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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至五 08:30-17:30   星期六 09:00-12: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2566 1448       2571 1846 

中心消息 
因應疫情最新發展，社會福利署於 9 月 14 日公佈將分階段恢復由非政府機構營辦的資助福

利服務。跟據指引，本中心於 9 月 23 日起可透過預約服務的形式舉辦小組及活動，但仍受

限於當時生效的《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第 599G 章）下有關羣聚人

數限制的規定，並須採取適當的人流感染控制措施。現階段，本中心暫時不設偶到開放，

部分活動亦仍然暫停。中心服務會定期因應社署就疫情發展所公佈的最新指引而作出調

整，各會員如欲了解最新安排，可定時瀏覽本會網站 www.hkcmis.org 或致電中心查詢。 

任何人士進入本中心均需採取以下措施以確安全，敬請合作： 

 

1. 必須正確配戴口罩、量度體溫、並使用酒精搓手液清潔雙手。 

2. 如出現發燒、呼吸道感染徵狀、14 天內曾離境或曾與確診人士接觸都不應進入中心，應

盡快求醫或於家居隔離。 

3. 曾進入中心之人士或其家屬如被列為懷疑或確診個案，應立即通知本中心。 
 

活動安排 
由於中心仍未能全面開放及透過例會報名活動，故<月訊>暫時會以投寄形式傳

遞予各會員。所有未及刊登於<月訊>之活動及通告會以中心壁報板公佈為準，各位亦

可以瀏覽本會網頁了解最新活動安排。各會員可按活動報名日期致電中心報名、預約繳

費及了解報名餘額。 

所有活動名額有限，如該活動或班組需收費，繳費後才作實，先報先得。為增加

消息流通，中心亦會透過 WhatsApp 不定期發放消息或活動資訊予各位。各會員如欲

透過 WhatsApp 收取中心廣播之資訊，必需加入中心手機號碼於聯絡人通訊錄才能收

到。各會員加入中心手機後亦可透過 WhatsApp 報上姓名，以便中心知悉。 

 

輸入       5681 3095 或 掃瞄二維碼(QR code)加入 

 

因應疫情所限，中心部分活動需轉移為網上舉辦又或透過不同的網上平台發放訊息，鼓

勵各位會員可訂閱本中心各個頻道獲取更多資訊。 

 

機構網站：www.hkcmis.org 或 掃瞄 

 

機構 Facebook : 搜尋「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或 掃瞄 

 

中心 Youtube：搜尋「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莊重文敬老中心」 或 掃瞄 

 



Android 的手機用戶下載 二維碼閱讀器 的方法 

第一步︰用戶可以去手機的 Play Store 下載 QR code 軟件 

第二步︰進入 Play Store 後，在搜尋位置打上 “二維碼閱

讀器”的字眼，然後尋找。 

 

 

第三步︰尋找到 “二維碼閱讀器” 這個應用程式，可以按下安裝。 

 

 

 

 

 

 

 

第四步︰找出已經下載的二維碼應用程式，然後按下進入。 

再使用應用程式對準要掃描的二維碼。 

 

第五步︰掃描二維碼後，會出現以下介面。   
用戶可以選擇按 網絡 或者 搜尋 則會彈出二

維碼所顯示的網址。 

 

 

QR Code 教學 



認知活動小組 

  

<認識健康 齊放鬆>小組 

日期：10 月 15 日至 11 月 19 日 
(逢星期四，共 6 堂) 

時間：上午 10 時正至 11 時正 
地點：本中心正址 
內容：透過小組認識自己的感受和情緒，學

習舒緩壓力。 
費用：全免 
導師：香港樹仁大學實習學生招姑娘 

智腦友 
日期︰2020 年 10 月 8、15、22 及 29 日 

11 月 5、12、19、26 日(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 2 時正至下午 3 時正 

地點︰本中心正址 

內容︰義工協助帶領長者參與不同的桌上

遊戲，訓練認知能力。 

對象︰記憶力退減或患有早期認知障礙長者 

費用︰全免 

報名︰請向家麗姑娘報名 認知障礙症照顧者修身堂 

日期︰2020 年 10 月 3、10、17 及 24 日 

(逢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 時正至 11 時 15 分  

地點︰本中心正址 

內容︰認識認知障礙症照顧者角色改變，

溝通技巧，如何安排活動給認知障

礙症家人及如何 應對壓力。 

對象︰照顧認知障礙症長者之護老者 

費用︰全免 

報名︰2020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三)起 

認知障礙症照顧者修身堂 2  

日期︰2020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7、14

及 21 日(逢星期六)  

