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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會服務使命＞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是全球基督教青年會運動的一員, 又為一建基香港之基督教服務組織, 本著「非以役人,
乃役於人」之基督精神, 聯合同道, 推廣天國, 致力倡導及培育青年肩負社會責任、關懷祖國、放眼世界;並通
過多元化服務、全人發展、對弱群之承擔及推動從個人至社會修和;努力建設一個文明、有愛心的香港。 
 

 `   
1.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局成立二十五周年 – 「共慶回歸顯關懷」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中心早前 

獲民政事務處邀請，向中心服務範圍內之獨居、 

兩老家庭會友邀請接受回歸禮物包。 

 

稍後時間 7 月中至 8 月，早前邀請的合資格人士將會 

收到中心電話預約，安排義工上門派發。 
 

備註：以上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 

 

 

 

2.恒生福袋暖萬心 

本中心獲恒生銀行資助一批抗疫物資包，已於 4 月開始陸續派發給各會友及新會友。 

 

 

 

 

 

 

 

中心消息 

會友派發 

 首輪經 WhatsApp 廣播登記物資包已完成； 

其餘未領取的會友，可到中心領取， 

中心將按會友之會藉日生效期日分批作通知 

新會友招募 

如未曾受惠中心派發的恒生抗疫物資包之新入會會友 

亦可獲物資包一份，派完即止 



 

 

 

 

 

 

 

 

 

 

 

 

 

 

SQS《服務質素標準》知多 D  

  

3.火警演習 

為保障本中心各同工及服務使用者，於本中心發生 

緊急事故或火警時的生命安全，本中心市政大廈三樓      

及悅翠分處將於 2022 年 7 月 25 日至 29 日期間， 

進行火警演習，敬請各位留意！ 

 

 

4.新同工介紹 

hello 大家好！我係嵐嵐呀，係新入職的資訊科技助理， 

好開心有呢個機會認識大家！ 

 

如果大家有手機應用問題，可以同我預約時間查詢， 

睇下幫唔幫到大家。 

 

見到我塊面咁包就知，係放假嘅時候，同大家一樣最鍾意 

就係宅係屋企瞓覺、煲劇同食野，哈哈。所以對於食都有 

所研究，最大嘅興趣就係走遍各地去搵網上大熱同埋其他 

人推介嘅美食。 

 

大家如果有咩好介紹記住話我知啦：) 

中心消息 

標準七： 

服務單位實施政策及程序以確保有效的財政管理。 

 
 

標準八： 

服務單位遵守一切有關的法律責任。 

 
 

會友如有任何查詢或意見，歡迎與職員聯絡。 



  

 

快訊站 – 多做伸展身體好 

 

 

 

 

 

 

 
 

 

 

活躍「耆」年活動 

1.「共慶回歸顯關懷」禮物包派發義工招募 

 日期： 時間： 

1.1 2022/ 7/7 (四) 上午 11:30 – 下午 12:45 

1.2 2022/ 7/8 (五) 下午 2:30 – 3:30 

1.3 2022/ 7/11 (一) 下午 2:30 – 3:30 

1.4 2022/ 7/13 (三) 下午 2:30 – 3:30 

地點：柴灣區 

內容：上門派發「共慶回歸顯關懷」禮物包 

對象：有意服務社區之會友 

名額：20 名 

備註：行動不便者請自行評估是否適合參與 

查詢：鄒姑娘及甄姑娘  

「日日運動身體好男女老幼做得到」大家又能否做得到? 雖然我們生活上總會有不

同的事情需要緩急處理，但最重要的依然是我們的身體健康! 原來大家只要每日花

費 10 分鐘時間，做一下簡單的伸展運動，就已經是一個建立運動的好習慣。 

 

多做伸展，除能夠改善柔軟度之外，亦能夠預防心血管疾病。根據《美國心臟與循

環系統雜誌》的研究指出，柔軟度較佳的人，血管比較有彈性，而彈性則有助於緩

解血壓問題；相反地，筋太硬的話，肌肉及血管有機會出現伸縮困難，從而引發各

種心血管疾病。 

 

另外，多做伸展運動，亦能夠增加關節靈活度，減低受傷的機會；同時能促進血液

循環及提升新陳代謝，迅速消除疲勞及改善水腫問題；而且能夠 

減低不良姿勢而出現的肌肉痠痛或腰痛、緩解壓力及減緩緊張性 

頭痛。如大家對簡單的伸展運動有興趣學，歡迎留意中心的伸展 

班的公佈吧! 

