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招收新會員 > 
歡迎本區六十歲或以上長者
入會，4-6 月入會有效期至
2022 年 3月 31日，會費 24 
元，只需攜帶相片 1 張、身
份證，致電預約到本中心辦
理即可。(申請者須即場於
中心攝影數碼相片以製作智
能會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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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app 專線：5136 2029 
電郵地址：sswse@hkmcadventi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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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服務主題： 

「擁抱生命，祝福社群」 
 

< 聽你細訴 > 
若果您需要任何情緒支援的話，需
要與我們分享及傾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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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明暉、
李智樑、高汝森或林惠芬，我們樂
意聆聽，並提供社會資源申請和轉
介服務。 
 

歡 迎 大 家 瀏 覽 小 西 灣 長 者 鄰 舍 中 心 的

Facebook ，大家只需用手機掃吓旁邊的

QRcode，加入我哋，見到心儀的帖子比多啲

Like，就可令更多人認識我哋中心及服務。 

1. 為預防新冠肺炎疫情，根據社署指引，中心須暫停偶到服務及非
緊急服務，只維持有限度緊急及預約服務，與及採取適當的防疫
措施，控制人流。各活動及服務因應情況，須以預約形式進行。
服務使用者如有需要，必須先致電中心查詢或預約，獲安排進入
中心時，亦必須接受健康狀況查詢及防疫清潔程序。 

2. 未有適當配戴口罩或對其健康狀況有懷疑者，中心將不能安排其
到中心接受任何服務。 

3. 若疫情持續或有任何轉變，上述安排有機會延長或作出更改，會
員可密切留意中心 WhatsApp 專線發佈或 Facebook 專頁以獲悉最
新資訊。 

<5月份中心服務安排 > 

 

假期通告﹕5月 1日為勞動節及 5月 19日為公眾假期，以上日子中心休息，

敬請留意。 

]]=][心 

 



 

 

 

 

 
  

 < 負重運動練習坊(2) > 
日期﹕5 月 3 日至 28 日 (共 11 次) 
時間：逢星期一、三、五(下午 3:30 -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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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額﹕每節 6 位，額滿即止。 
備註：活動當天致電中心報名；置有心臟起搏

器、體內金屬儀器人士、孕婦等不能使用。 
負責職員：朱姑娘 

< 手指動一動體驗坊(2) > 

日期：5月 4日至 18日(共 3堂) 

時間：逢星期二 (中午 12:30–1:00) 

內容：拼貼畫、衍紙畫、手指畫。 

費用﹕$5 

名額：4位 

負責職員：朱姑娘 

《 熱敷墊體驗坊(2) 》 
日期﹕5月 4日至 27日 (共 8次) 

時間：逢星期二、四 (下午 2:00-3:00) 

內容﹕體驗以熱敷墊舒緩痛症的功效。 

費用：全免 

名額﹕每節 4位，額滿即止 

負責職員：朱姑娘 

<「愛的承諾」茶座 > 
日期：5 月 4、11、18、25 日  
    (逢星期二，下午 3:30-4:15/4:30-5:15) 
      5 月 8、15、22、29 日 
    (逢星期六，上午 9:15-10/10:15-11) 
內容：抽獎、禮物、音樂分享、健康信息。 
費用：$12 / 名額﹕15 位 
主講：馮教士及翟牧師 
負責職員：錢姑娘 
5 月 25 日起於中心接待處開始 6 月茶座報名。 

《 健康傳真--高血壓(一) 》 
高血壓知多少 

日期：5 月 7 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 3:15-4:15 
內容：介紹高血壓的高危因素及促進健康生

活方式。 
費用：全免 / 名額：15 名  
主講：衛生署東區長者健康外展隊 

負責職員：錢姑娘 

《頌親恩給個讚活動》 

日期：5月 17日 (星期一) 

時間：上午 9:30-10:30/11:00-12:00 

內容：慶祝父母親節活動，一同玩遊戲、

抽獎。 

費用：$10 

名額：每節 15位 

負責職員：陳姑娘、錢姑娘 
《獨居樂融融(二)》 

日期：5月 10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00-3:00 / 3:00-4:00 
內容：分享獨居專題、關懷時刻、社區資訊。 
費用：全免 
名額：每節 12位 (每人只限報一節) 
對象：獨居會員 /負責職員：高先生 

《長者健康關懷活動》 
日期：5 月 24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0:00-11:00 
內容：為參加者量血壓、度高、磅重及  

