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信任主耶穌
播道會福安堂周民勇牧師分享
做好人，前提是----你要有力量，能為人辦事，因為他力量大了，掌握
著可分配的資源，他對人好，就是一種人生選擇。他可以幫助你，也可以不
幫你，他真的不幫你，你拿他沒辦法。他要是幫了你，那只是額外的恩賜。
甚至，他不利用自己的力量給你使壞或造成掣肘，從中作梗，都算是好人的
表現。力量越大的人，越應該做好人，因為他掌握著實權，舉手之勞就能解
決別人的生活大事。不過，權力卻令人腐化，『好人』所擁有的力量，也會
是一種害人的力量。它為善或為惡，都在於它在宗教上的修為。

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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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社工 :黃美儀姑娘

徐杏恩姑娘

程序幹事 :馬綺珊姑娘

行政幹事 : 侯韻韻姑娘

活動幹事 :羅桂芬姑娘

潘明生先生

保健員

註冊護士 :黃苗茵姑娘

:廖竹茜姑娘

揭鳳婷姑娘

雷曉怡姑娘

郭柔吟姑娘

計劃主任 :林恩如姑娘
事務員 :郭錦紅姑娘

1

健康快訊

各位老友記，相信藥物你們應該吃不少，但是，不知道大家對「藥劑師」
又有幾多認識呢？除了近年某兩家大型保健及美容產品零售店宣傳他們有
駐場藥劑師外，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接觸最多的醫護人員都是醫生和護士，或
是救護員等，「藥劑師」對我們來說，都是一個相對陌生的名詞。
「藥劑師」的工作，是按醫生指示向病人提供所需藥物，並就病人用藥
方面提供各項專業建議及指導，從而協助他們正確用藥，改善健康。
於 2021 年 4 月 1 日起，本中心將與醫療團體「醫護行者」合作，推行
藥你同行 - 社區藥物管理服務先導計劃，為本中心的會員及護老者提供為
期約 9 個月的專業藥物管理計劃，費用全免。
只要係中心會員或護老者都可以

如有興趣參加及了解更多，歡

參加，費用全免！

迎致電 2497-3333 與中心當
值職員聯絡。

如你有以下其中 1 種情況，我們鼓勵你
參與這個計劃：
- 服用 5 種或以上長期藥物
- 希望更深入了解自己服用的藥物
- 覆診時醫生更改了日常服用的藥物
- 經常未能依照指示服藥
2

辛苦大家「腦」力居家抗疫，這場持久戰實在不容易打呢！不過，福安有好消息
呀~食「腦」家族 將於 4 月成立一個全新的、專為照顧認知障礙症長者而設的資訊平
台---

食「腦」兵 團

!!!

食「腦」兵團現正招募有興趣的認知障礙症護老者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鼓勵所
有同路人齊齊認識認知障礙症長者的真正需要，共建認知友善社區！食「腦」兵 團設
有專屬的 Whatsapp 群組，食「腦」家族將會不定期發放最新的認知障礙症社區和教
育資訊；另外，我們亦會在中心定期舉辦照顧者平台的聚會，讓一眾護老者在照顧的
心路歷程上互相分享感受、分擔重擔。家人最緊要記住，切忌獨自承受所有壓力、默
默忍受煎熬，由今天起，不妨與你所愛護的長者參加中心活動吧～~~不要猶豫了，

想加入食「腦」兵 團的護老者請即聯絡雷姑娘，大家咪走寶！！！

日期

名稱

4 月７日、
5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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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30 日
(星期五)

智齒保健講座
(與盈愛·笑容基金有限公
司合辦)

教授護老者清潔認知障礙症
患者口腔的方法
講座後，有興趣的認知障礙
症長者可免費獲牙科服務

5 月 26 日
(星期三)
5 月 28 日
(星期五)

