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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同慶的聖誕節即將來臨，祝大家聖誕及新年快樂！福杯滿滿！

長者委員繼續與大家分享一些與長者有關的資訊，不少人都喜歡飲時令湯水、
如養生湯、祛濕湯、潤肺湯等，今期主題正是與健康息息相關的「湯水篇」，
長者委員為大家搜羅了幾款推介湯水，讓大家在冬日能好好滋潤。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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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做快速抗原測試，須接受
強制檢測人士，必須於指定日期到社區檢測中心／流動採樣站進行檢測。

2019冠狀病毒病的病徵可以很輕微，如有任何身體不適(即使症狀非常輕微)，
應盡快向醫生求診，按照醫護人員的指示接受檢測，以及早獲得適切診斷和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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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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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提供一個清潔安全的環境給大家，中心會定期進行清潔及消毒，希望大家一
起合作，配合中心的防疫措施。

如果您也有意見或趣事想與其他會員分享，歡迎投稿給我們，可電郵至 
info@hkcmis.org 或親身交回中心，將有機會被刊登在月訊專欄，期待您的參與！

轉眼就到2023年，農曆新年亦較往年為早，相信大家都會忙於辦年貨，與親友聚聚。
新年新希望，您又有什麼新年願望呢？可以與我們或您身邊的親友分享呢！  

祝願大家 兔年行大運，事事都如意，玉兔皆吐氣，健康又健壯！

曾美怡姑娘



中心消息

新入會/續會安排

防疫措施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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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社會福利署指引，為減低染疫風險，中心需以*預約形式*進行服務，

以限制人流。同時小組活動亦受限於當時生效的《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

聚集）規例》（第 599G 章）下有關禁止於公眾地方進行群組聚集之規定

進行。
會員如需到中心處理各項事務，請先預約。由於服務會因應社署更新的指

引而不時作出調動，所有變動會透過中心壁報板、WhatsApp 或機構網站通

知大家，各位亦可於辦公時間內致電中心查詢最新情況。

因應疫情關係，為免人多聚集，新入會人士 / 會員請先致電中心登記，職員將會通知到中心安排入會。
會藉有效期至2023年3月31日，敬請留意。
會費：正式會員(60歲或以上)：$21
            活力會員(55-59歲)：$25
*請帶備會員證(如有)、身份證、住址證明、綜援證明(如有)及會費

中心假期安排
2022年12月26日至27日(星期一至二)為聖誕節假期、

2023年1月2日(星期一)為元旦翌日假期、1月23至24日(星期一至二)為農曆新年假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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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憂Hub」

中心YouTube：搜尋「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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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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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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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我地既專頁呀！

物資送贈安排
1. 中心不定時亦會收到外界團體或善長捐贈的禮物包希望轉贈予長者，但由於每次
    物品的種類、數量都不一，故未必每次都能分發給所有會員。中心將盡量平均分
    配各項物資，希望每一位都受惠，故會分批分發給不同會員，聯絡取件，直至所
    有會員領畢，再作下一個循環派發。
2. 由於每次收到禮物包之時段、產品內容及數量亦非中心可以控制，故大家收到的
    物資內容亦未必相同，領取的時段亦不一樣。中心會按序通知大家領取，請見諒。
3. 部分團體捐贈之物品可能會有指定派發對象，如指定派送予獨居雙居、綜援人士等。
    故此，此等禮物因應捐贈者的要求不能公開派發給其他對象。中心將按捐贈者要求
    每次平均分發予各類人士，敬請大家知悉。



12月及1月網上例會及講座安排
日期：2022年12月2日(星期五)
            2023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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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例會健康講座：
「聽覺保健知多少」

1月例會健康講座：
「輕鬆準備一至二人餐(長者篇)」

日期：2022年12月2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正至上午11時正
地點：網上ZOOM / 本中心
內容：1. 失聽、失聽的原因及處理方法
            2. 選擇助聽器的要點及預防失聽
                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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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S 服務質素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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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至12月生日之會員可於2022年10月5日至12月31日期間及
1月至3月生日之會員可於2023年1月3日至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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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領取者，
將不設補發，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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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職責及責任

