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互勵會鄭裕彤敬老中心     

      2022 年 3 月份通訊 

中心開放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公眾假期 

上午 9:00 至 下午 6:30 
(午膳時間 1:00-2:00) 暫停開放  

上午 9:00 至 
下午 6:15  

上午 9:00 至 
下午 1:00  

暫停開放 

中心地址：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八期 M字樓 (小巴站上蓋) 
中心電話： 23309682 / 21074600 / 21941119 
中心網頁： https://www.hkmea.com/ 
 
申請會員資格：正式會員(60歲或以上)       準會員(50歲至 5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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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通告 

    因應新冠狀病毒疫情情況，為保持社交距離， 

● 中心暫停對外開放，如會員有緊急事宜須
前往中心，必須先致電中心預約時間。所
有中心設施、班組或活動暫停對外開放，
直至另行通知。 

 

● 有關新一年度之中心續會及新入會安排會
延後，請留意中心安排。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於辦公時間致電中心電話
2330 9682 向當值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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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措施 
進入中心 

1. 進入中心前必須量度體溫及配戴口罩。 

2. 進入中心之人士須用酒精搓手液搓手。 

3. 進入中心之人士須掃描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和出示會員證於門口拍會員卡。 

4. 如有呼吸道感染症狀或發燒(體溫高於 37.5 度)，切勿到訪中心並及早求醫和留家休息。 

註：如不遵循中心指示，相關人士將禁止進入中心或參加活動。 

消毒設施 

1. 中心在廳及廁所設置了空氣殺菌機。 

2. 中心劃分時段消毒設施。 

以上措施即時生效 ,直至另行通知。 

中心興趣班組安排 

1. 避免會員緊密接觸，增加傳播風險，故中心暫停所有興趣班：包括 (古箏、小結他、 

    油畫班、書法、曲藝初階)，直至另行通知。  

中心成教班安排 

1.所有正就讀成教班課程 (包括：電腦班，識字班、英文班、手機班、平板電腦班)的會 

  員，中心會於 2022年 2月 7日起開始採用網上(Zoom)形式進行網上教學，此安排直至另 

  外通知! 

中心設施及活動開放或限制 

1. 自 2022 年 1月 25 日起，中心暫停偶到服務。 

2. 暫停派發各項免費物資：包括上午麵包，晚間額外湯水/食物或任何物品。 

3. 暫停晚間飯堂時段，會員不得在中心內進食。 

4.  暫停針灸義診。 

5.  暫停開放某些設施包括：飲水機、雜誌、報紙服務。                                               

6. 暫停開放設施包括：借書看書、血壓機電腦、平板電腦、震震機、健身單車、米蘭牌、桌

球、飛標。 

7.  暫停剪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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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通告  
~2022 年 3 月份例會~ 

 
因疫情關係，原訂於 3月 4 日舉行的例會將取
消，如有興趣可到中心索取月訊，敬請留 

意! 

~興趣班通告~ 

＊ 曲藝初階班自 2019年 11月 25日和二胡

班自 2019年 11 月 5 日開始，已不接受新

會員作登記後備。 

＊ 周末金曲班由 2021年 5月 31日開始，暫

不接受新會員作登記後備。 

＊ 書法班由 2021年 7月開始，暫不接受新

會員作登記後備。      

活動介紹  

以下 A 項活動任選報名登記: 

奶粉售賣服務 
 

根據香港社會福利署防疫指引，為避免服務使用者因人群聚集而增加相互感染的風險，中心只維

持有限度服務，奶粉售賣不在此列，所以奶粉售賣會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敬請留意!!!! 

活動編號： 00711 

A1 ：完善人生之早有預備 -  平安紙及持久授權書講座 
時間日期： 2022 年 3月 29日 (星期二) 

活動時間：下午 2:30 － 4:00 

活動地點：網上以 ZOOM 舉行 

活動內容：講解平安紙及持久授權書的概念和於香港的安排 

活動對象：中心會員 

活動名額： 20 人 

活動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 胡先生 

報名方法：致電中心向中心職員報名 

備    註：本活動與救世軍香港安老院舍完善人生關顧計劃合辦 

    參加以上活動之會員需要於家中利用平板電腦或智能手機完成活動。 

  如參加者於使用 ZOOM有困難，工作員將會先為參加者安排和預約進行使用 ZOOM 的程序   

  教學和支援。   



活動介紹  

以下 A 項活動任選報名登記: 

