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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福安堂耆趣天地 

    福安 12月份中心通訊 
 

快樂的食物                               

                                

諮委會主席周民勇牧師分享 

  香蕉是快樂水果，她含有一種稱為生物鹼的物質，生物鹼可以

振奮精神和提高自信。而且她含有大量的色胺酸和維生素 B6，這些

都可以幫助大腦製造血清素，令人思想積極又熱愛生命。 

  南瓜也是快樂蔬果，她能抗老化，又會令人保持好心情。因為

她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B6 和鐵，這兩種營養素都能有效地把血糖轉

變成葡萄糖，能令我們的頭腦清醒，思想正面。 

  食物當然不能幫助大家解決重大壓力，但我們只要善用快樂食

物，她能幫助我們有好心情。當然，我更期望大家能從主耶穌的救

恩裡，得到取之不盡的恩典，內心能開懷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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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9:00    剪髮服務                  1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三班)(8) 

9:00   近在咫尺:肩頸緩痛班(5) 

9:00    上天下海賀福安(第一團)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8) 

10: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12/2020) 

1:30   近在咫尺:正形健膝操(1) 
3:00   樂優悠(11) 

9:00     街展站                 2 
9:00      聽力工作坊 

10:00/2:00 復健運動 

10:30     油彩新天地(8)完 

10:30     開心操(3) 

1:30      近在咫尺:防跌緩痛詠春班(4) 

2:30      大腦遊戲室(1) 

3:30      腦智樂(5)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7 

(面書直播) (第一班)(1)    
9:00     護老加油站:認識抑鬱症及壓力處理 
9:00     健康飲食小組(3) 

9:30/2:00 電話慰問 

10:00   義工興趣:絲襪花製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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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0/2:00 二胡進階初班/進階班(3) 

3:00    近在咫尺:普拉提工具操(6) 

9:00   護你同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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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頸緩痛班(6)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1) 

10: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12/2020) 

1:30  近在咫尺:正形健膝操(2)  
3:00  樂優悠(12) 

9:00    網上例會(面書直播)        9 

9:30/2:00 電話慰問 

10:00/2:00 復健運動 

10:30    油彩新天地(1) 

10:30    開心操(4) 

1:30     近在咫尺:防跌緩痛詠春班(5) 

3:00     中樂團(現場/ZOOM) 

 

 

9:00   護老講座:精明耆英我至醒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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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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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0/2:00 二胡進階初班/進階班(4) 

3:00    近在咫尺:普拉提工具操(7) 

9:00   護你同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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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頸緩痛班(7) 
10: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2) 

10: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12/2020) 

10:30   畫出彩虹(1) 

1:30   近在咫尺:正形健膝操(3)   
3:00   樂優悠(13) 

             16                      
10:00/2:00 復健運動 

10:30     油彩新天地(2) 

10:30     開心操(5) 

1:30     近在咫尺:防跌緩痛詠春班(6) 

2:30     大腦遊戲室(2) 

3:30     腦智樂(6)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21 
(面書直播) (第一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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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30    靈康操(3) 

1:00/2:00 二胡進階初班/進階班(5) 

3:00    近在咫尺:普拉提工具操(8)完 

9:00  護你同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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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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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12/2020) 

10:30  畫出彩虹(2) 

1:30  近在咫尺:正形健膝操(4) 
3:00  樂優悠(14) 

9:00     網上例會(面書直播)     23 

10:00/2:00 復健運動 

10:30     開心操(2) 

10:30     油彩新天地(3) 

10:30     開心操(6) 

1:30      近在咫尺:防跌緩痛詠春班(7) 

2:30      大腦遊戲室(3) 

3:30      腦智樂(7) 

9:00    食環講座:環境專題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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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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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30    靈康操(4) 

1:00/2:00 二胡進階初班/進階班(6) 

3:00     近在咫尺:普拉提動態隱定性訓練(1) 

9:00 浸大中醫流動車              29 
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三班)(4) 

9:00   近在咫尺:晨運伸展運動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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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12/2020) 

10:30  畫出彩虹(3) 

1:30  近在咫尺:正形健膝操(5) 

3:00  護老專題:樂齡帶入屋 

10:00/2:00 復健運動            30 

10:30    油彩新天地(4) 

10:30    開心操(7) 

1:30     近在咫尺:防跌緩痛詠春班(8) 

2:30     大腦遊戲室(4) 

3:30     腦智樂(8)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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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日 

         3 
8:30   活力回春操(11)完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2/2020) 

3:00   彩虹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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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2/2020) 

10:30 近在咫尺:穴位止痛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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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00   護你同行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2/2020) 

10:00  和諧聖誕咭(初級) 

3:00   彩虹天地 

 

11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2/2020) 

10:30 近在咫尺:穴位止痛班(6) 
2:30  歡天喜地賀福安 33 周年 

     (面書現場直播) 

 

 