 

資料來源：美國心臟與循環系統雜誌 
快訊專員：張姑娘 

目的：透過參與多元化的活動，讓長者得以保持身心健康，

從而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及擴闊其社交圈子 

 



 

 

 

活躍「耆」年活動 

2.鬆一「zoom」 
 
 

日期 內容 

2022/7/11(一) 多一點美食 – 消暑椰子雪糕 

2022/7/18 (一)  多一點運動 – 體適能冷知識 
 
 

時間：下午 2:00 – 2:30 

形式：透過 Zoom 視像進行 

對象：中心會友 

名額：不限 

費用：免費 

備註：不用報名，邀請網址將透過 Whatsapp 廣播訊息發放 

3.老友記 ‧ 身心靈 ‧ 鬆一「zoom」 
 
 

日期 內容 

2022/7/13 (三) 體適能冷知識 

2022/7/20 (三) 優惠資訊站 

2022/7/25 (一) 多一點資訊 – 24 節氣知多少 

2022/7/27 (三) 簡單打卡景點分享 
 

時間：下午 2:00 – 2:30 

形式：透過 Zoom 視像進行 

對象：中心會友 

名額：不限 

費用：免費 

備註：1.由本會九龍聯青社贊助 

2.不用報名，邀請網址將透過 Whatsapp 廣播訊息發放 

查詢：甄姑娘 

目的：透過參與多元化的活動，讓長者得以保持身心健康，

從而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及擴闊其社交圈子 

 



  

 

活躍「耆」年活動 

4.第三期躍動康健獎勵計劃宣傳短片 

體適能運動 

日期：2022/7/13 (三) 

時間：中心開放時間 

形式：透過 WhatsApp 廣播訊息發放內容 

內容：由一級私人健身教練帶領大家在家

中進行體適能運動 

對象：中心會友 

名額：不限 

費用：免費 

備註：1.鳴謝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半島南

扶輪社及台北城東扶輪社贊 

助購買運動器材 

2.不用報名，邀請網址將透過

Whatsapp 廣播訊息發放 

查詢：甘 SIR 

5.樂齡女童軍 

集會活動 

日期：2022/7/14,28(四) 及 

2022/8/11,18 (四) 

時間：下午 2:30 – 4:00 

形式：透過 Zoom 視像進行或中心集會 

內容：女童軍集會 

對象：樂齡女童軍隊員 

費用：$10 (月費) 

備註：1.須穿著整齊戶外制服 

2.歡迎 55 歲或以上女性會友 

查詢：鄒姑娘 

6.友愛共融計劃-跳躍舞動計劃 

(第一期) 

日期：2022/7/15 至 8/19 (五)  

時間：上午 10:15 – 11:30  

地點：活動室一、二 

內容：1.以本地流行曲來學習舞蹈(5 堂)  

2.Zoom 視像形式分享會 

對象：長者會友 

名額：15 名 

費用：$50 

備註：1.由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福利

辦事處友愛共融 2022 服務贊助 

      2.由富有教導跳舞班的經驗導師負責 

查詢：劉姑娘 

7.康健緩痛壓點評估  

日期：2022/7/19 (二) 

時間：上午 10:00 – 下午 12:30 

地點：活動室三 

內容：1.坐姿壓點評估 2.座墊配對 

對象：需要長期坐卧的會友或中心個案 

名額：10 名 (每 15 分鐘一位) 

費用：免費 

備註：1.分時段進行，每 15 分鐘一人 

2.鳴謝半島南扶輪社及台北城東扶輪 

物資贊助 

3.此活動只適用於中心恢復實體活動 

查詢：甘 SIR 

目的：透過參與多元化的活動，讓長者得以保持身心健康，

從而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及擴闊其社交圈子 

 



 

 

 

活躍「耆」年活動 

8.樂悠咭登記站 

日期： 2022/7/21 (四) 2022/8/30 (二) 

對象： 未來 3 個月內年滿 60 歲 或 

1955 至 1956 年出生長者會友 

未來 3 個月內年滿 60 歲 或 

1954 至 1956 年出生長者會友 

時間： 下午 3:30 – 4:30 (每半小時一個時段) 下午 3:30 – 4:30 (每半小時一個時段) 

地點：活動室一、二 

內容：協助合資格的長者登記樂悠咭，參加者需備有身份證、地址及 

白色或純淺色背景之彩色個人證件相片(硬照或手機內電子本階可) 

