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福安堂耆趣天地  

護老者服務通訊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 月) 

請問誰是護老者?  

護老者是指那些對依賴者/弱老 (通常指身體機能／認知功能受損／急

患有各種慢性疾病、如關節痛、中風、老年痴呆等缺乏自我照顧能力

的長者)提供照顧的人。  資料來源︰ 

有甚麼是護老者支援服務 ?   

護老者支援服務一般包括︰ 

 各項訓練課程及教育計劃，以協助護老者處理一般長者的問題，

並且加強護老者在照料長者方面的能力和知識； 

 互助小組，讓護老者聚集一起，結交其他護老者朋友和分享經

驗，藉此互相扶持，增強照顧的能力和信心； 

 護老者資源閣，提供有關安老服務的參考資料； 

 情緒輔導及轉介服務； 

 示範及借用復康器材； 

 社交康樂活動。 

大部分的長者服務單位均有提供護老者支援服務。這些服務單位包

括︰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改善家居

及社區照顧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等。此外，政府資助的安老院

舍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亦提供「長者暫託服務」，為有需要的長

者提供短暫的住宿或日間照顧服務，好讓護老者得到歇息的機會。                              

資料來源︰ 
 



 

 

平日在生活中，我們會遇上不同的壓力，當人長期處於緊張狀態時，肌肉會被

拉緊而不自知，難以放鬆。想時刻保持心理平衡及心境開朗的確是一件不容易

的事。因此，今期為大家介紹一個簡單易學的放鬆方法 -- 「漸進式肌肉鬆弛

練習」，期望大家在緊張的生活中，懂得如何放鬆，保持心理健康。 

 

漸進式肌肉鬆弛練習 

原理是透過放鬆身體的肌肉來幫助消除緊張的感覺。 

練習要點： 

1. 要以最舒服的姿勢坐著或躺著，及在安靜身和溫暖的環境下，不受外界騷

擾，如關掉手提電話。 

2. 細心留意及感受身體肌肉收緊及放鬆時的感覺。 

3. 收緊肌肉及放鬆時間比例 3：5，如保持收緊姿勢 3 秒，放鬆則 5 秒。(不

用刻意數時間，注意肌肉收緊及放鬆時的感覺更重要。) 

4. 如有傷患的人士不宜做此練習，若某部位肌肉受傷，可停做該組肌肉，待

傷癒後再做。 

5. 要有效地掌握漸進式肌肉鬆弛練習，並非一朝一夕的事。只要有恒心地每

天在家中練習一至兩次，每次練習十五至二十分鐘，久而久之，便能夠體

驗到肌肉鬆弛的效果。 

 

 

 

 

 



漸進式肌肉鬆弛練習 

步驟︰ 

首先，開始練習時可以閉上雙眼，放鬆心情， 

腹式或深呼吸數次，讓全身保持放鬆的狀態。 

1. 雙手和雙臂：雙手緊握拳頭，屈起雙臂至胸前，盡力繃

緊肌肉，保持這個姿勢數秒，感受一下肌肉完全收緊的

感覺。拳頭漸漸放開，雙手放鬆，手慢慢伸直回到原

位，手臂放鬆，體會一下手部肌肉由緊至鬆的感覺。 

    

2. 肩膀：肩膀盡量向上推，貼近耳朵。保持數秒，感受一

下肌肉完全收緊的感覺。慢慢將肩膀放下及放鬆，體會

一下頸及肩部肌肉由緊至鬆的感覺。 
 

3. 面部：用力緊縐眉頭，用力閉眼，縐鼻，用力合唇，咬

緊牙關，保持數秒，感受一下肌肉完全收緊的感覺。慢

慢將牙關、雙唇、眼睛、眉頭放開及放鬆，體會一下面

部各組肌肉由緊至鬆的感覺。 

     

4. 胸腹：吸一口氣，挺胸，收腹，保持數秒，感受一下肌

肉完全收緊的感覺。緩緩呼氣，慢慢放開放鬆胸及腹

部，體會一下腹部肌肉由緊至鬆的感覺。 

 

5. 雙腳：提起雙腿，伸直，腳尖指向自己，保持數秒，感

受一下肌肉完全收緊的感覺。慢慢放開放鬆雙腳及腳

尖，回到原位，體會一下腳部肌肉由緊至鬆的感覺。 

 

接著，利用數分鐘時間享受完全放鬆的感覺。 

慢慢由五數到一，張開眼睛，把鬆弛感覺帶回生活之中。 
 

資料來源︰  

  

