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福安堂耆趣天地
護老者服務通訊 (2020 年 6-8 月)
中心對護老者的定義
1. 18 歲以上需要照顧在家居住的長者之家人﹑親屬或朋友
2. 沒有受薪 (非僱員)
3. 被照顧人士年滿 60 歲

各位親愛的護老者﹕
近日疫情開始穩定，不知道大家的生活又有否改變？在過去疫情較嚴重的日子，大家多留在
家中，亦不能參加各種活動，相信感到非常苦悶。在此與大家分享，過去的兩個月，我們突
破地方的限制，透過視像程式與護老者見面，彼此分享及互相支持。其後的日子，我們冀盼
看見更多的照顧者聚集在一起，學習和交流照顧經驗，又或者參加我們舉辦的活動減減壓！
最新資訊可瀏覽我們的 FACEBOOK 或網站。

www.focec.org.hk

福安

中心最新消息
1.

因應疫情漸趨穩定，社會福利署公佈， 5 月 27 日起，長者鄰舍中心的服務使用者可透過
預約參加小組及活動（如講座）及活動人數需要保持最少 1 米距離。同時，必須採取適
當的感染控制措施。另外，中心亦不設偶到服務。

2.

中心將安排會員續會。惟因仍受社交距離限制，要分時段續會。最新安排是，有意續會
者先到中心登記預約，然後根據預約日期及時間親臨本中心辦理續會手續及繳費。

3.



預約日期︰ 6 月 5 日(五)及 6 月 12 日(五) (只限這兩天登記)



登記時間︰上午 8:00-下午 5:00

另外，未有最新護老者証的家人，亦可致電至中心預約辦理。

護老 CAFÉ
時間：上午 10:00-11:00

名額︰6 人

內容︰每節不同主題，在輕鬆氣氛下一起抒發情懷，彼此交流護老心得。
活動負責職員：徐杏恩姑娘

地點：中心護老房

日期

每月主題

20/6/2020（星期六）

勵志影片，故事中尋找護老者角色的意義。

18/7/2020（星期六）

名人金句分享，透過別人得著安慰。

15/8/2020（星期六）

小手工創作，讓腦袋停一停。

為晚晴照顧作準備
日期：2020 年 7 月 17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 - 3:30

名額︰15 人

內容︰介紹晚晴照顧，讓護老者及早為此作準備。
嘉賓：香港老年學會安寧頌計劃／資深退休護士方葉莉姑娘

護老服務介紹暨迎新日
日期：2020 年 7 月 10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3:30

名額︰15 人

內容︰

**護老者互相認識的好機
會，特別歡迎近一年加入
的護老者參加**

1.介紹本中心護老者服務
2. 讓照顧者聚集在一起，互相認識及交流照顧經驗。
活動負責職員：揭鳳婷/徐杏恩姑娘

護老空中花園
日期：2020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00 – 11：00

名額︰8 人

內容：在大氣電波中相遇，讓護老者可以享受一刻歇息。大家
分享照顧路上的樂與憂，聽聽歌、動動身，提升正能量。
方法：1. 在 6 月 22 日前，致電(2497 3333) 或 Whatsapp
(9794 1670) 報名。2. 於活動開始前先下載應用程式
“ZOOM”（如有疑問可致電／尋找徐姑娘/揭姑娘詢問）

ZOOM 網上主持：
徐姑娘／揭姑娘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護老火柴俱樂部之

7/8/2020(五)

輕黏土製作

下午 2:30-4:00
22/6/2020(一)
上午 9:30 – 10:30

護老加油站

6/7/2020(一)
上午 9:00 – 10:00
3/8/2020(一)
上午 9:00 – 10:00

護老專題︰

4/7/2020(六)

共建認知友善社區

上午 10:30-11:30

護老講座︰

20/7/2020(一)

簡易保健運動

上午 9:00-10:00

護老講座︰

27/7/2020(一)

幾時申請安老院？

上午 9:00-10:00

護老資源網中尋

17/8/2020(一)
上午 9:00-10:00

名額

內容

收費

教授輕黏土手工製作，並
8人

分享護老者心聲。

$25

視藝導師︰陳卓女士
中風的成因、預防方法及
15 人

緊急處理。

免費

嘉賓︰香港老年學會
有關眼部疾病的處理
15 人

及照顧。

免費

嘉賓︰香港老年學會
使用輪椅的安全技巧及簡
15 人

單檢查及保養方法。

免費

嘉賓︰香港老年學會
認識認知障礙症
15 人

及照顧方法。

免費

嘉賓︰耆智園友里蹤跡
介紹運動的益處及
20 人

指導基本的運動技巧。

免費

嘉賓︰平安鐘
介紹申請安老服務的合適
15 人

時間及申請步驟。

免費

分享︰徐杏恩姑娘

介紹護老者如何尋找網上
15 人

合適社區資源。
分享︰揭鳳婷/徐杏恩

免費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名額

內容

收費

16/7/2020(四)
上午 11:00-12:00

護老
結伴暖窩心

透過輕鬆減壓運動或遊戲，
10 人

讓照顧者舒緩照顧壓力，保

免費

持身心健康。

20/8/2020(四)
上午 11:00-12:00
11/7/2020(六)

