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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信任主耶穌 
播道會福安堂周民勇牧師分享 

  認識一位醫生，她是從老朋友那裏知道我們這所教會。在相約傾談的過程中，她

十分期望我們能幫助那些不能用藥物醫好的病人。 

她在屋邨開診所，願意多花一點時間與病人相處，當時間花出去後，她發覺病人大

都願意把心底話講出來；都是那些夫妻相處、兒女學業、成長的問題。這些困難不能

用藥物醫治，是生命深處出現了問題，他們需要耶穌。 

  主耶穌常提醒我們，大家應心存感恩地過活，把今生視作來世的預備並加以善用。

這樣我們就可以滿心感謝，真正地盡情愛此生。我們因此發現一個似非而是的道理，

就是惟有當我們真正學會輕看今生時，我們才懂得真正去愛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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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鳳婷姑娘    雷曉怡姑娘   郭柔吟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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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幹事  :羅桂芬姑娘    潘明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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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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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至今仍然持續，對大家日常生活造成了不少影響，不論外出吃飯、

去外地旅遊，或是前往長者中心，現在都需要遵守不同的防疫規則，而眾多

防疫規則中，「安老院的有限度探訪安排」可說是其中一大不便之處，因為，

有關安排會直接影響長者與家人見面的機會。 

 由於近來疫情變得反覆，社署剛於 4 月 30 日宣佈，由 5 月 10 日起將會

要求安老院的訪客遵守以下安排，敬請各位老友記及家人留意： 

 

 

 

 

 

 

 

 

 

 

 

 

 

 

 

 

 

 

 

 
有關資料，參考自：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4/30/P2021043000336.htm 

政府指定的三款「抗原快速測試產品」分別是：（1）妥析 COVID-19 快速抗原檢測試劑盒（相達生物科技）、（2）SARS-CoV-2 Rapid 

Antigen Test Nasal（羅氏診斷（香港）有限公司）及（3）Panbio COVID-19 Ag Rapid Test Device（美國雅培） 

健康快訊 
 

每次家人打算探訪居於安老院的親屬 

若已接種 2劑 2019冠狀

病毒疫苗，並且於探訪

前，接種日期已滿 14 日 

若沒有接種過 2019 冠

狀病毒疫苗，或只接種

了一劑，或接種了 2 劑

2019 冠狀病毒疫苗 

探訪前 24 小時自行購買

政府指定的抗原快速測試

產品，在家完成測試 

提供 72 小時內的 2019

冠狀病毒檢測結果(深喉

唾液/鼻咽拭子樣本) 

結果須呈陰性，才能安排有關探訪活動 

(每星期探訪次數按個別院舍安排而或有不同)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4/30/P20210430003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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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名稱 內容 時間及形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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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8 日 

(星期五) 
食腦兵團 (1) 

 向照顧者發放最新認知障礙

症資訊，如手機/平版電腦應

用程式、社區資源、新聞 

 同路人定期聚會，互相交

流，分享照顧經驗和心得 

下午 3:00-4:00 

中心活動 

6 月 21 日至 

9 月 20 日 

(逢星期一) 

「認知刺激訓練」小組 

 以 14 節不同主題活動如食

物、時事、創意、金錢運用、

數字及文字遊戲等，延緩長

者大腦退化 

下午 1:30-2:30 

中心小組 

7 月 6 日至 

8 月 24 日 

(星期二/五/六) 

「活出真我」小組 

(與聖雅各福群會合辦) 

 探索長者的興趣及能力 

 鼓勵長者自主地表達意願，

與照顧者溝通並規劃未來 

下午 3:00-5:00 

中心小組 

食「腦」家族將成立一個專為照顧認知障礙症長者而設的護老者資訊平台---- 

食「腦」兵 團!!! 我們將於 6 月 18 日(星期五)安排第一次聚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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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腦」兵 團設有 Whatsapp 群組，

中心將會不定期發放最新的認知障礙症社區和教育資訊；另外，我們亦會每季舉辦一

次照顧者平台聚會，讓護老者在照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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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護老者想加入食「腦」兵 團，

請即聯絡雷姑娘，大家咪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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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5 月 31 日  
9:00/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10:00  (面書直播)(第一班)(8)  

      (面書直播)(第二班)(8) 

10:00   義工興趣:勾織樂(2) 

10:30   靈康操(8) 

1:00/2:00 二胡初階班/二胡進階班(8) 

3:00    近在咫尺:普拉提平衡訓練(3) 

9:00 義工剪髮                 

9:00 護你同行 

9:00 近在咫尺:核心肌肉群訓練(4) 

9:00/ 近在咫尺:水樽伸展運動班 

10:00  (面書直播)(第三班)(8)  

      (面書直播)(第四班)(8) 

10: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30 畫出彩虹(7) 