 

 



   
 

秋冬天氣乾燥，身體未能作出相應調節下，便會出現皮膚乾燥痕癢、鼻乾咽涸、

喉乾咳嗽、痰帶血絲等症狀。又或者身體本身陰血不足，秋冬乾燥時節更易傷上

加傷，所以秋冬季必須多喝湯水進補。以下介紹兩款湯水，希望讓大家過一個健

康溫暖的秋冬。 
 

生地豬蹄湯 

功效：養血潤膚、熄風止癢。 

適合：血虛風燥型皮膚瘙癢症；症見周身瘙癢，皮膚

乾燥，癢如蟲行，夜間更甚的人士飲用；或因

陰血不足，而見面色蒼白、頭暈、心悸、少

眠，舌淡苔薄白，或皮膚乾燥等人士，亦可飲

用。建議飲用次數：一週兩至三次。 

材料：生地 1.5 兩(切片)、豬蹄 1.5 斤 

做法：生地、豬蹄、同放煲中，加水適量，文火煨燉

至豬蹄熟爛後，加入適量鹽、糖、米醋調味。 

 

                                  

 沙參玉竹豬展湯 

 

功效：潤燥生津，滋養肺胃。 

適合：秋冬天氣乾燥，易見咽乾口渴，乾咳少痰，

舌紅少苔的人士飲用。建議飲用次數：一週

兩至三次。      

材料：沙參 3 錢、玉竹 2 錢、麥冬 3 錢、扁豆 1.5

錢、括萋根 1.5 錢，豬展(洗淨)、蜜炙桑葉

1.5 錢、炙甘草 1 錢 

做法：用大約 8 碗水將藥材浸泡 15-30 分鐘，放

入豬展，武火煲滾後轉文火 1-1.5 小時，調

味飲用。 

                                                            資料來源︰   



 

 

項目    項目名稱 次數 日期 時間 內容 收費 

1 
護老加油站

(12/2019) 
1 

2/12/2019 

(一) 
上午 9:00-10:00 

使用救護車、急症室及

留院服務須知。 

嘉賓：香港老年學會 

免費 

2 
護老加油站

(1/2020) 
1 

6/1/2020 

(一) 
上午 9:00-10:00 

有關長者飲食營養。 

嘉賓：香港老年學會 
免費 

3 
護老識飲識食健

康有「營」講座 
1 

16/12/2019 

(一) 
上午 9:00-10:00 

介紹長者健康飲食的原

則，達致均衡飲食，遠

離營養不良。 

嘉賓：長者安居協會 

免費 

4 
護老結伴暖窩心

(12/2019) 
1 

12/12/2019 

(四) 
上午 11:00-12:00 

透過輕鬆減壓的運動

或遊戲，讓照顧者舒

緩照顧壓力，保持身

心健康。 

*名額有限，必須預先登記 

免費 

5 
護老結伴暖窩心

(1/2020) 
1 

16/1/2020 

(四) 
上午 11:00-12:00 免費 

6 
小童探訪：有需

要護老者家庭 
1 

3/12/2019 

(二) 
下午 3:30-5:00 

探訪有需要護老者家

庭，關心問候。 

＊必須經社工預先登記 

免費 

7 

靈康操(三) 

2019 年 

10 至 12 月 

13 
8/10-30/12/19 

(一) 
上午 10:30-11:30 

與曾中風及體弱會員

進行四肢運動。 
$25 

8 
樂優悠 

(10-12 月) 
8 

8/10-31/12/19 

(二) 
下午 3:00-4:00 

透過手工製作、音樂節

拍及椅子操、懷緬元素

等，減緩長者腦退化及

提升其自信心。 

$35 

9 大腦遊戲室 12 
2/10-18/12/19 

(三) 
下午 2:30-3:30 

以遊戲形式訓練手眼

腦協調，加強腦部功

能。 

$30 

溫馨提示：以上活動日期及時間如有更改，一切以中心最後決定為準。 

請留意中心例會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8:00/9:15 DO 計劃:早晨健體初班   2 

(第一班)/ (第二班) (3) 

9:00 護老加油站:使用救護車、急症室

及留院服務須知 

9:30/2:30 電話慰問義工 

10:00  義工興趣:絲襪花創作(11 月)(3) 

10:30  靈康操(8) 

1:00/2:00 二胡初階班/ 二胡進階班(3) 

3:00  DO 計劃-蓆上普拉提伸展班(4) 