時間︰下午 2 時正至 3 時 30 分 

地點︰本中心正址 

內容︰認識認知障礙症照顧者角色改變，溝

通技巧，如何安排活動給認知障礙症

家人及如何應對壓力。 

對象︰照顧認知障礙症長者之護老者 

費用︰全免 

報名︰2020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一)起 

增設會員資源閣︰借閱圖書/護理書籍及光碟服務、拉繩器、防止骨質疏鬆運動儀、

按摩椅、借用復康用品服務、懷舊閣、使用電腦服務 

中心提供之服務︰長者外展支援服務、護老者支援服務、輔導服務、義務工作發展服
務、提供諮詢及轉介服務(申請院舍、社區照顧服務、長者咭等) 

<愛從不退化>小組 
日期: 2020 年 11 月 19 日至 12 月 10 日 
時間: 下午 2 時至 3 時半(逢星期四，共四次) 
地點: 本中心正址 
內容: 運用敘事治療技巧，讓認知障礙症患

者家屬能分享他們的照顧經驗和發掘
照顧者和被照顧者間的珍貴時刻，以
致能把關係中珍貴資產保存下來 

對象: 家中有確診認知障礙症患者之照顧者 
報名: 請向中心社工吳先生查詢 

星期一至五 08:30-17:30 

星期六 09:00-12: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ccw_info@hkcmis.org 

 http://www.hkcmis.org 

V (正址) 香港銅鑼灣勵德邨道 36 號德全樓 112-118 室 

       (副址)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 36 號 3 樓全層 

2566 1448  

2571 1846      

 

 

 

 

mailto:ccw_info@hkcmis.org
http://www.hkcmis.org/


粵語流行曲小組 
日期︰2020年10月13、20、27日(逢星期二) 

  11 月 3、10、17、24 日  
12 月 1、8、15、29 日 

時間︰下午 2 時 15 分至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本中心正址 

內容︰內容︰溫習粵語舊歌，練習拍子和音調! 
享受唱歌的樂趣! 

對象︰會員 
費用︰30 元(上期已繳費可豁免) 
報名︰2020 年 10 月 5 日起 

 

中心活動小組 例會 
日期：逢星期五 
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至 10 時 30 分 
形式：Zoom 網上進行 
內容：主題分享及資訊發放 
報名：中心會於每次活動前透過 WhatsApp

傳送登入連結予各位；又或大家可於
活動時間內掃瞄二維碼進入。 

 

 

 

 

國語流行曲小組 
日期︰2020年10月16、23、30日(逢星期五) 

  11 月 6、13、20、27 日 
12 月 4、11、8 日 

時間︰上午 10 時 45 分至中午 12 時正 
地點︰本中心正址 

內容︰內容︰溫習國語舊歌，練習拍子和音調!  
享受唱歌的樂趣! 

對象︰會員 
費用︰30 元(上期已繳費可豁免) 
報名︰2020 年 10 月 5 日起 

 

2020-21流行性感冒疫苗 

預防注射服務 
由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機構護士注
射疫苗，為長者注射四價流感針，給予您
更廣泛的保護。 
日期︰2020 年 11 月 5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至 11 時正 
地點︰本中心正址 
費用︰50 歲或以上全免(本中心會員) 
     50 歲以下 150 元 
報名︰2020 年 9 月 21 日起帶同香港身分証 

如有問題，可向中心職員查詢。 

活力節奏鼓樂班 
日期︰2020 年 10 月 22、29 日(逢星期四) 

  11 月 12、19、26 日  
12 月 3、10、17 日 

時間︰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中午 12 時正 
地點︰中心副址銅鑼灣渣甸街 36 號 3 樓 

內容︰內容︰教授鼓樂 24 式 
對象︰會員 
費用︰40 元 
報名︰2020 年 10 月 5 日起 

 

智能手機潮流 APPS  
日期︰2020 年 11 月 10、17、24 日 

12 月 1、8、15、22 及 29 日  
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至 11 時正 
地點︰本中心正址                    (逢星期二) 
內容︰簡單介紹多元化實用 APPS、實際操

作 APPS、處理長者手機其他問題 
對象︰會員 
費用︰全免 
報名︰2020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一)起 

 

動眼動手玩飛鏢  

日期︰2020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正 
地點︰本中心正址 
內容︰簡單介紹飛鏢、嘗試學習掟飛鏢技巧 
對象︰會員 
費用︰全免 
報名︰2020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一)起 

義工維修服務 
日期: 2020 年 10 月 10 日及 11 月 14 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 時至 12 時正 
內容: 由社署維修義工協助區內獨居或雙老長