所有職員、管理人員、管理委員會和／理事會或
其他決策組織的職務及責任均有清楚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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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3年1月6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正至上午11時正
地點：網上ZOOM / 本中心
內容：如何準備既健康又簡單的一至二人餐，
            由購物至烹調，逐步實踐健康飲食的模式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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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聖誕氣球扭扭樂

日期：2022年12月13日及12月20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4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利用不同顏色的氣球扭出富有聖誕
            氣氛的氣球裝飾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40 / 2堂             名額：10人
報名：現已可向梁姑娘查詢

愛心剪髮服務
日期：2023年1月13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為區內有需要之長者提供剪髮服務
對象：60歲或以上之中心會員           
費用：$5                名額：30人                       
合辦機構：恩典義剪隊
備註：為保障個人衛生，參加者需於剪髮前
           自行清洗頭髮並吹乾
報名：現已可向梁姑娘查詢

迷你聖誕樹工作坊
日期：2022年12月19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製作迷你聖誕樹，
            迎接普天同慶的聖誕佳節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60             
名額：10人
報名：現已可向梁姑娘查詢

心血管健康檢測
日期：2022年12月1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使用日本PASESA PLUS 心血管檢測儀，
            90秒內檢測心血管硬度AVI和API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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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只供參考

2023年1月仁愛影院-
「真的戀愛了」

日期：2023年1月14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1時正
活動形式：WhatsApp短片發放
影片內容：都市中，夜幕低垂，對某人的思念正在心中
                   不斷滋長、蔓延......愛與被愛是每個人心底的
                   渴望，在愛過、痛過、甜蜜、快樂或流乾眼淚
                   後，看到的只是一場追逐的夢，還是真正找到
                   愛的證據?究竟誰是「愛」的老師，教我們學習
                   怎樣去愛，成為一生成長的印記?
費用：全免                 名額：15人
報名：現已可向陳姑娘查詢

鈎織冷帽
日期：2022年12月8、15、22日
            2023年1月5日(逢星期四)
時間：上午10時15分至上午11時45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長者義工教授參加者鈎織冷帽技巧，
            課堂完成後可以鈎織一頂冷帽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60 / 4堂(包冷及釣針)             
名額：8人
報名：現已可向楊姑娘查詢

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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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組
仁愛飯堂

日期：2022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
            2023年1月3日至1月31日
            (逢星期一至五)
時間：中午12時正至下午2時正(逾時不候)
地點：本中心
內容：每日一餐午膳，免費派發營養飯盒
對象：有需要之60歲或以上之基層長者
費用：全免(需繳付$20按金)
備註：1. 需每月的25號或之前申請下個月的飯盒
            2.需經中心職員評估，如符合資格，
              才可申請免費飯盒
            3. 如有查詢，請與梁姑娘聯絡

鈎織披肩
日期：2022年12月9日至2023年1月6日(逢星期五)
時間：下午1時45分至下午3時15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長者義工教授參加者鈎織披肩技巧，
            課堂完成後可以鈎織一件披肩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60 / 5堂 (包冷及釣針)            
名額：8人
報名：現已可向楊姑娘查詢

自遊魔力橋

新年手工製作工作坊
日期：2023年1月13及20日(逢星期五)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教授參加者製作和新年有關的剪紙及摺紙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10 / 2堂 (包材料)             
名額：8人
報名：現已可向楊姑娘查詢

粵曲卡拉OK
日期：2023年1月5日、2月2日及
                       3月2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以卡拉OK形式唱粵曲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20 / 3次
名額：10人
報名：現已可向陳姑娘查詢

日期：2023年1月5日至1月26日(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讓參加者玩魔力橋，享受輕鬆的玩樂時光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8人
報名：有興趣參加活動的長者於活動當日聯絡
            中心報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流行曲卡拉OK
日期：2023年1月19日、2月16日及
                       3月16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發揮會員歌唱的天份，自由選唱
           不同年代，不同語言的流行歌曲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20 / 3次
名額：10人
報名：現已可向陳姑娘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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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女少年軍集隊
日期: 2022年12月6日(星期二)
          2023年1月3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1時正
活動形式：本中心 / 網上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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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第83分隊活動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
周年大會操暨感恩崇拜2022

