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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會員朋友大家好！

2019冠狀病毒病進入第五波，疫情嚴峻，大家切勿鬆懈，緊記一定要做好防疫措施，戴口罩，勤洗手，
保持個人及環境衛生，避免聚會，保持適當社交距離！也提提大家，要緊記放鬆心情，保持鎮定，照顧好身體！

大家努力抗疫兩年，難免會出現抗疫疲勞。面對呢場「疫境」，除了保持個人衛生及增強身體免疫力，
包括維持均衡飲食、足夠睡眠、適量運動，最緊要照顧好自己的心情！面對疫情可能會有壓力，不妨深
呼吸、休息一下，多關心身邊人。適量閱讀新聞及疫情消息，進行合適嘅消閒活動及運動，齊心抗疫，保
持自己心情輕鬆。
鼓勵大家記得「訂閱」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的YouTube頻道，欣賞我們為大家製作的精彩節目，
做做運動，減減壓！

有關疫情最新資訊，可瀏覽：
衛生防護中心網頁：https://www.chp.gov.hk/tc/ 
同心抗疫網頁：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2019冠狀病毒快速抗原測試陽性結果人士申報系統：https://www.chp.gov.hk/ratp 
居安抗疫計劃：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home-quarantine.html 
疫苗通行證：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vaccine-pass-info.html 

其他有用資源：
醫護行者COVID 19 個人家居照顧錦囊：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tY2IhVKXUDudO4YjtjRR3o2t2GKvoPPr/view 
香港大學 隔離十四天 Ｗellness kit：https://wellcation.csrp.hku.hk/tc/ 
3分鐘呼吸空間練習：https://youtu.be/km4Riniq76c
紅十字會抗疫資訊：https://www.redcross.org.hk/tc/ncov2019.html 
照顧者花園：http://www.carersgarden.org/

為了提供一個清潔安全的環境給大家，中心已完成了大清潔及噴灑納米消毒抗菌塗層，此安排亦會定期進行，
希望大家一起合作，配合中心的防疫措施，保持中心清潔，盼望疫情盡快退去，大家身體健健康康！

曾美怡姑娘



中心消息

續會／入會安排

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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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低服務使用者的感染風險，任何人士進入本中心均需採取以下措施，以確保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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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進入中心後請用會員證拍咭簽到。
3. 非會員進入中心，需使用「安心出行」。
4. 如出現發燒、呼吸道感染徵狀、14 天內曾離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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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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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署資助的福利服務及其轄下服務於24/01/2022起會採取特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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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為有需要的長者進行安老服務統一評估）。中心

的小組活動可以網上形式進行，而大型活動及偶到服務則不在此階

段提供，直至另行通知，敬請留意。

為減低大家的感染風險，請盡量留在家中，有必要外出時，必須戴

上口罩，如有不適者需回家休息及盡快求診。

因應疫情關係，中心續會及新入會安排將會延期進行，職員稍後會另行通知，敬請留意！

中心假期安排
2022年4月5日(星期二)為清明節公眾假期、4月15日至18日為復活節假期、

5月2日及9日為勞動節及佛誕假期，中心將暫停開放，敬請留意



活動報名安排 免費Wi-Fi熱點

中心頻道
中心Whatsapp   5432 9400

(會員必須加入中心手機號碼於聯絡人通訊錄才能收到中心廣播之資訊)

中心Signal：   5432 9400

機構網址：www.hkcmis.org

機構FACEBOOK面書專頁：搜尋「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Instagram：搜尋「解憂咖啡店」

     中心最新消息      中心Youtube

             中心月訊

SQS 服務質素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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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會員在中心可以安心上網，學習使用通訊軟件，

使用社交平台等網上媒體，中心現設有Wi-Fi.HK的免費 

Wi-Fi(無線上網)服務，使用方法簡便，只需要按入 Wi-Fi

標誌，選取「Wi-Fi.HK via HKCMIS_KCR_Free」，將會彈

出另一頁面，在橙色格中「同意並連結」（或“Connect”）

字樣的按鈕上按一下，不需輸入密碼，登入便可。如未能使

用，可向本中心職員查詢。

由於受疫情影響，中心仍未能全面開放及舉行例會，
小組及活動有機會延期或取消，或改為透過網上平台
進行。月訊暫時會以投寄形式傳遞予會員。各位亦可
以瀏覽本會網頁http://www.hkcmis.org了解最新活動安排。
所有及刊登於月訊之活動及通告會以中心壁報公佈為
準。各會員可按活動報名日期致電本中心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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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後作實，先報先得。

記得
請Like我地既專頁呀！

為確保公眾獲得優質的社會福利服務，貫徹「以客為本」的精神及
加強福利服務的問責性，社會福利署及受資助機構推行一套服務

表現監察制度--服務質素標準(SQS)。

今期介紹 SQS 標準16：免受侵犯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確保服務使用者免受侵犯。

