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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服務主題： 

「擁抱生命，祝福社群」 

{ { 輕怡午膳服務 }}  

日期﹕逢星期一至五  

(公眾假期除外 ) 

時間﹕中午 12:00-下午 3:00 

內容﹕享用健康粥品。  

費用﹕ $10 (一份 ) 

名額﹕ 6 名  /  對象﹕會員  
 

< 聽你細訴 > 
若你感到不開心，想向人傾訴，又或想瞭解社區有什麼資源可幫助自己及家

人，歡迎到中心聯絡社工蕭冠美、葉明暉、陳凱茵、黃寶、黃曉彤或林惠芬，

我們樂意聆聽，並提供社會資源申請和轉介服務。 

2019 年 3 月份專題講座 
主題﹕<< 隱蔽長者服務 >> 
日期﹕2019 年 3 月 4 日 (星期一 ) 

時間﹕和平組 (上午 9:00-10:00) 

健康組 (上午 10:15-11:15) 

快樂組、恩慈組 (下午 2:00-3:00) 

仁愛組、温柔組 (下午 3:30-4:30) 

地點﹕中心  

 

< 招收新會員 > 
歡迎本區六十歲或以上長者入會，1-3 月入會有效期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會

費 30 元，只需攜帶相片 2 張、身份證，親臨本中心辦理即可。 

<< 鴻運當頭慶新春 >> 
日期︰2月 14日(四) 

時間︰上午 10:30-11:30 

地點：中心 

費用﹕$10 

內容﹕新年團拜活動，訊息分享、 

表演、遊戲、抽獎、送贈禮物。 

名額﹕60名 

報名日期﹕2月 12日 
 

<< 迎新會(二) >> 
日期：2月 18日(一) 

時間：上午 9:30-10:45 

地點：中心 

內容﹕介紹中心服務、茶點、遊戲、

新會員及義工互相認識、送贈禮物等。 

費用﹕全免  名額﹕40名  

對象︰2018年 6月 25日至今新入會會員 

報名日期﹕2月 12日 

溫馨提示﹕ 

本中心 2019-2020 年度續會將於 3 月 20、21 日
進行，敬請各會員留意，歡迎大家屆時到中心辦
理續會手續。 

 

 

 



 

 活 動 介 紹  
活動名稱 日期／時間 內容 費用 

報名 
日期 

備註 

負重運動 

練習坊(十) 

日期：2 月 1日至 27 日(共 11 節) 
時間：逢星期一、三、五，下午 3:30-4:30 / 地點：中心 
內容：進行負重運動儀練習，有效提升骨質密度，強化人體骨骼

及肌肉，改善骨質疏鬆。 
備註﹕置有心臟起搏器、體內金屬儀器人士、孕婦等不能使用。 

全免 
每次
活動
當日 

每次
名額 6
名，額
滿即
止。 

禦寒計劃~ 
熱飲暖耆心
(14-16) 

日期：2月 11、18、25日 
時間：逢星期一/下午 3-4 
地點：中心 

製作禦寒滋潤飲品供會員於
中心享用。名額40人。 

全免 
活動當日 
下午 3:00 

自家暖湯 

小聚(15-20) 

日期：2月 12至 28日 
時間：逢星期二、四/下午 3-4 
地點：中心 

製作健康養生湯水、小食，
讓會員共聚分享。名額40人。 

全免 
活動當日 
下午 3:00 

關懷長者 
服務推廣 

日期：2月 14、21、28日 

時間：逢星期四下午 4-5 
地點﹕小西灣街市對出  

量血壓、社區資源及隱蔽長
者服務諮詢等。 

全免 
活動
當日 

名額
100名 

健康傳真~ 
四季健康食譜 

日期：2月 15日(五) 
時間：下午 3:15-4:15 
地點：中心 

如何能夠因應季節的特色將
健康飲食的原則應用在日常
的烹調上、活用健康烹調
法，揀選或改良食譜。 
主講:東區長者健康外展隊 

全免 13/2 名額
60名 

健身帶操 
齊齊做 

日期︰2月 18日(一) 
時間︰上午 11-12 
地點：中心 

學習使用健身帶做運動，完成
活動參加者可獲贈健身帶一
條。 

全免 13/2 名額
20名 

獨居樂融融
(十一) 