活動日期: 2022年12月18日(星期日)
活動時間：下午1時正至下午5時30分
                   (集合時間稍後通知)
活動地點：馬鞍山烏溪沙青年新村大禮堂
對象：香港基督女少年軍豐盛組第83分隊之隊員
服飾：整齊夏季制服(不可摺袖)
備註：如欲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倩姑娘聯絡

8／10／2022之立願禮順利完成，
有賴大家的支持和努力，

期望新一年有新隊員加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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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活動

「樂活人生傳承愛」嘉許禮
日期：2022年12月30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30分
形式：網上ZOOM
內容：1. 回顧計劃內容
            2. 活動花絮及成果分享
            3. 義工嘉許       
費用：全免                 
名額：134人
報名：現已可向馮先生查詢

長幼聚一聚
日期：2022年12月12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3時正至下午4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活動與香港扶幼會盛德中心學校合辦，
            由長者及學生義工在中心共同製作
           「和諧粉彩」紀念品，在期後的探訪
            活動送給被訪者
對象：中心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16人
合辦機構：香港扶幼會盛德中心學校
報名：12月2日(星期五)起可向馮先生查詢

聖誕送暖大行動
日期：2022年12月17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0時正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活動與香港扶幼會盛德中心學校合辦，
            由學生及長者義工進行探訪活動，
            包括高怡邨、鯉魚門邨、油塘邨
對象：中心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60人
合辦機構：香港扶幼會盛德中心學校
報名：12月1日(星期四)起可向馮先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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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活動
腦玩童俱樂部22-23(四)

日期：2023年1月4日至3月29日(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正
地點：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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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14人
報名：現已可向沈先生查詢

中心長者委員會會議
日期：2022年12月29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長者委員會委員每個月一次在中心開會，
            執行中心長者委員會的職務，並在協助中心推行活動
對象：中心長者委員會委員       
費用：全免                   
名額：12人
負責職員：楊姑娘

義工專題會-
情牵護老心之護老闖三關

日期：2023年1月16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專題資訊分享
對象：只限中心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20人
報名：現已可向馮先生查詢

義工專題會-
至叻「腦」友記

日期：2022年12月19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正
形式：網上影片
內容：專題資訊分享「認識認知障礙症」
對象：只限中心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20人
報名：現已可向馮先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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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者

日期：2022年12月23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9時正至上午10時正
地點：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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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全免                 
名額：20人 
報名：現已可向蔡姑娘查詢

護老者網上平台
小班教學2022-B班

日期：2022年12月2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1) 基本智能手機介紹及重組手機頁面，
                 方便護老者使用
           (2) 加設護老者群組，加中心手機號碼及
                登入FaceBook關注機構網頁
           (3) 設置WIFI網路連線，將Whatsapp，
                FaceBook，Zoom等程式軟件下載及安裝
           (4) 學習使用WhatsApp對話及群組廣播訊息
對象：護老者 / 有需要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10人
報名：現已可向蔡姑娘查詢
備註：學員必須自備智能手機參與網上平台小班教學

「護老晴心」--甜睡與你
日期：2022年12月12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正至上午11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甜睡與你 ，讓護老者明白失眠原因，
           入睡方法，改善睡眠質素
對象：護老者
費用：全免              名額：15人
合辦機構：保良局劉陳小寶長者地區中心
報名：現已可向蔡姑娘查詢

護老耆園變變變 - 
聖誕花環DIY

日期：2022年12月16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9時正至上午10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1. 認識聖誕花環的起源及工具材料
            2. 製作聖誕花環
            3. 分享香草茶
對象：護老者 / 有需要護老者 / 會員 
名額：12人
費用：$20                       
報名：現已可向蔡姑娘查詢

12月份護老鬆一鬆

金耆快樂人
日期：每月第二及第四個星期二                    
時間：上午10時15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1. 長者健體運動
              2. 正面新聞/有趣時事、勵志歌曲分享
              3. 生命故事分享
對象：護老者 / 會員
費用：全免                 
名額：30人 
報名：現已可向蔡姑娘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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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護老」
玻璃彩繪聖誕裝飾

日期：2022年12月9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9時正至上午10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參加者使用玻璃彩繪畫出不同的聖誕裝飾，並可製成一張聖誕咭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 護老者
費用：$10              
名額：8人
報名：現已可向倩姑娘查詢