假如您對本中心之16項服務質素標準有任何意見，
歡迎透過意見箱或向中心職員表達您的寶貴意見



4月及5月網上例會及講座安排
日期：2022年4月1日(星期五)
            2022年5月6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9時30分
地點：網上Zoom
網上例會：活動前由職員透過WhatsApp群組發送活動連結

4月健康講座：「郁得健康」 5月健康講座：「低脂肪飲食及烹調方法」
日期：2022年4月1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正至上午11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1. 體能活動的重要性及其益處
           2. 有關體能活動的錯誤觀念
            3. 在生活中，實踐「少呆坐、多活動」
           4. 適當選擇體能活動
           5. 進行體能活動的注意事項及運動的基本技巧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備註：如欲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陳姑娘聯絡

領取生日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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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2年5月6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正至上午11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1. 從不同的食物類別中選擇低脂肪食物
           2. 低脂肪的烹調方法
           3. 出外飲食時如何作出合適的選擇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4月至6月生日之會員可於2022年4月20日至6月30日期間攜帶有效之會員証
蒞臨中心領取生日禮物壹份，逾期領取者，將不設補發，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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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4月仁愛影院-

「獅子山下 - 我們之間」《字條》
日期：2022年4月9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0時30分
活動形式：WhatsApp短片發放
影片內容：一名男子，每日都依照太太親手寫的數十張字條
                   去過生活。日日如事，不停重覆。後來發現真相
                   原來.....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5人
報名：2022年3月21日(星期一)起向陳姑娘查詢

同你打打氣系列～
開心一刻（4月）

日期：2022年4月12日及4月19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11時正至中午12時正
活動形式：WhatsApp分享
內容：WhatsApp分享幽默有趣笑話，齊來開心笑一笑吧！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30人
報名：現已可向梁姑娘查詢

樂齡廚房～
4月抗疫湯水篇

日期：2022年4月13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11時正至中午12時正
活動形式：以短片發放
內容：分享抗疫湯水與煮食小貼士，活動以短片形式發放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30人
日期：現已可向梁姑娘查詢

同你打打氣系列～
家居運動篇（4月）

日期：2022年4月13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11時正至中午12時正
活動形式：WhatsApp分享
內容：在家跟隨短片隨時做運動，讓身體保持活力和健康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30人
日期：現已可向梁姑娘查詢

樂齡廚房～倍力康紅豆糕
日期：2022年4月7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1時正至中午12時正
活動形式：以短片發放
內容：營養師教授製作紅豆糕及分享健康煮食小貼士，讓你
           在家中也可享受入廚的樂趣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50人
合辦機構：費森尤斯卡比(香港)有限公司
報名：現已可向梁姑娘查詢/報名

護心健康操
日期：2022年4月11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正至上午11時正
活動形式：網上Z00M
內容：教授簡單輕快舞蹈，有助改善心肺功能，强身健體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30人
合辦機構：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報名：現已可向梁姑娘查詢/報名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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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你打打氣系列～
生活達人（4月）

日期：2022年4月14日及4月21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1時正至中午12時正
活動形容：WhatsApp分享
內容：WhatsApp分享自家抗疫保健湯水食譜及簡單健康操，
            一齊抗疫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30人
報名：現已可向梁姑娘查詢

樂齡廚房～
5月家常甜品篇

日期：2022年5月5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1時正至中午12時正
活動形式：以短片發放
內容：分享家常甜品與健康煮食小貼士，
            活動以短片形式發放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30人
報名：現已可向梁姑娘查詢/報名

譜出生命樂章講座
日期：2022年4月21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活動形式：網上Zoom
內容：參加者從講座中認識生死的意義，
            以正面態度面對及作預備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4人
合辦機構：保良局劉陳小寶長者地區中心
報名：2022年4月11日(星期一)起向楊姑娘查詢

疫境抒「晴」藝術減壓系列~
復活節粉彩

日期：2022年4月14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1時正至中午12時正
活動形式：以短片發放
內容：不需畫畫經驗，享受以手指作畫的輕鬆自在，
            實踐疫下自癒。活動以短片形式發放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2人
報名：現已可向梁姑娘查詢/報名
 備註：需自備粉彩顏色，如有需要，可跟梁姑娘聯絡

「醣」不怕，食得其法健康講座
日期：2022年4月25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正至上午11時正
活動形式：網上Zoom
內容：營養師分享分享糖尿病成因、治療以及
            正確飲食方法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30人
合辦機構：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報名：現已可向梁姑娘查詢/報名