者進行簡單家居維修 
報名: 請向吳先生報名 



活力節拍椅子舞 
日期︰2020 年 11 月 4、11、18、25 日 

12 月 2、9、16、23 日(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 4 時正至 5 時正 
地點︰本中心正址 

內容︰內容︰教授配合音樂節奏的椅子運動 
對象︰會員 
費用︰20 元 
報名︰2020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一)起 

 

中心活動小組 

詩情畫意賞月夜 
<灣仔區議會 贊助> 

日期︰2020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 時正至下午 10 時正 
地點︰本中心正址集合、大埔、荃灣 
內容︰荃灣激安之殿堂，到大埔荷華庭晚

膳、賞月、猜燈謎，慶祝中秋節。 
對象︰灣仔區 60 歲或以上長者 
費用︰130 元 
報名︰2020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一)起 

領取生日禮物 
10 月至 12 月生日之會員可於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間攜帶有效之會
員証蒞臨中心領取生日禮物壹份，數量
有限，送完即止！ 

量血壓  

日期︰2020 年 10 月 8、22 日及 11 月 19 日  

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至 10 時 30 分(逢星期四) 

地點︰本中心正址  

內容︰免費為會員量血壓 

報名︰2020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一)起 

獨居支援組 
日期: 2020 年 10 月 13 日及 11 月 10 日(星期二)  
時間: (10 月)下午 3 時正至 4 時正 

(11 月)下午 3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 
地點: 本中心正址 
對象: 勵德邨獨居長者 
內容: 提供最新社會資訊，探討熱

門話題，建立鄰里互助關係 
報名: 向吳梓毅先生查詢 

耆英組 
日期: 2020 年 10 月 28 日及 11 月 25 日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 30 分(星期三) 
地點: 本中心正址  
對象: 男士會員 
內容: 分享、討論每月不同熱門主題 
費用: 全免 
報名︰2020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一)起 

聖誕花環小吊飾 
日期：2020 年 11 月 26 日及 12 月 10 日 
時間︰下午 3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  (星期四) 
地點︰本中心正址 
內容：用毛巾、彩珠、絲帶等材料製

作成漂亮的聖誕花環小吊飾，
以增添聖誕節快樂氣氛。 

對象︰會員 
費用：10 元 
報名：2020 年 10 月 5 日起向陳姑娘報名 

上門剪髮服務 
日期: 2020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四)  
時間: 下午 1 時正至下午 4 時 30 分 
費用: 會員 32 元(不設活動當天售票) 

非會員長者 42 元 
內容: 剪髮師傅以便宜價錢提供到戶剪髮服務 
報名: 2020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一)起 
 

甩出好心情 
日期: 2020 年 11 月 4 日(星期三) 
時間: 上午 9 時至 10 時 
地點: 本中心正址 
內容: 運用平甩功的鍛鍊方法，幫助參加者

調整個人情緒狀態，以及運用"每日
心情簡報" 的練習，幫助參加者提升
對個人情緒覺察 

對象: 中心獨居會員，以及懷疑自己受情緒
困擾的人士 

報名: 請向吳先生查詢 



「護」學「護」用手機 APPS 
日期︰2020 年 10 月 16、23 日、11 月

6 、13、20 日(星期五) 
時間︰(A 班)上午 9 時 30 分至 10 時 30 分 
             (B 班)上午 11 時正至中午 12 時正 
             (C 班)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 30 分(滿) 
              (D 班)下午 4 時正至 5 時正 
地點︰本中心正址 
費用︰全免 
對象︰護老者 
內容︰教導如何透過智能手機使用

ZOOM、WHATSAPP、
YOUTUBE 及 FACEBOOK 

報名︰2020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一)起 
向黎先生報名 

護老者活動小組 
 

血糖檢測日 
<關護長者協會 合辦> 

日期：2020 年 11 月 3 日 (星期二) 
時間：上午 9 時正至 11 時 30 分 
地點：本中心正址                     (分時段檢測) 
對象︰會員及護老者 
內容：與關護長者協會合辦血糖檢測，發掘

潛在風險的長者，日後提供協助和轉
介到政府診所跟進。 

報名：2020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一)起 
向萍姑娘報名 

 
 
 
 
 
 
 
 
 
 
 
 
 
 
 
 
 
 
 
 
 
 

Hi-Touch機械人及數碼健康管理計劃 

數碼健康管理小組 
日期︰2020 年 10 月 13 日、20 日(逢星期二) 
時間︰(A)上午 9 時 30 分至 10 時 15 分 

 (B)上午 10 時 45 分至 11 時 30 分 
 (C)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 15 分 