「以愛護老」
醒獅賀歲錢箱

日期：2022年12月20及23日(星期二及五)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製作既應節又活潑精靈的醒獅錢箱，讓參加者發揮無限小宇宙，運用創意
            DIY專屬自己的醒獅應節裝飾，亦可以用於收藏利是錢，一舉兩得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 護老者
費用：$30 / 2堂              
名額：9人
報名：現已可向倩姑娘查詢

有需要護老者

「以愛護老」
Hi-Touch 機械人及數碼健康管理小組

日期：2023年1月10及17日(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1時正
地點：本中心
內容：體驗及認識多元化樂齡科技產品，如：與智能機械人互動、玩平板電腦等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 護老者 / 會員
費用：$10 / 2堂              
名額：8人
報名：現已可向倩姑娘查詢



健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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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障礙症照顧者月會5
日期：2022年12月24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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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人
備註：1. 受疫情影響及方便照顧者，活動將會提供直播 / 短片
            2. 如欲報名/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沈先生聯絡

智齡運動
日期：2023年1月4、11、18日(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內容：讓參加者用智能科技產品做運動，鍛鍊身體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20
名額：8人
報名：2022年12月1日(星期四)起可向沈先生查詢

個別支援服務4
日期：2023年1月3日至3月31日
內容：透過社工安排個人照顧員提供5次到戶服務及
           5份認知訓練習作，職員會每兩星期為體弱／
           患認知障礙的長者提供1次到戶支援及1份認知
           訓練習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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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名額：16人
報名：2022年12月1日起可向沈先生查詢

認知評估4
日期： 2023年1月3日至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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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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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友工作坊3
日期： 2023年1月3日至3月23日(逢星期二、四)(公眾假期除外)
時間：中午12時正至下午1時正
內容：讓認知障礙症 / 有記憶問題的長者完成指定練習，
            改善認知功能，延緩退化
對象：認知障礙症 / 有記憶問題的長者
費用：$80
名額：8人
報名：2022年12月1日起可向沈先生查詢

齡活習作4
日期：2023年1月3日至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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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報名：2022年12月1日起可向沈先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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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腦活動
腦友園藝

日期：2023年1月4日至3月1日(逢星期三)(公眾假期除外)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本中心
內容：1. 認識園藝治療
            2. 學習種植的技巧，種植香草，製作盆栽等
            3. 透過種植過程，讓患認知障礙症/輕度認知缺損長者延緩認知功能退化及改善心情
對象：認知障礙症 / 有記憶問題人士
費用：$80               
名額：8人
報名：2022年12月1日(星期四)起可向沈先生查詢

玩把戲班3
日期：2023年1月3日至3月21日(逢星期二)(公眾假期除外)
時間：下午2時正至下午3時15分
內容：由魔術及雜耍表演者教導參加者不同的魔術、雜耍及表演技巧，透過體驗及學習改善認知功能，
           加強手眼協調能力及擴闊參加者的社交圈子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30 / 11堂
名額：12人
報名：2022年12月5日(星期一)向沈先生查詢



售賣雅培奶粉

售賣三花奶粉

奶粉地帶

日期：2023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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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022年12月14日(星期三) / 上午10時正至上午11時30分
                      2023年1月4日(星期三) / 上午9時正至上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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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2年12月13日(星期二)
           2023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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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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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森尤斯卡比(香港)有限公司於8月15日起調整新價錢
            3. 如有查詢可向中心職員陳姑娘聯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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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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同

請找出5個不同的地方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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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委篇 湯水篇

資料搜集：莊秀娟、林惠琴、曾金路

我們幾位長委在今期的長委篇，和大家分享秋冬及防疫湯水，
各位長者可按大家身體的需要及諮詢家庭醫生，作出調整！

蓮藕雪梨百合無花果豬腱湯
功效：秋風起，防禦乾燥，喉嚨痕，咳
材料：蓮藕1斤，雪梨2個，百合2兩，無花果5粒，豬𦟌半斤

南瓜栗子雪耳素湯
功效：養胃健脾，補腎壯腰，潤肺，化痰，滋補素湯
材料：南瓜1斤，栗子四兩，雪耳一個，百合二兩，3000毫升水

防疫補肺全白素湯
功效：心、肺、肝、胃全面補及和滋潤。傷風感冒，咳嗽後最好、
           老少可飲，四季合用，現可作防疫之用，感染後可舒緩肺部不適
材料：百合40克、淮山45克、白蓮子35克、雪梨兩個、沙參20克、玉竹16克、粟米1條、8碗水