樂齡廚房～
花生紅棗小米粥

日期：2022年5月4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11時正至中午12時正
活動形式：以短片發放
內容：營養師教授製作花生紅棗小米粥及分享
            健康煮食小貼士，讓你在家中也可享受
            入廚的樂趣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50人
合辦機構：費森尤斯卡比(香港)有限公司
報名：現已可向梁姑娘查詢/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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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仁愛影院-
「我的家庭醫生-可以說的秘密」
日期：2022年5月14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0時30分
地點：Whatsapp短片發放
影片內容：蓮姐(吳沅儀飾)一邊工作，一邊要照顧中風的
                   丈夫(尹光飾)，雖吃力但為的都是希望一家人
                   健健康康，開開心心地生活。家庭醫生潘醫生
                   建議蓮姐做的大便隱血測試報告呈陽性，令她
                   忐忑不安......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5人
報名：2022年4月11日(星期一)起向陳姑娘查詢

同你打打氣系列～
心靈健康篇（5月）

日期：2022年5月12日及5月19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1時正至中午12時正
活動形式：WhatsApp分享
內容：WhatsApp分享生活點滴，學習欣賞與感恩，
            讓心靈健康，活得快樂！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30人
報名：現已可向梁姑娘查詢/報名

疫境抒「晴」藝術減壓系列~
簡筆畫

日期：2022年5月16日及5月23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1時正至中午12時正
活動形式：以短片發放
內容：不需畫畫經驗，利用簡單筆畫繪出可愛的動物、
            植物等。活動以短片形式發放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2人
報名：現已可向梁姑娘查詢/報名

樂活人生傳承愛簡介
日期：2022年5月16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正至下午4時正
活動形式：短片分享
內容：向會員及社區義工發放「老幼所為」-
            樂活人生傳承愛宣傳短片，介紹計劃
           內容及招募義工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80人
報名：2022年4月4日(星期一)起向馮先生查詢

活動

芬蘭木柱活動日(一)22-23
日期：2022年5月14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1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由義工協助帶領參加者玩芬蘭木柱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5                  
名額：10人
報名：2022年4月11日(星期一)起向楊姑娘查詢

活力強肌運動帶操
日期：2022年5月16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正
活動形式：網上Z00M
內容：教授簡單運動帶操，有助強健肌肉及
           增強體力，在家動起來，運動齊抗疫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30人
合辦機構：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報名：現已可向梁姑娘查詢/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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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組
心靈在線輕一輕

日期：2022年5月5日至5月26日(逢星期四)
時間：上午11時正至中午12時正
小組形式：網上
內容：透過網上小組，讓參加者了解心靈健康及學習簡單的減壓方法，居家抗疫同時關注自己的心靈健康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0人
日期：2022年4月19日(星期二)起向馮先生查詢

快「樂」工作坊
日期：2022年5月23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正至上午11時正
活動形式：網上ZOOM
內容：透過Zoom，由音樂治療師帶領參加者安坐家中體驗「音樂治療」，放鬆心情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20                  名額：8人
報名：2022年5月3日(星期二)起向馮先生查詢

VR眼科健康體驗
日期：2022年5月24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1時正至下午4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活動透過戴上增強現實 (AR)眼鏡，在模擬視力受損的情況下完成簡單任務，體驗患有眼疾
            可能會遇到的日常困難。
            活動以每30分鐘為一個時段，每時段可讓6位長者進行體驗，共5個時段。
對象：正常視力或沒有嚴重眼疾的長者
           *嚴重眼疾(青光眼、黃斑點病變、糖尿病視網膜眼疾)           
費用：全免                  名額：30人
報名：2022年5月3日(星期二)起向馮先生查詢
合辦機構：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眼科學院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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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活動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第83分隊(GB)活動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集隊
日期: 2022年4月12日(星期二)
          2022年5月3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1時正
活動形式：網上進行
對象：香港基督女少年軍豐盛組第83分隊之隊員
備註：如欲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倩姑娘聯絡

義工訓練-
靜觀與晚年人生

日期：2022年4月29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15分
活動形式：網上Zoom
內容：1. 什麼是靜觀
           2. 靜觀與晚年人生的關係和好處
對象：長者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20人
報名：2022年4月1日(星期五)起向楊姑娘查詢

線上椅子舞22-23(一)
日期：2022年4月22日、5月20及27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正
活動形式：中心/Zoom
內容：長者義工透過zoom 重溫所學的
            椅子舞步伐
對象：曾經參加過椅子舞學習的長者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10人
報名：2022年4月4日(星期一)起向楊姑娘查詢

腦玩童俱樂部22-23(一)
日期：2022年4月27日至6月29日(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正
活動形式：中心/Zoom
內容：邀請長者一同進行「腦玩童」桌上遊戲
            活動，當中由義工帶領及參與各種遊戲，
            享受一同遊戲的快樂時間
對象：中心會員/長者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18人
報名：2022年4月27日(星期三)起向楊姑娘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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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者