日期︰2月 18日(一) 
時間︰下午 3-4 
地點：中心 

獨居專題分享、關懷時刻、
社區資訊等。 
(對象︰獨居會員) 

全免 13/2 名額
35名 

長者健康外
展服務(四) 

日期：2月 20日(三) 
時間：上午 9-11 
地點：小西灣邨圓形廣場 

為區內六十歲以上長者進行
簡單健康檢查，包括量血
壓、度高、磅重、健康資訊
單張派發等。 

全免 活動
當日 

名額 
100名 

「春暖樂滿
院」院舍探訪

(一) 

日期：2月 20日(三) 
時間：下午 2:00-3:30 
地點：新鴻福安老院 

由長者義工探訪安老院長者 
，為長者送上唱歌、表演及 
遊戲等節目，以表達對院舍 
長者的關心。 

/ / / 

喜盈盈好友
茶聚 

日期︰2月 21日(四) 
時間︰上午 10:30-11:30 
地點：中心 

歡迎獨居會員參加，進行表
演、遊戲、茶聚，一同分享新
年佳節樂趣， 

$5 13/2 名額
35名 

「春暖樂滿
院」院舍探訪

(二) 

日期：2月 25日(三) 
時間：下午 2:00-3:30 
地點：匯豐安老院(環翠)有限公司 

由長者義工探訪安老院長者 
，為長者送上唱歌、表演及 
遊戲等節目，以表達對院舍 
長者的關心。 

/ / / 

老有所為~ 
愛鄰里 

探訪活動(7) 

日期︰2月 26至 28日 

時間︰中心辦公時間 
地點：中心 

探訪小西灣區內缺乏支援、體
弱長者，送上關顧，推廣愛老
護老精神。 
備註﹕由職員安排合適探訪對象。 

鳴謝﹕社署老有所為活動計劃贊助 

/ / 名額
60名 

 



 

「樂活社區」認知障礙症知多啲推廣 4 
日期：2月 14日(四) 

時間：下午 4-5 

地點︰小西灣邨瑞滿樓地下 

內容：推廣公眾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鼓勵大

家增加對患者及其家人的關懷和支持。 

名額：50名  

報名日期﹕活動即場報名 

「樂活社區」~ 腦動耆跡 

日期：2月 25日(一) 

時間：下午 2-3 

地點︰中心 

內容：透過遊戲活動，了解如何預防認知障礙症。 

名額：30名 

報名日期﹕2月 12日 

活力操(五) 
日期﹕2月 19日至 3月 26日  
時間﹕上午 9-10 (逢星期二) 
內容﹕氣功十八式、健體運動、毛巾操。 
地點﹕中心 / 名額﹕20名 
費用﹕$5 (共 6堂) 
導師﹕朱嘉怡 
報名日期﹕2月 12日 

簡體字班(二)  
日期﹕2月 13日至 3月 28日 
時間﹕下午 2-3 (逢星期三、四) 
內容﹕默書、朗誦及分享課文內容。 
地點﹕中心 / 名額﹕16名 
費用﹕$25 (共 10堂) 
導師﹕陳凱茵 
報名日期﹕2月 12日 

現代詩歌班 
日期﹕3月 8日至 3月 29日  
時間﹕上午 9:30-10:30 (逢星期五) 
內容﹕教授現代的詩歌(例如：愛是不保留、

上帝的家庭)。 
地點﹕中心 / 名額﹕15名 
費用﹕$10 (共 4堂) 
導師﹕錢珮玲 

報名日期﹕2月 12日 

{{感動心靈}}影片欣賞 

日期﹕逢星期六(上午 10:45-11:45) 

內容﹕播放具有正面、積極精神的影片，欣賞

及學習逆境自強的感人故事。 

地點﹕中心 

費用﹕全免 / 名額﹕50名 

報名日期﹕即場參加，額滿即止。 

 