內容




網上推廣認知障礙症資訊及
中心服務




介紹各款認知訓練
桌上遊戲外借服務

有獎「腦」力睇真 D

腦伴同行俱樂部

時間及形式
上午 9:00-10:00
街站
上午 9:00-10:00
中心講座
下午 3:30
Facebook 直播
(留言送大禮!!!)
上午 11:00-12:00
中心活動
3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願 頌 讚 歸 與 我 們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父 神 ！ 他 曾 照 自
己 的 大 憐 憫 ， 藉 耶 穌 基 督 從 死 裡 復 活 ， 重 生 了
我 們 ， 叫 我 們 有 活 潑 的 盼 望 。
彼 得 前 書 1:3

5
復活節
清明節翌日
9:00 護老講座:夜夜好眠

12

9:00 活力長者健康操
9:00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 (第一班)(1)
10:00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1)
10:00 義工興趣:絲襪花創作(1)
10:30 靈康操(1)
1:00 二胡初階班(一)(1)
2:00 二胡進階班(一)(1)
3:00 近在咫尺: 普拉提健康脊椎訓練(4)
9:00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19

(面書直播) (第一班)(2)
9:00 中醫流動車
9:30/2:00 電話慰問義工
10:00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2)
10:00 義工興趣:絲襪花創作(2)
10:30 靈康操(2)
1:00 二胡初階班(一)(2)
2:00 二胡進階班(一)(2)
3:00 近在咫尺: 普拉提健康脊椎訓練(5)

9:00

護老加油站:

26

紅十字會器材到戶服務介紹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 (第一班)(3)
10:00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3)
10:00 義工興趣:絲襪花創作(3)
10:30 靈康操(3)
1:00 二胡初階班(一)(3)
2:00 二胡進階班(一)(3)
3:00 近在咫尺: 普拉提健康脊椎訓練(6)
9:00

6
復活節翌日
9:00 義工剪髮

街展

10:30
10:30
11:30
1:30

油彩新天地(1)
開心操(1)
靚太廣場舞(1)
近在咫尺:防跌詠春班(3)

13 9:00
10:30
10:30
11:30
1:30
2:30

9:00 近在咫尺: 水樽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 (第三班)(1)
9:00 近在咫尺:肌力訓練班(5)
10:00 近在咫尺: 水樽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1)
10: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7

9:00

網上專題例會(面書直播)

14

油彩新天地(2)
開心操(2)
靚太廣場舞(2)
近在咫尺:防跌詠春班(4)
剩食升級工作坊

10:30 畫出彩虹(一)(1)
1:30 近在咫尺–正形健膝及歸正脊椎操(7)
3:00 樂優悠(4 月-6 月)(1)
3:00 齊來打機之太鼓之達人
9:00 醫護行者

20

9:00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 (第三班)(2)
9:00 近在咫尺:肌力訓練班(6)
10:00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2)
10: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9:30/2:00 電話慰問義工

21

10:30
10:30
11:30
1:30
2:30
3:30

油彩新天地(3)
開心操(3)
靚太廣場舞(3)
近在咫尺:防跌詠春班(5)
大腦遊戲室(1)
腦智樂(1)

9:00

網上例會(面書直播)

10:30
10:30
11:30
1:30
2:30
3:30

油彩新天地(4)
開心操(4)
靚太廣場舞(4)
近在咫尺:防跌詠春班(6)
大腦遊戲室(2)
腦智樂(2)

10:00 義工手工藝(1)
10:30 畫出彩虹(一)(2)
1:30 近在咫尺–正形健膝及歸正脊椎操(8)
3:00 樂優悠(4 月-6 月)(2)
3:00「護」「腦」同行小組(4-6 月)(1)
9:00 護你同行
9:00 醫護行者
9:00 近在咫尺:肌力訓練班(7)
9:00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 (第一班)(3)
10:00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3)
10: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27

