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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詳情可向職員查詢）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 上午 8:30 至中午 12:30
下午 1:30 至下午 5:00
星期六
： 上午 9:00 至中午 12: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健康及積極晚年訊息推廣
義工招募及培訓發展
教育及發展性活動
興趣班組
社交及康樂活動
轉介及諮詢服務
中心偶到服務

公眾假期（中心暫停開放）
9 月 22 日（星期三）中秋節翌日

其他事項
 【興趣班組消息】因應仁愛堂發展長者服
務，由 10 月份起部份課程將改上課時段，
詳情請留意中心稍後宣佈。
 【例會及健康講座消息】由下次起，例會
及健康講座將更改為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二
上午進行（如該天為公眾假期將另作安
排），敬請留意。
 【實習消息】香港伍倫貢學院及香港城市
大學分別安排學生，於 9 月份到中心進行
實習，為期約四個月，有關自我介紹部份
請參閱內頁。
 【溫馨提示】會員如需了解接種新冠肺炎
疫苗，請向中心職員查詢。

下次中心例會於 9 月 28 日（星期二）上午
9:00 進行，並在網上形式發放資訊。
如有任何變動，包括班組和活動舉行時間
更改或暫停，將透過 WhatsApp、Facebook
等發放消息，敬請留意。

中心隨筆
來到 8 月的尾聲，意味著秋天將要來臨，同時
代表我在中心實習的旅程亦要結束了。在這期
間的得著很多，除了可以參與實習社工 Bobby
的小組，能夠與大家玩玩桌上遊戲及帶大家到
博物館遊覽，還非常榮幸地在 8 月時和芷茵開
了智有「機」小組，教導會員們一些手機的應
用和技巧。小組反應非常熱烈，在很短時間內
已經滿了。想要教導的技巧實在太多，奈何不
能一一在 3 個課堂內顯示，實感抱歉。在這裏
的每一個相遇、每一句慰問、每一句感激都令
我非常難忘，多謝各位為我帶來充實的暑假。
最後，我謹祝願各位中心同事和會員們身心安
泰，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再會:)
~實習工作員嘉穎~
暑假快將完結，我是時候向中心和大家告別了。
其實完結並不可怕，將來或會開始；分離並不
可惜，有緣或會重遇。
人生的相聚離別有如月亮圓缺的循環，留下的
回憶印在腦海中便足夠了。
我會記得今年很開心在「耆」樂無窮、
「智」有
機和嘉年華認識到大家。希望大家都度過了愉
快的暑假。
活在當下，保持健康；簡單生活，無悔人生。
~實習工作員芷茵~

中心活動（如有興趣，請先致電中心登記）
物資借用服務

香水瓶掛飾【活動滿額，多謝支持】

物資：益智遊戲、康樂用品、康復用具等
（例如輪椅及助行架）
對象：會員及護老者
程序：→1.揀選欲借用物資
→2.登記借用表格
→3.妥善地使用物資
→4.歸還物資
費用：全免
備註：物資名單不時更新，請向職員查詢
請小心使用，如有損壞須賠償
部份物資可在中心以外使用

日期：9 月 1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3:00 名額：10 位
地點：活動室 2+3
內容：學習製作香水瓶掛飾
費用：$20（長者會員）$30（先進會員）
備註:獨居長者優先 鳴謝:樂助弱老基金

記憶與你
日期：9 月 1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9:45-10:45 地點：活動室 2+3
內容：每月例會時段到中心講解健康講座
鳴謝：衛生署(灣仔長者外展健康服務隊伍)
費用：全免
備註：請於例會當日出席

齊齊玩飛鏢（9 月時段）
日期：9 月 3,10,17,24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11:00-12:30
地點：活動室 1 費用：每次$5
內容：由熟悉電子飛鏢義工教授參加者使
用電子飛鏢，讓參加者可投入活動
名額：12 位
鳴謝：電子飛鏢義工