8:00/9:15 DO-街坊計劃:早晨健體高班  3 

(第三班)/ (第四班) (3) 

9:00   DO 計劃-核心肌肉訓練緩痛班(4) 

9:00   剪髮 

10:00  義工製作           

10:30  成教長者基礎中文班(3 )    

1:30   正形健膝操(6)                                                                                                                                                                                                                                                                                                                                                                 

2:30   電話慰問義工 

3:00   樂優悠(9)/ 地板冰壺訓練班(7) 

3:30   小童探訪:有需要護老者家庭 

9:00     例會                                       4 

10:00    甜姐兒 

10:30    油彩新天地(7) 

10:30/2:30 電話慰問義工 

1:30     DO 計劃-防跌健體班(5) 

2:30     大腦遊戲室(11) 

8:00/9:15 DO 計劃:早晨健體初班   9 

(第一班)/ (第二班) (4) 

9:00   衛生署講座 

10:00  義工興趣:絲襪花創作(11 月)(4) 

10:30  靈康操(9) 

1:00/2:00 二胡初階班/ 二胡進階班(4) 

3:00  DO 計劃-蓆上普拉提伸展班(5) 

8:00/9:15 DO-街坊計劃:早晨健體高班10  

(第三班)/ (第四班) (4) 

9:00  DO 計劃-核心肌肉訓練緩痛班(5) 

10:00  義工製作 

10:30  成教長者基礎中文班(4) 

1:30   正形健膝操(7)     

3:00   樂優悠(10)/ 地板冰壺訓練班(8) 

9:00    街展                                     11 
10:30   油彩新天地(8)完 

11:00   靚太廣場舞(7) 

1:30    DO 計劃-防跌健體班(6) 

2:30     大腦遊戲室(12) 

 

8:00/9:15 DO 計劃:早晨健體班   16 

(第一班)/ (第二班) (5) 

9:00  護老識飲識食健康有「營」講座 

9:00  糖尿病小組(1) 

10:00  義工興趣:絲襪花創作(12 月)(1) 

10:30   靈康操(10) 

1:00/2:00 二胡初階班/進階班(5) 

3:00    DO 計劃-蓆上普拉提伸展班(6) 

8:00/9:15 DO-街坊計劃:早晨健體高班17 

(第三班)/ (第四班) (5) 

9:00  DO 計劃-核心肌肉訓練緩痛班(6) 

10:00   義工製作 

10:30  成教長者基礎中文班(5) 

1:30   正形健膝操(8)完     

9:30/2:00 聯合送暖 

3:00    樂優悠(11) 

 

9:00   例會                                     18 
11:00   靚太廣場舞(8) 

1:30   DO 計劃-防跌健體班(7) 

2:30   大腦遊戲室(完) 

�8:00/9:15 DO 計劃:早晨健體班   23 

(第一班)/ (第二班) (6) 

9:00  糖尿病小組(2) 

10:00  義工興趣:絲襪花創作(12 月)(2) 

10:30  靈康操(11) 

1:00/2:00 二胡初階班/進階班(6) 

3:00   DO 計劃-蓆上普拉提伸展班(7) 

8:00/9:15 DO-街坊計劃:早晨健體高班24 
(第三班)/ (第四班) (6) 

9:00  DO 計劃-核心肌肉訓練緩痛班(7) 

10:00   義工製作 

10:00  IWE 震機講座 

10:30  成教長者基礎中文班(6) 

3:00    樂優悠(12)/ 方型踏步(1) 

 

                           25 
 

聖誕節 

8:00/9:15 DO 計劃:早晨健體班   30   

(第一班)/ (第二班) (7) 

10:00  義工興趣:絲襪花創作(12 月)(3) 

10:30   靈康操(12)完 

1:00/2:00 二胡初階班/進階班(7) 

3:00   DO 計劃-蓆上普拉提伸展班(8) 

8:00/9:15 DO-街坊計劃:早晨健體高班31 

(第三班)/ (第四班) (7) 

9:00  DO 計劃-核心肌肉訓練緩痛班(8) 

10:00   義工製作(完) 

3:00    樂優悠(13)/ 方型踏步(2)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日 

8:30  活力回春操(10)                  5 

9:00  DO 計劃-物理治療服務 

9:30  DO 計劃防跌太極養生班(3) 

10:00 速檢牙齒服務 

11:00 腦伴同行俱樂部 

3:00  彩虹天地    

 