護老運動樂耆年22-1
“下肢運動操--踢走惱人關節痛”
日期：2022年4月29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9時正至上午10時正
活動形式：職員中心拍片，網上短片分享
內容：1.講解抗疫運動操的益處
            2.提醒參加者做以上運動時要注意的家居
               安全問題
            3.示範抗疫運動操動作
            4.護老者分享完成下肢運動操的個人感受
            5.齊做合適下肢運動操，預防及紓緩關節痛
對象：護老者/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25人
報名：2022年3月22日(星期二)起向蔡姑娘查詢

4月份護老鬆一鬆2022
日期：2022年4月8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9時正至上午10時正
活動形式：短片發放
內容：介紹有關照顧長者的最新資訊及照顧技巧，
              護老者亦可在活動前提出日常所遇到的困難或疑惑，
              社工在聚會時為會員解答
對象：護老者 / 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48人           
報名：現已可向蔡姑娘查詢

護老耆園變變變-
美鋁耆園

日期：2022年4月8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活動形式：ZOOM/拍攝短片分享
內容：1.學習五感治療，感受植物的生命力             
              2.認識室內植物不同的種植容器優缺點
              3.認識益及合適的室內鋁線擺設植物
              4.製作創意"鋁館"
              5.寫上祝福語，修護植物名牌，分享感受
對象：護老者 / 有需要護老者/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12人           
報名：現已可向蔡姑娘查詢

創意家居DIY
日期：2022年5月13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9時正至上午10時正
活動形式：ZOOM/拍攝短片分享
內容：1. 認識環保概念，學習做個精明消費人，
               學習選購合適日用品免浪費
            2. 提升創意，將現有資源改造成實用安全
                家居用品，如小型鞋架製作，萬用放置
                盒，抹手紙架製作等
對象：護老者/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20人
報名：2022年4月1日(星期五)起向蔡姑娘查詢

健康生活有法寶
日期：2022年5月27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1時30
活動形式：如疫情嚴峻，轉為zoom/短片whatsapp分享
內容：認識家居五常法及讓參加者學習活用家居安全
           五常法，令家居環境更安全。
對象：護老者/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20人
報名：2022年4月1日(星期五)起向蔡姑娘查詢

金齡縫補師22-1
日期：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下午4時30
活動形式：如疫情嚴峻，轉為zoom/短片whatsapp分享
內容：1.工作員及護老者熟手車衣將車衣知識、技能承
              傳，助人自助
            2.學習製作/車縫布口罩備會員入會用，讓有改衣
               需要的社區長者得到幫助
            3.製作香港懷舊玩具 “抓子”，入袋備送贈護老者
對象：護老者/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14人
報名：2022年4月1日(星期五)起向蔡姑娘查詢



健腦活動
認知評估

日期：2022年4月1日至6月30日
內容：為參加長者進行認知障礙檢測，並且為評估問卷
           不合格的長者提供預防認知障礙症的資源及方法
對象：有需要人士
費用：全免
名額：15人
報名日期：2022年3月21日(星期一)起向沈先生查詢
備註：報名者會由職員約時間到中心或以電話進行評估

個別支援服務
日期：2022年4月1日至6月30日
內容：透過社工安排個人照顧員每兩星期為認知障
            礙症長者及體弱長者提供一次到戶服務及一
            次電話慰問，並由社工跟進，提供健康管理
            支援或訓練
對象：認知障礙症或體弱長者
費用：$30              名額：12人
報名：2022年4月1日(星期五)起向沈先生查詢

齡活習作
日期：2022年4月1日至6月30日
地點：本中心
內容：為參加者提供認知訓練習作，讓參加者能
           在家完成，訓練腦筋
對象：認知障礙症 / 輕度認知障礙 / 有記憶問題人士
費用：$10
名額：20人
報名：2022年4月1日(星期五)起向沈先生查詢

認知障礙症照顧者月會
日期：2022年4月30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0時正至上午11時正
內容：介紹認知障礙症的最新資訊、照顧技巧及社會
           資源，照顧者亦可在這平台提出日常所遇到的
           困難或疑惑，讓社工解答
對象：疑似或確診認知障礙症患者的照顧者
費用：全免
名額：20人
備註：1. 活動短片透過WhatsApp發送
            2. 如欲報名/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沈先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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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要護老者

「以愛護老」下肢運動操--
踢走惱人關節痛

日期：2022年4月29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0時30分
活動形式：職員中心拍片，網上短片分享
內容：1.講解抗疫運動操的益處
            2.提醒參加者做以上運動時要注意的家居安全問題
            3.示範抗疫運動操動作
            4.護老者分享完成下肢運動操的個人感受
            5.齊做合適下肢運動操，預防及紓緩關節痛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12人
報名：2022年4月1日(星期五)起向倩姑娘查詢