護老

下午 1:00 - 2:00

體脂評估

(講座)

體脂檢查講座及評估。
30 人

嘉賓︰葵青安健協會

**(參加體脂評估者必需先出

下午 2:00 - 4:00

席講座)

(體脂評估)
1/8/2020(六)

護老

下午 10:00 - 11:00

血壓血糖檢查

(講座)

免費

血壓血糖講座及檢查。
30 人

嘉賓︰葵青安健協會
*(參加者血壓血糖檢查必需

上午 11:00 - 下午 1:00

免費

出席講座)

(體脂評估)
14/8/2020(五)

啟發健康飲食的趣味和靈

下午 2:00-4:00

護老小組︰

21/8/2020(五)

健康煮食班

下午 2:00-4:00
28/8/2020(五)

感，為護老者提供貼心飲食
建議。

8-10 人

嘉賓︰葵青安健協會
(名額有限，如有興趣請向徐

下午 2:00-4:00

姑娘預先登記)

 報名方法︰親臨本中心 或 致電報名 (2497 3333)
 所有活動名額有限，必須預先報名預約，以便預留位置
 負責人︰徐杏恩姑娘及揭鳳婷姑娘

以上活動預埋你！

$20

過去兩個月，雖然疫情關係，中心暫停開放。但我們與護老者透過視像程式繼續相
見，互相分享及支持！以下是參加護老者網上平台活動後，參加者的花絮和感受︰
羅麗嫦
謝麗珠、方禮練

劉金定、何錦添

郭淑儀

賀景雲、李玉蘭、賀慧恩

歡迎作為照顧者的你，待疫情過後，來與我們一同放鬆，一同玩樂!

同時，我們誠意邀請你與我們分享你的照顧心聲。
讓更多同路人走在一起，互相支持。
(方法：可在 Facebook 私訊給我們，又或者 Whatsapp：9794 1670 給我們)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關係，相信大家都減少外出。面對照顧的對象，我們
更擔心他們外出會容易感染，因而不敢讓他們外出。多了時間在家，大家會做甚
麼呢？以下為大家介紹簡單的遊戲，只需要一副啤牌或圖卡，讓你與長者可進
行互動。既可增加彼此交流，亦可考考長者反應、短期記憶及思考能力，延緩衰
退，保持身心健康。建議護老者陪同長者一起進行活動，以增加趣味性。

1.

速記牌

1. 請長者隨意取出 3 張牌
2. 排列在桌上，讓長者背記，然後倒轉過來
3. 考考他，讓他說出剛才看到的 3 張牌是什麼

 變化︰根據長者能力，可以把牌的數量增
加，或者 背記時間慢慢減少

2. 成相成對
1. 抽出 8 張牌（4 個對子）
2. 背面向上，將牌打亂後排好 (如右圖)
3. 然後，其中一人翻開 2 張牌
4. 如果兩張牌一樣便將牌拿走;
如果兩張牌不一樣便轉回去，
5. 一人一次，輪流翻開兩 2 張牌
6. 直至把所有牌拿走後，看誰得的牌數多
 變化︰根據長者能力，可以把牌的數量增加
資料來源：

以下物品可供護老者借用：(可於中心接待處參考詳細借用守則)
1. 輪椅

費用︰

2. 助行手杖

 首七個工作日︰免費借用；

3. 助行架

 七個工作日後︰每天續借為$3；
 30 天後︰每天續借為$10

4. 護老影音產品及書籍

首十四個工作日免費借用，以後續借費用為每天$3 一日

代售服務

價錢

代售時間

1. 美國雅培加營素奶粉 (900 克 )

$170

星期一至五

2. 美國雅培加營素奶粉 (400 克 )

$85

上午 10:30-下午 4:30

3. 美國雅培加營素低糖奶粉 (850 克 )

$175

4. 美國雅培怡寶康奶粉(糖尿) (850 克)

$213

5. 美國雅培怡寶康奶粉(糖尿) (400 克)

$105

6. 三花柏齡奶粉 (1700 克)

$175

7. 三花柏齡奶粉 (800 克)

$97

8. 安怡長青奶粉 (1700 克)

$170

星期六
上午 9:00- 下午 1:00

中心資料
地址：新界青衣長安邨安泊樓地下 123 號

電郵：focec@ess.org.hk

電話：2497 3333

網址：www.focec.org.hk

傳真：2497 4242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FOOKON24973333
中心開放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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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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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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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經理：郭柔吟姑娘

計劃主任：林恩如姑娘
印製日期：30/5/2020

印刷數量：25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