  6 
9:00   DO 計劃-物理治療服務 

9:00   32 週年韓式燒烤自助餐 

1:30   開心操(8) 

7  
10:00  護老者活動:遊協剪髮 

10:30  DO 計劃家長月會 

 

8 
 

 

                                                12 
8:30   活力回春操(11) 

9:00   DO 計劃-物理治療服務 

9:30  DO 計劃防跌太極養生班(4) 

11:00  護老結伴暖窩心 

3:00   彩虹天地 

                     13 
9:00   DO 計劃-物理治療服務 

9:00   入伍登陸運動班(2) 

2:30   福安 32 情呈晴 

 

       14 
9:00    兵兵同樂日 

9:00    硬地滾球同樂日 

 

15 

    19    
8:30   活力回春操(12) 

9:00   DO 計劃-物理治療服務 

9:30   DO 計劃輕鬆太極養生班(5) 

3:00   彩虹天地 

20 
9:00   DO 計劃-物理治療服務 

10:00  社區防災備災訓練 

1:30   開心操(9) 

2:00   紅姑滋補 

2:30   成教長者基礎英文班(4) 

2:30   聖保祿村服務 

  21  

10:00   尊賢會約咗你 

          

                                                                                                                                                                                                                                                                                                                                                                                                                                                                                                                                                                                                                                                                                                                                                                                                                                                                                                                                           

22 

26 

 

聖誕節翌日 

            27 
9:00   入伍登陸運動班(3) 

11:00  成教普通話(6) 

1:30   開心操(10)完 

3:00   糖尿天使:健康烹飪分享會 

 28  

10:00 金曲 SHA LA LA 

29   

聖 靈 所 結 的 果 子 、 就 是 仁 愛 、 喜 樂 、 和 平 、  

忍 耐 、恩 慈 、 良 善 、 信 實 、溫 柔 、 節 制 ．  

這 樣 的 事 、 沒 有 律 法 禁 止 。 (加拉太書 5:22-23)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你們要以感謝向耶和華歌唱，用琴向我們

的神歌頌。(詩篇 147:7) 
1 

 

8

:00/9:15 DO 計劃:早晨健體班        6 

 (第一班)/ (第二班) (8)完 

9:00   護老加油站:長者飲食營養 

9:00   社區防跌行動 

9:30/2:30 電話慰問義工 

10:00  義工興趣:絲襪花創作(12 月)(4) 

10:30  靈康操(1) 

1:00/2:00 二胡初階班/進階班(8)  

3:00 DO 計劃-普拉提上肢肌力訓練班(1) 

8:00/9:15 DO-街坊計劃:早晨健體高班7 
(第三班)/ (第四班) (8)完 

9:00DO 計劃:肩頸伸展及上肢肌力訓練班(1) 

9:00 剪髮/糖尿病小組(4) 

10:00 義工製作 

10:30 成教長者基礎中文班(7) 

1:30  正形健膝操(1) 

2:00  妙韻頌佳音(1) 

2:30  電話慰問義工 

3:00  樂優悠(5) /方型踏步(3) 

            8 
10:30    油彩新天地(1) 

10:30    認知刺激訓練(1) 

10:30/2:30 電話慰問義工 

11:00    靚太廣場舞(9) 

1:30     DO 計劃-防跌健體班(8) 

2:30     大腦遊戲室(1) 

   13 
9:00  糖尿病小組(5)  

10:00 義工興趣:絲襪花創作(1 月)(1) 

10:30 靈康操(2) 

 

3:00  DO 計劃-普拉提上肢肌力訓練班(2) 

14 
9:00DO 計劃:肩頸伸展及上肢肌力訓練班(2) 

9:30/2:00 新春聯合送暖 

10:00  義工製作 

10:30  成教長者基礎中文班(8) 

1:30   正形健膝操(2) 

2:00   妙韻頌佳音(2) 

3:00   樂優悠(7)/ 方型踏步(4) 

9:00     例會                                   15         

10:00    甜姐兒 

10:30    油彩新天地(2)  

10:30    認知刺激訓練(2) 

11:00    靚太廣場舞(9) 

1:30     DO 計劃-缓痛伸展班(1) 

2:30     大腦遊戲室(2) 

年廿六            20 
      

9:00   衛生署講座 

10:00  義工興趣:絲襪花創作(1 月)(2) 

10:30  靈康操(3) 

1:00/2:00 二胡初階班/進階班(1) 

3:00  DO 計劃-普拉提上肢肌力訓練班(3) 

