 24 日親臨本中心換取 

QR Code 

觀賞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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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訊 
 

 

大家有冇發現「自己或家人開始出現問非所答情況？」，或是「經常重複提問？」，

又或者「對答變得敷衍、不願溝通？」 

面對以上情況，大家可能很快地聯想到認知障礙症，但是，大家有否想過，原來聽

力衰退都會導致上述問題發生？養和醫院聽力學顧問歐建國博士表示，隨著長者年紀

漸長，便會出現耳蝸毛細胞損壞及內耳退化等情況，造成「對聲音敏感度降低」、「無

法分辦讀音相近的字詞」，以及「聲音在接收時不按比例地放大等情況」，引致長者出

現「聾聾地」、「誤會被人無故責罵」和「理解錯誤」等情況，影響其溝通能力，並對

社交生活造成障礙。 

因退化不能透過藥物根治，長者需要配戴耳機去面對聽力衰退問題；同時，身邊家

人亦可調節溝通時的說話速度及聲調，以便長者容易接收。 

如對以上資料感興趣，歡迎參加本中心 10 月 16 及 30 日舉行的聽力篩查服務，以

進行即場聽力測試，及於測試後了解更多聽覺保養知識及面對聽力退化的方法。 

 

參閱文章：https://eastweek.my-magazine.me/main/8172 

 
健康線 – 10 月重點活動一覽 

 
 活動名稱 內容 費用 

10 月 16、30 日 聽力篩查服務 

由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協助為 48 位長者

進行聽力測試及講解服務。 

免費 

10 月 27 日 

壓力處理 – 減低家中

護老者的精神壓力 

由衞生署護士何姑娘與大家分享護老者的

減壓心得。 

免費 

10 月 31 日 2021 疫苗注射活動 提供 4價流感及 23價肺炎球菌疫苗注意。 免費 

 

**參加以上活動請預先到中心報名登記。 

請預先到中心報名 

 喂，有

冇人呀 

  ？ 

https://eastweek.my-magazine.me/main/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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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中心的人士，必須遵守以下規定: 
1)必須正確戴上口罩 

2)於門口處量度體溫(攝氏 37.5 度以下) 

3)用酒精搓手液清潔手。 

4)需申報 14 天外遊資料及密切接觸者有否進行家居隔離等。 

5).中心內不能飲食。 

取覆診用口罩 

到政府醫院/診所覆診的會員，領取覆診口罩方法: 

1. 憑有效會員証及 

2. 覆診紙， 

3. 每日覆診可以領取兩個口罩。 

4. 口罩存量有限，派完即止。 

現時派發十月及十一月覆診口罩，十二月或之後覆診，暫不受理。 

地址: 青衣長安邨(第二期)安泊樓地下 123 號 

電話:  2497-3333/2497 4141/3165 8922  中心手提:5422 5473 /9794 1670 

傳真:  2497-4242     電郵: focec@ess.org.hk   網址: https://focec.org.hk 

面書: https://www.facebook.com/FOOKON24973333 

中心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星期六       上午 8 時至下午 2 時  

中心職員名單 

服務總主任:周賢明先生  服務主任 :梁頴恩姑娘    中心主任  :區麗卿姑娘   

中心社工  :黃美儀姑娘    徐杏恩姑娘    蔡岳山先生   揭鳳婷姑娘   雷曉怡姑娘                     

程序幹事  :馬綺珊姑娘    助理程序幹事  :侯韻韻姑娘   

活動幹事  :羅桂芬姑娘    鄧文亮先生  

中心社工  :郭柔吟姑娘    計劃主任  :林恩如姑娘    

保健員    :廖竹茜姑娘    註冊護士  :黃苗茵姑娘        事務員   :郭錦紅姑娘 

     

服務質素標準知多 D 

標準 1 服務單位確保製備說明資料，清楚陳述其宗旨、目標和提供服務的形

式，隨時 讓公眾索閱。 

標準 2 服務單位應檢討及修訂有關服務提供方面的政策和程序。  

印刷日期: 9/2020 印刷數量:600 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