內容︰參與 2 節小組進行健康管理活動，包括: 
• 學習使用平板電腦、藍牙健康監測系統 

(量度血壓、體溫、體重) 
• 健腦益智電子遊戲 
• 機械人運動 

形式︰WhatsApp 線上進行 
費用︰全免 
對象︰護老者 
報名︰2020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一)起向黎先生報名 
備註︰參加者必需出席 2 堂小組 

護老 HO HA HA 
日期︰2020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至 10 時 30 分 
地點︰ZOOM 網上及本中心正址 
費用︰全免 
對象︰護老者 
內容︰網上及中心開辦護老者大笑俱樂部 
報名︰2020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一)起 

向黎先生報名 
 

免費長者四診體質檢測及 

長者保健資助 
<賽馬會「擁抱健康」中醫計劃 合辦> 

日期︰2020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正 
地點︰ 本中心正址及流動車 
對象︰護老者 
內容︰免費中醫問診(15 分鐘)及免費申請中

醫保健資助(15 分鐘) 
報名︰2020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一)起 

向黎先生報名 
***請護老者按票上指定時間到中心參與活動*** 
 

 



護老者活動小組   

奶粉訂購安排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肆虐，惟避免過多人流聚集，因此本中心會為長者代購奶粉，以下為各奶
粉類別及價格︰ 
- 金裝加營素︰HKD$166 (900 克), HKD$80 (400 克) 
- 低糖加營素︰HKD$171 (850 克) 
- 活力加營素︰HKD$193 (850 克) 
- 怡寶康︰HKD$208 (850 克), HKD$93 (400 克) 
- 雀巢三花雙效降醇素營養奶粉︰HKD$100 (800 克) 
- 雀巢三花高鈣活關節低脂奶粉︰HKD$85 (800 克) 
- 雀巢三花柏齡健心較低脂奶粉︰HKD$75 (800 克) 
- 雀巢三花高鈣健骨低脂奶粉︰HKD$75 (800 克) 
- 培力康奶粉︰HKD$80 (500 克) 
- 培速定(雲呢拿味/意大利咖啡味)︰HKD$480(24 支) 
 
如有興趣訂購奶粉之會員及護老者，請於 2020年 11月 2 日(星期一)至 9日(星期一)前，
與職員登記及付款，貨物到達時會通知到中心取貨，如有任何疑問，請與黎先生聯絡。 

*必須出示有效之會員証* 
 
 
 
 

護老友里 
日期︰2020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4 時正至 5 時正 
地點︰ZOOM 網上及本中心正址 
費用︰全免 
內容︰分享護老資訊 
對象︰護老者 
報名︰2020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一)起 

向黎先生報名 

復康用品轉贈 
中心現有下列用品，如有需要請向黃

錦萍姑娘查詢。 

轉贈︰(轉贈完即止) 

 成人紙尿片(5 包 10 片裝) 

 助行架(4 部) 

 便椅(1 部) 

「瓶栽拼景」介紹 
日期：2020 年 11 月 18 日 (星期三) 
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 
地點：本中心正址 
費用：全免 
內容：認識有關瓶栽植物和拼

砌別緻的擺設，為疫情
生活加添樂趣。 

對象：體弱長者及照顧者 
報名︰2020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一)起 

向萍姑娘報名 
 



義工活動小組 

樂韻手鐘班 
日期︰2020 年 10 月 14、21、28 日 

11 月 4、11、18 日 (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 3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 

地點︰中心副址銅鑼灣渣甸街 36 號三樓 

內容︰內容︰導師教授樂理及手鐘演奏 

對象︰會員/義工 

費用︰100 元 

報名︰2020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一)起 
 

Bingo (ZOOM) 
日期︰2020年10月21日及11月24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3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 

形式：形式：ZOOM 網上進行 

內容︰內容︰義工們透過 ZOOM 帶領 BINGO 遊戲 

對象︰會員/義工 

費用︰全免 

報名︰2020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一)起 

「義」學手機 APPS 
日期︰2020 年 10 月 5 日、 

11 月 2、9、16 及 23 日(逢星期一) 
時間︰(A 班)上午 9 時 30 分至 10 時 30 分 
            (B 班)上午 11 時正至中午 12 時正 
            (C 班)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 30 分 
            (D 班)下午 4 時正至 5 時正 
地點︰本中心正址 
費用︰全免 
對象︰義工 
內容︰教導如何透過智能手機使用 ZOOM、

WHATSAPP、YOUTUBE 及
FACEBOOK 

報名︰2020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一)起 
向黃先生報名 

義工會 
日期: 2020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 3 時 45 分至 4 時 45 分 
地點: 本中心正址 
內容: 不同主題的義工訓練、義工活動檢

