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福安堂耆趣天地
護老者服務通訊 (2020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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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又再放緩多一點，中心十月份的活動亦逐漸開放更多了！歡迎身為護老者
的你們，可為長者報名有興趣的活動外，自己亦參與適合你的護老活動 (詳情可
閱覽月刊內容)。
今次為大家介紹，中心新增了護老者手提電話，電話號碼︰5422-5473，名稱
為︰「福安護老者」。因此，如有需要，職員會透過此電話號碼發放信息/資訊
給你們。不過，需留意此號碼恕未能即時回覆，如需即時查詢請致電中心電
話︰2497-3333。
祝願大家身心健康！希望往後的日子，歡迎各護老者在中心聚首一堂，彼此學
習和交流照顧經驗。最新資訊可瀏覽我們的 FACEBOOK 或網站。

www.focec.org.hk

福安

秋風起，天氣變得乾燥，以致我們的皮膚易缺水，喉嚨有時亦會感到乾涸。蜂糖有滋
潤，潤躁的作用。因此不少人喜歡在此時沖一杯蜜糖水，潤一潤。
原來「蜜糖」亦有其他作用，但你對「蜜糖」的了解又有多少呢？以下是一篇關於
「蜜糖」的報導，讓我們對它的了解多一點︰

蜜糖抗炎舒緩咳嗽 惟過量增心血管疾病風險
據英國牛津大學研究指，上呼吸道系統感染引致的炎症，絕大部分由病毒造成，處方
抗生素既無效也不合適，而蜂蜜沒副作用之餘，還能避免過量使用抗生素造成的耐藥
性副作用。研究發現蜂蜜很可能可改善上呼吸道系統感染症狀，最明顯是減少咳嗽次
數和咳嗽劇烈程度。不過，蜂蜜治療的形式及用量等確切程度，仍有待進一步研究作
實證。然而食用時又有哪些宜忌須注意？首先，對花粉有過敏反應人士，可能亦會對
蜜糖產生過敏反應，為謹慎起見，應避免食用蜜糖。 其次，由於蜜糖主要成分為果糖
及葡萄糖，進食後會讓人體血糖快速上升，影響血糖控制，所以糖尿病患者應慎食。

知多一點點︰
1. 對糖尿病患者來說，蜜糖同樣會增加的血糖水平，但上升幅度較精製糖低；
2. 雖然蜜糖比精製糖好一點，不過仍需注意攝取量。
3. 蜜糖必須以溫水沖開，高溫會破壞蜜糖的天然養分。
4. 不論直接食用蜜糖或沖水飲，也不應該使用鐵匙或金屬容器，以免蜂蜜與金屬接觸
時產生氧化反應，破壞蜜糖的營養成分。
(以上資訊由社區長者網絡預防感染同行計劃提供)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名額

內容

收費

認識與健康有關的 APP 及
護老講座︰

12/11/2020(四)

小科技講健康

上午 10:30-11:30

資料，包括認識心跳率、
15 人 血壓、步行計、飲食營養

免費

等。
嘉賓︰CSL x 長者安居協會
由葵青地區康健中心分享

護老專題︰

13/11/2020(五)

園藝治療初探

下午 2:30 – 3:30

15 人

1.園藝活動與壓力關係
2.園藝活動對長者的好處

免費

3.室內水種植物介紹
由葵青地區康健中心分享
1.失眠症的評估及標準

護老專題︰

20/11/2020（五）

失眠講拜拜

下午 2:30 - 3:30

15 人

2.失眠與年齡關係
3.失眠成因

免費

4.非藥物治療方法
5.鬆弛練習

陶泥福安齊護老

23/11/2020(一)
上午 11:00-12:30

護老專題：

26/11/2020(四)

認識穴位

上午 10:30-11:30

護老專題：
介紹傳統以外的
殮葬方式

27/11/2020(五)
上午 10:00 – 11:00

教授免燒陶泥手工製作，
7人

並分享護老者心聲。

$20

視藝導師︰陳卓女士
由中醫師分享透過認識穴
15 人 位，從而改善身體痛症。

免費

嘉賓︰香港防癆會
介紹傳統以外的殮葬方
15 人 式。
嘉賓︰食物環境衞生署

免費

恆常活動
護老加油站

護老結伴暖窩心

日期︰2/11/2020 (一)

日期︰19/11/2020 (四)

時間︰上午 9:00 – 10:00

時間︰上午 10:00-11:00

內容︰使用救護車急症室及留院須知

內容︰透過輕鬆減壓運動或遊戲，

嘉賓︰香港老年學會

讓照顧者舒緩照顧壓力，保持身心

名額︰20 人

健康。

收費︰免費

名額︰15 人

痛症

收費︰免費

意見收集

腦退化

如你對特定的照顧主題有興趣，
可向中心職員提出。

癌症
風濕

 意見收集及報名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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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預留位置及作活動準備。
 負責人︰徐杏恩姑娘及揭鳳婷姑娘

以上活動預埋你！

大家有沒有嘗試過當很專注做一件事時，讓你可以暫時忘卻一些煩惱，然後感到很放鬆。
今天為大家介紹一個既可以放鬆，又可以讓大腦動一動的遊戲 —— 「數獨」
（Sudoku）。遊戲規則如下︰
1. 每一直行與每一橫列的數字只可出現一次。
2. 每個小宮格裡的數字同樣只可出現一次。
3. 在空格上可填入數字︰1-6

(資料來源︰http://www.sudoku.org.tw/ )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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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個工作日後︰每天續借為$3；

3. 助行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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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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