靛‧堂【活動滿額，多謝支持】
紮染工作坊日期
製作項目
9 月 6 日（星期一）
漁夫帽
9 月 13 日（星期一）
拉鏈袋
9 月 20 日（星期一）
斜孭袋
時間：上午 11:15 至中午 1:15
地點：活動室 1 費用：全免
內容：學習紮染及製作物品
名額：每個紮染工作坊 10 名（參加者可
選擇報名 1 項或多項活動，惟中心以公平
原則，盡量安排至少有 1 項活動）
費用：全免
鳴謝：灣仔區議會
備註：參加者需同時承諾參與「靛‧堂」
計劃的義工服務，包括關懷探訪活動及作
品展覽當值，確實日期待定。

「最美的時光」人生展演計劃-戲劇匯演

歡迎報名參加

日期：9 月 19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2:00
地點：大埔文娛中心演奏廳
費用：全免 內容：欣賞表演
備註：需自行前往
鳴謝：聖公會聖匠堂長者地區中心

網上環保工作坊：玫瑰護手膜
日期：9 月 21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11:00-12:00
形式：以 Google Meet 為是次活動平台
內容：學習製作天然產品及環保知識，於
完成網上工作坊後一星期，可聯絡中心領
取製成品。費用：全免 名額：25 人
鳴謝：綠在屯門

認識-頌缽療癒
日期：9 月 24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9:30-10:30
地點：活動室 2+3
費用：全免
名額：10 位
內容：感受頌缽帶來平靜，喚起寧靜感。
鳴謝：由此至鐘（導師 Ms. Lowie Chan）

中秋有禮

中秋馬賽克小手作

溫情洋溢慶中秋

形式：抽籤 對象：會員
內容：會員於 9 月 1 至 7 日
期間向職員親身或電
話登記，之後中心抽
出得獎名單及
分時段領獎。
費用：全免
備註：每份禮物款式不同，
會員不得異議。

日期：9 月 8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1:45
地點：活動室 1
費用：$120
（包材料費）
名額：8 人
內容：製作馬賽克小手作
備註：可優先報名「溫情洋
溢慶中秋」活動

日期：9 月 20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9:00 / 10:00
（分 2 場進行）
地點：活動室 1
費用：全免
名額：每場 10 位
內容：中心節慶活動，透過
遊戲認識中秋節，並
可獲得豐富禮物
備註：
「中秋馬賽克小手作」
參加者可優先報名

長者資訊話你知：中秋禁忌

中秋節對於古人來說，也是一個重要的節日。在民俗中，中秋的很多活動都是有「規矩」的，不可以
亂來，以下就是流傳下來的傳統中秋禁忌。
1. 男不拜月
舊時漢族中秋節禁忌風俗。流行於全國各地。是日夜，男子多不叩拜月亮。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
中秋節「惟供月時男子多不扣拜。故京師諺曰：『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俗謂月亮屬於太陽，月神
嫦娥是女性。所以只能由婦女（包括女孩）拜月。
2. 忌身體弱、體質差的人賞月
近段時間身體很弱的人不宜在野外賞月、拜月。若最近流過產或者生
育過寶寶，那麼，也不宜賞月，即使在家中的陽台也最好不看月亮。
3. 忌失意、運勢弱的人賞月
最近失意者，如官場不順、生意虧本、倒霉事情接踵而來者，請務必不要賞月。
4. 忌剛剛搬家，而又沒有「鬧房」的人賞月
最近剛剛搬家，而搬家後沒有「鬧房」，或者自己覺得搬家後身體、運勢等不好者，謹慎賞月。
5. 忌頭髮遮額頭
女子務必將自己的額前頭髮捋向後邊或者兩側，千萬不要讓額頭被頭髮遮住，因為這是你的神燈所在。
6. 忌出門前或者回家後不燒香
出門前燒香可以確保出行平安，回家後燒香則是表示答謝，為今後一年的出行平安祈福。
7. 忌果餅不圓
當中秋的月亮掛上時，人們設壇燃香，陳列月餅瓜果等拜月亮。每家會向有月光之位在月出之時供拜，
拜祭完畢之後，焚燒月光紙，擺下供月食品，然後分給家人，中秋節全家應聚在一起吃月餅，月餅又
稱為團圓餅，吃了能使全家不離散，為了團圓祭月的果餅必須是圓的，即使把瓜果月餅切開來也必須
是月牙瓣的蓮花狀。
8. 忌吃亂月餅
有這樣一句俗語：
「吃亂了月餅死公公。」新媳婦如果婚後第一年在婆家過中秋節的話，就要一連幾年
都要在婆家過中秋節；如果婚後第一年是在娘家過中秋節的話，那就要一連幾年在娘家過中秋節。這
樣可以避免吃亂了月餅，避免公公發生不測。
資料來源：專業民間習俗團隊網站