售賣雅培奶粉

售賣三花奶粉

奶粉地帶

日期：2022年5月13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以優惠價錢售賣三花奶粉
對象：中心會員
價格：1. 三花雙效降酵素營養奶粉800克--$100/罐
            2. 三花高鈣活關節低脂奶粉800克--$85/罐
            3. 三花柏齡健心高鈣較低脂奶粉800克--$75/罐
            4. 三花高鈣健骨低脂奶粉800克--$75/罐
            5. 三花三效高鈣較低脂奶粉750克--$100/罐
備註：1. 各會員可於售賣奶粉當天帶同會員證到中心購買
            2. 如有查詢可向中心職員陳姑娘聯絡
            3. 如疫情嚴峻，售賣奶粉活動可能會暫停

日期： 2022年5月11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10時正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以優惠價錢售賣雅培奶粉
對象：中心會員
價格：1. 加營素900克--$174/罐
           2. 低糖加營素850克--$179/罐
           3. 活力加營素850克--$216/罐
           4. 怡保康850克--$217/罐
備註：1. 各會員可於售賣奶粉當天帶同會員證到中心購買
            2. 如有查詢可向中心職員陳姑娘聯絡
            3. 如疫情嚴峻，售賣奶粉活動可能會暫停
            4. 美國雅培藥業有限公司於2022年4月1日開始 調整價格，敬請留意

日期：2022年5月10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1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以優惠價錢售賣倍力康奶粉
對象：中心會員
價格：1. 倍力康500克--$78/罐
            2. 倍速定200毫升--$480/箱(24支)
備註：1. 各會員可於售賣奶粉當天帶同會員證到中心購買
            2. 如有查詢可向中心職員陳姑娘聯絡
            3. 如疫情嚴峻，售賣奶粉活動可能會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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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賣倍力康奶粉

圖片只供參考

圖片只供參考

圖片只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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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委篇紅酒意想不到的健康益處
我們幾位長者委員希望透過這篇文章，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對紅酒的了解及自己的
個人經驗，亦引用了一份外國的文章，希望讓大家對紅酒有多一點認識。但請留意，
紅酒少飲怡情，多喝傷身（每日不多於1杯，每週不多於100毫升）！飲用前應先諮詢
醫生，並留意自己的身體及健康狀況是否適合，因人體對酒精的反應因人而異。

釀紅酒的國家以法國、意大利最負盛名，隨後有新興酒業國家如澳洲、智利、阿根廷、
美國等。紅酒年份越久，價值越高，有些紅酒更價值連城。過去數十年間，不同的國家
及大學的研究顯示，適量飲用紅酒有一定益處，部份好處如下：

1.減緩阿爾茨海默病
   2015 年 2 月發表在英文期刊《 科學報告 》上的一項美國研究顯示，紅酒中的白藜蘆
   醇（一種葡萄皮中含有的抗氧化劑）對記憶保存有正面的作用。它對治療 60 歲以後
   的記憶障礙和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特別有效。

2.預防心血管疾病
  白藜蘆醇也可以解決心血管問題。據世界衛生組織稱，僅此一項就能將心臟病發作的
   風險降低40 %。這種抗氧化劑的血管擴張特性可以增加血管的直徑，從而促進血液循環。

3.降低患肺癌的風險
  根據美國癌症研究協會期刊發表的報告，適量飲用紅酒可降低男性患肺癌的風險。
  平均而言，每個月喝一杯紅酒可使中年男性患肺癌的風險降低 2%。

4.放鬆情緒
   加州大學的一現研究證明了葡萄酒的放鬆特性。在葡萄皮中發現的一種酶會使細胞應
   激反應系統失活。内啡肽增加，張力降低，產生放鬆效果。

5.對抗疲勞
  根據發表在FASEB 雜誌上的一項研究，葡萄中所含的白藜蘆醇可以在特別艱難的一天
   減輕疲勞並增強身體活力。

除此之外，紅酒仍有其他好處，例如防治減冒，改善睡眠等。在疫情下發覺喉乾，
不妨試飲一口紅酒，飲紅酒溫度要保持20度左右，天氣太熱要放入雪櫃或酒櫃，
已開的紅酒要放入雪櫃，但不可放太久，否則酒的醇味會大減。
有長期病患、三高及有心臟問題的長者，需特別留意，應先諮詢醫生意見，
遵照醫生吩咐，才可飲用。此外，亦必需留意，在服用藥物時，不論中藥或西藥，
切忌飲用酒精飲品。

資料搜集及分享︰ 莊秀娟 任志南 陳逸民 
資料來源：https://www.lelynx.fr/mutuelle-sante/medecine/maladie/alcoolisme/bienfaits-vin-rouge-sante/



專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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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個品格強項
在這兩年，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人民生活質素受到威脅及影響，容易有
很多負面情緒出現，以下是24個個人品格的分類及描述，筆者認為很正面及附有正
能量，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能學習這些品格從而更能積極面對前路。