沙參玉竹茶
功效：補益氣陰，潤肺化痰﹔促進呼吸道疾病的康復
材料：沙參20克、玉竹20克、南北杏各12克、百合20克、蓮子25克、 黑木耳5克、陳皮1塊、馬蹄10粒
資料來源：香港保健協會 杜嘉喜中醫師

益肺健脾湯
功效：益肺健脾化痰
材料：五指毛桃70克、百合20克、海底椰15克、蓮子30克、生熟薏仁各15克、紅棗3枚、
            陳皮半塊、雲耳5克、瘦肉或排骨半斤、生薑3片
資料來源：香港保健協會 杜嘉喜中醫師

Youtube：

Youtube：

印度椰子栗子排骨湯
功效：潤肺護肝，清燥熱，強骨質
材料：印度椰子一個，佛手瓜一個，栗子四兩，
           粟米一條，無花果，豬骨磅半

Youtube：

圖片只供參考

圖片只供參考



專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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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走抑鬱症
在新冠疫情下，港人的快樂指數下降，部份更出現抑鬱情緒，甚至有抑鬱症的出現，
今期主題是探討關於抑鬱症的治療，期望對大家也有幫助。

什麼是抑鬱症？
抑鬱症是一種常見的心理健康障礙，涉及持續的悲傷、情緒低落和對日常生活中有趣的
活動失去興趣，這通常持續兩星期或更長時間。抑鬱症的其他症狀可能包括突然增加或
失去食慾、失眠或過度睡眠、愧疚感、絕望感或無價值感、焦慮和自我傷害或自殺的想法。

抑鬱症的症狀︰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5），診斷為抑鬱症的條件為：
一個人必須在兩星期內同時出現以下列出的五種或以上症狀，並且至少一個症狀應該是
（1）情緒低落或（2）失去興趣或快樂。

1.幾乎每天都情緒低落。
2.幾乎每天都對所有、或幾乎所有活動明顯失去興趣。
3.沒有節食但有明顯體重減少，或體重增加，或幾乎每天食欲減少或增加。
4.思想減慢，身體行動減少
 （其他人觀察出，而且不單是主觀感受的坐立不安或放慢速度的感覺）。
5.幾乎每天都疲勞或失去能量。
6.幾乎每天都感到自己無價值或過度/不恰當地感到内疚。
7.幾乎每天都有思考或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下降，或猶豫不決。
8.反覆出現死亡、自殺想法，但沒有具體計劃，企圖自殺或有自殺的具體計劃。

雖然要達到臨床抑鬱症診斷的標準，必須至少出現五種上述的症狀，但少於五種症狀並不
代表您不應該考慮向專業人士尋求協助。如果出現上述症狀，而它們正影響您在工作、
學校、社會或家庭中的日常互動，則最好向專業人士尋求協助。

轉下頁(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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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 抑鬱症的治療方法，有以下幾點︰
1.心理治療和輔導；                                  2. 藥物治療；
3. 社交、同伴支持和義工服務方案；      4. 藝術療法；
5. 電休克療法 
    電休克療法(ECT) 是一種較罕見的治療方法，但它通過麻醉患者後，
    把應用電磁電流傳到患者大腦來刺激情緒相關化學物質，如血清素和
    大腦中的腎上腺素。使用ECT並不常見，通常用於治療較嚴重的抑鬱
    症病例。當患者的抑鬱症狀在接受談話治療和服藥後沒有改善時，才
    會用這個治療。

上面提到的都是有關抑鬱症的資料及治療方法，尤其是心理治療，
形式包括︰個別輔導；小組活動；認知行為治療 – 幫助患者認清
自己的感覺，糾正負面思想，以改善抑鬱情況。