1:30 正形健膝及歸正脊椎操(5) 

3:00 樂優悠(4 月-6 月)(8) 

3:00「護」「腦」同行小組(4-6 月)(完) 

2 
9:00   街展 

10:30  油彩新天地(8) 

10:30  開心操(8)完 

11:30  靚太廣場舞(8) 

1:30   近在咫尺:詠春隨手棍(2) 

2:30   大腦遊戲室(6) 

3:30   腦智樂(6) 

9:00     睡眠健康講座            
9:00/ 近在咫尺:毛巾伸展運動班 

10:00  (面書直播)(第一班)(1) 

  (面書直播)(第二班)(1) 

9:30/2:00 電話慰問義工 

10:00   義工興趣:勾織樂(3) 

10:30   靈康操(9) 

1:00/2:00 二胡初階班/二胡進階班(9) 

3:00    近在咫尺:普拉提平衡訓練(4) 

9:00  護你同行                   

9:00  醫護行者 

9:00  近在咫尺:核心肌肉群訓練(5) 

9:00/ 近在咫尺:毛巾伸展運動班 

10:00 (面書直播)(第三班)(1)  

     (面書直播)(第四班)(1) 

10: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00 義工手工藝(6) 

10:00 愛在保祿漁民村 

10:30 畫出彩虹(8) 

1:30 正形健膝及歸正脊椎操(6) 

3:00 樂優悠(4 月-6 月)(9) 

9:00  網上專題例會(面書直播)   9  

9:30/2:00 電話慰問義工 

10:30    易筋棒(1) 

10:30    油彩新天地(9)  

11:30    靚太廣場舞(9) 

1:30     近在咫尺:詠春隨手棍(3) 

2:00     琴弦放鬆初體驗 

2:30     大腦遊戲室(7) 

3:30     腦智樂(7) 

  14 

端午節 

9:00  護你同行                   

9:00  近在咫尺:核心肌肉群訓練(6) 

9:00/ 近在咫尺:毛巾伸展運動班 

10:00 (面書直播)(第三班)(2)  

     (面書直播)(第四班)(2) 

10: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00 義工手工藝(7) 

10:30 畫出彩虹(一)(9) 

1:30 正形健膝及歸正脊椎操(7) 

3:00 樂優悠(4 月-6 月)(10) 

9:00     夏日樂悠遊    16 

10:30    油彩新天地(10) 

10:30    易筋棒(2) 

11:30    靚太廣場舞(10)完 

1:30     近在咫尺:詠春隨手棍(4) 

2:30     大腦遊戲室(8) 

3:30     腦智樂(8) 

9:00  公共衛生學院義工訓練小組 

9:00/ 近在咫尺:毛巾伸展運動班 

10:00  (面書直播)(第一班)(2) 

  (面書直播)(第二班)(2) 

10:00  義工興趣:勾織樂(4) 

10:30  靈康操(10) 

1:00/2:00 二胡初階班/二胡進階班(10) 

1:30   認知刺激訓練小組(1) 

3:00   近在咫尺:普拉提平衡訓練(5) 

9:00  護你同行                    

9:00  醫護行者 

9:00  近在咫尺:核心肌肉群訓練(7) 

9:00/ 近在咫尺:毛巾伸展運動班 

10:00 (面書直播)(第三班)(3)  

     (面書直播)(第四班)(3) 

10: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00 義工手工藝(8) 

10:30 畫出彩虹(一)(10) 

1:30 正形健膝及歸正脊椎操(8) 

2:30 守護蹤介紹及申請日 

3:00 樂優悠(4 月-6 月)(11) 

9:00    例會(面書直播)       23 

9:30/2:00 電話慰問義工 

10:30   易筋棒(3) 

1:30    近在咫尺:詠春隨手棍(5) 

2:30    大腦遊戲室(9) 

3:30    腦智樂(9) 

 

28 
10:00  義工興趣:勾織樂(5) 

10:30  靈康操(11)完 

1:30   認知刺激訓練小組(2) 

3:00   近在咫尺:普拉提平衡訓練(6) 

3:30   長者手機班 
 

 

 

 

 

9:00 護你同行                  

9:00 近在咫尺:核心肌肉群訓練(8) 
10: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00 義工手工藝(9) 

10:30 畫出彩虹(一)(3)   

3:00  樂優悠(4 月-6 月)(12)完 

30  

10:30   易筋棒(4)完 

10:30   和諧粉彩 

1:30    近在咫尺:詠春隨手棍(6) 

2:30    大腦遊戲室(10)完 

3:30    腦智樂(10)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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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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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30  方型踏步(5) 

11:00  護老專題:後顧無憂講座 

3:00   彩虹天地 

   4 
9:00  近在咫尺:防跌下肢肌力訓練(3)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00 入伍登陸(5) 