 

 
<< 禦寒計劃 ~ 足夠溫暖 >> 

在嚴寒季節，保暖措施對長者十分重要，故中心將送贈會員保暖襪子，獻上關心。名額 500

位，有需要的會員可於 2 月 14 至 28 日，攜同會員證到中心領取，每人限取一對，先到先得，

送完即止。 

<< 禦寒計劃 ~ 暖包添暖意(3) >> 

踏入冬季，為提高長者的防寒意識，保障健康，中心將送贈禦寒暖包，名額 200 位，有需要

的會員可於 2 月 18 至 28 日，攜同會員證到中心領取，每人限取兩個，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 禦寒計劃 ~ 小福袋傳心意 >> 

為祝福大家在新一年生活如意、事事順利、開開心心，與及答謝各會員過去一年的支持和參

與，中心將送贈健康食品小福袋，以提醒大家注意養生保健，保障健康。名額 300 位，歡迎

會員於 2 月 25 至 3 月 1 日，攜同會員證到中心領取，每人限取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小西灣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柴灣小西灣邨瑞隆樓 6-9號地下 
電話：2505-7428 傳真：2505-8064 
電郵地址：sswse@hkmcadventist.org  

~~ 護 老 者 天 地 ~~     (資料來源：摘自衛生署長者健康網站) 

 

〈肩周炎〉  
肩周炎是長者常見的毛病，它是由於圍繞肩關節的軟組織發炎而形成，多發生在五
十歲以上的人士，又名「五十肩」或「凝肩」，患者以女性較多。 
 
病因 
 
真正引發肩周炎的病因不詳，但可能因肩關節部位受創傷或勞損引起，亦有些情況
與肩部正常活動減少有關，例如在中風後或肩部附近組織動過手術後。 
 
病徵 
 
起初，肩關節部位出現痛楚，漸漸疼痛加劇，甚至影響患者不能側睡向痛肩的一方。
及至痛楚減少後，關節部位卻逐漸變僵硬，以致肩膀活動幅度減少及受阻，影響一
些日常活動如穿衣、梳頭、提物件等。 
 
治療 
1.如感到肩關節痛楚時，可用暖敷護理患處，以減輕痛楚。 
2.適當的物理治療，可減輕痛楚，並將病情縮短。 
3.藥物治療可有助減少痛楚但必須按醫生指示下才可使用，以免引致副作用。 
4.應注意日常家居護理及適當運動，並配合病情發展，以助患者早日康復。 
 
當關節仍然十分痛楚時，應該： 
1.儘量減少用痛手提舉重物。 
2.避免集中或重複使用同一肩關節，應輪流交替使用。 
3.避免過分扭動肩關節及側睡在痛手一邊。 
4.進行自我照顧的活動時應多用好手，以下是一些可用的方法：  
◦穿衣：可先穿痛手，然後才穿起好手。 
◦洗澡：可用長毛巾擦背，好手放在肩部之上，執毛巾一端，痛手伸到背後，執
毛巾另一端。然後用好手用力向上拉起。或鼓勵患者用長柄刷取替毛巾去清洗
背部。 
◦梳頭：可用好手取替，或利用一些較長柄的梳用痛手梳頭。 
◦洗頭及洗臉：都可以用好手代替。 
◦切食物：可選用較輕的刀切食物以免因用重力加劇肩關節痛楚，另外肉類可用
碎肉機攪碎。 

 
5.患者可做輕微的肩部運動，例如「鐘擺運動」，以增加局部血液循環、放鬆肌肉
以及減少痛楚。做運動時應根據自己能夠承受痛楚的程度去進行，手上不要握重
物，且動作不需太大，以免增加痛楚。 

 
當痛楚減少，但肩關節的活動幅度受阻時： 
1.日常多用痛手，並作適當伸展肩部運動，以減少肩關節僵硬。 
2.若有任何疑問，可向醫護人員或物理治療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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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服務介紹： 
I.<護老愛心天使服務計劃> 
服務內容﹕簡單陪診、護送、協助購物等。 
服務收費﹕普通個案~$50 / 領取綜援個案~$30 /  