進行認識健康小遊戲。 
費用：全免 / 名額：35 位 
對象：會員 / 負責職員：李先生 

*請於 5月 4日起致電中心報名，請留意

活動會因應疫情作出調動。所有活動
在中心舉行，有特別指明除外。 

 

活動介紹 



 

 

<男士新天地 (2) > 
日期：5 月 24 日 (星期一) 

時間：下午 2:00-3:00 

內容：男會員們一起輕鬆耍樂，暢談生活  

      軼事和時事趣聞，結交朋友。 

費用：全免 / 名額：12 位 

對象：男士會員 

負責職員：葉先生 

< 大使分享會(一) > 
日期：5月 24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3:00-4:00 

內容：與各項義工大使一同分享義工經

驗，商議中心義務工作情況。 

費用：全免 /名額：15位 

對象：義工會員 

負責職員：葉先生 

「香港港安醫院-荃灣」免費膽固醇測試 

日期：5 月 28 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 2:00-5:00 

內容：由註冊護士為會員進行膽固醇測試。 

費用：全免 / 名額：75 位 / 對象：會員 

報名日期﹕5 月 10 日起致電中心登記，每

次通話只可報一個名額。 

負責職員： 錢姑娘 

<專題講座 - 醒腦遊戲> 
日期：5月 31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9-9:30 / 9:30-10；         

10-10:30 / 10:30-11；        

11-11:30 / 11:30-12 

內容：介紹簡易遊戲，培養長者健腦動

力。 

費用：全免 / 名額：每節 15位 

報名日期：5月 17日起致電中心登記 

負責職員：葉先生、高先生、李先生  

長者進修學院 ~ 班組介紹 

《 數獨你智醒 (1) 》 
日期：6 月 3 日至 7 月 15 日 (逢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30-11:30 

內容：學習遊玩健腦遊戲-數獨 

(4x4 及 6x6)。 

費用：$5 (共 6 堂) 

名額：10 位 / 對象：會員 

負責職員：錢姑娘 

<智能手機班(1) > 
日期：6月 4日至 7月 9日(逢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15 - 11:15 

內容：學習使用智能手機基本應用。 

費用：$10 (共 6堂) 

名額：8位 / 對象：會員 

負責職員：朱姑娘 

{{ 特別介紹 }} 

順流逆流我睇透 - 音樂懷緬小組 
日期：5月 26日至 6月 30日(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 2:00-3:15 

內容：透過聽歌、大合唱、相片欣賞等環 

     節，一起話當年，發掘生活點滴中 

     的意義。 

費用：$5 (共 6堂) 

名額：8位 / 對象：會員 

負責職員：葉先生 

20-22老有所為～ 
「愛暖耆才傳家社」填色比賽 

日期：5月 5日至 5月 28日 
內容：透過填色比賽，鼓勵長者及大眾揮

才能，參與義工服務，貢獻社會。 
費用：免費 / 名額：60人 / 對象：會員 
參加辦法﹕5月 5日起到中心索取參加表

格，完成後交回中心，即可獲
得禮物一份。 

負責職員：林姑娘  
鳴謝：社署老有所為活動計劃資助 

 



 

 

20-22老有所為～ 
「愛暖耆才」手工製作小組 

日期：5月 7日至 6月 25日(逢星期五) 
時間：下午 2:00-3:00 
內容：教授義工製作應節小手工，如手巾 
      公仔、心意卡、扎染毛巾、滴膠匙 
      扣、紙藝花朵等，配合探訪時贈予 
      院舍長者和區內獨居長者，表達關 
      愛，更顯心思。 
費用：$10 ( 共 8堂 ) 
名額：20人 / 對象：會員 
負責職員：陳姑娘  
鳴謝：社署老有所為活動計劃資助 

< 耀陽行動頌親心 > 
耀陽行動藉著父母親節，為居於小西灣

區，經濟上需要支援的會員家庭送贈食物

包，名額 100個，額滿即止。有需要的會

員可於 5月 7日起致電中心登記，每次通

話只可報一個名額，稍後會獲通知領取日

期，每家庭只限領取一份。為讓更多家庭

受惠，已參加『抗疫保健康，愛「餸」家

中來』的家庭不需參加此活動，敬請見

諒！ 
照顧者加油站(柴灣區長者服務小區協作活動) 

