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婦女基金會何郭佩珍耆康中心

中心通訊 

2021年 

6月至 7月 

 中心地址：中環擺花街 46號中晶商業大廈 2字樓 
 開放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 8:30 至 下午 5:30 
 星期六      上午 8:30 至 下午 12:3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 休息) 
 電  話： 2543 3890   Whatsapp： 5497 3646 
 傳  真： 2545 7280  電郵： info@hkwfl.org.hk 
 機構電郵： hkwfa@yahoo.com 
 分處地址：中環皇后大道中 99號中環中心地下 2號單位 
 中心網頁： www.hkwfl.org.hk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HKPC1996 
 職  員：中心主任 - 鄭欣欣 
 社會工作幹事 - 劉美儀、李紹基、梁惠鈞 
  李俊傑、易 暘、林海彤 
 程序幹事 - 林佩蘭、李柔、游紫晴 
 行政幹事 - 林崇銘   保健員 - 蔡春梅 
 活動助理 - 劉立基  文員 - 李艷如 
 會計文員 - 李俊蓉  工友 - 許寶珠 

督印人：鄭欣欣     編輯：林崇銘   派發日: 24/5/2021     數量: 1000 份 

除了中心網頁，中心亦設有 Facebook，內容將與網頁同步

更新，如不想錯過更多精彩內容，可以掃瞄右邊 QR Code、

或在瀏覽器上輸入 https://www.facebook.com/HKPC1996 

或者在 Facebook應用程式

上搜尋何郭佩珍耆康中心

就可以看到中心的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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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友記，由於防疫衛生的需要，中心所有活動仍需預約登記；如疫情或限

聚令措施有變，不論活動形式、取消或於中心進行，或活動名額有變，活動舉行前

必會通知參加者有關需要作出任何的調整。 

按讚後即可收到中心最新動態及消息！ 

(需註冊登入) 

往下滑動即可看到中心最新發佈之消

息，內容無需註冊亦可觀看。 

mailto:hkpc_po@yahoo.com.hk


 

 

  
 活動地點：擺花街活動室 

出席者每次獲印章 1 個，每一季(第一季： 4-6月；第二季： 7-9月)集齊 3個
印或以上獲贈禮物一份，以中心公佈名單為準。 

由於 6、7 月例會/講座以預約活動形式進

行，所以每次人數需有所限制，參加者需預

先報名留位，敬請留意。 
特別安排  

※<鐘點與你> 6 月會員例會※         (SP21-020.1) 
日期： 2021 年 6月 7 日(星期一)  時間： 時段一：上午 9:00 - 9:45 
地點： 擺花街活動室        時段二：上午 10:00 - 10:45 
內容： 了解近期聘請家務助理(鐘點)的方法及注意事項 
  (包括與外傭的分別、使用服務時的溝通)、中心活動資訊 
名額： 每個時段 16 人(共 32 人)  負責職員：李紹基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認識痛風症※              (SP21-049) 
日期： 2021 年 7月 19 日(星期一) 
時間： 上午 9:30 - 10:30    地點： 擺花街活動室 
內容： 當我們身體內含有過多的尿酸，引起發炎疼痛，這就是痛風。 
  讓大家認識痛風的治療及預防方法 
名額： 20人        講者： 衛生署註冊護士 
負責職員：蔡春梅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備註：如登記人數多於 20人，以抽籤形式決定入選者 

※認識中暑※               (SP21-048) 
日期： 2021 年 6月 21 日(星期一) 
時間： 上午 9:30 - 10:30    地點： 擺花街活動室 
內容： 人在酷熱的環境裡體溫上升而不能控制體溫時，便會出現熱衰竭甚至

中暑等情況。讓大家了解如何預防及處理中暑方法  
名額： 20人        講者：衛生署註冊護士 
負責職員：蔡春梅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備註：如登記人數多於 20人，以抽籤形式決定入選者 

※<電子消費券你要知>8 月會員例會※      (SP21-020.2) 

日期： 2021 年 8月 2 日(星期一)  時間： 時段一：上午 9:00 - 9:45 

地點： 擺花街活動室        時段二：上午 10:00 - 10:45 

內容： 認識$5000 元電子消費券的申請資格、登記及使用方法 

名額： 每個時段 16 人(共 32 人)  負責職員：李紹基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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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月份會員生日會※           (SP21-057) 

日期： 2021 年 7月 5 日(星期一)  時間： 時段一：上午 9:30 - 10:00 
地點： 擺花街活動室        時段二：上午 10:15 - 10:45 
內容： 慶祝 7-9 月會員生日，遊戲、派生日禮物、唱歌 
名額：每個時段 16 人(共 32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李紹基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備註： 1. 請 7 至 9 月生日之會員須在 6 月 21 日前， 
   於中心登記參加生日會(當日出席才可獲禮物乙份) 
  2. 6 月 21 日開始接受其他會員報名 