非綜援但合符申領資格個案~$40(以每小時計)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辦公時間。 
服務對象﹕小西灣區內獨居、缺乏支援長者。 
備    註﹕1.服務如需交通費，須由服務使用者支付。如有需要，請向中心查詢。 

2.每人每月只限使用一次，每次只限四小時。 

II.「樂活社區」護老聚一聚之「快樂解碼」 
日期：2月 18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00-3:00  
內容：遊戲、輕鬆活動及短講分享。 
地點：中心 
名額：30名 / 費用：全免  
對象：護老者 
報名日期﹕2月 13日 

III. 電影欣賞會(五) 
日期：2月 21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3:15-4:30 
戲名：《小柴犬之千里尋親》 
主演：佐滕二朗、安達祐美  
地點﹕中心 
名額：60名 /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2月 13日 

IV.「樂活社區」護老者講座~長者保健運動 
日期﹕2月 22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3:15-4:15 
內容：運動的益處、如何選擇合適長者之運動、運動 
期間應注意事項、熱身、伸展及靜止前的基本運動技巧 
地點﹕中心 /名額﹕60名 
費用﹕全免 / 報名日期﹕2月 13日 
主講﹕東區長者健康外展隊 

V.護老技巧你要知(1)、(2)、(3) 
日期：2月 21、25、28日 
時間：上午 10:30-11:30  
內容：學習護老技巧，有獎問答遊戲。 
地點：中心 
名額：40名 /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2月 13日 

VI.護老者資源閣服務 
中心備有書籍、光碟，可供長
者會員或護老者會員借用，內
容包括﹕健康常識、病患護
理、復康用品使用方法、認知
訓練、情緒管理、護老技巧等，詳情請
向中心查詢。 

VII.剪髮顯關懷 
時間：逢星期日，上午 10:30-12 
服務：義工提供免費剪髮服務 
對象：護老者及被照顧長者 
名額：10名 
地點：中心 / 費用：全免  
報名方法：逢星期日上午 8:30開始派籌 

VIII.復康用品外借服務 
本中心為護老者及長者提供復康用品外借服務，詳情如下： 
1.即日借還：免費 
2.按月租借：每次只可借用 2個月，須暫停 3個月後方可再次租借。 
3.逾期交還：每天需繳付逾期費用 2元(以中心工作天計算）。 
4.收    費：輪椅~$40(租借 2個月)；助行架／手杖／腳丫~$20(租借 2個月)。 
5.服務範圍：小西灣邨、佳翠苑、曉翠苑、富景花園、富怡花園、富欣花園、藍灣半島。 
6.服務對象：中心會員及護老者會員。 

     ♥量 血 壓 服 務 ♥  

日期：逢星期二(下午 2:00-3:00)、 

      逢星期三、五(上午 8:45-9:30)       

備註：參加者請於活動當日上午 8:30

起攜同會員證到中心登記，活

動完結前 10 分鐘將停止派籌。 

 

日期：2月12、19、26日  
(逢星期二，下午3:45-4:45) 

      2 月2、9、16、23 日  
(逢星期六，上午9:15-10:20) 

內容：抽獎、禮物、音樂分享、健康信息。             
地點：中心 /  費用：$12 
主講：馮教士及文教士<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2 月 26 日起於中心接待處開始 3 月茶座報名。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小西灣長者鄰舍中心 2019 年 2 月份活動表 (活動如有更改以中心公佈為準)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0 
相聚 
星期天 