2:00  悅齡展翅計劃: 

環保潔廁氣泡彈 

 

 

5 
10:00 「護。傾聽」小組(4-6 月)(完) 

清 6 
明

節 

8:30   活力回春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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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型踏步(6) 

3:00   彩虹天地 

11  
9:00  近在咫尺:防跌下肢肌力訓練(4)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00  入伍登陸(6) 

11:00  端午粽子摺摺樂 

(Facebook 直播) 

2:30   紅姐滋補 

3:00   任天堂太鼓樂 

       12 
9:00  護老普拉提體驗工作坊(1) 

10:30 近在咫尺─家長月會 

10:30 遊協義剪暨耆義特工隊 

13 

8:30   活力回春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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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45  護老自立支援體驗工作坊 

3:00   彩虹天地 

        18  
9:00  近在咫尺:防跌下肢肌力訓練(5)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00 入伍登陸(7) 

11:30 義工防疫訓練(A) 

1:30  義工防疫訓練(B) 

3:00  食腦兵團 

 

19 
9:00  護老普拉提體驗工作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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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活力回春操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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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1:00  護老結伴暖窩心 

10:30  方型踏步(7) 

3:00   彩虹天地 

 

 25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00 入伍登陸(8) 

2:00  紅姐滋補 

2:30  智齒醒腦大篩查 

3:00  任天堂考考你反應 

   26  

9:30  「燭」得到的快樂 

      護老友伴交流會 

27  

要 常 常 喜 樂 ， 不 住 的 禱 告 ， 凡 事 謝 恩 ； 

 因 為 這 是 神 在 基 督 耶 穌 裡 向 你 們 所 定 

的 旨 意 。 

                     帖 撒 羅 尼 迦 前 書 5:16-18  

 

https://dailyverses.net/tc/%E5%B8%96%E6%92%92%E7%BE%85%E5%B0%BC%E8%BF%A6%E5%89%8D%E6%9B%B8/5/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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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星期三 

 
所 以 我 告 訴 你 們 ， 凡 你 們 禱 告 祈 求 的 ， 

無 論 是 甚 麼 ， 只 要 信 是 得 著 的 ， 就 必 得 

著 。 

馬 可 福 音 11:24 

9:00   睡眠小組(1) 

9:00 近在咫尺:毛巾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第一班)(3) 

10:00 近在咫尺:毛巾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第二班)(3) 

10:00  義工興趣:勾織樂(6)完 

10:30  靈康操(1) 

1:30   認知刺激訓練小組(3) 

1:00/2:00 二胡初階班/二胡進階班(1) 

3:00   近在咫尺:普拉提平衡訓練(7) 

9:00  義工剪髮                 
9:00  護你同行 

9:00  近在咫尺:關節及伸展運動班(1) 

9:00 近在咫尺:毛巾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第三班)(4) 

10:00 近在咫尺:毛巾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第四班)(4) 

10: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30  正形健膝及歸正脊椎操(1) 
3:00  樂優悠(7 月-9 月)(1) 

3:00  活出真我小組(1) 

7  

9:00      網上專題例會(面書直播) 

10:30     油彩新天地(1) 

10:30     開心操(1) 

11:30     靚太廣場舞(1) 

1:30      近在咫尺:詠春隨手棍(7) 

2:30      大腦遊戲室(1) 

3:30      腦智樂(1) 

 

9:00  護老講座:家居安全零意外 

9:00  中風患者:生活重整 

9:00 近在咫尺:毛巾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第一班)(4) 

10:00 近在咫尺:毛巾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第二班)(4) 

9:30/2:00  電話慰問義工 

10:00 義工興趣:絲襪花創作(1) 

10:30 靈康操(2) 

1:30  認知刺激訓練小組(4) 

1:00/2:00 二胡初階班/二胡進階班(2) 

3:00  近在咫尺:普拉提平衡訓練(8) 

9:00  醫護行者                  

9:00  護你同行 

9:00  近在咫尺:關節及伸展運動班(2) 

9:00 近在咫尺:毛巾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第三班)(5) 

10:00 近在咫尺:毛巾伸展運動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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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30  正形健膝及歸正脊椎操(2) 
3:00  樂優悠(7 月-9 月)(2) 

14  

9:00      中醫講座 

9:30/2:00  電話慰問義工 

10:30     油彩新天地(2) 

10:30     開心操(2) 

11:30     靚太廣場舞(2) 

1:30      近在咫尺:詠春隨手棍(8) 

2:00      靜聽琴弦 

2:30      大腦遊戲室(2) 

3:30      腦智樂(2) 

9:00 中醫流動車 

9:00 護老加油站:失眠與推拿講座 

9:00 近在咫尺:毛巾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第一班)(5) 

