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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九龍觀塘牛頭角樂華南邨展華樓3樓 
電話：2305 1805   傳真：2305 9987 

2019冠狀病毒病是由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疾病。感染後可能會出現

呼吸衰竭、敗血症、血栓栓塞、多器官衰竭等併發症。長者、長期

病患者及其他免疫力較弱人士，一旦受到感染，病情惡化、甚至死

亡比率都相當高。 

衛生署建議所有曾接種流感疫苗的長者均可安全地接種新冠疫苗。

如有慢性疾病，只要病情穩定，應盡早接種疫苗以作保護。 

長者可在下列地點接種疫苗: 

1.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下的24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私

家醫院除外）將向70歲或以上的長者派發「即日籌」。

 70歲或以上的長者除可親身攜同香港身份證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取籌，亦可委託家人或照顧者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代領，惟需出

示長者的香港身份證副本登記。

 每位長者可由最多兩名照顧者陪同接種，陪同人士可一同接種疫

苗。

2.醫管局轄下的指定普通科門診診所

3.指定私家診所

4.安老院、殘疾人士院舍及護養院

 （由外展疫苗接種隊或到診註冊醫生負責接種)

5.衞生署轄下指定診所

資料來源自衛生署網站: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pdf/leaflet_elderly_CHI.pdf 

健康快訊-新冠疫苗 



本季刊設有網上版本，歡迎到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網頁瀏覽http://www.hkcs.org  2 

社區資源情報站：輪候安老院舍狀況 

截至2021年7月31日 
資助長者住宿照顧服務 

輪候時間 
(以月數為單位，以
過去3個月的平均數

計算)  

最新獲編配資助安老院舍 
宿位者的申請日期 

(月/年) 

女 男 

津助院舍及合約院舍 40  7/2019  11/2018  

參與改善買位計劃的私
營安老院 

7  5/2021  6/2021  

護養院宿位 20  2/2019  9/2018  

參考資料: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residentia/id_overviewon/ 

活動花絮 
9.21世界認知障礙症關注日 
 
每年9月為世界認知障礙症月，9月21日為世
界認知障礙症關注日，鼓勵大眾關注和認識認
知障礙症。 
 
中心預備了小小心意(認知障礙症資訊單張及
紅棗合桃夾小食)送予會員及家屬，以表關注。
並於世界認知障礙症關注日當天，中心職員親
手烹製補腦核桃糊給會員品嚐，讓大家齊關注
認知障礙症長輩。 

流動五感大茶樓 

 
本中心邀請了The Project Futurus於中心認知
障礙症專區舉辦「流動五感大茶樓」活動，根
據「五感」—視覺、觸覺、嗅覺、味覺及聽覺，
營造懷舊茶樓的氛圍，並即場製作新鮮軟餐點
心，為患有認知障礙症的會員提供獨特的「飲
茶」體驗。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residentia/id_overviewon/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residentia/id_overviewon/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residentia/id_overviewon/


各位親愛的會員及家屬們﹕ 

 

  大家好！我是郭姑娘，於本年7月26日起
升任為中心主任 。我在展華家至今已有十
六年，每天都有不同的新體會！每個長者
親切的問候及每張可愛的笑臉，都加強我
對長者服務的熱愛！  

 

  往後的日子，歡迎大家對我們的服務給
予寶貴意見，而我和同工們定當克盡己任
為會員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祝大家福樂常伴！  

                                                                             
中心主任 

郭蓮霞姑娘 

  

  大家好，我是社工林子晴，林姑娘。好

高興可以認識各位老友記，亦感恩有機會

在展華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工作。 

 

在未來這段日子我將會舉辦各類型的興趣

小組、社交活動以及組織團體探訪，希望

協助老友記保持良好活動及認知能力，願

各位長者健康快樂！ 

 

我同時亦會為護老者提供各類型小組和講

座等支援，令護老者們能紓緩壓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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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動態 



特別活動及外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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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12月生日會 
日期：16.12.2021 (四) 

時間：下午1:00-2:00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0人 

內容：為10、11、12月生日會員賀壽 

費用：$30 

    **歡迎護老者一同來慶賀** 

愛心剪髮  
日期：19.10.2021(二)、 

   15.11.2021(一)、及 

   14.12.2021(二)  

時間：下午2:00-3:30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每次15人 

內容：由義工為會員提供剪髮服務 

費用：每次$5 

備註：請參加者於剪髮日前一天先洗頭 

 
公園漫遊 
日期： 

11.10.2021 (一)、 

27.10.2021 (三)、 

18.11.2021 (四)、 

13.12.2021 (一) 

時間：下午12:45-下午2:00 

地點：樂華村公園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5人 

內容：由義工陪同會員到公園 

      遊覽、閒談及遊戲。                          

費用：全免 

 