日期﹕5月 7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00-中午 12:00 

地點﹕耆康會柴灣長者地區中心 

內容﹕讓護老者享受休閒時間，有受訓義工

提供看顧長者服務。 

費用﹕免費 / 名額﹕12位 / 對象﹕護老者 

報名方法﹕請致電中心查詢 

{ 父母親節獻心意 } 
父母親節又到了！為表達對大家的心

意，中心預備了貼心的小禮物(口罩

10個)送給長者會員。大家可於 5月

10日起攜同有效會員證到中心領

取，名額 300位，派完即止。 

職員訊息﹕社工蕭杏珊姑娘因另有發展， 

已於 5 月 1 日起離職。 

 
                                                                                                                                                                                                                                                                      

  撰文：朱嘉怡姑娘 (活動幹事) 

這星期日(2021年 5月 9日)是母親節，
在此先向每位偉大的母親說聲：「母親
節快樂」❤。 

今年母親節我繪畫了左邊的畫作，送給
各位母親。母親好像粉紅色的大樹，為
旁邊的小樹遮風擋雨，即使黑夜也會為
他們的兒女帶來彩虹一般的美景，或像
天上的星星一樣照亮着。 

☙謝謝你們一直對作為子女的我們不離
不棄，愛護我們。❧ 

 
「你要使父母歡喜，使生你的快樂。」 
 (聖經 - 箴言 23：25) 

 

                                   
 

 

 



 

 

 

 

 

 

標準 項目 政策 

1 服務資料 
服務單位應製備說明資料，清楚陳述中心宗旨、目

標、和提供服務的形式，讓公眾索閱。 

2 
檢討及修訂政策

和程序 

服務單位應檢討及修訂有關服務提供方面的政策和

程序。 

3 運作及活動紀錄 服務單位存備其服務運作和活動的最新準確記錄。 

4 職務及責任 
所有職員及有關管理人員及組織的職務及責任均有

清楚界定。 

5 人力資源 
服務單位實施有效的職員招聘、發展、訓練、評核

及調派守則。 

6 
計劃、評估及收

集意見 
服務單位定期計劃、檢討及評估本身的表現。 

7 財政管理 服務單位實施政策及程序以確保有效的財政管理。 

8 法律責任 服務單位遵守一切有關的法律責任。 

9 安全的環境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職員及服務使

用者處身於安全的環境。 

10 申請和退出服務 
服務單位確保服務使用者獲得清楚明確的資料，知

道如何申請接受和退出服務。 

11 
評估服務使用者

的需要 

服務單位運用有計劃的方法以評估和滿足服務使用

者的需要。 

12 知情的選擇 
服務單位應盡量尊重服務使用者知情下作出服務選

擇的權利。 

13 私人財產 服務單位應尊重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 

14 私隱和保密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和保密的權利。 

15 申訴 

每位服務使用者及職員均有自由申訴對機構或服務

單位的不滿 ─而無須憂慮遭受責罰 ─所提出的申

訴亦應得到處理。 

16 免受侵犯 
服務單位應採取一切合理步驟 ─確保服務使用者

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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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心鬱傷脾肺 喜樂是良方（上）> (資料來源：摘自房協長者通)  

仁濟醫院—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葵青區）註冊中醫師 劉敏儀 

 