名額：每時段 8 名 

費用：免費 

查詢：甄姑娘 

9.預約換領身份證 

日期：2022/7/21 (四) 

時間：下午 2:30 – 3:30 

地點：活動室一、二 

內容：協助登記及預約換領身份證身 

對象：尚未預約換領身份證身之長者會友 

名額：8 名 

費用：免費 

查詢：甄姑娘 

10.手機遊戲潮什麼 

日期：2022/7/15 (五) 

時間：下午 2:30 – 3:30 

地點：活動室一、二 

內容：齊玩運動體感遊戲及「大腦訓練」認知遊戲， 

考驗你的手腳協調及腦筋 

對象：長者會友 

名額：10 名 

費用：$10 

查詢：嵐嵐姑娘 

目的：透過參與多元化的活動，讓長者得以保持身心健康，

從而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及擴闊其社交圈子 

 



  

 

活躍「耆」年活動 

 

 

 

 

 

 

 

 

 

 

 

11.第三期躍動健體運動成效研究簡介會 

日期：2022/7/28 (四) 

時間：第一時段上午 10:30 – 11:15 

      第二時段上午 11:15 – 中午 12:00 

地點：活動室一、二 

內容：以下計劃項目詳情將於簡介會內發佈 

 

計劃項目 日期 / 內容 備註 

計劃前及後體適能測試 前測預期 8 月 6 日進行， 

後測暫定 2022 年 11 月進行 

由物理治療師負責 

體適能運動 參與 8 節訓練，逢星期四上午舉行 

(暫定 8 月 18 日開班) 

由一級私人健身教

練帶領 

預約健體閣器械運動 參與 12 星期，每星期可預約 4 節服

務，每節 30 分鐘 

(計劃前體適能測試後開始) 

需持有效器械使用

証 

 

對象：中心會友 (需首次參與該計劃) 

名額：30 名 (每時段 15 名) 

費用：＄50 (已包括所有計劃項目) 

備註：1.計劃與半島南扶輪社及台北城東扶輪社合辦 

      2.參加者只需出席其中一個時段 

3.有關收集數據將作計劃研究之用，參加者出席當日需簽署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查詢：甘 SIR 

目的：透過參與多元化的活動，讓長者得以保持身心健康，

從而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及擴闊其社交圈子 

 

躍動康健獎勵計劃 2020-2022 

 

多個研究報告指出，建立恆常及適量運動習慣，能有效預防、改善多種長期病

患，透過適當健身器械亦能協助不同人士達致恆常運動的目標，是次獎勵計劃，

旨在鼓勵各會友使用中心健體閣服務，並達致每星期進行 150 分鐘中等強度運

動，並透過收集運動數據作成效研究及單位活動發展參考之用，計劃詳情將於以

下簡介會發佈： 
 



 

 

 

活躍「耆」年活動 

12.樂聚坊 7 月份 

日期：2022/7/29 (五) 

時間：下午 2:30 – 3:30 

地點：活動室一、二 

內容：齊玩桌遊及團體遊戲 

對象：長者會友 

名額：10 名 

費用：$5 

查詢：甄姑娘 

13.躍動康健 – 健體閣特別版 8/2022  

日期：2022/8/1,8,15,22,29 (一) 

時間：上午 9:00 – 中午 12:00 及  

下午 2:00 – 5:00 (分 6 個時段，每時段 1 小時) 

地點：健體閣 

內容：1.健體閣器械使用 

2.每人可選擇其中一個時段 

      3.每項器械可使用 15 分鐘 

對象：躍動康健獎勵計劃舊生 

名額：24 名 (每時段 4 名) 

費用：$30 

備註：計劃與半島南扶輪社及台北城東扶輪社合辦 

查詢：甘 SIR 

14.長幼網聚交流日 

日期：2022/8/2 (二) 

時間：上午 10:00 – 11:00 

地點：透過 Zoom 視像進行 

內容：1.網上小遊戲 2.齊做健腦操 

對象：長者會友 

名額：25 名 

費用：免費 

備註：此活動與衛理中學合辦 

查詢：甘 Sir 

目的：透過參與多元化的活動，讓長者得以保持身心健康，

從而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及擴闊其社交圈子 

 



  

 

活躍「耆」年活動 

15.器械健體教室–上肢訓練器 8/2022  

日期：2022/8/19 (五) 