28

10:00 義工手工藝(2)
10:30 畫出彩虹(一)(3)
3:00 樂優悠(4 月-6 月)(3)
4

星期四

星期五
1

8:30
9:00
9:00
9:30
3:00

活力回春操(1)
護你同行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近在咫尺-防跌柔力球(2)
彩虹天地(YOUTUBE 直播)

8:30

活力回春班(2)

節

9

9:00
3:00

22
9:00
9:00
3:00

護你同行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彩虹天地(YOUTUBE 直播)

活力回春班(4)
護你同行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近在咫尺-防跌柔力球(6)
方型踏步(1)
彩虹天地(YOUTUBE 直播)

16

17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9:00 護老肌不可失
紅十字會虛擬實境體驗
橡筋帶訓練工作坊(2)
齊來打機之舞力全開
10:30 「護。傾聽」小組(4-6 月)(1)

23

11

24

18

25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9:00 護老肌不可失9:30 近在咫尺-防跌柔力球(5)
橡筋帶訓練工作坊(3)
11:00 護老者迎新日
10:30 近在咫尺 -家長月會
10:30 遊協義剪暨耆義特工隊

29
8:30
9:00
9:00
9:30
10:30
3:00

10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9:00 護老肌不可失10:00 和諧工作坊體驗日
橡筋帶訓練工作坊(1)
2:00 高佬廚房:古早蛋糕

15 9:00

8:30 活力回春操(3)
9:00 護你同行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9:30 近在咫尺-防跌柔力球(4)
10:30 浸大中醫服務-香囊製作
3:00 彩虹天地(YOUTUBE 直播)

日

2
3 清4
耶穌受難節 耶穌受難節翌日明

8

9:00 護你同行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9:30 近在咫尺-防跌柔力球(3)
10:30 牛軋糖製作
3:00 彩虹天地(YOUTUBE 直播)

星期六

30
9:00

智齒保健講座
(認知障礙症護老者)
10:00 入伍登陸(1)
2:00 紅姐滋補
2:00 護老真‧識健康檢查站

5

星期二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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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9:00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 (第一班)(4)
9:30/2:00 電話慰問義工
10:00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4)
10:00 義工興趣:絲襪花創作(4)
10:30 靈康操(4)
1:00 二胡初階班(一)(4)
2:00 二胡進階班(一)(4)
3:00 近在咫尺: 普拉提健康脊椎訓練(7)

9:00 認識冠心病

10

9:00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 (第一班)(5)
10:00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5)
10:00 義工興趣:絲襪花創作(5)
10:30 靈康操(5)
1:00 二胡初階班(一)(5)
2:00 二胡進階班(一)(5)
3:00 近在咫尺: 普拉提健康脊椎訓練(8)

9:00 中醫流動車

17

9:00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 (第一班)(6)
10:00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6)
10:00 義工興趣:絲襪花創作(6)完
10:30 靈康操(6)
1:00 二胡初階班(一)(6)
2:00 二胡進階班(一)(6)
9:00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 (第一班)(7)
10:00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7)
10:00 義工興趣:勾織樂(1)
10:30 靈康操(7)
1:00 二胡初階班(一)(7)
2:00 二胡進階班(一)(7)

9:00

義工剪髮

9:00

護你同行

4

(面書直播) (第三班)(4)
9:00 近在咫尺:肌力訓練班(8)
10:00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4)
10: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30 畫出彩虹(一)(4)
正形健膝及歸正脊椎操(1)
護老體動樂
樂優悠(4 月-6 月)(4)

9:00 醫護行者
9:00

11

護你同行

9:00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 (第三班)(5)
10:00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5)
10: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00 義工手工藝(3)
10:30 畫出彩虹(一)(5)
1:30 正形健膝及歸正脊椎操(2)
2:30 Facebook 教室初階
3:00 樂優悠(4 月-6 月)(5)
3:00 「護」
「腦」同行小組(4-6 月)(2)

9:00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9:00 護你同行
9:00

醫護行者

9:00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10:00
10:00
10:00
10:30
1:30
3:00