無論如何，預防勝於治療，我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加點樂趣，
思想要開放，多做健康運動，結交更多新朋友，擴濶社交圈子，
多點參加中心活動等，都對於我們的精神健康大有裨益。

資料來源 ︰本文由Healthy Matters獨立撰寫，未經贊助。它僅提供資訊，
                    不能取代專業的醫療建議、診斷或治療。不應將其作為特定
                    的醫療建議。              
資料搜集︰ 楊祈敏姑娘



 

P. 19

長者友善社區八大範疇
(八) 社區支持與健康服務

足夠的服務名額讓有需要的長者能適時
獲得支持，維持其在社區生活的能力，

亦是對照顧長者的家人一大支持。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長者除了是家中的寶貝，亦是社會的重要一員。
為長者提供合適的支援以促進他們的身心健康，

正是長者友善的核心要素。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鄰新及易達的社區或健康中心，
可以方便長者前往獲取服務。

隨著年齡增長，大部分長者均會特別留意身體的健康情況。
除了硬件的設施配套，長者友善的社區亦應有充足的社區支
持和健康支援服務，讓長者在有需要時容易得到協助。

在城市設計中預留綠化空間，讓長者可以
在鄰近家居的地方，每天進行簡單的運動，

保持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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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惠雅 | 印刷數量13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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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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將 要 生 一 個 兒 子 ， 你 要 給 他 起 名 叫 耶 穌 ， 
因 他 要 將 自 己 的 百 姓 從 罪 惡 裡 救 出 來 。

馬 太 福 音 1章21節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2717 7491   2022 年 12 月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初八 2 初九 3 初十 
9:00 樂齡識字班(10-12 月)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30 粵曲卡拉 OK 
10:30 心血管健康檢測 
12:00 腦友工作坊 2 
12:00 仁愛飯堂 
2:30 瑜珈班 

 2:30 活力乒乓球小組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00 錫晒您護老專線站 3 
9:30 網上例會 
10:00 例會講座-「聰覺保健知多少」 
10:30 仁愛園藝治療小組 
12:00 仁愛飯堂 
 2:00 長者普通話初級班 

 3:00 個別支援服務 3 

 3:30 護老者網上平台小班教學 B 班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10:00 護老同行 

義工訓練計劃 

10:15 「金影伴行」 

自導計劃 

下午休息 
4十一 5 十二 6 十三 7 大雪 8 十五 9 十六 10 十七 

中心 

休息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00 拉筋班 A(11-1 月) 
 9:00 量血壓服務(11-12 月) 
10:15 拉筋班 B(11-1 月) 
10:30 健康在身邊 
12:00 仁愛飯堂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30 GB 集隊 
10:15 金耆快樂人 
10:30 敲擊樂義工隊 
12:00 腦友工作坊 2 
12:00 仁愛飯堂 
 2:00 玩把戲班 2 
 2:30 Ukulele 小結他班 
 3:30 一屋老友記 2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00 讚美操 A班(10-12 月) 
9:30 智能手機程式初階班 

10:15 讚美操 B班(10-12 月) 
12:00 仁愛飯堂 
 2:00 長者英文基礎班 
 2:00 腦玩童俱樂部 
 4:00 男士嘆世界 2 

9:00 樂齡識字班(10-12 月)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10:15 鈎織冷帽 
12:00 腦友工作坊 2 
12:00 仁愛飯堂 
2:30 瑜珈班 

 3:30 理想油塘社區關注小組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00 「以愛護老」- 
     玻璃彩繪聖誕裝飾 
9:00 錫晒您護老專線站 3 

10:15 ZOOM 應用程式教學 2 
10:30 仁愛園藝治療小組 
12:00 仁愛飯堂 
 1:45 鈎織披肩 
 2:00 護老同行義工訓練計劃 
 2:00 長者普通話初級班 
 3:00 個別支援服務 3 

10:00 聖誕聯歡會暨 
義工嘉許禮 

 
 

下午休息 

11 十八 12 十九 13 二十 14 廿一 15 廿二 16 廿三 17 廿四 

中心 

休息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00 拉筋班 A(11-1 月) 
 9:00 量血壓服務(11-12 月) 
10:00 「護老晴心」-甜睡與你 
10:15 拉筋班 B(11-1 月) 
10:30 健康在身邊 
10:30 「生命共行」工作坊 
12:00 仁愛飯堂 
 3:00 長幼聚一聚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30 售賣倍力康奶粉 
 9:30 外展活動- 