時間：A 班：下午 3:00 – 4:00； 

B 班：下午 4:00 – 5:00 

地點：義工房 

內容：簡介中心健身器械之正確及安全使用方法 

對象：會友 

名額：每班 8 名 

費用：$10 

備註：1.參加者需穿著輕便衣服及運動鞋 

      2.課程安排器械使用評估，並會發放器械使用証 

鳴謝：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贊助購買運動器材 

查詢：甘 SIR 

16.Youtube 應用小技巧 

日期：2022/8/4 (四) 

時間：下午 2:30 – 3:30 

地點：活動室一、二 

內容：1.Google 帳戶在 Youtube 的功能 

2.如何搜尋短片及訂閱、 

建立我的清單 

3.管理通知功能 

對象：長者會友 

名額：10 名 

費用：$10 

備註：參加者需備有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 

查詢：嵐嵐姑娘 

17.衛生局講座 – 活力長者健身操 

日期：2022/8/24 (三) 

時間：上午 10:15 – 11:15 

地點：活動室一、二 

內容：1.教導適合長者的簡易健身操，鍛鍊 

長者身體各部份機能，包括：鍛鍊

平衡力、柔韌度、訓練肌力及身體

各部位協調能力 

2.如何應用「健康飲食金字塔」 

對象：長者會友 

名額：15 名 

費用：免費 

備註：1.衛生署外展護士負責主講 

      2.穿著輕便衣裝 

查詢：劉姑娘 

目的：透過參與多元化的活動，讓長者得以保持身心健康，

從而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及擴闊其社交圈子 

 



 

 

 

活躍「耆」年活動 

18.柴長愛心廚房 

日期：2022/8 月(暫定)，逢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領取時段：中午時段 

地點：活動室三 

內容：為減少浪費食物及支援區內有經濟困難之長者，以提供熱飯午餐 

對象：1.年滿 65 歲或以上之獨居或兩老之長者；及 

      2.現正領取政府發放之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或傷殘津貼 

名額：20 名 

費用：免費 

備註：1.登記需接受社工評估後方可使用服務；每月 15-20 號可申請登記下月服務， 

        如該月服務時間無故缺席兩次，下月服務將不接獲申請 

      2.如遇惡劣天氣(黑雨或八號熱帶氣旋警告訊號)，服務將會暫停 

      3.活動與惜食堂合辦 

注意事項：1.食物款式隨機派發，不得選擇 

          2.每次領取熱餐時，需自攜食物保溫袋或乾淨環保袋作盛載 

          3.服務使用者領取熱餐後，需盡快回家，並於 1.5 小時內享用 

          4.為確保食物質素，如未能全部食用完畢，必須棄掉盒內所有食物 

同時不可把剩食重覆翻熱食用 

          5.享用熱餐後，服務使用者須自行清洗環保飯盒，並於下次領取熱 

            餐時交回；如未有清洗乾淨或未能交回飯盒，每個飯盒需賠償$20 

查詢：鄒姑娘 

19.柴長愛心廚房 – 男神助廚義工招募 

日期：2022/8 月(暫定)，逢星期一至五中午時段，公眾假期除外 

時間：中午時段 

地點：活動室三 

內容：協助柴長愛心廚房運作 

對象：男性會友 

名額：10-12 名 

費用：免費 

查詢：鄒姑娘 

目的：透過參與多元化的活動，讓長者得以保持身心健康，

從而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及擴闊其社交圈子 

 



  

 

「腦」友記支援活動 

20.智醒腦友記(2022 年 8 月) 

日期：2022/8/1,8,15,22 (一) 

時間：下午 2:30 – 3:30； 

地點：活動室一 

內容：運用懷舊元素為長者 

提升心理及社交健康 

對象：經中心評估為輕度或初期認知障礙症

長者 

名額：8 名 

費用：$20 

查詢：馬姑娘 

21.健腦手指操 

日期：2022/8/1,8,15,22 (一) 

時間：下午 3:30 – 4:30； 

地點：活動室一 

內容：通過四肢及眼睛協調等動作，可訓練

腦部，提升專注力及記性，延緩大腦

衰老 

對象：經中心評估為輕度或初期認知障礙症

長者 

名額：8 名 

費用：$20 

查詢：馬姑娘 

22.認知能力評估 

日期：2022/8/15 (一) 

時間：上午 9:00 – 10:00 

(每 15 分鐘 1 名) 

