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福安堂耆趣天地
福安 9 月份中心通訊(網上活動)

非常痛苦
諮委會主席周民勇牧師分享
中國首富---馬雲，近日接受美國 CNBC 訪問時說：成為『中國
首富』令他感到非常痛苦。在訪問中，他甚少顯露笑容，更多時間
是皺著眉，他說成為富豪後，身邊所有人都因錢來接近自己，又以
另一種眼光看待自己，那期望太高，壓力太大，令自己都很不快樂。
他想出一個解決方法，就是將賺來的錢回饋社會。
人生變成了簡單的加減生活：當吃得太多太飽時，下一餐就少
吃一點、太肥時也減去一點、有糖尿時就減糖、心靈空虛就加個信
仰、不夠錢就加班，現在太多就想減去些。如果變成了惡性循環的
話，那只能說是一個不斷做補救的日子，並不是知足並豐盛的人生。
**********************************************************
中心預約服務及活動安排
因近日疫情嚴峻，根據社會福利署七月十四日公佈『社會福利署資助福
利服務及其轄下服務的特別安排』，現時中心的服務調整如下﹕
1. 暫時不提供小組、大型活動及偶到服務，直至另行通知
2. 中心維持有限度服務，如已預約的個案服務、借用復康用品等
(請先致電聯絡)
3. 代購奶粉及米(可買雙倍數量) (因疫情原故，暫時可購買雙倍數量)
以上措施按疫情變化而改變。請留意中心最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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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訊
及早預防，為了走得更遠
日常生活中，我們很容易聽到身邊的朋友或鄰居曾經歷跌倒情況。對於小孩子來
說，跌倒或許只是一個小問題，在擦傷受損一星期後，他們很快又可以活潑地奔跑蹦
跳；但對於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來說，跌倒則有機會造成一種嚴重的創傷如髖關節骨
折。一般的髖關節骨折病人，都需時數個月時間利用助行器進行復康訓練，當中接近
一半的病人更自此需依靠手杖或助行器輔助步行，大大影響活動能力。更甚者，有病
人因此需要長期坐輪椅或長期卧床又或安排入住護老院，由他人協助照顧。
雖然髖關節骨折對長者日常生活會造成極大影響，但以上
情況並非不能預防，提昇身體平衡力、預防/治療骨質疏鬆症
等，均有效減低跌倒風險或由跌倒造成髖關節骨折的機會。
現時，賽馬會與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正合辦一個髖骨骨折預
防計劃，讓 65 歲或以上有興趣人士報名參與。

有興可登入以下網址：
https://www.jococ.org/hipfx.htm

或

 利用手機
掃瞄此 QR code

健康線 - 網上活動一覽
活動名稱

內容

費用

護士黃姑娘透過短片方式逐一解答
9月8日

糖尿病小迷思

免費
大眾對糖尿病的常見疑問。

**以上活動均可自行在中心 FACEBOOK 內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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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中心活動將以社會福利處要求能否
開放為準!暫時為網上活動。
惟實質安排會視乎情況而更改。請 9:00
密切留意最新通知。

9:00 網上主題例會(面書直播)
10:00 中秋心意傳給您(ZOOM 視像)
1:30
肌力伸展運動班(4)(面書播放)
3:30 有獎「腦」力睇真D(第一擊)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三班)(6)
10:3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6)

(面書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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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一班)(7)
10:3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7)
3:00 普拉提身心靈健康操
(面書直播)(5)

9:00
9:00

護你同行(電話)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三班)(7)
10:30 近在咫尺: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7)
3:00 趣味廚房:牛奶麪包(面書直播)

14
9:00

DO 計劃: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一班)(8)
10:00 齊齊玩 FACEBOOK(面書直播)
10:30 DO 計劃: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8)
3:00 普拉提身心靈健康操
(面書直播)(6)

9:00

9:00

DO 計劃: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一班)(2)
10:30 DO 計劃: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2)
3:00 普拉提身心靈健康操
(面書直播)(8)

9:00
10:00
1:30

15

9:00

街展站
油彩新天地(7)(ZOOM 視像)
肌力伸展運動班(5)(面書播放)

16

網上例會(面書直播)

DO 計劃:早晨健體高班
10:00 油彩新天地(8)(ZOOM 視像)
(面書直播) (第三班)(8)
1:30 肌力伸展運動班(6)(面書直播)
10:00 糖尿病小迷思(面書直播)
2:30 大腦遊戲室(視像直播)
10:30 DO 計劃:早晨健體高班
3:00 小豬大發現(面書直播)
(面書直播) (第四班)(8)
2:30 生活小智慧(面書播放)
2:30 護老小組:種麥得麥(1) ZOOM 視像)

9:00
9:00

9:00 護老講座:簡易保健運動

護你同行(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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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21 9:00
護老加油站:長者友善家居
DO 計劃: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一班)(1)
10:30 DO 計劃:早晨健體初班
(面書直播) (第二班)(1)
3:00 普拉提身心靈健康操
(面書直播)(7)
<
中秋燈謎齊齊猜 (面書參加)

2

1

護你同行(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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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DO 計劃: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三班)(1)
10:30 DO 計劃: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1)
2:30 護老小組:種麥得麥(2)
( ZOOM 視像)
<
中秋燈謎齊齊猜 (面書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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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佳節祝福傳千里(ZOOM視像)
1:30 肌力伸展運動班(7)(面書直播)
2:30 大腦遊戲室(ZOOM 視像)
3:00 趣味廚房:薯片玉子燒(面書直播)