鯉魚門邨派發抗疫物資 
10:30 敲擊樂義工隊 
12:00 腦友工作坊 2 
12:00 仁愛飯堂 
 2:00 玩把戲班 2 
 2:00 聖誕氣球扭扭樂 
 3:30 一屋老友記 2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00 讚美操 A班(10-12 月) 
9:30 智能手機程式初階班 

10:00 售賣雅培奶粉 
10:15 讚美操 B班(10-12 月) 
12:00 仁愛飯堂 
 2:00 長者英文基礎班 
 2:00 腦玩童俱樂部 
 3:00 仁愛特工隊 

9:00 樂齡識字班(10-12 月)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30 流行曲卡拉 OK 
10:15 鈎織冷帽 
12:00 腦友工作坊 2 
12:00 仁愛飯堂 
2:30 瑜珈班 

 2:30 活力乒乓球小組 
 4:00 男士嘆世界 2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00 護老耆園變變變-聖誕花環 DIY 
9:00 錫晒您護老專線站 3 

10:15 ZOOM 應用程式教學 2 
10:30 仁愛園藝治療小組 
12:00 仁愛飯堂 
 1:45 鈎織披肩 
 2:00 護老同行義工訓練計劃 
 2:00 長者普通話初級班 
 3:30 金齡縫補師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10:00 聖誕送暖大行動 

10:15 「金影伴行」 

自導計劃 

 

下午休息 
18 廿五 19 廿六 20 廿七 21 廿八 22 冬至 23 臘月初一 24 初二 
1:00 GB 
周年大會
操暨感恩
崇拜 
 
中心 

休息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00 拉筋班 A(11-1 月) 
9:00 量血壓服務(11-12 月) 
10:15 拉筋班 B(11-1 月) 
12:00 仁愛飯堂 
 2:30 迷你聖誕樹工作坊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30 「以愛護老」-醒獅賀歲錢箱 
10:15 金耆快樂人 
10:30 敲擊樂義工隊 
12:00 腦友工作坊 2 
12:00 仁愛飯堂 
 2:00 玩把戲班 2 
 2:00 聖誕氣球扭扭樂 
 3:30 一屋老友記 2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30 智能手機程式初階班 

10:00 聖誕曲奇工作坊 
12:00 仁愛飯堂 
 2:00 腦玩童俱樂部 

9:00 樂齡識字班(10-12 月)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10:15 鈎織冷帽 
12:00 腦友工作坊 2 
12:00 仁愛飯堂 
2:30 瑜珈班 

 3:30 理想油塘社區關注小組 

9:00 護老鬆一鬆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00 錫晒您護老專線站 3 
9:30 「以愛護老」-醒獅賀歲錢箱 

10:30 仁愛園藝治療小組 
12:00 仁愛飯堂 
 1:45 鈎織披肩 
 2:00 護老同行義工訓練計劃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10:15 「金影伴行」 

自導計劃 
10:30 認知障礙症 

照顧者月會 5 
 

下午休息 

25 初三 26 初四 27 初五 28 初六 29 初七 30 初八 31 初九 

中心 
休息 聖誕節假期 聖誕節假期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12:00 仁愛飯堂 
 2:00 腦玩童俱樂部 
 3:30 關顧獨居長者義工小組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30 長者委員會會議 
12:00 仁愛飯堂 
2:30 瑜珈班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12:00 仁愛飯堂 
 1:45 鈎織披肩 
 2:00 「樂活人生傳承愛」嘉許禮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10:15 「金影伴行」 

自導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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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有 人 在 基 督 裡 ， 他 就 是 新 造 的 人 ，
舊 事 已 過 ， 都 變 成 新 的 了 。

哥 林 多 後 書 5章17節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2717 7491   2023 年 1 月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初十 2 十一 3 十二 4 十三 5 十四 6 十五 7 十六 

 元旦假期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00 ZOOM 應用程式教學 
9:30 GB 集隊 
10:15 Whatsapp 應用程式教學 
12:00 腦友工作坊 3 
12:00 仁愛飯堂 
 2:00 玩把戲班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00 售賣雅培奶粉 
9:00 讚美操 A班(1-3 月) 