(面書直播) (第三班)(7)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7)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義工手工藝(5)
畫出彩虹(6)
正形健膝及歸正脊椎操(4)
樂優悠(4 月-6 月)(7)

12

9:00

網上專題例會(面書直播)

9:00
10:30
10:30
10:30
11:30
1:30
2:30
3:3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長委會
油彩新天地(6)
開心操(6)
靚太廣場舞(6)
近在咫尺:防跌詠春班(8)
大腦遊戲室(4)
腦智樂(4)

18

19

(面書直播) (第三班)(6)
10:0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6)
10: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00 義工手工藝(4)
10:30 浸大中醫講座
1:30 正形健膝及歸正脊椎操(3)
2:30 Facebook 教室進階
3:00 樂優悠(4 月-6 月)(6)

24

5

街展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9:30/2:00 電話慰問義工
10:30
油彩新天地(5)
10:30
開心操(5)
11:30
靚太廣場舞(5)
1:30
近在咫尺:防跌詠春班(7)
2:30
大腦遊戲室(3)
3:30
腦智樂(3)

9:00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1:30
3:00
3:00

9:00

佛誕

25 9:00
10:30
10:30
11:30
2:30
3:30
3:30

網上例會(面書直播)

26

油彩新天地(7)
開心操(7)
靚太廣場舞(7)
大腦遊戲室(5)
腦智樂(5)
有獎腦力睇真 D(面書直播)

6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日
1

2

8

9

15

16

22

23

勞動節
6
8:30 活力回春操(5)
9:00 護你同行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9:30 近在咫尺-防跌柔力球(7)
10:30 方型踏步(2)
3:00 彩虹天地(YOUTUBE 直播)

7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00 義工訓練:入伍登陸(2)
10:00 護老專題:預設醫療指示
11:30 任天堂之瑪利奧車車~~~~
3:00 玫瑰花摺摺樂(面書直播)

13 9:00

8:30 活力回春操(6)
9:00 護你同行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9:30 近在咫尺-防跌柔力球(8)
10:30 方型踏步(3)
3:00 彩虹天地(YOUTUBE 直播)

20
8:30
9:00
9:00
10:30
11:30
3:00

活力回春操(7)
護你同行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護老專題:自立支援照顧模式
任天堂之瑪利奧派對
彩虹天地(YOUTUBE 直播)

27
8:30 活力回春班(8)
9:00 護你同行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30 護老結伴暖窩心
10:30 方型踏步(4)
3:00
彩虹天地(YOUTUBE 直播)

14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30 近在咫尺 -家長月會
10:00 義工訓練:入伍登陸(3)
2:00 紅姐滋補
2:00 義工嘉許禮金獎、銀獎
3:00 義工嘉許禮銀獎、銅

21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00 「護。傾聽」小組(4-6 月)(2)
10:00 義工訓練:入伍登陸(4)
2:30 愛回家生日會

28

29 30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00 義工訓練:入伍登陸(5)
11:00 腦伴同行俱樂部
2:00 紅姐滋補
2:30 耆義特工隊服務

7

大家好！我是新來的活動幹事潘明生先生！很高興已經加入了
福安堂耆趣天地這個大家庭近一個月了，在這裡真的每一天
都很開心，因為每天都見到各位精靈的老友記！
未來的日子希望在活動或班組上都能見到大家!
各位會員見到我的時候亦可跟我打聲招呼，互相
認識一下。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

24973333

54225473

傳真電話:24974242

97941670

67400087

電郵: focec@ess.org.hk

標準 13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權利。
標準 14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和保密的權利。

續會於 2021 年 3 月 15 日(一)開始，因疫情關係需親身到中心預約續會時間。並在
指定時間到中心帶同身份證、年費 (港幣 $25 元)及中心會員証到本中心辦理。

星期一至五

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星期六

上午 8 時至下午 2 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https://focec.org.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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