樂華商場尋寶 
日期：12.10.2021(二)、 

      12.11.2021(五)、 

      9.12.2021 (四) 

時間：下午12:45-下午2:00 

地點：樂華商場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每次5人 

內容：由義工陪同會員於樂華 

      商場尋寶，享受快樂！ 

費用：全免(由外間團體資助) 

玩轉樂華 
日期：2.11.2021(二) 

時間：上午10:30-下午12:30 

地點：樂華村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5人 

內容：認識樂華村環境及設施，並與

義工進行交流。 

費用：全免 

**活動內容及形式將按疫情作出調整** 

聽覺護理及認識助聽器講座 
日期：28.10.2021 (四) 
時間：下午1:00-下午2:00 
地點：中心  
對象：中心會員及護老者 
名額：12人 
內容：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聽覺中心
提供聽覺保健講座 
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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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及休閒小組 

音樂大放送 
日期：10-12月逢星期五 

時間：下午12:45-1: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不限 

內容：一起欣賞懷舊金曲或玩簡單樂器 

費用：全免 

園藝小組 

日期：10-12月逢星期三 

時間：上午9:30-11: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2人 

內容：由義工或護老者陪同組員進行園

藝活動 

費用：$15 

 
書法班 
日期：10-12月逢星期四 

時間：上午9:30-11: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20人 

內容：由義工或護老者陪同會員寫書法 

費用：$5 

 

和諧粉彩齊體驗小組 
日期：10-12月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9:30-11: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2人 

內容：教授會員繪畫和諧粉彩 

費用：$15 

 

齊享運動樂 
日期：10-12月逢星期四和星期五 

時間：下午3:00-3:45 

地點：本中心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20人 

內容：教授會員做伸展運動及快 

   樂椅子舞 

費用：全免 

平板電腦學習樂 
日期：10-12月逢星期二和星期三 

時間：下午2:15-3:45 

地點：本中心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2人 

內容：教授會員玩平板電腦 

費用：全免 

**活動內容及形式將按疫情作出調整** 



活動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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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及形式將按疫情作出調整** 

友弦樂聚表演 
日期：9.10.2021 (六) 
時間：下午1:00-2: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 全免 
內容：友弦樂聚義工來中心    
        表演歌曲及探訪會員 
 
 
 
 
 
 
 
 
 
 
 
 
 

聖誕同歡樂 
日期：17.12.2021(五) 
時間：下午1:00-2: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中心會員及護老者 
名額：10對會員及護老者，
共20人 
內容：會員及護老者齊唱詩
歌，玩聖誕遊戲，迎接聖誕！ 
費用：會員和護老者每人5元 
 

動物醫生探訪 
日期：30.10.2021 (六)  
時間：下午1:00-2: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 全免 
內容：動物醫生來中心
探訪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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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6.10.2021 (六) 

      20.11.2021 (六) 

      11.12.2021 (六) 

時間：下午1:00-2: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對基督教有興趣之會員 

名額：每次10人 

內容：詩歌、分享、遊戲 

費用：全免 

備註：由「九龍國際浸信會」義工帶領小組 

日期: 4.10.2021 (一) 

      18.10.2021(一) 

      1.11.2021(一) 

      15.11.2021(一)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對基督教有興趣之會員 

名額：每次10人 

內容：詩歌、分享、遊戲 

費用：全免 

備註：由「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 義工 

      帶領小組 

信望愛小組 

聖經故事班 

義工團體探訪活動 

**活動內容及形式將按疫情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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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日 期 時 間 內 容 對 象 名額 費用 

護老者 
樂聚展華 

15.10.2021 (五) 

19.11.2021 (五) 

21.12.2021 (二) 

上午 
10:00-11:00 

由社工為護老者

提供護老資訊，

並與護老者一起

探討如何減輕護

老壓力。 

 
護老者 

 
10人 

 
全免 

護老者 
康樂小組 

 5.10.2021 (二) 

 9.11.2021 (二)       

 7.12.2021 (二)  

 

20.10.2021 (三) 

24.11.2021 (三) 

22.12.2021 (三) 

下午 
1:30-2:00 
 
 
 