A4 ：睡得好精神好 
時間日期： 2022 年 3月 21日 (星期一) 

活動時間：上午 10:00 － 10:45 

活動地點：網上以 ZOOM 舉行 

活動內容：講解睡眠與失眠，分享如何改善睡眠質素 

活動對象：中心會員 

活動名額：不限 

活動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 盧先生 

報名方法：致電中心向中心職員報名 

備    註：本活動與聖公會聖匠堂長者地區中心合辦。 

A3 ：精神健康回復活力 
時間日期： 2022 年 3月 18日 (星期五) 

活動時間：上午 10:00 － 10:45 

活動地點：網上以 ZOOM 舉行 

活動內容：講解抗疫下的家庭相處及社交問題 

活動對象：中心會員 

活動名額：不限 

活動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 盧先生 

報名方法：致電中心向中心職員報名 

備    註：本活動與聖公會聖匠堂長者地區中心合辦。 

A2 ：認識情緒與自己相處 
時間日期： 2022 年 3月 16日 (星期五) 

活動時間：上午 10:00 － 10:45 

活動地點：網上以 ZOOM 舉行 

活動內容：講解個人情緒管理 

活動對象：中心會員 

活動名額：不限 

活動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 盧先生 

報名方法：致電中心向中心職員報名 

備    註：本活動與聖公會聖匠堂長者地區中心合辦。 









8 

以下★項活動只接受已登記之護老者參加: 

護老者支援服務提供各類服務，藉此支援護老者的照顧工作，歡迎各位已在中心登記的

護老者參與以下活動，查詢請聯絡余生。  

復康用品借用服務 

 

 

 

 

 

 

每次借用期為一個月，最多續借兩次 

借用及續借方法：親臨中心 

服務對象：已登記及有效之護老者 

～如有查詢請與中心職員聯絡～ 

 

借用項目 借用費用 逾期歸還罰款 

輪椅 

免費 

每日$10 

士的、 
助行架、 

三腳/四腳叉 

每日$5 

電動輪椅 

連充電用品 

按金
$2,000 

 每日$100 

  

家居防疫小貼士 
 

＊ 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持續，現時全港各區都有爆發變種病毒的跡象。 

＊ 老友們請緊記儘量避免跨家庭的聚會，戴好口罩及勤洗手。 

＊ 即使留守家中，也要做好以下防疫措施，避免垂直傳播： 

    保持家居清潔 垃圾放入有蓋垃圾桶 定時清潔日常物品 

    沖廁前先放下廁板 每星期把半公升清水倒入 U型排水口 

    廚廁關緊窗戶，留意渠道有否破裂，如需維修，要找合資格人士進行。  

＊ 祝各位老友記身壯力健，平安度過這次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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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者支援服務 

何謂護老者？ 

護老者是不限年齡，凡需要照顧一名六十歲或以上長者的日常生活之家人、親屬或朋友 

（包括烹調進食、穿衣梳洗、扶助行走、陪伴覆診等），均可以成為中心的護老者。  

服務內容： 

 護老者互助小組 

 護老者訓練工作坊  

 社交康樂活動 

 減壓活動   

 照顧知識及技巧訓練 

 情緒支援服務 

 輔導／諮詢服務 

如何登記？ 

合符資格請致電中心社工余先生聯絡登記，便可以參與中心護老者活動。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社工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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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便不順好困擾! 

5 個通便穴位能促進腸胃蠕動。 

若是大魚大肉或作息不正常，蔬菜與水分攝取不足或是太晚睡，很容易引發便秘問題。當

排便不順時，除了早睡、多喝水，並增加蔬果攝取量之外，也可嘗試按摩手部與腹部的穴

道，促進腸胃正常蠕動，並改善便秘問題。 

改善便秘的關鍵穴位包括： 

1.魚際穴：位於手掌心，大拇指第一掌骨中點，掌心與掌背交界處。 

2.支溝穴：手腕背面橫紋上方 3寸（約 4指併攏寬度），位於手前臂兩骨間凹陷處。 

3.曲池穴：手肘彎曲，手肘外側肘橫紋末端處。 

4.氣海穴：腹部中線，肚臍下方 1.5寸（約食、中 2指併攏寬度）處。 

5.天樞穴：位於肚臍左右各 2寸（約 2拇指寬）處。 

** 上述穴位可用拇指順時針畫圈按壓，力道適中、按摩後有微熱感即可；每天按摩數次，

每次約 5~10分鐘，也可搭配適度溫熱敷（以不燙傷為度），有助促進腸胃蠕動、改善便秘

問題。  

健康資訊站 

（資料來源：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blog/3130~健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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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編號： 707 