>

<

中秋燈謎齊齊猜 (面書參加)

>

>

28

9:00
9:00

護你同行(電話)

DO 計劃: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三班)(2)
10:30 DO 計劃:早晨健體高班
(面書直播) (第四班)(2)
2:30 口罩套 DIY(面書播放)
2:30 護老小組:種麥得麥(3)完
(ZOOM 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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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0:00 油彩粉彩大比拼(ZOOM 視像)
1:30 肌力伸展運動班(8)(面書播放)
2:30 大腦遊戲室((ZOOM 視像)
2:30 輪椅保養知多 D(( ZOOM 視像)
3:00 趣味廚房 (面書直播)
3:00 輪椅及助行架維修服務

4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3

4

日
5

6

12

13

10:00 護老者快樂秘笈(1)
(ZOOM 視像)

(電力檢查)
9:00

10

護你同行(電話)

11
3:00

藉著音樂說愛你
(面書直播)

17
9:00 護你同行(電話)
10:00 護老結伴暖窩心
(ZOOM 視像)
10:00 中醫秋季養生保健
(面書播放)

18
10:00 開心操義工會
(WHATSAPP 視像)

24
9:00
2:00

<

10:00 護老者快樂秘笈(2)
(ZOOM 視像)

10:00 護老者快樂秘笈(3)(完)
(ZOOM 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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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你同行(電話)
1000 近在咫尺:開心椅子舞
護老專題: 為晚晴照顧作準
(面書直播)(1)
備 (ZOOM 視像)
3:00 今晚食咩好?(面書播放)

中秋燈謎齊齊猜 (面書參加) > <

19 20

26

27

10:30 家長月會
(面書播放)

中秋燈謎齊齊猜 (面書參加) >

你們現在也是憂愁，但我要再見你們，你們
的心就喜樂了；這喜樂也沒有人能奪去。
約翰福音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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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大半年來，香港所經歷的新冠肺炎洗禮，或多或少直接對「認知障礙症」長者造
成不少負面影響，增加護老者的身心壓力。例如:減少中心活動加劇患者大腦功能衰退、
患者外出時抗拒戴口罩或洗手等。為了提供更適切的支援，我們於未來會努力將「認知
障礙症服務」變得更多元化，進一步拓展成有系統的服務，鼓勵患者在家抗疫時亦可動
手動腦！
九月開始，福安「食腦家族」即將面世了！！！四位核心成員分別是腦智「醒」、
腦智「樂」
、腦智「延」
、腦智「得」
，他們各自身懷絕技，使出法寶推動「認知障礙症」
服務？各位就要密切留意中心日後的宣傳了！！！
社區人士欲了解更多相關的實用知識及資訊，歡迎登入中心 Facebook 查看「食腦
家族」的最新動態，千萬別錯過精彩的網上活動！
全城「腦」力動起來，與「食腦家族」一齊「疫」流而上吧！！！
日期

名稱

內容

形式

 隆重介紹「食腦家族」

9月2日
(星期三)

有獎「腦」力睇真 D
下午 3:30
 拆解成因、三個階段病徵、
(第一擊):
Facebook 直播
高危因素及預防方法
認知障礙症你要知
(即時留言送大禮!!!)

 宣傳中心服務
9 月 23 日 「認知障礙症服務」
 接觸社區人士
(星期三)
街展站

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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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質素指標:惡劣天氣下的工作安排

重溫服務質素標(SQS1-SQS16)
標準 1 服務單位確保製備說明資料，清楚陳述其宗旨、目標和提供服務的形式，隨時
讓公眾索閱。
標準 2 服務單位應檢討及修訂有關服務提供方面的政策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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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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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 7 服務單位實施政策及程序以確保有效的財政管理。
標準 8 服務單位遵守一切有關的法律責任。
標準 9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職員和服務使用者處身於安全的環境。
標準 10 服務單位確保服務使用者獲得清楚明確的資料，知道如何申請接受和退出服
務。
標準 11 服務單位運用有計劃的方法以評估和滿足服務使用者的需要(不論服務對象
是個 人、家庭、團體或社區)。
標準 12 服務單位盡量尊重服務使用者知情下作出服務選擇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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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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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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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中心的人士，必須遵守以下規定:
1)必須正確戴上口罩
2)於門口處量度體溫(攝氏 37.5 度以下)
3)用酒精搓手液清潔手。
4)需申報 14 天外遊資料及密切接觸者有否進行家居隔離等。
5).中心內不能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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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派發九月及十月覆診口罩，十一月或之後覆診，暫不受理。
地址:

青衣長安邨(第二期)安泊樓地下 123 號

電話: 2497-3333/2497 4141/3165 8922
傳真: 2497-4242
面書:

中心手提:5422 5473 /9794 1670

電郵: focec@ess.org.hk

網址: https://focec.org.hk

https://www.facebook.com/FOOKON24973333

中心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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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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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社工 :黃美儀姑娘

徐杏恩姑娘

程序幹事 :馬綺珊姑娘

助理程序幹事 :侯韻韻姑娘

活動幹事 :羅桂芬姑娘

鄧文亮先生

中心社工 :郭柔吟姑娘

計劃主任 :林恩如姑娘

保健員

註冊護士 :黃苗茵姑娘

:廖竹茜姑娘

蔡岳山先生

中心主任 :區麗卿姑娘
揭鳳婷姑娘

事務員

雷曉怡姑娘

:郭錦紅姑娘

服務質素標準知多 D

標準 14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和保密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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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日期: 9/2020 印刷數量:600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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