討及報告 
報名: 向黃先生查詢          

[歡迎各位參與義工服務] 

中心委員會 
日期: 2019 年 11 月 6 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 3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 
地點: 本中心正址  
內容: 長者委員會商討和檢討中心的活

動、並且籌備項目 
查詢: 黃先生 

2020-2021年度主題 

築福社區 

星期一至五 08:30-17:30 
星期六 09:00-12: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ccw_info@hkcmis.org 

 http://www.hkcmis.org 

V (正址) 香港銅鑼灣勵德邨道 36 號德全樓 112-118 室 

       (副址)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 36 號 3 樓全層 

2566 1448  

2571 1846      

mailto:ccw_info@hkcmis.org
http://www.hkcmis.org/


    
     

 

 

疫情期間有見不少長者都好學不倦，努力

學習上網、WhatsApp、視像通話等新

「智」識以應用到溝通社交當中。這種活

到老、學到老、順勢而為的精神實在值得

比    

相信大家在這段時間亦認識了不少手機或

電腦應用上經常提到的用語，對以下的詞

匯亦不感陌生吧。今次就讓我們嘗試從新

演繹它的意思，在努力學習新科技的同時

亦努力學習建立自己的好心情！ 

 

  刪除   昨天的煩惱 

   更新   今天的快樂 

   下載    明天的希望 

   開啟   實踐的決心 

     
中心今年已經 38 週年了，由今期開

始，我(郭姑娘)會同大家一起回顧中

心的流金歲月，在這 38 週年內我們有

那些難忘的時刻！本中心名莊重文敬

老中心是由於莊重文先生的捐獻而成

立，但大家有沒有見過他的廬山真貌

呢? 本人有幸與他合照一張，應在九

龍的老人中心開放日中，看看那時的

簡介全是手寫版，還沒有電腦呀！你

估下幾多年前… 

 

 

 

 

 

 

 

 

 

 

 

這相片是在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前

身秀茂坪仁愛敬老中心的開放日拍

攝，莊會長親自到秀茂坪觀察，然後

在港島開設莊重文敬老中心!!! 

在本中心十週

年的時候，莊

會長亦親自光

臨作嘉賓，每

次的邀請他都

盡 量 撥 冗 出

席，與長者同

心分享，他是

一個相當和藹

的 長 者 和 老

闆。(因為我曾 

親自打電話給他要求加薪，當時心情

戰戰兢兢，誰知他二話不說就答允 ! 

哈……他的印象令我至今難忘!!!) 

       「條腰唔好使」 

        有一天，有個阿婆喺公園裏散步的時

候，佢手上把雨傘跌咗落地，佢呼喚身邊

一位年輕人，說：「年輕人喔，我條腰唔

太好使，彎唔到腰落地執我嗰把遮，你可

以幫幫我嗎？」 

 

  於是年輕人走到阿婆的身後，雙手搭

住阿婆的肩膀上，用力幫手將阿婆條腰㩒

落去。阿婆呀呀大叫。 

 

        當我們遇到身邊有需要的人，應主動

幫忙。雖然這位年輕人有出手幫阿婆，可

是用錯方法，從而「越幫越忙」。「幫

忙」應是幫助別人做事或解決困難，令事

情變得簡易，盡量沒有其他不必要的傷

害。日後當你遇到有需要幫忙的人，不要

「越幫越忙」啊！ 

專欄區4 



  

一日一     字 

涫 ○粵 管 

 廣東人稱「煮熱了的水」為「滾水」。 
 「滾」字，本是「大水奔流」的樣貌，

另有「旋轉移動之意，並特指「液體溫
度達到沸點以上而翻騰」。 

 「熱水」，不是「滾」音的，而是「管」，
這個「管」音字，正寫是「涫」。 

 「水沸」為之「涫」。 
 廣東話有音也有字，是為正字，但平時少

有人查究其正確讀音及寫法，以同音字代
替，錯延下去，殊非「執筆忘字」。 

 俗語又有「涫水熝(音陸)腳」並非指腳被
沸水燙傷，而是形容不稍作停留﹔急急忙
忙便走。現今，一般以「滾」字代替
「涫」﹔把「熝」寫為「漉」。查實，
「涫」和「熝」也是正字，字典中可查
到，今之少見，乃因白話不常用。 

 粵語的「滾」又有「沙沙滾」和「滾紅滾
綠」。形容某個男人不那麼老實。浮誇，
對愛情不專一，鍾意亂撹女人或召妓。譬
如︰「嗰條友成日去沙沙滾咖，我勸你都
系遠離佢好啲」。粵諺有"十個男人九個
滾，仲有一個還捻緊"的說法。「滾」在
粵語裏也有類似於鬼混的意思。 