蒙特利爾認知評估及電子遊戲設計對長者認知負荷的影響
日期：9 月 27 至 29 日(星期一至三，其中一天)
時間：按分配時段進行（約 1 小時） 地點：會客室
費用：全免
名額：18 位
內容：先參與「蒙特利爾認知評估」，如通過評估分數的會員，將即時獲邀
參與「電子遊戲設計對長者認知負荷的影響」，完成後可獲禮物獎勵。
鳴謝：香港城市大學先進設計及系統工程學系

量出健康人生計劃：驗血糖
日期：9 月 6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9:00-11:00
地點：會客室
名額：20 人-分時段進行
內容：本堂護士為長者驗血糖、量血壓、
及了解近期健康情況。
備註：僅限「量出健康人生計劃」參加者
（參加此計劃費用為半年$150）
如未能出席而希望護士在當天以電
話聯絡了解近期健康情況，請預先
告知職員以作安排。

免費 65 歲長者中醫體質檢測

內容：免費進行中醫體質檢測
對象：65 歲或以上長者
備註：
1.必需透過中心預約才可參與活動。
2.長者需自行前往旺角進行中醫體質檢測
（確實地點待成功預約後才告知）。
3.因參與中醫體質檢測而引起任何情況，
中心恕不負責。
鳴謝：獅子會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慈善基金

免費中醫網上義診服務
日期：9 月 20 日（星期一）
時間：分時段進行（上午）
地點：會客室 費用：全免
名額：16 人（65 歲或以上長者）
內容：到中心進行視像診症（包顆粒劑）
備註：
1.量出健康人生計劃參加者優先。
2.必需透過中心預約才可參與活動。
3.因參與中醫網上義診而引起任何情況，
中心恕不負責。
鳴謝：獅子會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慈善基金