1. 欣賞美麗與卓越 -  能洞悉生活中大小事物美麗和卓越的一面，並對萬物充滿讚嘆
2. 勇敢 - 遇到恐懼、挑戰、困難時不會畏懼，並根據自己的信念而作出行動
3. 創造力 - 日常生活中，會多嘗試用新方法去處理事情
4. 好奇心 - 喜歡探索和發掘新事物，對大部分事情感到好奇或興趣
5. 公平 - 表現不偏不倚的態度，不會因個人感情而作出偏差的決定
6. 寬恕 - 寬恕別人，給別人機會，選擇慈悲而不是報復
7. 感恩 - 欣賞別人的幫忙及身邊的好事，對人、事、及環境都存感激之心，並能表
               達謝意
8. 真誠 - 誠實，以真誠真摯的態度生活和處事
9. 希望 - 即使經歷到失敗和挫折，也能表現樂觀，相信只要努力，事情便能有好轉
               之勢
10. 幽默感 - 喜歡把歡笑帶給別人，在任何情況下，你都嘗試看事情輕鬆的一面
11. 仁慈 - 樂於助人，對人表現仁慈和寬宏，利他主義
12. 領導能力 - 籌劃和實踐活動方面表現良好，能推動自己及別人做好團隊工作，
                        維持團隊和諧
13. 愛與被愛 -- 重視與別人的親密關係，能夠對朋友及家人表達自己的愛，
                         同時接受別人的關懷和幫助
14. 愛好學習 - 喜愛學習新事物，並深入認識不同的課題
15. 謙遜 - 能表現謙虛，即使有成就，也不追求別人的注視
16. 判斷力與開明的思想 - 要做決定時，會客觀探索，理性考慮其他意見和證據作
                                           良好的判斷
17. 堅毅 - 即使面對困難和費時的任務，亦能堅持完成下去
18. 洞察力 - 深入觀察、能提供宏觀的意見，朋友會傾向向你尋求意見
19. 審慎 - 做事小心穩重有遠見，即使情緒高漲或面對壓力時，亦不會做一些讓
                自己後悔的事
20. 自我約束 - 面對自己和慾望、衝動、或情緒時能表現自我控制
21, 社交智慧 - 能了解自己和別人的情緒、脾性，動機和需要，並能作出適當回應
22. 人生意義的追尋 - 對人生擁有堅定的信仰，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標
23. 團隊精神 - 盡忠和致力於團隊精神，能完成自己的分內事，並為團隊的成功而努力
24. 熱情和幹勁 - 懷著興奮的心情、熱情和幹勁面對日常的生活
         
資料來源 ︰香港大學隔離14天 wellness kit

楊祈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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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皮膚護理
皮膚是覆蓋在人體最外層的組織，保護身體免受外界的刺激和病菌的侵害。
正確護理皮膚，對維持個人的身心健康均有重要意義，例如糖尿病患者的
皮膚感染可以演變為組織壞死的嚴重後果，而痕癢這種不少長者常有的情
況，表面看雖似微不足道，卻可以十分惱人，影響心理健康，所以長者和
護老者都宜對皮膚護理有正確的認識。

皮膚護理要點

一. 清潔
皮膚要保持清潔，在炎熱的夏季，宜每天洗澡，特別是腋下，陰部和雙足
等位置。大汗者應穿著吸汗和通爽的衣物，以減少患癬疾的機會，尤其是
常患足癬者，切勿穿尼龍襪和不通氣的膠球鞋，可選擇涼鞋或皮鞋。

二. 痕癢
由於油脂分泌隨著老化過程會逐漸減少，長者的皮膚一般都會較為乾燥，
導致經常痕癢，倘若不正確處理，一味搔抓，或以熱水刺激來企圖止癢，
會造成惡性循環，不能解決癢的問題。一旦皮膚抓破，更易造成細菌感染
及發炎。

三. 乾燥
避免因皮膚乾燥而造成痕癢，最重要是使用潤膚膏來保持皮膚滋潤，次數
不限，尤其不可忽略的時間是沐浴後，在皮膚仍然濕潤時。此外，亦可考
慮用浴油，但要提防滑倒。若是使用暖爐，要保持室內濕度，例如使用充
油式電暖爐便較輻射式暖爐為佳。此外，毛絨衣物能刺激皮膚，令人更癢。
心情煩躁，也會影響癢感。

四. 洗澡
由於大熱水會過度洗去皮膚表面的油脂，所以長者宜只用暖水，同時要避免
大力洗擦，可用溫和滋潤性高的肥皂或沐浴露，甚至只局部位置用肥皂，
其他只用溫水洗。在乾燥的季節皮膚會更覺痕癢，因此在冬天，長者除非曾
出汗，否則不必每天洗澡，可以隔天甚至隔兩天才洗澡。