10:00 近在咫尺:毛巾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第二班)(5) 

10:00 義工興趣:絲襪花創作(2) 

10:30  靈康操(3) 

1:30  認知刺激訓練小組(5) 

1:00/2:00 二胡初階班/二胡進階班(3) 

3:00  普拉提觸感訓練(1) 

9:00  醫護行者 

9:00  護你同行 

9:00  近在咫尺:關節及伸展運動班(3) 

9:00 近在咫尺:毛巾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第三班)(6) 

10:00 近在咫尺:毛巾伸展運動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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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30  正形健膝及歸正脊椎操(3) 
3:00  樂優悠(7 月-9 月)(3) 

3:00  護老同行小組(7-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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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例會 

10:30   油彩新天地(3) 

10:30   開心操(3) 

11:30   靚太廣場舞(3) 

1:30    近在咫尺:絡活詠春隨手棍(1) 

2:30    大腦遊戲室(3) 

3:30    腦智樂(3) 

 

9:00   睡眠小組(2) 
9:00 近在咫尺:毛巾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第一班)(6) 

10:00 近在咫尺:毛巾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第二班)(6) 

10:00  義工興趣:絲襪花創作(3) 

10:30  靈康操(4) 

1:30   認知刺激訓練小組(6) 

1:00/2:00 二胡初階班/二胡進階班(4) 

3:00   普拉提觸感訓練(2) 

9:00  護你同行                  
9:00  近在咫尺:關節及伸展運動班(4) 

10: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00 義工手工藝(3) 

9:00 近在咫尺:毛巾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第三班)(7) 

10:00 近在咫尺:毛巾伸展運動班 

    (面書直播)(第四班)(7) 

1:30  正形健膝及歸正脊椎操(4) 
3:00  樂優悠(7 月-9 月)(4) 

3:00  活出真我小組(3) 

28 

10:30   油彩新天地(4) 

10:30   開心操(4) 

11:30   靚太廣場舞(4) 

1:30    近在咫尺:絡活詠春隨手棍(2) 

2:30    大腦遊戲室(4) 

3:30    腦智樂(4) 

 

https://dailyverses.net/tc/%E9%A6%AC%E5%8F%AF%E7%A6%8F%E9%9F%B3/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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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日 

1   
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紀念日 

2 
9:00  近在咫尺:防跌下肢肌力訓練(6)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00 入伍登陸(10) 

3:00  任天堂之電競車王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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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30  方型踏步(8) 

3:00   彩虹天地 

            9   
9:00  近在咫尺:防跌下肢肌力訓練(7)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00 入伍登陸(1) 

2:30  護老水彩拼貼工作坊 

2:30  紅姐滋補 

       10 
9:30 活出真我小組(2) 

1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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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彩虹天地 

       16 
9:00  近在咫尺:防跌下肢肌力訓練(8)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00 入伍登陸(2) 

2:30  耆義特工隊服務 

17 
10:30 護老 CAFÉ 微電影放送 

1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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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00 護老浮游花製作 

3:00  彩虹天地 

23 

9:00  近在咫尺:肌力訓練班(1)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00 入伍登陸(3) 

2:30  紅姐滋補 

3:00  任天堂之超級炸彈人 

   24  

10:30 近在咫尺─家長月會 

 

25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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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00  護老專題:體弱長者家居訓練 

3:00   彩虹天地 

30 
9:00  近在咫尺:肌力訓練班(2) 

9:00  近在咫尺 - 物理治療服務 

10:00 入伍登陸(4) 

 

31 
10:00  護老五味雜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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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氣旋、持續暴雨及雷暴指引 

 

 

 

 

 

 

 

標準 15 每一位服務使用者及職員均有自由申訴其對機構或服務單位的不滿，而毋須

憂慮遭受責罰，所提出的申訴亦應得到處理。 

標準 16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確保服務使用者免受侵犯。 

 

 

  

 
 

 

 

 

 

惡劣天氣之安排 

懸掛訊號 中心 室內活動(包括班、組) 戶外活動 

1 號風球 開放 照常進行 

黃色暴雨 開放 

(不鼓勵會員前往中心， 

如已在中心者請留在中心，以策安全。) 

照常進行 

3 號風球、 

紅色暴雨 

開放 

(不鼓勵會員前往中心， 

如已在中心者請留在中心，以策安全。) 

舉行前 2 小時仍然懸掛時，該活動取消。 

*如遇天氣惡劣，請先與本中心聯絡。 

黑色暴雨 中心開放期間﹕仍然開放 

中心暫停期間﹕除下兩小時後開放 

舉行前 2 小時仍然懸掛時，該活動取消。 

*如遇天氣惡劣，請先與本中心聯絡。 

8 號風球或以上 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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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電話:24974242 

97941670 67400087 電郵:focec@ess.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