以上的情緒與鬱悶，都會令身體的氣血運行失

暢，影響肝臟疏通氣機的作用——亦即肝氣鬱
結。長期下來，有機會出現各種氣血不通、化

熱化火的疾病表現，例如各種痛症、失眠多

夢、情緒更易受波動等等。 
 

喜樂是良方 
中醫古藉早有記載「喜樂」的好處。適當的喜樂，可以令全身氣血通

利，緩和緊張不安的情緒。不過樂極生悲、過於興奮，又或者長期處於興奮

的狀態，則會令心神耗散，以致難以集中精神，或會出現心悸、失眠多夢的

情況。 
除了喜樂以外，其實悲傷哭泣也有好處：哭泣可以將情緒發泄出來，有

助肺氣通暢；不過久哭久悲，也會耗傷肺氣。所以無論任何情緒，都要保持

適度，凡是過極，都會損害身體。 
  

尋找支援渡過難關 

能在生活中，尋找積極一面，保持內心平靜喜樂、氣血流通，當然最好
不過；但要做到如此，其實殊不簡單。 

倘若遇到情緒困擾，沒法自救，不妨向親友、社區尋求幫助，一同面對

難關。若無法從情緒下手，也可透過調理體質的方式，緩和情緒。不過每個
人的情況不一，詳情需向中醫師查詢。 
  
 合歡素馨花茶  

材料：合歡花 6克、素馨花 6克、蜂蜜/紅棗  

     （隨個人喜好調味）。 

做法：將材料（除蜂蜜）放入保溫瓶，以熱開水沖 

一次， 然後再加入熱開水焗 5分鐘，添加蜂 

蜜，拌勻即可。 

功效：解鬱安神，疏肝行氣。 

禁忌：每日不宜飲用多於兩杯，以免腸胃不適；孕婦及月經期間婦女，不宜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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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怡姑娘(活動幹事) 

mailto:sswse@hkmcadventist.org


 

 

護老服務介紹： 
  

  
 

 

 

 

 

 

 

 

 

< 大笑歡聚 HOHAHA(二) > 
日期：5 月 10 日 (星期一) 
時間：上午 9:00-10:00 
內容：進行具有帶氧功能的大笑運動， 
      提升正面情緒，促進身心健康。 
費用：全免  
名額：10 名 
對象：護老者優先／會員 
負責職員：李先生、錢姑娘 

《 電影欣賞會-黃金花 》 
日期：5月 10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0:30至 12:15 
內容：黃金花是公共屋邨主婦和丈夫兩人合

力照顧患有自閉症及中度智障的
兒子，豈料丈夫婚外情，講述黃
金花如何堅持向前。 

對象；中心會員 
費用：全免 / 名額：15位 
對象：護老者會員優先/會員 
負責職員﹕陳姑娘 

< 護老聚一聚(2) > 
日期：5 月 17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1:00-1:30 / 1:30-2:00 
內容：遊戲、輕鬆活動及短講分享。 
費用﹕全免 / 名額：每節 12 位  
對象：護老者 
負責職員：林姑娘 

< 護老者講座--高血壓(二)> 
高血壓之藥物治療 

日期：5月 21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3:15-4:15 
內容：介紹治療高血壓常用藥物及其使用守 

則、解答高血壓常見的問題。 
費用：全免 / 名額：15位 
對象：護老者會員優先/會員 
主講﹕衛生署東區長者健康外展隊 
負責職員：錢姑娘 

  

 

 

(下列活動可於 5月 4日起致電中心報名，請留意活動會因應

疫情作出調動。所有活動在中心舉行，有特別指明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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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星期租借：每月只可連續借用 1 星期一次，不可續借。 
3. 按月租借：每次只可借用 1 個月，可續借一次，須暫停 3 個月 

後方可再次租借。 
4. 逾期交還：每天需繳付逾期費用 2 元(以中心工作天計算）。 
5. 收    費：輪椅~$10(租借 1 星期)； 

助行架／手杖／腳丫~$5(租借 1 星期)。 
輪椅~$20(租借 1 個月)； 
助行架／手杖／腳丫~$10(租借 1 個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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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服務對象：中心會員及護老者會員。 

< 訂購營養粉安排 > 
為配合防疫措施，訂購方法如下﹕ 

有需要會員可於 5月 10日至 11日致電中心訂購 (每人限購最多 4罐加營素及 2罐怡保

康)，訂購成功後攜同會員證到中心付款(不設找贖)，並按收據上指定日期取貨，其他

時間不作訂購安排。(每次限售 144罐加營素及 24罐怡保康。) 

營養粉收費如下﹕ 

加營素(900克) ~ $168(會員) / $170(護老者會員) 

怡保康(850克) ~ $210(會員) / $212(護老者會員) 

  

< 耆義端午飾物工作坊 > 
日期：2021年 5月 17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30-4:00 

內容：製作有意義的端午節飾

物，用於節日探訪時送贈

給長者 

對象：中人義工 

費用﹕全免 / 名額：15位 

負責職員：李先生、陳姑娘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小西灣長者鄰舍中心 2021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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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預約服務 
8:30-
12:30 

 3  

專題講座 9-12 

負重運動 3:30-4:30 

 4  
長者中文班 9-10:30 
趣味英文班 10:45-12:15 

手指動一動 12:30-1 
熱敷墊體驗坊 2-3 
「愛的承諾」茶座 
3:30-4:15/4:30-5:15 

 5  
古事今談 9-10 
中文寫字班 10:30-12 

助聽器試驗計劃 1-5
負重運動 3:30-4:30 
舞蹈組 4-5 

 6  
健康讚美操 9-10 
和諧粉彩展身心 
10:30-12 
熱敷墊體驗坊 2-3 
Ipad遊戲 3-4 

 7  
活力操 9-10 
可愛 Q版人物篇 
10:15-11:15 
「耆才」手工小組 2-3 
健康傳真 3:15-4:15 
負重運動 3:30-4:30 