 粵語還有"滾友"一詞，廣東方言詞語指那
些不務正業，專門以行騙獲利之徒，騙
子。 

 「滾」其實是個借音字，正字應該寫作
「謴」 。 

 
 

 

腹式呼吸與安眠 
很多長者因心情煩憂影響睡眠質素，那
有否運動可讓長者們在睡覺前，放鬆一
下？ 
腹式呼吸完全能夠達到以上效果。 
 

先充分呼氣 
我們先做 1-2 次的充分呼氣，把空氣從
肺部的底層徹底呼出。令肺部呈現真空
狀，讓下一次的吸氣是一個深呼吸，也
容易會是腹式呼吸。 
 

鼻子吸氣、嘴巴呼氣 
利用嘴巴來呼氣開始，再用鼻子慢慢的
吸氣，這樣「鼻吸嘴呼」的方式比較容
易上手腹式呼吸；若熟練後，就可以換
成「鼻吸鼻吐」的方式。 過程中，最重
要「慢」。 
 
初學者可以循序漸進，由第一步開始慢
慢嘗試，切忌操之過急，否則會弄巧成
拙啊！ 
希望各位長者，能夠找到自己與「安
眠」的相處方法吧！ 
 

 

專欄區4 

「預設照顧計劃」?「預設醫療指示」? 

現代醫療科技發達，很多疾病都可以治癒或受到控制。但是，每個人的生命都有盡頭，

不少疾病仍可以發展到藥石無靈的階段。此時應以病人最佳利益而作決定，當中會考慮

到病人的價值觀及其對治療的取向，醫護人員會透過「預設照顧計劃」及「預設醫療指

示」，讓病人和家屬逐步了解面對的問題和選擇，然後再作出對病人最佳利益的決定。 

 

醫管局認為，在以下情況不提供或撤去維生治療，是適當的：  

 如果清醒及知情的病人拒絕接受該治療 

 如果該治療已無效用。 
 

晚晴寶寶天地 



 

 「預設照顧計劃」是指患有嚴重疾病的病人和家屬與醫護人員透過溝通，考慮

到疾病的預後、治療的利與弊、病人的價值觀和意願等因素，商討日後病危時

的醫療及個人照顧計劃。在醫院管理局，「預設照顧計劃」也涵蓋精神上不能

自決的病人及未成年病人。 

 

 「預設醫療指示」是指病人可按個人意願作出拒絕接受維生治療的的指示。年

滿十八歲、精神能自主及知情的病人可訂立「預設醫療指示」，當中清晰闡述

當疾病到了末期及情況不能逆轉時，按病人的意願，不採取任何維持生命的方

法，包括人工呼吸、心肺復甦術、插胃喉等，因這些治療可能只是延長死亡過

程，甚至增加痛楚。面對這情況，醫護人員及家人，應按患者所定立的「預設

醫療指示」所定在特定情況下拒絕那些維生治療，讓病人安詳離世。在普通法

制度下，有效和適用的「預設醫療指示」是有法定效力。 

 

何時商討「預設照顧計劃」的好時機？ 

~ ~ 太遲啟動商討「預設照顧計劃」，病人的心智可能已不能參加討論，  

反之，太早商討，病人及家屬對病情未有深入的體會，未必有心理準備。~ ~ 

 

「預設照顧計劃」的適當時機，以下是一些建議：  

 病人身體功能及活動能力明顯減退，或因此要入住長期院舍。 

 疾病已為病人帶來相當的不適，如身體及心理徵狀，及社交困難。 

 疾病明顯進入後期，如入院次數頻繁、急性加重次數增加，又或經歷過嚴重

急性加重，一度瀕臨生死關頭。  

 醫護人員認為針對疾病的治療已經無效，治療方向亦由根治過渡至紓緩治療

為本。 

 

家人對「預設醫療指示」的疑惑？  

以下是家屬常見的問題，下期通訊會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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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容易情緒爆發的人嗎？ 
早上一起床，清晨的陽光恰到好處，此時聞到

什麼味道，最能夠讓你更加精神舒爽，充滿活

力？(請選擇以下答案一個然後查看相應結果) 

A. 花草的芬芳 

B. 剛作好的早餐 

C. 淡淡的咖啡香 

D. 薰香精油的味道 

 
A. 你的性格內斂，相當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幾乎不曾
大動肝火，大多數人都覺得你滿有修養。然而，你的情
緒還是會偶爾在最親密的人面前爆發，此時，務必記得
不要太過頭，以免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 
 