年廿七              21 
9:00DO 計劃:肩頸伸展及上肢肌力訓練班(3) 

10:00  義工製作 

10:30  成教長者基礎中文班(9) 

1:30   正形健膝操(3) 

2:00   妙韻頌佳音(3) 

3:00   方型踏步(5) 

 

年廿八                    22 
10:30    油彩新天地(3) 

10:30    認知刺激訓練(3) 

2:30     大腦遊戲室(3) 

                                                    27 
 

農曆年初三 
 

 

 

 

 

 

28 
 

農曆年初四 
 

                           29 

9:00     衞生署講座 

10:30    油彩新天地(4) 

10:30    認知刺激訓練(4) 

2:30     大腦遊戲室(4)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日 

9:00  例會                                     2                                                                                                                                                                                                                                                                                                                                                                                                                                                                                                                                                                                                                                                                                                                                                                                                                                                                                                                                                                                                                                                                                                                                                                                                                                                                                                                                                                                                                                   

8:30  活力回春操(1) 

9:00  糖尿病小組(3) 

9:00  DO 計劃-物理治療服務 

9:30  DO 計劃防跌太極養生班(6) 

 

                3 
9:00   DO 計劃-物理治療服務 

9:30   鼠年探米奇 

11:00  成教普通話(7) 

2:30   成教長者基礎英文班(5) 

1:30   開心操(1) 

                     4 
9:00    兵兵同樂日 

9:00    硬地滾球同樂日 

 

   

5  

   

 

                           9                                                                                                                                                                                                                                                                                                                                                                                                                                                                                                                                                                                                                                                                                                                                                                                                                                                                                                                                                                                                                                                                                                                                                                                                                                                                                                                                                                                                                                    

8:30  活力回春操(2) 

9:00  DO 計劃-物理治療服務 

9:30  DO 計劃輕鬆太極養生班(7)  

11:30 彩虹天地—團年飯 

           

                  10 

9:00   DO 計劃-物理治療服務 

9:00   入伍登陸運動班(4) 

10:30  護你同行講座:慢阻肺病知多啲 

11:00  成教普通話(8) 

2:30   迪迪嚟生日會 

11 
9:00    兵兵同樂日 

9:00    硬地滾球同樂日 

 

12 

16 

8:30  活力回春操(3)  

9:00  DO 計劃-物理治療服務 

9:30  DO 計劃輕鬆太極養生班(8)  

11:00 護老結伴暖窩心 

3:00  彩虹天地 

                 17 
9:00   入伍登陸運動班(5) 

9:00   DO 計劃-物理治療服務 

11:00  成教普通話(9) 

11:00  福安團年飯 

1:30   開心操(2) 

2:00   紅姑滋補 

2:30   成教長者基礎英文班(6) 

18    
9:00    理大視力篩查服務日 

 

19 

 

年廿九                23                                                                                                                                                                                                                                                                                                                                                                                                                                                                                                                                                                                                                                                                                                                                                                                                                                                                                                                                                                                                                                                                                                                                                                                                                                                                                                                                                                                                                                   

 

11:00 腦伴同行俱樂部 

3:00  彩虹天地 

 年三十               24  
 

1:30   開心操(3) 

 

25  
 

農曆年初一 

26 
農曆年

初二 

9:00  例會                                30                                                                                                                                                                                                                                                                                                                                                                                                                                                                                                                                                                                                                                                                                                                                                                                                                                                                                                                                                                                                                                                                                                                                                                                                                                                                                                                                                                                                                                   

9:00  DO 計劃-物理治療服務 

3:00  彩虹天地 

                     31  
9:00   DO 計劃-物理治療服務 

11:00  成教普通話(10) 

1:30   開心操(4) 

2:30   成教長者基礎英文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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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2497 4242    網址：www.foce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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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1/2019           印刷數量：250 份 

代售服務 價錢 

1. 美國雅培加營素奶粉 (900 克 ) $170 

2. 美國雅培加營素奶粉 (400 克 )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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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售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 10:30-下午 4:30 

 星期六   

上午 9:00- 下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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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助行手杖 

3. 助行架 

 

4. 護老影音產品及書籍 

 

費用︰ 

 首七個工作日︰免費借用； 

 七個工作日後︰每天續借為$3； 

 30 天後︰每天續借為$10 

首十四個工作日免費借用，以後續借費用為每天$3 一日 

 

https://www.facebook.com/FOOKON24973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