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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年11月20日 (星期六)           地點：本中心 
 
時間：上午 10:30至下午 5:00             費用：免費  
    
負責職員：梁穎賢姑娘 
 
內容： 
1. 建立展現才能的平台，讓參加者可以發揮所長，回饋社會。 

2. 透過活動為機構籌募善款。 
 

籌款目的:  
1. 籌募經費以支援低收入或失業人士及有特別需要之家庭； 

2. 籌募經費拓展本會健康服務；及 

3. 籌募經費以支援居住在不適切住房的家庭或人士。 
 

如對唱歌或才藝表演有興趣者，可參閱以下資料: 
表演款項: 

⚫ 表 演 時 段： $300 (5分鐘)-表演時間不多於 10 分鐘 
⚫ 迷你演唱會: $3000(20 分鐘)-附送精美紀念品 

 
參加方法: 
• 請於 12/11/21(五)或前到中心索取贊助表格， 
並於 15/11/21(一)或前交回贊助表格及善款到中心。 

 
備註: 
• 活動設「最高籌款獎」及「最多人支持獎」兩獎項， 
截數日期:15/11/21(一)下午 5:00  

 

 

 

 

 

2021 年 10 月中心月訊 

方王換娣長者鄰舍中心 

職員視窗 

何桂玲 (中心主任) 

曾燕薇 (社會工作員 I) 

方淑嫺 (文員) 

關淑儀 (兼職活動助理) 

梁少燕 (長者支援助理) 

莫志江 (庶務員) 

                     

鄧龍昌 (社會工作員 I) 

陳國樑 (社會工作員) 

梁穎賢 (程序幹事) 

蘇錦茵 (程序幹事) 

羅家慧 (兼職活動助理) 

黃碧珊 (健康促進工作員) 

鄧文諾 (資訊科技助理) 

地址： 

香港仔華貴邨華貴社區中心地下 

電話：2550 5887 

傳真：2550 5686 

電郵：fwwt@aka.org.hk 

網址：aka.org.hk 

督印：何桂玲 

編輯：梁穎賢   

 

 

影印數量：

300 份 

2021-2022年度籌款項目 

「才」來自有「坊」慈善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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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要護老者資訊講座 02-長者皮膚護理 

日    期：2021年 10月 7日(星期四) 

時    間：下午 3:30至 4:30                      地  點：本中心 

對    象：有需要護老者及長者                    名  額：15名 
費    用：免費 

內    容：透過講座讓參加者增加對長者皮膚護理的認識 

備    註  : 講座由香港老年學會派員主講 
負責職員：曾燕薇姑娘 

 

園藝伴你 

日   期：2021年 10月 9日至 23日(逢星期六) 

時   間：上午 11:00至中午 12:00                  地  點：本中心 
對   象：有需要護老者                                名  額：8名 

費   用：$10/位         

內   容：透過園藝活動，幫助護老者舒緩負面情緒及壓力，鼓勵他們互相 
交流及分享，建立支援網絡。 

負責職員 : 曾燕薇姑娘 

 

輕鬆一小時 

日   期：2021年 10月 11日 (星期一) 
時   間：下午 1:15至 2:15                        地   點：本中心 

對   象：會員                                                      名   額：8名  

費   用：會員$10/位 綜緩:$8/位                          
內   容 ：     教導正確使用電熱氈，用熱敷放置身體合適部位，以舒緩及減輕痛症 

情況。 

負責職員：梁穎賢姑娘 
 

10-12月的康健樂滿Fun-運動紀錄冊 
開始接受報名啦！ 
 

有興趣的參加者快啲向本中心拿取 

10-12月的運動紀錄冊 

繼續開展您的運動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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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痛 Say 「NO」 

日   期：2021年 10月 18 & 25日(星期一，共 2節) 

時   間：上午 9:30至 11:30 (30分鐘/1節)      地   點：本中心 
對   象：會員                               名   額：16名(每節 4名) 

費   用：免費 

內   容：利用數碼港科創項目 Qintec健康管理系統儀器測試參加者痛症 
患處，理療師為其提供按摩保健服務，以檢視痛症情況及測試效

果。 

備   註 : 1.活動會收集參加者痛症的臨床數據作分析用途。 
2.參加者必須完成 2堂 

負責職員：梁穎賢姑娘 

緩痛運動工作坊 

日   期：2021年 10月 23日(星期六) 
時   間：下午 2:00至 3:30                         地   點：本中心 
對   象：護老者及長者（護老者優先）               名   額：12名 
費   用：$10/位          
內   容：透過體適能教練專業講解及教導，讓護老者及長者學習預防及舒緩 

