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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福安堂耆趣天地 

    福安 11月份中心通訊 
 

蚊子                               

                                

諮委會主席周民勇牧師分享 

  近月早晚清涼，早上外出穿件薄褸就可以了。家裡的冷氣，已

經有幾個星期不用開，只要打開窗戶，涼風入屋，蓋上薄被就可以

到天亮，只是有蚊子！這些蚊子令人厭煩，也令我們忘記了現在美

好的天氣。就因為這幾隻蚊子，反而討厭這個可以打開窗戶睡覺的

天氣。 

  我們的生活，其實是在神的恩典中，享受著祂所賜的福氣，只

是間中有些厭煩的人與事出現了，不知不覺間成為蠢人，就把恩典

忘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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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名稱 內容 形式 

1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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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9:00-10:00 

街站 

11 月 26 日 

(星期四) 
腦伴同行俱樂部 

 介紹各款桌上遊戲 

 桌上遊戲外借服務 
上午 9:30-10:30 

中心活動 

尚未觀賞由「荃葵青腦友耆艦號 2020--荃葵青導航」製作的認知障礙症長者防遊走

教育宣傳片？仲唔快Ｄ上中心 Facebook 收看！又或者透過上面 QR Code，都可以觀賞

短片，一齊認識認知障礙症長者的需要，共建認知友善社區啦～答中片尾一條簡單問

題，歡迎聯絡雷姑娘獲取限量版「癲噹」口罩套一份，對象包括所有社區人士，數量有

限，送完即止！ 

好消息！今個月食「腦」家族特別推介，中心即將正式推出「智醒耆兵」家居認知

訓練手冊。在此特別感謝一班認知障礙症的護老家庭為手冊的試 

用版給予寶貴意見，中心已收集用家試用後的建議進行修訂，期 

望讓更多有需要的照顧者及長者善用手冊，「腦」力居家抗疫！！ 

「智醒耆兵」家居認知訓練手冊內容包括：手指操、健腦運動及 

認知訓練（記憶力、運算能力、語言能力、視覺空間、眼手 

協調、專注力、執行判斷）。有興趣了解更多就聯絡雷姑娘啦～～ 

 

QR Code 

觀賞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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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2 
(面書直播) (第一班)(4) 

9:00   護老加油站:使用救護車急症室及

留院服務須知 

9:30/2:00 電話慰問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4) 

10:00 義工興趣:絲襪花製作(3) 

10:30 靈康操(6) 

1:00/2:00 二胡進階初班/進階班(7) 

3:00  近在咫尺:普拉提工具操(1) 

9:00   護你同行/剪髮             3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三班)(5) 

9:00   近在咫尺:肩頸緩痛班(1)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5) 

10:30  畫出彩虹(5) 

1:30   正形健膝操(5) 

2:30   血糖檢查 

9:30/2:00 電話慰問               4 
10:30    油彩新天地(5) 

10:30    認知刺激訓練 (11) 

10:30    開心操(義工練習) 

1:30     近在咫尺:伸展舒痛班(8) 

2:30     大腦遊戲室(7)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9 

 (面書直播) (第一班)(5)    

9:00  食物中毒講座 

10:00 義工興趣:絲襪花製作(4)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5) 

10:30 靈康操(7) 

1:00/2:00 二胡進階初班/進階班(8) 

3:00  近在咫尺:普拉提工具操(2) 

9:00  護你同行                10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三班)(6) 

9:00  近在咫尺:肩頸緩痛班(2)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6) 

10:30  畫出彩虹(6) 

1:30   正形健膝操(6)  

3:00   樂優悠(7) 

9:00   網上例會(面書直播)      11 

10:30  油彩新天地(6) 

10:30  認知刺激訓練 (12) 

1:30   近在咫尺:防跌緩痛詠春班(1) 

2:30   大腦遊戲室(8) 

 

 

9:00   中醫(浸大)流動車       16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一班)(6) 

9:00   健康飲食小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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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30  靈康操(8) 

3:00   近在咫尺:普拉提工具操(3) 

9:00   護你同行               17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三班)(7) 

9:00   近在咫尺:肩頸緩痛班(3)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7) 

10:30  畫出彩虹(7) 

1:30   正形健膝操(7)   

3:00   樂優悠(8) 

9:00   街展站                 18 
9:00   愉景灣寫生之旅 

10:00  入屋要叫人(FACEBOOK)                       

10:30  認知刺激訓練 (13) 

10:30  開心操(1) 

1:30   近在咫尺:防跌緩痛詠春班(2) 

2:30   大腦遊戲室(9)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23 
(面書直播) (第一班)(7)  

9:00  規劃圓滿人生(二)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7) 

10:30 靈康操(9) 

11:00 陶泥福安齊護老 

1:00/2:00 二胡進階初班/進階班(1) 

3:00  近在咫尺:普拉提工具操(4) 

9:00   護你同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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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頸緩痛班(4) 

9:00   健康飲食小組(2)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8) 

10:30  畫出彩虹(8) 

1:30   正形健膝操(8) 

3:00   樂優悠(9) 

9:00     網上例會(面書直播)     25 

9:00     義工訓練:快樂人生(外出) 

9:30/2:00 電話慰問 

10:30    認知刺激訓練 (14) 

10:30    開心操(2) 

1:30     近在咫尺:防跌緩痛詠春班(3) 

2:30     大腦遊戲室(10) 

9:00  食環講座:食物專題       30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一班)(7)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7) 