※中醫體質檢查※              (SP21-056) 

日期： 2021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一)  
時間： 上午 9:00 - 中午 12:30 
地點： 上環文武廟公園外 - 流動醫療車 
內容： 為長者提供免費中醫四診儀檢查 
1. 問診 2. 舌像 3. 面像 4. 脈像 
對象： 耆康會員   費用：免費(送養生茶包乙包)   名額： 28 人 
負責職員：蔡春梅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鳴謝：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提供流動醫療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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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畀你 SIM※             (SP21-014.1) 

日期： 2021 年 6月至 7月 
內容：疫情期間，大部份課程都轉咗做網上課堂，但係老友記屋企冇 WiFi， 
  手機又唔夠數據開 Zoom？唔洗怕！只要老友記報讀咗我地嘅課程， 
  而又合符資格，我地會借出有數據用量嘅 SIM卡，等老友記可以放心 
  安坐家中上堂 
對象： 會員   名額： 10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劉立基   登記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備註： 1. 參加者需事先登記，職員將聯絡參加者評估狀況，再安排借卡手續  
  2. SIM 卡借用的時間長短，根據參加者課堂/活動需要而定 
  3. 參加者需於借用期完結前，交還 SIM 卡 
  4.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或傷殘津貼人士，會獲優先考慮 

※飛標樂滿 FUN※             (SP21-049.1) 

日期： 2021 年 6月 4 日至 7 月 31日(逢星期五) 
時間： 下午 2:00 - 3:00    地點：中環中心活動室 
內容： HAPPY FRIDAY 做運動鬆一鬆!如果想投飛標就來參加喇! 
對象： 會員   名額: 12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游紫晴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PANCAKE 工房※              (SP21-025) 

日期： 2020 年 7月 21 日(星期三) 
時間： 下午 1:30 - 3:00     地點：擺花街中心 
內容： 輕輕鬆鬆做甜品。教授會員製作 
  好吃、健康的芒果／香蕉班戟。 
  平日當下午茶都係不錯既選擇！ 
對象： 會員   名額： 10 人 
費用： ＄20 
負責職員：游紫晴 
登記報名：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備註： 需自備食物盒。  

※花點時間－注連繩※             (SP21-024) 

日期： 2020 年 6月 23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1:30 - 2:45     地點：擺花街活動室 
內容：日本注連繩代表美好的願望，祝福新一年行好運。 
  利用乾花、祝福語，製作自己獨一無二的注連繩。 
對象： 會員   名額： 10人 
費用：＄20 
負責職員：游紫晴 
登記報名：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備註：如疫情有變，會通知參加者有 
      關需要作出任何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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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下鄰舍情-端午探訪※           (SP21-052) 

日期： 2021 年 6月 9 日至 6月 12日(星期三至六) 
時間：上午或下午時段(視乎被探長者)    地點：長者家中 
內容：由鄰舍守望組義工為長者送上端午粽，讓長者感受到義工點點的關懷 
對象： 1)鄰舍守望組長者 
  2)新招募:75歲或以上居於中環區的獨居或雙居長者， 
  同意日後長期接受義工上門探訪 
名額： 16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劉美儀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電話預約服務※ 

目    的：因應社區長者對電話預約覆診或者更改日期和電話查詢有困難， 
      提供協助有關服務，以便長者及早跟進健康狀況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六 
    上午 9:00至 中午 12:00   上午 9:00 至 中午 12:00 
    下午 2:00至 下午 5:00 
對象： 耆康會員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蔡春梅 



 

 

※相聚一刻在端陽※             (SP21-026) 
日期： 2021 年 6月 9 日(星期三)   時間： 第一節：下午 1:00 - 2:00 
地點： 擺花街活動室         第二節：下午 2:00 - 3:00 
內容： 一班會員同聚端陽，一同感受節日氣氛   對象：會員 
名額： 每節 12人，共 24 人   費用：$10 
負責職員：李柔      報名日期： 2021年 6月 2日(三)起 
備註： 須預先登記，如名額人數眾多，將會進行抽籤 

※自己蔬菜自己種※             (SP21-058) 

日期： 2021 年 6月 8 日(星期二)   時間：第一節：下午 2:00 – 3:00 
地點： 中環中心活動室        第二節：下午 3:00 – 4:00 
內容： 由中心制服隊伍—樂齡女童軍舉辦，邀請香港有機生活發展基金介紹 
  香港農業及適合家居種植的蔬菜，並教授家居種植方法及現場與學員 
  實習一起試種蔬菜 
  (凡即場登記香港農業 3.0 手機應用程式， 
  均可免費獲贈紅莧菜種植包乙個。) 
對象：會員/義工  名額：每節 15人  費用：$15   
負責職員：林佩蘭        報名日期：即日起 
備註：參加者需自備 6吋花盆/盛載器皿乙個及茶匙大小的匙羹一隻 