B. 隨遇而安，順其自然是你的生活方式，因此很少有強
烈的情緒。就算發生大家都覺得不開心的事件，你通常
可以淡然處之，輕鬆以對。這是老天給你的禮物，也是
限制，如果有了想追求的目標，就得更在意些世事才
行。 
 
C. 你很容易受到外在的影響，產生情緒起伏。整體狀況
好的時候，還可以在他人面前正常演出。但若剛好碰到
能量低落，你會幾乎無法控制自己，把情緒釋放到親朋
好友的身上。偶爾一次大家還可以諒解，不要太頻繁。 
 
D. 總是和和氣氣的你，心中的小劇場比任何人都還要

多，並且充滿想像力。如果不小心碰觸到你的神秘開
關，就會像座爆發的火山，把身邊的人嚇得遠遠的！若
隨時都能把事情講清楚、說明白，對你會很有幫助！ 

 

 

 

 

 

 

 

下一句是什麼？      歇後語之答案會於下一期公佈 

 

 

 

 

 

 

 

 

 

 

請試找出三個不同的地方。 

答案會於下一期公佈 

 

 

 

 

 

 

 

 

 

 

 

 

 

心理測試 

估估歇後語 

找不同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十五 2 十六 3 十七 

國慶日 
中秋節 
中心休息 

中秋節翌日 
 

中心休息 

10:00 認知障礙症照

顧者修身堂 

中心下午休息 

4 十八 5 十九 6 二十 7 廿一 8 寒露 9 廿三 10 廿四 

 

中心 

休息 

訂購奶粉截數日 2:30 護老友里(10 月) 
(ZOOM 及實體) 

10:30 E-KOL 
Training(A) 

  2:00 E-KOL 
Training(B) 

9:30 量血壓 
2:00 智腦友 
2:30 疫情下的繟繞之道

(ZOOM 及實體) 

9:30   例會(Zoom) 義工維修服務 

  9:30 「義」學 APP (A 班) 
11:00 「義」學 APP (B 班) 
  2:30 「義」學 APP (C 班) 
  4:00 「義」學 APP (D 班) 

10:00 認知障礙症照

顧者修身堂 

中心下午休息 

11 廿五 12 廿六 13 廿七 14 廿八 15 廿九 16 三十 17 九月 

 

中心 

休息 

   9:30 數碼健康管理
線上小組(A) 

10:45 數碼健康管理
線上小組(B) 

  2:15 粵語流行曲班 
  2:30 數碼健康管理

線上小組(C) 
  3:00 獨居支援組 

10:30 E-KOL 
Training(A) 

  2:00 E-KOL 
Training(B)  

  3:30 樂韻手鐘班(副址) 

10:00 認識健康齊放鬆 

  2:00 智腦友 

  2:30 疫情下的繟繞之道
(ZOOM 及實體) 

  9:30 例會(Zoom) 
  9:30 護學護用手機 APP(A) 
10:45 國語流行曲班 
11:00 護學護用手機 APP(B) 
  2:30 護學護用手機 APP(C) 
  4:00 護學護用手機 APP(D) 

10:00 認知障礙症照

顧者修身堂 

 

中心下午休息 

18 初二 19 初三 20 初四 21 初五 22 初六 23 霜降 24 初八 

 

中心 

休息 

   9:30 數碼健康管理
線上小組(A) 

10:45 數碼健康管理
線上小組(B) 

  2:15 粵語流行曲班 
  2:30 數碼健康管理

線上小組(C) 

10:30 E-KOL 
Training(A) 

  2:00 E-KOL 
Training(B) 

  3:30 樂韻手鐘班(副址) 
 3:30 BINGO(ZOOM) 

  9:30 量血壓 
10:00 認識健康齊放鬆 
10:30 活力節奏鼓樂班(副址) 
  2:00 智腦友 
  2:30 疫情下的繟繞之道

(ZOOM 及實體) 

  9:30 例會(Zoom) 
  9:30 護學護用手機 APP(A) 
10:45 國語流行曲班 
11:00 護學護用手機 APP(B) 
  2:30 護學護用手機 APP(C) 
  4:00 護學護用手機 APP(D) 

10:00 認知障礙症照

顧者修身堂 

 

中心下午休息 

25 初九 26 初十 27 十一 28 十二 29 十三 30 十四 31 十五 

重陽節 

中心 

休息 

 

重陽節翌日 

中心休息 

   

2:15 粵語流行曲班 

10:30 E-KOL Training(A) 
  2:00 E-KOL Training(B) 
  2:00 詩情畫意賞月夜 
  2:30 耆英組 
  3:30 樂韻手鐘班(副址) 