       12 
10:30   聽覺保健工作坊(B) 

10:30   遊協活動-剪髮服務 

13 

   17 
9:00   護你同行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2/2020) 

10:00  護老結伴暖窩心 

3:00   彩虹天地 

3:00   主愛漁民保祿村 

 

 

 18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2/2020) 

10:30 近在咫尺:穴位止痛班(7) 
2:00  紅姐滋補 

3:00  主愛漁民保祿村 

 

 

  19  

9:30   護老 CAFE 

10:30  近在咫尺:家長月會 

10:30  遊協活動-剪髮服務 

                                                                                                                                                                                                                                                                                                                                                                                                                                                                                                                                                                                                                                                                                                                                                                                                                                                                                                                                                     

20 

24 

9:00   肺炎針注射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2/2020) 

9:30   和諧聖誕咭(進階) 

11:00  齊唱齊拍過聖誕 

3:00   彩虹天地 
 

 

25 

聖誕節 

 

 26  

  聖誕節後假期 

 

27   

31 
10:00 藥物管理講座 

3:00  彩虹天地 
 

 

 

 

 

 

 

 



6 

 

 

 

 

  

本中心早前與葵青安全社區及健康城市協會和中大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合作，為 48

名長者及護老者提供了一次性的聽力測試服務，並在剛剛過去的 11 月舉行了 2 場工

作坊，讓參加了聽力測試的人士出席，學習多元化的溝通模式，例如：手語、圖片、

文字，以及動作，從而促進他們與聽力衰退人士之間的溝通。 

負責是次工作坊的中大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認為，要改善聽障人士的溝通能力，

並不能單靠配備助聽器去解決，畢竟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溝通」會受到很多因素所

影響，包括：與說話者之間的距離、溝通時背景的嘈雜程度等，這些因素均會影響助

聽器將音訊傳達給聽障人士的清晰度，令他們未能如預期般得到所需的訊息。因此，

工作坊透過模擬不同生活化的情境作例子，與參加者分享如何利用手語和圖片等方式

與聽障人士進行溝通，讓他們可以更清楚明白說話者想表達的內容。 

**各位可以透過以下連結，學習及重溫一些簡單的手語動作： 
 

手語工作坊詞語練習 (網址及 QR code)：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KOQfoziWQvzLVfj2cvaE-1TndoFfVzkt 

 

 

12 月重點活動 

日期 名稱 費用/名額 報名方法 

12 月 14 日 

9:00am-10:00am 
衞生署講座：癌症小百科 

全免 

(30 人) 

中心例會即場

進行登記 

12 月 29 日 

9:30am-5:00pm 
四診儀免費中醫體質檢測服務 

全免 

(40 人) 

留意 12月 9日

例會內宣佈 
 

健康快訊 

QR code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KOQfoziWQvzLVfj2cvaE-1TndoFfVz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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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名稱 內容 時間及形式 

12 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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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反覆所影響，中心活動班組一再延誤，當中「認知刺激訓練小組」終於在 11

月尾圓滿結束整整十四節的小組了！！！雖然小組經歷了春與秋，但感恩在這一年裡組

員能夠在歡樂笑聲下同行，於小組完結前開心地說再見、互送祝福！ 

認知障礙症患者容易被社會慣性定型為「記性差」、「無自理能力」、「痴痴呆呆」，

然而，工作員在「認知刺激訓練小組」內發現，組員透過定期的大腦訓練去啟發思考，

強化專注力、判斷力及邏輯思維，原來患者比我們想像中更本事，甚至擁有遠超我們所

想的能力！每位組員各有優點強項，他們在開心的小組環境下建立穩定的社交接觸、互

動反應，便能有效延緩認知退化及減少依賴，從而減輕照顧壓力，提升生活及照顧質素。 

 照顧者千萬別灰心，嘗試與長者多進行日常的家居訓練及參加中心班組活動，

你或許發現，患者的腦筋依舊能在限制下轉彎及應對，彼此依舊能活得豐盛精彩！如想

認識更多有關「非藥物治療」，不妨主動向食「腦」家族查詢，最重要當然是緊貼我們

的 FACEBOOK最新動態啦～咁多位老友記同照顧者一齊加油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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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派發十二月、一月覆診口罩，二月或之後覆診，暫不受理。 

 

  

   

 

 

 

                                                  

https://foce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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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服務單位/機構實施有效的職員招聘、簽訂職員合約、發展、訓練、評

估、調派 及紀律處分守則。 

標準 6 服務單位定期計劃、檢討及評估本身的表現，並制定有效的機制，讓服

務使用 者、職員及其他關注人士就服務單位的表現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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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73333 54225473 

94941670 67400087 

傳真電話:24974242 

電郵: focec@ess.org.hk 

中心地址:青衣長安邨(第二期)安泊樓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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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0 印刷數量:600 本 

 

中心職員名單 

https://foce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