長者資訊話你知：飲食小改變(節錄)
1. 選擇軟硬程度適中的食物
在日常飲食之中，可以根據衛生署長者健康服務
的建議，在各種食物種類中選擇一些軟硬程度適
中的食物，令長者較容易吞食，例如：
穀物類：粥、粉、麥皮等
蔬菜類：冬瓜、節瓜、菠菜、蕃茄等
水果類：香蕉、木瓜、提子等
肉魚蛋及代替品：免治肉、魚肉、蛋、豆腐等
奶類及代替品：牛奶、芝士、高鈣豆奶等
2. 留意食物形態
長者牙齒鬆脫，或假牙配戴不當都有機會令他們
難以咀嚼食物，將食物徹底咬碎吞食。所以，在
烹調食物時，可嘗試先將食物切碎、攪爛、或者
煮腍，甚至加上肉汁，變成「碎餐」、「軟餐」
、或
「糊餐」
。如長者經常覺得口腔乾燥，除了要喝足
夠的水分以外，亦可選吃一些較濕潤的食物，如
粥、瓜蓉、蒸水蛋等；避免進食一些乾、脆、過
硬或微粒狀的食物，如餅乾、花生、蘋果、芝麻
等，如果必須吃此類食物，亦可先將其放入湯中
浸軟，或隨後加上肉汁或清湯；進食前，長者亦
可先喝少量湯水以濕潤口腔，或咀嚼酸瓜或鮮檸
檬片以刺激口水分泌。
3. 利用天然調味料
雖然長者的味覺有所減退，但不代表在烹調過程
中一定要額外加重糖、鹽等調味料的份量，無意
中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如要增加食物的味
道，建議在煮食當中選用天然的調味料，如薑葱、
蒜、果皮等代替醃製食物或人工調味料，如鹹魚、
鹹蛋、麵豉、蠔油等。此外，亦可在飯菜中加入
檸檬汁或酸梅汁等提味，以提高進食的意慾。
4. 少吃多餐
若長者消化能力變弱，應以「少吃多餐」為飲食
原則，以確保他們可以吸收到足夠的營養，同時
減低胃部及消化系統的負擔。此外，進食時應要
慢慢咀嚼食物及吞嚥，以免引起消化不良的問題。
5. 注意餸菜色、香、味
如長者食慾不振，可以嘗試從飯菜的外觀及烹調
方法著手，配搭色、香、味俱全的膳食，引起他
們的食慾。例如是於餸菜中多加入不同顏色的食
物，可以是煮腍的紅蘿蔔、三色椒、易於咬斷的
綠色的蔬菜等，令食物顏色更加吸引。此外，可
多使用天然調味料如薑、葱、蒜頭等增加餸菜的
香味。根據衛生署長者健餐服務的餐單推介，可
以為長者選擇烹調涼瓜炒雞絲、薯蓉牛肉、薑汁
小白菜、南瓜炆肉粒、節瓜鯪魚肉湯、西蘭花肉
碎蒸水蛋等。
資料來源：健康新態度網站

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
日期：10 月 8 日（星期五）
時間：按指定時間進行
舉行地點：活動室 2+3 費用：全免 內容：提供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服務
備註：1. 此疫苗不是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
2. 如曾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請相隔至少 14 天才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
3. 如選擇在本中心參與，請勿在其他地方再次接受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
4. 部份人或因各種原因而不適合接種，最終由護士決定，參加者不得異議。
鳴謝：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醫療健康服務

長者資訊話你知：流行性感冒疫苗注射
1. 流行性感冒疫苗為何重要？
本港全年都有流感病例出現，高峰期一般在每年的一至三／四月及七至八月較為常見。根據衞
生防謢中心，長者一旦染上流感，則有較大機會出現嚴重併發症如肺炎、支氣管炎等等。每年
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有效預防流感和減少流感所引致的併發症，亦可減低因流感而入院留醫和
死亡的個案。此外，長者是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建議應優先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的人士。
2. 何時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
最有效是在每年十月或十一月接種新年度的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而最遲亦應在高峰期來臨之
前最少 2 星期接種疫苗，以確保有足夠時間讓身體產生抗體來預防流感。
3. 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會有甚麼副作用？
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是十分安全，除了注射處可能出現輕微腫痛外，一般
並無其他副作用。部分人士會在注射後 6 至 12 小時出現發燒、肌肉及關節
疼痛及疲倦等徵狀，這些徵狀通常會在兩天內減退。
若持續發燒各種或不適沒有減退，請諮詢醫生。如出現罕見和嚴重的症狀
（如蕁麻疹、唇／舌腫脹和呼吸困難）則需要緊急治療。一些罕見但嚴重
的不良情況如吉-巴氏綜合症也可能在接種流感疫苗後出現（每 100 萬個接
種疫苗人士中約有一至兩宗個案）
。不過，接種流感疫苗與這些不良情況未必一定有因果關係。
4. 誰不宜接種滅活流感疫苗？
對任何疫苗成份或接種任何對流感疫苗後曾出現嚴重過敏反應的人士，都是
不適宜接受流行性感冒預防疫苗的注射。
對雞蛋有輕度過敏的人士如欲接種流感疫苗，可於基層醫療場所（如健康中
心或診所）接種，而曾對雞蛋有嚴重過敏反應的人士，應由專業醫護人員在
能識別及處理嚴重敏感反應的適當醫療場所內接種。
流感疫苗內雖含有卵清蛋白（即雞蛋白質）
，但疫苗製造過程經過反覆純化，卵
清蛋白的含量極少，即使對雞蛋敏感的人士，在一般情況下亦能安全接種。詳情請向醫生查詢。
至於出血病症患者或服用抗凝血劑的人士，應請教醫生。
如接種當日發燒，可延遲至病癒後才接種疫苗。
5. 是否每年都要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
是。因為流感病毒的類型每年都會轉變，患上某種病毒菌株所致流感而產生的免疫力，未必足
以抵禦當時流行的新菌株；而且，流感免疫力會隨時間降低，一年後可能降至沒有保護作用的
水平。因此，每年都要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而所用的流感疫苗是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建議，
按照每年社會上流行的流感類型而製備。
6. 肺炎球菌疫苗可與季節性流感疫苗一同接種嗎？
可以。肺炎球菌疫苗可與季節性流感疫苗在同一次到診時接種。
但應使用不同針筒在不同部位接種。
資料來源：衛生署長者健康服務網站