痛症的運動方法，延續健康生活模式。 
負責職員：蘇錦茵姑娘 

哈囉耆樂大派對 

日   期：2021年 10月 30日(星期六) 
時   間：下午 2:00至 3:30                      地   點：本中心 
對   象：長者會員                                 名   額：25名 
費   用：$10/位 
內   容：活動與「無邊界」義工團合作，以萬聖節為主題，內容包括由義工
帶 

領互動舞、綜合表演及互動遊戲等 
負責職員：方淑嫺姑娘 

香草美食工作坊 

日   期：2021年 11月 2日至 16日(星期二，共 3節) 
時   間：下午 2:00至 3:30                       地   點：本中心 
對   象：驕陽及長者會員                          名   額：8名 
費   用：$50/位 
內   容：透過食品製作過程，有助減輕生活壓力，抒緩情緒；運用不同香草

的特性，烹煮特色菜色。 
備   註 :請自備食物盒盛載已完成之食品 
負責職員：方淑嫺姑娘 



 

預防流感 

  
季節性流行性感冒（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致的急性呼吸道疾病。已知可感染人類的

季節性流感病毒有三種類型：甲型、乙型和丙型。流感病毒會不時衍生新的病毒株，

且沒有規律。因此，世界衞生組織每年會建議流感季節應採用的流感疫苗組合。 

病徵 
病徵可包括發燒、咳嗽、喉嚨痛、流鼻水、肌肉痛、疲倦和頭痛；亦可能出現嘔吐和腹瀉

等。 

咳嗽多是嚴重和持續時間較長，但發燒和其他病徵一般會在五至七天內自行減退。 

然而，免疫力較低的人士或長者一旦染上流感，可以是嚴重的疾病，並且可能會出現支氣管

炎或肺炎等併發症，甚至死亡。 
 
傳播途徑 
流感病毒主要透過患者咳嗽、打噴嚏或說話時產生的飛沫傳播，亦可透過直接接觸 

患者的分泌物而傳播。 
 
潛伏期 

一般約為一至四天。 

傳染期 

患者可在病發前約一天至病發後五至七天內感染他人，而幼兒或免疫功能嚴重受損人

士的傳染期甚至會更長。 

治理方法 

˙ 充足休息和多喝水。 

˙ 若出現流感病徵，不應上班或上學。如果病徵持續或惡化，應立即求診。 

預防方法 

1. 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 

˙ 疫苗能安全和有效地預防季節性流感和其併發症。 

˙ 基於季節性流感疫苗安全有效，除有已知禁忌症的人士外，所有年滿 6 個月或以

上人士均應接種流感疫苗以保障個人健康。一般建議在每年秋天時分接種流感疫

苗，接種疫苗後約兩星期便會產生足夠抗體對抗流感。 

2. 保持良好的個人衞生 

˙ 經常保持雙手清潔，尤其在觸摸口、鼻或眼之前；洗手時應以梘液和清水清潔雙

手，搓手最少 20 秒，使用含 70 至 80%的酒精搓手液潔淨雙手亦為有效方法。 

˙ 打噴嚏或咳嗽時應用紙巾掩蓋口鼻，把用過的紙巾棄置於有蓋垃圾箱內，然後徹

底清潔雙手。 

˙ 保持均衡飲食、恆常運動、充足休息，避免過度緊張、不要吸煙和 

避免飲酒  

˙ 保持室內空氣流通，避免前往人多擠逼或空氣流通欠佳的公眾地方； 

高危人士在這些地方逗留時可考慮佩戴外科口罩。 

 
 

資料來源: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衛生署 衛生防護中心—季節性流行性感冒 

          https://www.chp.gov.hk/tc/healthtopics/content/24/29.html 



9:00 養生太極班03(珍)

9:00 社交舞班03
1:30 Flexi Bar 運動班02A (珍) 
2:30 Flexi Bar 運動班02B (珍) 

3:30 Flexi Bar 運動班02C (珍) 

9:00 「e健樂」血糖量度日 9:00 綠野遊踪 9:00 專題月會 9:00 專題月會 9:30 健康運動操03A 9:00 養生太極班03(珍)

2:45 腦友智趣一小時03 10:00 HiTouch無界限01 9:00 「e健樂」護士面見關愛組 10:00 絲網花班03 11:00 愛笑「十巧」操03A 9:00 社交舞班03
1:30 編織班 03 10:00 活力椅子舞03A(珍) 10:00 徒手運動操03A 12:00 愛笑「十巧」操03B 11:00 園藝伴你

2:30 Flexi-Bar運動班03A(珍) 2:00 長者健體運動工作坊 11:15 徒手運動操03B 2:30 卡拉OK班 03 2:00 健體運動工作坊

3:30 Flexi-Bar運動班03B(珍) 12:30 徒手運動操03C 4:00 長幼醒獅班03

3:30 健智小天地03 2:00 普通話班03 

3:30 有需要護老者資訊講座02
長者皮膚護理

9:00 「e健樂」血糖量度日 1:30 編織班 03 10:00 活力椅子舞03A(珍) 9:30 健康運動操03A 9:00 養生太極班03(珍)