 8  
「愛的承諾」 

茶座 
9:15-10/ 
10:15-11 

 9  
 
預約服務 
8:30-
12:30 

 

 10  大笑歡聚
HOHAHA 9-10 
電影欣賞會 
10:30-12:15 
獨居樂融融 
2-3 / 3-4 
負重運動 3:30-4:30 

 11  
長者中文班 9-10:30 
趣味英文班 10:45-12:15 

手指動一動 12:30-1 
熱敷墊體驗坊 2-3 
「愛的承諾」茶座 
3:30-4:15/4:30-5:15 

 12  

古事今談 9-10 

中文寫字班 10:30-12 

負重運動 3:30-4:30 

舞蹈組 4-5 

 13  
健康讚美操 9-10 
和諧粉彩展身心 
10:30-12 
熱敷墊體驗坊 2-3 
Ipad遊戲 3-4 

 14  
活力操 9-10 

可愛 Q版人物篇 

10:15-11:15 
「耆才」手工小組 2-3 

負重運動 3:30-4:30 

 15  
「愛的承諾」 

茶座 
9:15-10/ 

10:15-11 

 16  

 

預約服務 

8:30-

12:30 

 17  
頌親恩給個讚活動 
9:30-10:30/11-12 
護老聚一聚 1-2 
耆義端午飾物 2:30-4 

負重運動 3:30-4:30 

 18  
長者中文班 9-10:30 
趣味英文班 10:45-12:15 

手指動一動 12:30-1 
熱敷墊體驗坊 2-3 
「愛的承諾」茶座 
3:30-4:15/4:30-5:15 

 19  
公眾假期 

 

中心休息一天 

 20  
健康讚美操 9-10 
和諧粉彩展身心 
10:30-12 
熱敷墊體驗坊 2-3 
Ipad遊戲 3-4 

 21   愛暖傳家舍探訪 
活力操 9-10 
可愛 Q版人物篇 
10:15-11:15 
「耆才」手工小組 2-3 
護老者講座 3:15-4:15 
負重運動 3:30-4:30 

 22  
「愛的承諾」 

茶座 
9:15-10/ 

10:15-11 

 23  

 
預約服務 
8:30-
12:30 

 24  
長者健康關懷活動
10-11 
男士新天地 2-3 
大使分享會 3-4 

負重運動 3:30-4:30 

 25  愛暖傳家舍探訪 

長者中文班 9-10:30 
趣味英文班 10:45-12:15 

熱敷墊體驗坊 2-3 
「愛的承諾」茶座 
3:30-4:15/4:30-5:15 

 26 
古事今談 9-10 
中文寫字班 10:30-12 

音樂懷緬小組 2-3:15 

負重運動 3:30-4:30 
舞蹈組 4-5 

 27  
健康讚美操 9-10 
和諧粉彩展身心 
10:30-12 
熱敷墊體驗坊 2-3 
Ipad遊戲 3-4 

 28  

職員會議 9-12 
膽固醇測試 2-5 

負重運動 3:30-4:30 

 29  
「愛的承諾」 

茶座 
9:15-10/ 

10:15-11 

 30  
 

預約服務 
8:30-
12:30 

 31  

專題講座 9-12 

負重運動 3:30-4:30 

1/6 
長者中文班 9-10:30 
趣味英文班 10:45-12:15 

手指動一動 12:30-1 
熱敷墊體驗坊 2-3 
「全心投入」茶座 
3:30-4:15/4:30-5:15 

2/6  

古事今談 9-10 
中文寫字班 10:30-12 
音樂懷緬小組 2-3:15 
負重運動 3:30-4:30 
舞蹈組 4-5 

3/6 
健康讚美操 9-10 
數獨你智醒 10:30-11:30 
熱敷墊體驗坊 2-3 
Ipad遊戲 3-4 

4/6 
活力操 9-10 
智能手機(1)10:15-11:15 

「耆才」手工小組 2-3 

負重運動 3:30-4:30 

5/6 
「全心投入」 

茶座 
9:15-10/ 

10:1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