香港伍倫貢學院及香港城市大學分別安排學生，於九月份到中
心進行實習，為期約四個月，以下為同學們的自我介紹。

香港伍倫貢學院
實習社工
大家好，我叫陳偉發，是來自伍倫
貢學院的實習社工，喜歡游泳及行
山。在之後的活動中，希望能認識
大家，也歡迎與我分享你們的喜好
和喜愛的活動。

大家好，我是香港伍倫貢學院的實
習社工，大家可以叫我做秋亮，喜
歡玩音樂，烹調，造手作，未來希
望可以和大家分享，多多指教。

大家好！我是施詩，是香港城市大學
的社工學生。好開心可以來到這個中
心實習，我的興趣是唱歌和跳舞，希
望大家可以多多找我談天啦～

香港城市大學
實習社工

大家好，我是香港城市大學的實習
社工譚卓盈，很高興來到仁愛堂服
務。我很喜歡運動，如果有機會的
話，希望和大家交流一下。

長者資訊話你知：殘疾人奧林匹克運動會及標誌象徵
殘疾人奧林匹克運動會（Paralympic Games，或稱作帕拉林匹克運動會），簡稱殘奧會、
殘奧，是一項為身心障礙者而舉辦的綜合型國際體育賽事，由國際殘疾人奧林匹克委員
會主辦。參賽者包括移動障礙、截肢、失明、腦性麻痺等帶有身心障礙的運動員。現時
舉辦殘奧與奧林匹克運動會同步，包括在同一個主辦城市以及在奧林匹克運動會閉幕後
的一個月內舉行。
標誌是白底上由紅、藍、綠三個顏色（世界各地國旗中最廣泛
使用的三種顏色）組成的「綵帶」圍繞一點，強調將運動員帶
到一起，使他們能夠參與。不對稱新月形綵帶是運動象徵，也
是殘奧會的願景「使殘奧運動員實現卓越運動，鼓舞和激勵世界」。

仁愛堂田家炳銅鑼灣長者活動中心：2021 年 9 月份活動一覽表（活動如有更改，一切以中心公佈為準）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1/9