形式：活動室一 或電話評估 

內容：假如你發覺家人的認知及記憶狀態

有所退步，但不清楚那是正常老化

或是腦退化症的先兆，可以到中心

預約就家人的情況作出初步的評估 

對象：長者會友 

名額：4 名 

費用：免費 

備註：敬請先行致電負責職員， 

以便預約時間進行評估 

查詢：馬姑娘 

23.健腦智多星 (8 月) 

日期：2022/8/17 (三) 至 8/19 (五) 

時間：8/17 (三)，上午 10:30 開始發放 

形式：透過 WhatsApp 廣播訊息發放或 

到中心領取工作紙 

內容：回答有獎問題，日常多動腦筋，有 

助保持良好的認知能力 

對象：懷疑或確診患有認知障礙症的會友 

名額：20 名 

費用：免費 

備註：1.參與的參加者回答後會收到

WhatsApp 回覆 

2.答中問題可獲精美禮物一份 

3.領獎日期為 2022/8/22 – 8/29 辦 

公時間內，逾時作放棄論 

查詢：馬姑娘 

目的：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以支援認知障礙症患者

及其護老者，以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 



 

 

 

護老支援活動 

24.護老先鋒招募(2022 年 7-9 月) 

日期：2022/7/25、8/29 及 9/26 (一) 

時間：上午 10:00 – 中午 12:00 

地點：活動室一 

內容：每月定期以電話慰問區內體弱長者及

護老者，及成為運動大使，陪伴長者 

進行家居運動訓練 

對象：有意支援體弱長者的社區人士 

名額：15 名 

費用：免費 

備註：以上日期為義工聚會日期， 

服務日期會再作安排 

查詢：馬麗貞 

25.護老鬆一鬆 — 天然驅蚊噴霧 

日期：2022/7/13 (三) 

時間：下午 3:00 – 4:00 

地點：活動室一、二 

內容：天氣炎熱，又到小昆蟲開始活躍的季 

節，不想被蚊蟲騷擾，又擔心化學驅 

蟲劑，可以自製天然驅蚊噴霧 

對象：護老者及長者會友 

名額：護老者６名；長者會友４名 

費用：$20 

備註：1.參加者請自行留意是否適合用精油 

      2.每人可獲得一支 120ML 驅蚊噴霧 

查詢：馬姑娘 

26.護老鬆一鬆 – 幻彩投影小夜燈 

日期：2022/7/27 (三) 

時間：下午 2:30 – 3:30 

形式：活動室一、二或透過 Zoom 視像進行 

內容：透過自製幻彩投影小夜燈，讓護老者

有一個放鬆紓壓的時間  

對象：護老者或長者會友 

名額：護老者 8 名；長者 4 名  

費用：$20 

查詢：張姑娘 

27.開心唱家班 

日期：2022/8/1,8,22 (一) 

時間：上午 10:00 – 11:00 

地點：活動室一、二 

內容：用聲訓練及唱歌呼吸方法，透過練習 

時代金曲，舒解壓力 

對象：護老者或長者會友 

名額：護老者８名；長者會友 4 名 

費用：免費 

查詢：馬姑娘 

目的：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以減輕護老者的壓力，

並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 



  

 

護老支援活動 

28.靜觀舒壓曼陀羅 

日期：2022/8/8 (一) 

時間：上午 9:00 – 10:00 

地點：活動室一、二 

內容：以靜觀呼吸配合曼陀羅彩繪， 

練習專注當下，舒解壓力 

對象：護老者 

名額：護老者８名 

費用：$20 

查詢：馬姑娘 

29.靜心禪繞畫(進階班) 

日期：2022/8/9,16,23,30 (二)  

時間：下午 2:00 – 3:30 

形式：活動室一或透過 Zoom 視像進行 

內容：透過禪繞藝術，讓護老者放鬆及專注

於自己的身心 

對象：護老者或長者會友 

名額：護老者 5 名；長者會友 3 名 

費用：$40 

備註：1.參加者須曾經參加過禪繞畫活動 

      2.由禪繞畫認證導師教授 

查詢：張姑娘 

30.知藥用藥 – 糖尿病 

日期：2022/8/11 (四) 

時間：上午 10:30 – 11:30 

形式：活動室一或透過 Zoom 視像進行 

內容：透過藥劑師講解糖尿病的藥物知識 

對象：護老者或長者會友 

名額：護老者 10 名；長者會友 5 名 

費用：免費 

備註：與聖雅各福群會合辦  

查詢：馬姑娘 

31.護老迎新會 

日期：2022/9/21 (三) 