8:30-12:30 
 
健智天地 
9-12 

11   2月專題講座 
和平組 9-10 
健康組 10:15-11:15 

快樂組、恩慈組 2-3 
仁愛組、溫柔組
3:30-4:30 
負重運動練習坊
3:30-4:30 

12 
活力操 9-10 
中文寫字班
10:30-12 
量血壓 2-3  
長者中文班
1:45-3:15 
「報新春」茶座 
3:45-4:45 

13       
量血壓 8:45-9:30 
讚美操(基礎)9-9:30 
讚美操(進階)9:30-10:00 

古事今談 10:45-11:45 
簡體字班 2-3 
國語歌詠組 3:30-4:30 
舞蹈組 4-5(體育館) 
負重運動練習坊 3:30-4:30 

14  
鴻運當頭慶新春
10:30-11:30 
簡體字班 2-3 
電腦學習坊 A 2-3 
門球班 3:45-5 
關懷長者服務推廣 4-5 

認知障礙症知多啲推廣 4-5 

15    
量血壓 8:45-9:30 
妙韻組 9:30-10:30 
照顧零距離 11-12 
長者趣味英文班 1:30-3 

健康傳真 3:15-4:15 
負重運動練習坊 
3:30-4:30 

16 
「報新春」 

茶座 
9:15-10:20 

 
「感動心靈」 
影片欣賞

10:30-11:15 

17 
相聚 
星期天 

8:30-12:30 
 

健智天地 
9-12 

18  
迎新會(二) 
9:30-10:45 
健身帶操齊齊做
11-12 
護老聚一聚 2-3 
獨居樂融融 3-4 
沿途有您．好心晴 4-5 

負重運動練習坊
3:30-4:30 

19  
活力操 9-10 
中文寫字班 10:30-12 

院舍探訪籌備會 12-1 

量血壓 2-3  
長者中文班
1:45-3:15 
「報新春」茶座 
3:45-4:45 

20   
長者健康外展 9-11 
春暖樂滿院探訪 2-3:30 
量血壓 8:45-9:30 
讚美操(基礎)9-9:30 
讚美操(進階)9:30-10:00 

古事今談 10:45-11:45 
簡體字班 (暫停) 
國語歌詠組 3:30-4:30 
舞蹈組 4-5(體育館) 
負重運動練習坊 3:30-4:30 

21    
護老技巧你要知(1) 
9-10 
喜盈盈好友茶聚
10:30-11:30 
院舍探訪籌備會 12-1 

簡體字班 2-3 
電腦學習坊 A 2-3 
電影欣賞會 
3:15-4:30 
關懷長者服務推廣 4-5 

22   
量血壓 8:45-9:30 
職員會議 9-12 
健智天地 9-12 
妙韻組、照顧零距離(暫停) 

長者趣味英文班 1:30-3 

護老者講座 3:15-4:15 

負重運動練習坊 
3:30-4:30 

23 
「報新春」 

茶座 
9:15-10:20 

 
「感動心靈」 
影片欣賞

10:30-11:15 

24 
相聚 
星期天 

8:30-12:30 
 

健智天地 
9-12 

25  
護老技巧你要知(2)  
10:30-11:30 

腦動耆跡 2-3 

春暖樂滿院探訪

2-3:30 

沿途有您．好心晴 4-5 

負重運動練習坊
3:30-4:30 

26  愛鄰里探訪 
活力操 9-10 
中文寫字班 10:30-12 

量血壓 2-3  
長者中文班
1:45-3:15 
「報新春」茶座 
3:45-4:45 

27    愛鄰里探訪 
量血壓 8:45-9:30 
讚美操(基礎)9-9:30 
讚美操(進階)9:30-10:00 

古事今談 10:45-11:45 
簡體字班 2-3 
國語歌詠組 (暫停) 
舞蹈組 4-5(體育館) 
負重運動練習坊 3:30-4:30 

28   愛鄰里探訪 
護老技巧你要知(3) 
10:30-11:30 
簡體字班 2-3 
電腦學習坊 A 2-3 
健智天地 3:15-5:15 
關懷長者服務推廣 4-5 

1/3   
量血壓 8:45-9:30 
妙韻組 9:30-10:30 
照顧零距離 11-12 
長者趣味英文班 1:30-3 

負重運動練習坊 
3:30-4:30 

2/3 
「春滿乾坤」 

茶座 
9:30-10:45/ 
11:15-1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