10:40 疫苗接種知多D 10:00 HiTouch無界限01 10:30 粵曲唱家班03 11:00 愛笑「十巧」操03A 9:00 社交舞班03

1:15 輕鬆一小時 2:30 Flexi-Bar運動班03A(珍) 2:00 長者健體運動工作坊 12:00 愛笑「十巧」操03B 11:00 園藝伴你

2:45 腦友智趣一小時03 3:30 Flexi-Bar運動班03B(珍) 2:30 卡拉OK班 03 1:30 Flexi Bar 運動班03A (珍) 

3:30 健智小天地03 2:00 愛心剪髮04
2:30 Flexi Bar 運動班03B (珍) 
3:30 Flexi Bar 運動班03C(珍) 

9:00 「e健樂」血糖量度日 10:00 HiTouch無界限01 9:00 「e健樂」護士面見關愛組 10:00 絲網花班03 9:30 健康運動操03A 9:00 養生太極班03(珍)

9:30 與痛Say 「NO」 12:00 「e健樂」快樂人生工作坊 01 10:00 活力椅子舞03A(珍) 10:00 徒手運動操03D 11:00 愛笑「十巧」操03A 9:00 社交舞班03

2:45 腦友智趣一小時03 1:30 編織班 03 10:30 粵曲唱家班03A 11:15 徒手運動操03E 12:00 愛笑「十巧」操03B 11:00 園藝伴你

2:30 Flexi-Bar運動班03A(珍) 2:00 長者健體運動工作坊 12:30 徒手運動操03F 2:30 卡拉OK班 03 2:00 緩痛運動工作坊

3:30 Flexi-Bar運動班03B(珍) 2:00 「e健樂」- 護士講座(珍) 1:30 Flexi Bar 運動班03A (珍) 
3:30 健智小天地03 3:00 「e健樂」- 護士講座(珍) 2:30 Flexi Bar 運動班03B (珍) 

4:00 「e健樂」- 護士講座(珍) 3:30 Flexi Bar 運動班03C(珍) 
4:00 長幼醒獅班03

9:00 「e健樂」血糖量度日 10:00 HiTouch無界限01 10:00 活力椅子舞03A(珍) 10:00 絲網花班03 9:30 健康運動操03A 9:00 養生太極班03(珍)
9:30 與痛Say 「NO」 12:00 「e健樂」快樂人生工作坊 02 10:30 粵曲唱家班03 10:00 徒手運動操03A 11:00 愛笑「十巧」操03A 9:00 社交舞班03
2:45 腦友智趣一小時03 1:30 編織班 03 2:00 長者健體運動工作坊 11:15 徒手運動操03B 12:00 愛笑「十巧」操03B 9:30 輕鬆綠悠遊

2:30 Flexi-Bar運動班03A(珍) 12:30 徒手運動操03C 2:30 卡拉OK班 03 1:30 Flexi Bar 運動班03A (珍) 
3:30 Flexi-Bar運動班03B(珍) 2:00 普通話班03 2:00 哈囉耆樂大派對
3:30 健智小天地03 2:30 Flexi Bar 運動班03B (珍) 

3:30 Flexi Bar 運動班03C(珍) 

 

雷暴

警告
黃色暴雨警告訊號

✓ ✓

29 廿四 30 廿五24 十九 25 二十 26 廿一 27 廿二 28 廿三

服務運作及活動安排

31  廿六

23 霜降22 十七

11 初六

三號風球紅色暴雨警告訊號 八號風球或以上

10 初五

17 十二

12 初七

20 十五 21 十六18 十三 19 十四

30 廿四 28 廿二

4 廿八 5 廿九

重陽節假期

2021年10月服務時間表

星期六星期五星期四星期二

上課地點一般在本中心進行，(珍)為珍維社區健康促進中心(五樓)，(會堂)為華貴社區會堂
星期一 星期三星期日

服務質素標準 1

服務資料

服務質素標準2

檢討和修訂政策

✓

服務單位應檢討及修訂有關服務提供方面的政策和程序。



 服務單位確保製備說明資料，清楚陳述其宗旨、

 目標和提供服務形式，隨時讓公眾索閱。

15 初十

29 廿三

13 初八 14 重陽節

地址：香港仔華貴邨華貴社區中心地下   電話：2550 5887   傳真：2550 5686如欲了解本中心服務質素標準詳情，歡迎向本中心職員查詢。

服務質素標準專欄 ~ SQS話您知

中心內活動   (1小時前懸掛)

黑色暴雨警告訊號 一號風球

23 二十

9 初四

16 十一

 3 廿七 6 九月

2 廿六1 國慶日27 廿一

8 寒露7 初二

國慶日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