下午 
2:00-2:30 
 

提供機會讓護老

者互相認識，並

透過康樂活動，

減輕護老者的壓

力。 

 
護老者 

 
6-10
人 

 
全免 

健康、資訊講座 

護老者小組 

名稱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 

衞生署 
講座 

長者與兒媳關係 5.10.2021(二) 
下午 

2:00-3:00  
會員及
護老者 

10人 全免 

認識糖尿病 9.11.2021(二) 
下午 

2:00-3:00  
會員及
護老者 

10人 全免 

認識肝炎 7.12.2021(二)  
下午 

2:00-3:00  
會員及
護老者 

10人 全免 

食環署 
講座 

介紹傳統以外的 
殮葬方式 

20.10.2021(三) 
下午 

1:00-2:00 
會員及
護老者 

10人 全免 

改善環境衛生 
及防治蟲鼠 

24.11.2021(三) 
下午 

1:00-2:00 
會員及
護老者 

10人 全免 

認識登革熱及日本 
腦炎及其預防方法 

22.12.2021(三) 
下午 

1:00-2:00 
會員及
護老者 

10人 
 

全免 
 

**活動內容及形式將按疫情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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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推介 
書名：智新煮意—健腦食譜 
出版：耆康會柴灣長者地區中心 

書名：銀髮族的全人關顧 
出版：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有限公司 

 
 

很多認知障礙症患者因病情影響了日常

的飲食習慣，使護老者在照顧上增添困

難，此書除了記錄不同的健腦食譜以外，

也輯錄了由言語治療師整合常見的飲食

問題和建議，協助護老者解決長者的飲

食困難。此外，這本書還設計了「健腦

食材配對遊戲」，讓長者與護老者共同

製作美食！ 

你是否正在照顧年邁的父母、祖父母、

配偶、親戚或者朋友？你會不會覺得，

自己還沒有準備好應付照顧帶來的多重

責任？在過程中，你會否覺得疲憊不堪？

本書將給你啟發、鼓勵和協助，讓你能

帶著自信全面照顧長者的需要。 



下期再續！ 

上期的季刊中，我們為大家介紹了四項監察中心服務表現的質素標準，

它們分別 是(一)服務資料、(二)檢討及修訂政策和程序、(三)運作及

活動紀錄及(四)職務及責任。 

今期我們會再為大家再介紹四項標準如下： 

標準5：人力資源 

中心或機構實施有效的職員招聘、

簽訂職員合約、發展、訓練、評估

、調派及紀律處分守則。 

標準6：計劃、評估及收集意見 
 
中心定期計劃、檢討及評估本身的

表現，並制定有效的機制，讓服務

使用者、職員及其他關注人士就中

心的表現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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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津責任 

中心遵守一切有關的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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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政策程序要定
時，採納意見不遲
疑。 

重視發展與訓練， 
中心職員質素掂。 

有效財政管理， 
提高成本效益， 
長者最終得益！ 

服務表現監察制度 



 

 

如果您對中心服務、活動有任何意見或建議，可將已填妥的意 
見欄交回或傳真23059987交至本中心。謝謝您的寶貴意見! 
 
我對貴中心之服務有以下意見: 
護理、復康、社交心理服務:                                                                                                
                                                                  
  
接送服務:                                                                                                                    
                                                                   
  
膳食服務:                                                                                                                            
                                                                   
                                                                    
  
同工的服務態度:                                                                                                                    
                                                                    
                                                                     
  
整體服務 :                                                                                                                           
                                                                   
                                                                   
  
中心執行服務質素標準的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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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留下聯絡方法以便了解詳情： 
   

  姓名：＿＿＿＿＿＿＿＿＿＿＿＿＿ 

聯絡電話：＿＿＿＿＿＿＿＿＿＿＿＿＿ 



為方便護老者照顧會員，本中心特設有代售服務，包括奶粉、尿片及復康用具等。 

備註：為免會員回家途中攜帶重物，會員每次只可購買兩包尿片或一罐奶粉，以保安全。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中心職員(電話:2305 1805)。 

價錢 

1. 「Kimberly-Clark Plenitud」成人尿片褲 (中碼) 每包$42 (9片) 

2. 「Kimberly-Clark Plenitud」成人尿片褲 (大碼) 每包$42 (8片) 

3. 「Kimberly-Clark Plenitud」成人紙尿片 (中碼) 每包$33 (10片) 

4. 「Kimberly-Clark Plenitud」成人紙尿片 (大碼) 每包$33 (9片) 

5. 「雅培」金裝加營素原味(900克) 每罐 $ 163 

6. 「雅培」金裝加營素低糖(880克) 每罐 $ 168 

7. 「雅培」怡保康SR(850克) 

(糖尿病人的均衡營養配方) 
每罐 $ 205.5 

8. 其他復康用具如輪椅、助行架及座墊等 

(由治療師替長者評估購買需要) 
需視乎不同用具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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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是一所註冊慈善團體及擔保有限公司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is a registered charity and a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九龍國際浸信會、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盧婉雲、楊麗珍、陸佩芬、黃秀妹 

、潘玉嫦、林瑞轉、黃燕琼、韋綺婷、肖春月、黃立書等(排名不分先後) 

謹代表各位會員多謝下列義工團體及個人義工於2021年7月-9月期間 

到訪本中心提供義工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