時間：下午 2:30 – 3:30 

形式：活動室一、二或透過 Zoom 視像進行 

內容：1.簡介護老者服務 

      2.迎新活動 

對象：2022 年 1－9 月新入會護老者會友 

名額：20 名 

費用：參加者可獲禮物乙份 

查詢：張姑娘、馬姑娘 

目的：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以減輕護老者的壓力，

並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 



 

 

 

護老支援活動 

 

優惠天地 
  

 
32.倍力康及倍速定 

 

 
33.加營素及怡保康 

日期 2022/7/18 (一) 暫訂 2022/8/15 (一)  

時間 上午 10:00 - 中午 12:00 上午 9:00 – 下午 4:00 

地點 義工室 活動室一至三 

內容 安排已成功訂購會友於指定時段到本

中心領取奶粉 

安排已登記會友於指定時段到本中心

購買奶粉，每半小時 30 個名額 

對象 會友 會友 

費用 倍力康營養粉 500 克 $76  

倍力康2千卡 200ml $468 (1箱24支)         

倍速定       200ml $468 (1箱24支) 

果之保       200ml $432 (1箱24支) 

加營素      900 克  $173 

低糖加營素  850 克  $178 

怡保康      850 克  $215.5 

活力加營素  850 克  $215 

備註 費森尤斯卡比藥廠派員主理 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派員主理 

買奶粉當日必須出示有效會員證及預約紙 
 

34.護老資源閣服務 

(一) 租借復康器材收費表 

 復康器材 按金 每星期租金 

1 拐杖、腳叉、圍架 $30 $10 

2 輪椅 $200 $20 
 
(二) 租借復康器材守則 

對象：必須為本中心會員或護老者會員 

備註：1.一般情況下，每季可借六個星期，若沒有其他會友輪侯借用， 

則可再借用多兩星期 

2.收費以最少一星期計算，最多以兩星期為限 

3.所有租用物品必須先付按金。交還物品時須帶備「借用/租用物品登記表」作 

退回按金之用，交還物品經檢收無缺，按金會發還租用人 

4.所有物品已於借用前檢查妥當，並懂得正確之使用方法，如有任何損毀或遺失， 

       借用人須照價賠償 

5.所有借用物品均須準時交還本中心，若逾期歸還，收費以最少一星期計算 

6.若借用人經常不依期歸還借用物品，中心有權終止借用人日後借用物品的權利 

目的：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以減輕護老者的壓力，

並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 



  

 

悅翠分處 - 護老支援活動 
35.椅上橡筋操 

日期：2022/7/12,19,26 (二) 

時間：下午 2:30 – 3:30 

地點：悅翠分處活動室一 

內容：坐在椅上利用橡筋帶鍛鍊肌力運動 

對象：長者會友 

名額：10 名 

費用：$30 

查詢：強 SIR 

36.鼓樂傳晴(8 月) 

日期：2022/8/5,12,19,26 (五) 

時間：下午 2:00 – 3:00 (A 班) 

      下午 3:00 – 4:00 (B 班) 

形式：悅翠分處活動室一 

內容：透過手鼓進行輕鬆遊戲，健體強身 

對象：護老者或長者會友 

名額：A 班 8 名；B 班 8 名 

費用：$50 

查詢：馬姑娘 

37.全自動沐浴機服務 

香港居住環境狹窄，照顧者要照顧好家中行動不便的長者，並不是件易事。 

全自動沐浴機就是讓自理能力衰退的長者，可以自理沐浴，無需依賴他人協助， 

保障其私隱及尊嚴 

 

日期：2022/7-9 月 

時間：中心開放時間 

地點：悅翠分處洗手間 

內容：利用全自動沐浴機沐浴 

對象：有需要長者會友 

名額：每日 4 名 

費用：每次$90 

備註：有興趣者請先登記留名 

查詢：鄒姑娘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柴灣友愛」鄰里護助計劃 
 

9 月護老者休息站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38.抓子小玩意 9/1 (四) 上午 10:30 – 