上午：
中心例會
健康講座（記憶與你）
活力功太極八式班
二胡班
下午：
香水瓶掛飾
卡拉 OK 班
瑜伽班
5/9

6/9

7/9

上午：
靛堂紮染工作坊
量出健康人生計劃：驗血糖
莊氏書法班
莊氏國畫班（山水/花鳥畫）
下午：
聽歌學英文班
纖體舞班

上午：
“最美的時光”人生展演計劃
纖體舞班
下午：
卡拉 OK,班
普通話班
插花班
和諧粉彩班

12/9
下午：
“最美的時光”
人生展演計劃
戲劇匯演

13/9
上午：
莊氏書法班
莊氏國畫班（山水/花鳥畫）
靛堂紮染工作坊
下午：
聽歌學英文班
纖體舞班

上午：
纖體舞班
下午：
卡拉 OK,班
普通話班
插花班
和諧粉彩班

19/9

20/9
上午：
免費中醫網上義診服務
溫情洋溢慶中秋
靛堂紮染工作坊
莊氏書法班
莊氏國畫班（山水/花鳥畫）
下午：
聽歌學英文班
纖體舞班
27/9
上午：
蒙特利爾認知評估及電子遊戲
設計對長者認知負荷的影響
莊氏書法班
莊氏國畫班（山水/花鳥畫）
下午：
蒙特利爾認知評估及電子遊戲
設計對長者認知負荷的影響
聽歌學英文班
纖體舞班

26/9

上午：
粵曲小曲班
莊氏篆書班
莊氏國畫班
下午：
瑜伽班
襌繞畫入門班

8/9
上午：
活力功太極八式班
二胡班
下午：
中秋馬賽克小手作
卡拉 OK 班
瑜伽班

14/9

9/9

15/9

28/9
上午：
蒙特利爾認知評估及電子遊戲
設計對長者認知負荷的影響
纖體舞班
下午：
蒙特利爾認知評估及電子遊戲
設計對長者認知負荷的影響
卡拉 OK,班
普通話班
和諧粉彩班
插花班

30/9
上午：
蒙特利爾認知評估及電子遊戲
設計對長者認知負荷的影響
活力功太極八式班
二胡班
下午：
蒙特利爾認知評估及電子遊戲
設計對長者認知負荷的影響
卡拉 OK 班
瑜伽班

10/9

16/9

22/9
中秋節翌日
（公眾假期）

11/9
上午：
活力功太極八式班
羅氏綜合繪畫班
樂在耆中歌唱班

17/9
上午：
抓子製作工作坊
齊齊玩飛鏢
下午：
梁氏健體運動時段
方氏健體運動時段
素描班,
鍾氏國畫班
鍾氏書法班

23/9
上午：
粵曲小曲班
莊氏篆書班
莊氏國畫班
下午：
卡拉 OK 班
瑜伽班
襌繞畫入門班

4/9
上午：
活力功太極八式班
羅氏綜合繪畫班
樂在耆中歌唱班

上午：
齊齊玩飛鏢
下午：
梁氏健體運動時段
方氏健體運動時段
素描班
鍾氏國畫班
鍾氏書法班

上午：
粵曲小曲班
莊氏篆書班
莊氏國畫班
下午：
卡拉 OK 班
瑜伽班
襌繞畫入門班

上午：
網上環保工作坊
纖體舞班
下午：
卡拉 OK,班
普通話班
和諧粉彩班
插花班

星期六
3/9

上午：
齊齊玩飛鏢
下午：
梁氏健體運動時段
方氏健體運動時段
素描班
鍾氏國畫班
鍾氏書法班

上午：
粵曲小曲班
莊氏篆書班
莊氏國畫班
下午：
卡拉 OK 班
瑜伽班
襌繞畫入門班

上午：
活力功太極八式班
二胡班
下午：
卡拉 OK 班
瑜伽班

21/9

星期五
2/9

18/9
上午：
活力功太極八式班
羅氏綜合繪畫班
樂在耆中歌唱班
真‧義團義工聚會

24/9
上午：
認識-頌缽療癒
齊齊玩飛鏢
下午：
梁氏健體運動時段
方氏健體運動時段
素描班
鍾氏國畫班
鍾氏書法班

25/9
上午：
活力功太極八式班
羅氏綜合繪畫班
樂在耆中歌唱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