10:15 讚美操 B班(1-3 月) 
10:30 腦友園藝 
12:00 仁愛飯堂 
 2:00 腦玩童俱樂部 
 2:00 智齡運動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00 樂齡識字班(1-3 月) 
9:30 粵曲卡拉 OK 
10:15 鈎織冷帽 
12:00 腦友工作坊 3 
12:00 仁愛飯堂 
 2:00 自遊魔力橋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00 錫晒您護老專線站 3 
9:30 網上例會 
10:00 例會講座- 

「輕鬆準備一至二人餐(長者篇)」 
10:30 售賣三花奶粉 
12:00 仁愛飯堂 
 1:45 鈎織披肩 
 4:00 個別支援服務 4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10:15 「金影伴行」 

自導計劃 
 

下午休息 

8 十七 9 十八 10 十九 11 二十 12 廿一 13 廿二 14 廿三 

中心 

休息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00 拉筋班 A(11-1 月) 
9:00 量血壓服務(1-3 月) 
10:15 拉筋班 B(11-1 月) 
12:00 仁愛飯堂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00 ZOOM 應用程式教學 
9:30 售賣倍力康奶粉 
9:30 「以愛護老」Hi-Touch 
      機械人及數碼健康管理小組 
10:15 金耆快樂人 
10:15 Whatsapp 應用程式教學 
12:00 腦友工作坊 3 
12:00 仁愛飯堂 
 2:00 玩把戲班 3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00 讚美操 A班(1-3 月) 

10:15 讚美操 B班(1-3 月) 
10:30 腦友園藝 
12:00 仁愛飯堂 
 2:00 腦玩童俱樂部 
 2:00 智齡運動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00 樂齡識字班(1-3 月) 
10:15 Whatsapp 應用程式教學 2 
12:00 腦友工作坊 3 
12:00 仁愛飯堂 
 2:00 自遊魔力橋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10:30 愛心剪髮服務 
12:00 仁愛飯堂 
 2:00 新年手工製作工作坊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30 仁愛影院- 
     「真的戀愛了」 
10:15 「金影伴行」 

先導計劃 
下午休息 

15 廿四 16 廿五 17 廿六 18 廿七 19 廿八 20 廿九 21 三十 

中心 
休息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00 拉筋班 A(11-1 月) 
9:00 量血壓服務(1-3 月) 
10:15 拉筋班 B(11-1 月) 
12:00 仁愛飯堂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00 ZOOM 應用程式教學 
9:30 「以愛護老」Hi-Touch 
      機械人及數碼健康管理小組 
10:15 Whatsapp 應用程式教學 
12:00 腦友工作坊 3 
12:00 仁愛飯堂 
 2:00 玩把戲班 3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00 讚美操 A班(1-3 月) 

10:15 讚美操 B班(1-3 月) 
10:30 腦友園藝 
12:00 仁愛飯堂 
 2:00 腦玩童俱樂部 
 2:00 智齡運動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00 樂齡識字班(1-3 月) 
9:30 流行曲卡拉 OK 
10:15 Whatsapp 應用程式教學 2 
12:00 腦友工作坊 3 
12:00 仁愛飯堂 
 2:00 自遊魔力橋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12:00 仁愛飯堂 
 2:00 新年手工製作工作坊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下午休息 

22 正月初一 23 正月初二 24 正月初三 25 正月初四 26 初五 27 初六 28 初七 

中心 
休息 農曆新年假期 農曆新年假期 農曆新年假期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12:00 腦友工作坊 3 
12:00 仁愛飯堂 
 2:00 自遊魔力橋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12:00 仁愛飯堂 
 4:00 個別支援服務 4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10:15 「金影伴行」 
       先導計劃 
 

下午休息 

29 初八 30 初九 30 初十 

中心 
休息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9:00 量血壓服務(1-3 月) 
12:00 仁愛飯堂 

9:00 腦力大挑戰 
9:00 運動樂悠悠-運動儀器 
10:15 金耆快樂人 
12:00 腦友工作坊 3 
12:00 仁愛飯堂 
 2:00 玩把戲班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