五. 危險訊號
倘若已採取上述措施，痕癢仍然持續，或皮膚表面有異常情形，都應請教醫生。
例如痣突然產生變化、傷口經久不癒合、皮膚長出物體、嚴重痕癢及脫皮、
劇痛等，都可能是嚴重疾病(如皮膚癌)的徵兆，不可忽視。

資料來源 ︰衛生署長者健康服務網站



長者友善社區八大範疇(四)
社會參與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P. 16

退休生活=足不出戶？非也！良好的社交生活能讓長者保持活躍積極的態度，
除了對精神健康有正面影響之外，亦可了解社會的最新發展，甚至能發掘新
的人生樂趣！

專欄區

不少長者透過參加不同類型的活動擴闊社交圈子，讓退休生活錦上添花。

社區上有不同團體舉辦各類的興趣班，讓不同性格的長者均可以
按自己的喜好學習新事物，發揮所長

隨著時代的轉變，長者退休後不再只是安坐家中打發時間，
新一代的銀齡生活變得有更多選擇，
甚至可以比年輕人更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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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們，你曾否遇到有人向你的物業提出收購或游說你
出售物業？甚或要求你即時簽署樓宇買賣合約？ 

   在作出物業買賣決定前，以下有幾點值得留意︰
1. 你是否清楚物業價值及了解合約條款？
2. 物業出售後你的長遠住屋安排是怎樣？
3. 你是否需要尋求家人或專業人士協助?

出售物業無疑是人生的一大事情，最好由親屬陪同進行
商議。如有需要，可考慮尋求律師及測量師的專業服務，
假如你對出售物業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2345 5265或
WhatsApp (5582 2272) 與長者安居協會“支援少數份數
擁有人(舊樓小業主)外展服務(先導計劃)”的社工聯絡。

資料來源：長者安居協會支援少數份數擁有人(外展服務)先導計劃

出售物業要小心，了解清楚才動筆 專欄區



廣東話話你知

P. 18

 「嗒」讀粵語「daap 1」

     「嗒」原本是個擬聲詞，模擬食嘢食得好滋味的聲音，
       如「食到嗒嗒聲」。

       後引申至動詞，「嗒」的動作是含在嘴裡，不咬不吞，
        以舌細嘗滋味，如「慢慢嗒先好味」、「嗒真D味」。

        廣東話「嗒糖」指「嗒晒糖」，意思係「好滋味地食緊糖」，
        引申出因為其他人的外表行為而感到陶醉、甜蜜、受落，有
       「感覺很甜蜜」和「很有好感」的意思。
         如「個女仔嗒你糖」、「佢收到男朋友送嘅花，即刻嗒晒糖」。

嗒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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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維生素A、β-胡蘿蔔素：幫助維持上呼吸道粘膜濕潤度，以降低病毒附著機率。

2. 維生素Ｃ：對白血球的功能有幫助，幫助抵禦病菌，強化免疫系統，建議平時可
                       以多攝取富含維生素C的水果。如橘子、椪柑、柳丁等柑橘類水果，
                       以及草莓、釋迦補充營養素。

3. 維生素Ｄ：具有活化免疫細胞的功能，有助於人體消滅細菌和病毒。可以藉由曬
                       太陽、攝取乳製品和深海魚類來補充維生素D。

4. 維生素Ｅ：具有良好抗氧化力，可防止磷脂質及多元不飽和脂肪酸被氧化。平時
                       可從堅果，以及植物性油脂中補充維生素E。

5. 鋅：防止病原體進入，也可以調節免疫細胞；另外，鋅具有直接對抗病毒的能力，
           可以干擾RNA病毒（新冠病毒屬之）的複製。

6. 兒茶素：綠茶中的兒茶素可以覆蓋於突起的細胞粘膜，防止病毒附著。

7. 發酵食物：可以幫助腸道環境平衡，身體有60%-70%的免疫細胞存在於腸道，
                       腸道若顧好，也可以使體內免疫系統發揮正常功能。如泡菜、
                       納豆、味噌、優酪乳及優格。

資料來源：https://www.edh.tw/article/29801

健
康
知
識
站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下午休息)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中心開放時間

惡劣天氣警告緊急安排
 中心服務 戶內活動 戶外活動 

1 號風球/黃雨    

3 號風球/紅雨    

8 號風球/黑雨    

請會員留意在颱風及暴雨訊號下中心之開放及活動安排，詳情請閱有關之通告。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如 閣下不想再收到此份刊物，請致電聯絡本中心，以便作出跟進。

回郵地址：九龍油塘高超道
          高怡邨高遠樓地下1及6號

督印人 曾美怡 | 編輯委員會 陳婷欣 彭結池 楊祈敏 沈智偉 蔡惠玲 曾嘉倩 馮寶業 梁連珍 張海倫 周芷英 | 印刷數量1100本

意見表
多謝支持及提供寶貴的意見
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號碼：____________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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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2717 7491   2022 年 4 月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三月初一 2 初二 