10:00 認識健康齊放鬆 
10:30 活力節奏鼓樂班(副址) 
  1:00 上門剪髮服務 
  2:00 智腦友 
  2:30 疫情下的繟繞之道

(ZOOM 及實體) 

   9:30 例會(Zoom) 

   9:30 免費長者四診體質檢測 

10:45 國語流行曲班 

2:00 認知障礙症照

顧者修身堂2 

 

中心下午休息 

築福社區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十六 2 十七 3 十八 4 十九 5 二十 6 廿一 7 立冬 

 

中心 

休息 

  9:30 「義」學 APP (A 班) 
11:00 「義」學 APP (B 班) 
  2:30 「義」學 APP (C 班) 
  4:00 「義」學 APP (D 班) 

  9:00 血糖檢測日 

  2: 15 粵語流行曲班 

  9:00 甩出好心情 
10:30E-KOL Training(A) 
  2:00E-KOL Training(B) 
  3:30 樂韻手鐘班(副址) 
  4:00 活力節拍椅子舞 

   9:30 流感針注射 

10:00 認識健康齊放鬆 

  2:00 智腦友 

  9:30 例會(Zoom) 
  9:30 護學護用手機 APP(A) 
10:45 國語流行曲班 
11:00 護學護用手機 APP(B) 
  2:30 護學護用手機 APP(C) 
  3:30 中心委員會 
  4:00 護學護用手機 APP(D) 

2:00 認知障礙症照顧

者修身堂2 

 

中心下午休息 

8 廿三 9 廿四 10 廿五 11 廿六 12 廿七 13 廿八 14 廿九 

 

中心 

休息 

訂購奶粉截數日   9:30 智能手機潮流APPS 

  2:15 粵語流行曲班 

  3:30 獨居支援組 

10:30E-KOL Training(A) 

  2:00E-KOL Training(B) 

  3:30 樂韻手鐘班(副址) 

  4:00 活力節拍椅子舞 

10:00 認識健康齊放鬆 

10:30 活力節奏鼓樂班(副址) 

  2:00 智腦友 

  9:30 例會(Zoom) 
  9:30 護學護用手機 APP(A) 
10:45 國語流行曲班 
11:00 護學護用手機 APP(B) 
  2:30 護學護用手機 APP(C) 
  4:00 護學護用手機 APP(D) 

義工維修服務 

  9:30 「義」學 APP (A 班) 
11:00 「義」學 APP (B 班) 
  2:30 「義」學 APP (C 班) 
  4:00 「義」學 APP (D 班) 

2:00 認知障礙症照顧

者修身堂2 

 

中心下午休息 

15 十月 16 初二 17 初三 18 初四 19 初五 20 初六 21 初七 

 

中心 

休息 

  9:30 「義」學 APP (A 班) 
11:00 「義」學 APP (B 班) 
  2:30 「義」學 APP (C 班) 
  4:00 「義」學 APP (D 班) 

  9:30 智能手機潮流APPS 

  2:15 粵語流行曲班 

4:00 護老友里 

  9:30「瓶栽拼景」介紹 

  3:30 樂韻手鐘班(副址) 

  4:00 活力節拍椅子舞 

  9:30 量血壓 
10:00 認識健康齊放鬆 
10:30 活力節奏鼓樂班(副址) 
  2:00 智腦友 

  2:00 愛從不退化 

  9:30 例會(Zoom) 
  9:30 護學護用手機 APP(A) 
10:45 國語流行曲班 
11:00 護學護用手機 APP(B)  
  2:30 護學護用手機 APP(C) 
  4:00 護學護用手機 APP(D) 

2:00 認知障礙症照顧

者修身堂2 

 

中心下午休息 

22 小雪 23 初九 24 初十 25 十一 26 十二 27 十三 28 十四 

 

中心 

休息 

  9:30 「義」學 APP (A 班) 
11:00 「義」學 APP (B 班) 
  2:30 「義」學 APP (C 班) 
  4:00 「義」學 APP (D 班) 

    9:30 智能手機潮流APPS 

    2:15 粵語流行曲班      

    3:30 BINGO(ZOOM) 

  9:30 護老 HO HA HA 

  2:30 耆英組 

  4:00 活力節拍椅子舞 

10:30 活力節奏鼓樂班(副址) 
  2:00 智腦友 
  2:00 愛從不退化 
   3:30 聖誕花環小吊飾 

  9:30 例會(Zoom) 
10:45 國語流行曲班 
  3:45 義工會 

 

中心下午休息 

29 十五 30 十六  

中心 

休息 

  
 
2:30  動眼動手玩飛鏢 

 

2020年 11月份時間表 

築福社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