中午 12:00 

社署東柴灣綜合

家庭服務中心 

8 名 

39.乾枝小花盆 9/8 (四) 下午 2:30 – 4:00 悅翠分處 

活動室一、二 

8 名 

40.椅上操及小手工 9/15 (四) 上午 10:30 – 

中午 12:00 

社署東柴灣綜合

家庭服務中心 

8 名 

41.豆腐花布甸 9/22 (四) 下午 2:30 – 4:00 悅翠分處 

活動室一、二 

8 名 

42.馬賽克杯墊 9/29 (四) 下午 2:30 – 4:00 悅翠分處 

活動室一、二 

8 名 

對象：護老者 
 
 

活動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43.社區醫護資訊站- 

規劃圓滿人生 

9/7 (三) 上午 9:45 – 10:45 悅翠分處 

活動室一、二 

10 名 

44.大笑瑜珈哈哈哈 
9/6,13,20,27 

(二) 

上午 11:00- 

中午 12:00 

基督教宣道會 

興華堂 
15 名 

對象：長者或護老者 

義工招募 內容 名額 

45.健康大使 接受專業培訓，學習長者身體及認知退化的知識，參與

及協助「健康資訊站」、「開心舞蹈團」活動 

10 名 

46.護老大使 於「護老者休息站」活動當中，陪伴體弱長者進行活

動，讓護老者可以參與中心的活動 

10 名 

47.關懷大使 由社工帶領，定期在中心當值，為社區人士及照顧者解

答有關社區資源等查詢 

10 名 

對象：長者或護老者 

 

費用：免費 

報名方法及查詢：2022/7/6 (三)，下午 2:30 開始可致電悅翠分處 2556 8800， 

以電話先到先得方式登記報名 

備註：由勞工及福利局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 

查詢：梁姑娘、張 SIR 

以上活動可選報其中兩項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柴灣友愛」鄰里護助計劃 
活動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48.糖尿病互助 

小組 

7/15,22,29 (五) 

8/5,12,19 (五) 
上午 9:45-11:15 

悅翠分處 

活動室一、二 
15 名 

49.認知障礙症 

管理小組 

9/19(一),27 (二) 

10/3,10,17,24 (一) 
上午 9:45-11:15 

悅翠分處 

活動室一、二 
15 名 

50.慢性腰膝疼

痛支援小組 

9/30 (五) 

10/7(五),14(五),19(三) 

11/11,18 (五) 

上午 9:45-11:15 
悅翠分處 

活動室一、二 
15 名 

對象：長者 

 
照顧者熱線 

照顧者面對不少壓力，除了照顧長者，更要好好照顧自己的情緒，有需要時應該要向

他人尋求協助。 
 

熱線由計劃社工或關懷大使提供支援服務，透過電話或社交通訊應用程式 (例如：

Whatsapp)，為照顧長期需要照顧長者的家屬照顧者解答照顧疑難及提供情緒支援。 
 

記得要照顧好自己，才能好好照顧其他人。 
 

歡迎致電或 Whatapps 計劃手提電話號碼 91796921，註明：我想參加照顧者熱線。 

 
 

活動花絮：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護老者休息站 

 

 

 

 

 

 

 

費用：免費 

報名方法及查詢：2022/7/6 (三)，下午 2:30 開始可致電悅翠分處 2556 8800， 

以電話先到先得方式登記報名 

備註：由勞工及福利局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 

查詢：梁姑娘、張 SIR 

參加者可獲精美禮物一份 



 

 

 

 
 
 
柴灣長者鄰舍中心 
地址：香港柴灣道 338 號柴灣市政大廈 3 樓 
電話：2898 0752  傳真:2898 0754 
電郵：cwsce@ymca.org.hk 
開放時間：星期一至五 ( 8:30am-5:00pm) 
     星期六   (8:30am-1:00pm 及 2:00am-5:00pm)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悅翠分處 
地址：香港柴灣茵翠街 9 號悅翠苑 B 翼地下 
電話：2556 8800 
開放時間：星期二、三、五 (9:00am-5:00pm)  星期四 (9:00am-1:00pm) 
          星期一、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中心活動花絮 
 

   

 

 

 

 

 

 

 

 

 

      

 

 

 

 

 

 

 

 

 如會友對本期通訊活動有興趣，可按以下程序報名： 

2022/7/6 (三)，下午 2:30 開始可致電 2898 0752，以電話先到先得方式登記報名 

下期例會： 

2022/8/3 (三)，上午 10:30 設網上 YouTube 例會視頻， 

通訊經 WhatsApp 廣播信息發放及張貼於中心門外壁報板上 

靚太家事小常識  

 

手機程式潮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