 《大題小做》中風治療援助計劃 

（第一季） 

計劃目的： 

是次計劃為患有中風嚴重疾病且有龐大醫療開支的有需要長者提供免費中醫診療機會，

以舒緩身體不適及減輕生活上的醫療負擔，提升生存能力和生活質量，加快康復過程，

重獲健康身心。  

計劃內容： 

 由一位中醫師專責跟進每一個案的身體狀況，並透過針刺、電針、拔罐、艾灸等治

療方案（視乎病人情況而定），安排每週兩次針灸，合共 20次中醫復康服務。 

 計劃亦會根據中風人士康復程度，提供治療專業意見及追蹤評估。  

 中醫復康服務只提供針灸治療，不提供藥物（中藥材、中藥粉及中成藥）。 

服務對象： 

(必須符合下列條件，請留意事項。) 

 患者年齡為 60歲或以上之有效會員； 

 患者於中風日起計 18個月內； 

 近 1個月未有接受針灸治療； 

(不符合下列條件，請留意事項。) 

 患者曾有持續昏睡／昏迷狀況； 

 患者曾有暫時性腦缺血（俗稱小中風）； 

 在治療期間，患者不遵從中醫師治療方案

（如：自行拔針／留針期間不停擺動身體） 

 已有定期接受針灸治療（包括收費或免費）。 

計劃時段： 10-01-2022 至 31-03-2022 

費用：全免（共 20 次中醫針灸復康服務） 

申請手續：須由中心社工評估及轉介服務 

負責職員：王姑娘  

合作單位：快樂港仁—港仁中醫服務中心 



 
 
 

 
 
因疫情關係，中心圖書暫停外借。 
 

～輔導服務～ 

由註冊社工提供有關支援，協助有需要長

者面對困境，渡過豐盛晚年。包括申請長

期護理服務（津貼日間護理中心或家居護

理服務、安老院舍）、情緒支援、人際關

係、經濟困難、住屋困難等等。 

對象：居住於黃埔花園、海名軒、海濱南

岸、維港星岸之 60歲以上長者。 

負責職員：林生及鄭姑娘 

 

 

由 2018 年 10月開始，中心受社署資助開展兩
個新服務。當中包括： 

(1)認知障礙症服務 

服務對象：(a)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  

          (b)照顧認知障礙症的家屬  

          (c)社區人士 

(2)有需要照顧者服務 

服務對象：照顧一名 60 歲或以上的體弱長者 

          (如：行動不便之人士、需高度照    

          顧之人士)的起居生活之人士。 

*備註：詳情請向社工職員查詢。 

 

 

 

社會福利署向受資助非政府機構之監督制度稱
為「優質服務制度」，此制度共分 16個服務
質素標準，當中包括： 

 

標準(7)財政管理 

中心實施政策及程序，以確保有效的財

政管理。 

標準(8)法律責任 

 

中心須遵守一切有關服務的法律責任。 

*中心將根據以上標準制定相關服務資料及

指引，如有任何問題，歡迎向職員查詢。 

中心義工招募 
中心現誠邀退休、社區人士和中心會員，參與本年度以下的義務工作和活動。 

 

 
  
  
  
  
  
  

如您有興趣成為義工，歡迎向社工胡生或鄭姑娘查詢。 

~~ 中心服務~~ ~圖書閣~ 

服務資訊  

~~ 中心服務~~ 

項目 內容 備註 

送暖義工 上門關懷探訪區內獨居或有需要長者並為區內有需要長者送上物資。 非定期 

電話慰問義
工 

定期於中心致電慰問區內獨居或有需要長者，慰問及提醒長者參與中心活動，
並在有需要時轉介社工跟進。 

每月 

一次 

活動協助義
工 

協助推行中心活動，例如中心當值、健康檢查、例會、飯盒服務、講座等。 
定期 

進行 

SQS 服務質素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