 

    9:00 護老者網上健康資訊站 
9:30 網上例會 

10:00 例會講座-「郁得健康」 

 
 

下午休息 
3初三 4 初四 5 初五 6 初六 7 初七 8 初八 9 初九 

中心 

休息 

 

清明節 
 11:00 樂齡廚房-倍力康紅豆糕  9:00 2022 年 4月份護老鬆一鬆 2022 

10:30 護老耆園變變變-美鋁耆園  
9:30 仁愛影院-「獅子山下  

- 我們之間」《字條》 
 

下午休息 

10 初十 11 十一 12 十二 13 十三 14 十四 15 十五 16 十六 

中心 

休息 

11:00 護心健康操  9:30 倍力康營素奶粉售賣 
 9:30 GB 集隊 
10:15 金耆快樂人 
11:00 同你打打氣系列～開心一刻 

10:00 雅培加營素奶粉售賣 
11:00 同你打打氣系列～家居運動篇 
11:00 樂齡廚房～4月抗疫湯水篇 

11:00 疫境抒「晴」藝術減壓系列~ 
復活節粉彩 

11:00 同你打打氣系列～生活達人 耶穌受難節 
耶穌受難節

翌日 
17十七 18十八 19 十九 20 二十穀雨 21 廿一 22 廿二 23 廿三 

復活

節 

復活節 

  10:30 譜出生命樂章講座 
11:00 同你打打氣系列～生活達人 

 9:00 護老抗疫展關懷 2022 
 2:00 線上椅子舞 22-23(一) 

  
 

下午休息 

24 廿四 25 廿五 26 廿六 27 廿七 28 廿八 29 廿九 30 三十 

中心 
休息 

10:00 「醣」不怕，食得其法健康講座 
10:30 耆康在身邊 

  2:00 腦玩童俱樂部 22-23(一)   9:00 護老抗疫展關懷 2022 
 9:00 護老運動樂耆年 22-1 

"下肢運動操-踢走惱人關節痛" 
 9:30 「以愛護老」下肢運動操 

-踢走惱人關節痛 
 2:00 義工訓練-靜觀與晚年人生 

10:00 認知障礙症照顧者月
會 

 
 
下午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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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2717 7491   2022 年 5 月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四月初一 2 初二 3 初三 4 初四 5 初五立夏 6 初六 7 初七 

勞動節 勞動節翌日 
9:30 GB 集隊 11:00 樂齡廚房～花生紅棗小米粥 

2:00 腦玩童俱樂部 22-23(一) 
10:00 心靈在線輕一輕 
11:00 樂齡廚房～5月家常甜品篇 

 9:00 護老抗疫展關懷 2022  
下午休息 

8初八 9 初九 10 初十 11 十一 12 十二 13 十三 14 十四 

佛誕 佛誕翌日 
 2:00 腦玩童俱樂部 22-23(一) 10:00 心靈在線輕一輕 

11:00 同你打打氣系列～心靈健康篇 
9:00 護老抗疫展關懷 2022 
9:00 創意家居 DIY 

9:30 芬蘭木柱活動日 
9:30 仁愛影院- 

「我的家庭醫生- 
可以說的秘密」 

下午休息 

15 十五 16 十六 17 十七 18十八 19 十九 20 二十 21 廿一 

中心 
休息 

10:30 耆康在身邊 
10:00 樂活人生傳承愛簡介 
11:00 疫境抒「晴」藝術減壓系列~ 

簡筆畫 
 2:00 活力強肌運動帶操 

 2:00 腦玩童俱樂部 22-23(一) 10:00 心靈在線輕一輕 
11:00 同你打打氣系列～心靈健康篇 
 2:00 乒乓球進階班 
 3:30 乒乓球初階班 

9:00 護老抗疫展關懷 2022 
9:00 錫晒您護老專線站 
 2:00 線上椅子舞 22-23(一) 
 3:30 金齡縫補師 

 
下午休息 

22 廿二 23 廿三 24 廿四 25 廿五 26 廿六 27 廿七 28 廿八 

中心 
休息 

10:00 快「樂」工作坊 
11:00 疫境抒「晴」藝術減壓系列~ 

簡筆畫 

1:00 VR眼科健康體驗 2:00 腦玩童俱樂部 22-23(一) 10:00 心靈在線輕一輕 
 2:00 乒乓球進階班 
 3:30 乒乓球初階班 

9:00 錫晒您護老專線站 
10:30 健康生活有法寶 
2:00 線上椅子舞 22-23(一) 

 
下午休息 

29 廿九 30 五月初一 31 初二     

中心 
休息 

10:30 耆康在身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