10:00  義工興趣:絲襪花製作(2) 

10:30  靈康操(10)完 

1:00/2:00 二胡進階初班/進階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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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可能於冬天重臨，本年度新設網上售賣平台，而網上購買最少購買

10張。 

 中心售賣愛心券所得的85%善款，會用作中心服務發展。餘下的15%則交

予「敬老護老愛心會」用作行政費用。 

 售賣日期:2020年10月24日至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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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近在咫尺:普拉提工具操(5)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日 

8:30 活力回春操(7)         5 
9:00 護你同行 

9:30 近在咫尺:絡活太極伸展班(7) 

3:00 彩虹天地 

 

 

10:30  近在咫尺:穴位止痛班(1)  6 
1:30   近在咫尺:開心椅子舞   

(面書播放)(6) 

2:00   悅齡展翅薈舍-按摩球運動 

2:00   榮華給你送贈血壓計活動     
 

 

7 
10:00   遊協-剪髮活動(4) 

10:30   聽覺保健工作坊(A) 

8 

    12 
8:30 活力回春操(8) 

9:00 護你同行 

9:30 近在咫尺:絡活太極伸展班(8) 

10:30 護老講座:小科技講健康 

3:00 彩虹天地 

 

13    
10:30    近在咫尺:穴位止痛班(2) 
10:30    競技疊杯體驗日 

1:30     近在咫尺:開心椅子舞   
(面書播放)(7) 

2:30     護老園藝治療初探 

 

 

 

       14 
10:30  近在咫尺:家長月會 

10:30  遊協活動 

11:30  遊協活動 

15 

   19 
8:30 活力回春操(9) 

9:00 護你同行 

10:00 護老結伴暖窩心 

3:00 彩虹天地 

 

 

 

 

10:30 近在咫尺:穴位止痛班(3)  20 
1:30  近在咫尺:開心椅子舞   

(面書播放)(8) 

2:30  護老失眠講拜拜 

 

 

  21  

10:00  遊協-剪髮活動(5) 

1:30   聽覺保健工作坊(A) 

 

                                                                                                                                                                                                                                                                                                                                                                                                                                                                                                                                                                                                                                                                                                                                                                                                                                                                                                                                                     

22 

26 

8:30 活力回春操(10) 

9:00 護你同行 

9:30 腦伴同行俱樂部 

10:30 護老專題:認識穴位 

3:00  彩虹天地 

 

 

 

27 

10:00 護老講座:介紹傳統以外的 

殮葬方法 

10:30 近在咫尺:穴位止痛班(4)    
2:30 成教英文班(1) 

 

 28  

9:00   長者健體計劃 

10:00  遊協-剪髮活動(6)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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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  
  

箴言 17:22 

 

 

大家好！我是福安堂耆趣天地的社工 - 蔡岳山先生。 

轉眼間，由 2018 年 1 月入職至今已快接近 3 年，當中參與過中心大、小不同的活動，

認識了一班福安 的老友記。有賴大家的一

直支持，對我的支 持和信任，本人在這段時

間在工作上獲益 良多，亦感到非常感恩開

心及滿足。 

本人有幸進 昇為中心副主任，期望日

後能夠繼續為大 家帶來更多不同多姿多

采 的 活 動 及 服 務，讓各位老友記都可以

在中心得到更多 的趣味，快樂和歡笑！願

上帝親自祝福大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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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友記，大家好!我是新來的活動幹事-羅桂芬姑娘，大家可以叫我羅姑娘， 

很高興能夠加入福安這個大家庭。我在中心主要負責跟進班組及活動， 

另外還有戶外活動。但因疫情緣故，暫時未能和大家外出旅行。 

在中心短短幾個月時間，中心的會員、義工及護老者給我的感覺都很精靈活潑， 

所以我真的十分期待能盡早可以除掉口罩跟大家見面， 

並且一起參與更多的活動，創造共同回憶。 

最後，在此祝福各位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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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新來的活動幹事，我叫鄧文亮先生，多多指教。 

 

活動幹事: 

羅桂芬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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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開心能夠來到福安堂耆趣天地工作，大家在中心的班組及活動都會見到我。 

我很喜歡與老友記傾談，因為從多位長者身上，學到不少人生的智慧， 

願上帝親自賜福與你們。 

 

 

活動幹事: 

鄧文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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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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派發十一月、十二月覆診口罩，一月或之後覆診，暫不受理。 

 

  

   

 

 

 

 https://foce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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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副主任: 蔡岳山先生 

社工      :黃美儀姑娘    徐杏恩姑娘    揭鳳婷姑娘    雷曉怡姑娘   郭柔吟姑娘                   

程序幹事  :馬綺珊姑娘    助理程序幹事   :侯韻韻姑娘    計劃主任  :林恩如姑娘   

活動幹事  :羅桂芬姑娘    鄧文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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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 3 服務單位存備其服務運作和活動的最新準確記錄。 

標準 4 所有職員、管理人員、管理委員會和／或理事會或其他決策組織的職務

及責任均有清楚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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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7-3333 5422-5473 

9494-1670 6740-0087 

傳真電話: 

2497-4242 

2497-4242 

電郵: focec@ess.org.hk 

中心地址:青衣長安邨(第二期)安泊樓地下

下下 123 號 

服務質素標準知多 D 

 

中心開放時間 

 

中心網址: 中心面書: 

印刷日期: 10/2020 印刷數量:600 本 

 

https://foce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