※淘寶達人-基礎篇(實踐)※          (SP21-011) 
日期： 2021 年 7月 20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00 - 3:00 
地點：擺花街活動室 
內容：即場實習如何於淘寶購物 
對象：有參加淘寶達人-基礎篇(ZOOM)優先 
名額： 20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李柔  登記報名：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備註： 1. 須登記報名，如名額人數眾多，將會進行抽籤 
  2. 登記時請說明使用哪一個牌子的智能手機 5 

※熱帶風味椰子慕絲蛋糕※           (SP21-031) 
日期： 2021 年 8月 9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9:00 – 11:00     地點：擺花街活動室 
內容：製作慕思蛋糕 
對象：會員   名額： 6 人   費用：$40 
負責職員：李柔  登記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備註： 1. 須預先登記，如名額人數眾多，將會進行抽籤， 
   抽籤後職員會通知參加者報名繳費 
  2. 參加者必須自備電動打蛋器 
  3. 由於蛋糕需要時間雪凍凝固，參加者未能於下課時取回成品 
  4. 參加者請自備食物盒帶走蛋糕 



 

 

※數碼加油站(2021 年 7 月)※          (SP21-050) 
日期： 2021 年 7月 9、16、23、30 日(星期五) 
節數一： 2021年 7 月 9 日 (Whatsapp) 
節數二： 2021年 7 月 16日 (長者咭計劃 App) 
節數三： 2021年 7 月 23日 (Instagram) 
節數四： 2021年 7 月 30日 (HA Go (醫院管理局)) 
時間： 上午 11:00 – 中午 12:00   地點：中環中心活動室 
內容： 每一節會有不同的手機應用程式為主題，向參加者講解其操作方法 及 
  功能應用，並設有問答環節，為老友記解答疑難。 

對象： 會員     名額：每節 10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劉立基   登記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備註： 1. 參加者需要事先登記，職員將聯絡參加者確認其出席日期。 
       2. 如報名人數超出超出限額，將以抽籤形式處理。 
   中籤者會以電話聯絡通知 
  3. 參加者只可以選擇其中一節主題。 
  4. 參加者需要自備智能手機丶平板或電腦  

※數碼支援站(2021 年 6 月及 7 月)※       (SP21-045) 

日期： 2021 年 6月 3、10、17日(逢星期四) 
  2021 年 7月 8、15、22日(逢星期四) 
時間： 下午 3:30 - 4:30     地點：擺花街樂伴居 
內容： 平時用手機、平板或者電腦個陣有嘢唔明，唔知點撳又想搵人問吓？ 
  歡迎各位老友記黎問下我，等我解答你嘅疑難。 
對象： 會員   每次名額： 4人(每人 15分鐘)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劉立基   登記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備註： 1. 參加者需事先登記，職員將聯絡參加者確認其出席日期 
  2. 未曾出席本期活動之登記者將獲優先安排出席 

6 

※椅上我要 FIT ※              (SP21-059) 

日期： 2021年 6月 11日(星期五) 時間： 時段一：下午 3:00 - 4:00 
地點： 擺花街活動室       時段二：下午 4:00 - 5:00 
內容：由體適能教練教授長者椅上運動，鼓勵年長長者於疫情中重建運動的習慣 
對象： 年長耆康會員     費用： 全免 
名額： 每個時段 20 人(共 40 人) 負責職員：李紹基 
報名日期： 78歲以上會員 2021年 6 月 2 日(三)優先報名 
          (2021 年 6 月 7 日公開報名) 



 

 

※退休理財大挑戰※             (CP21-024) 

日期： 第一堂： 2021年 6 月 15日(星期二) 

  第二堂： 2021年 6 月 22日(星期二) 

  第三堂： 2021年 6 月 29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3:15 - 4:45    地點：中環中心活動室 
第一堂：提防社交群組投資騙局—拆解騙徒如何透過社交媒體進行唱高散貨
騙局，討論騙徒常用手法及步，內幕貼士與投資者心態，以及如何避免墮入
投資騙局； 
第二堂：「智能理財」—介紹電子錢包、「轉數快」的運作和監管，網上保
安和密碼管理的重要性； 
第三堂： 退休理財觀—了解如何盤點個人財，並有效制定日常收支預算。 
講者：由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安排的「錢家有道專業理財講師」 
對象：會員/義工    名額：每堂 20人    費用：免費 
負責職員：林佩蘭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備註：每位會員只可首選報一堂課程報名，其餘課堂歡迎登記作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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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退休年齡唔知點算好?覺得未能適應退休生活?成日無所事事唔

知做咩好？ chill talk chill walk 幫到你！ 

※ Chill Talk Chill Walk ※         (SP21-009) 

日期： 2021 年 7月 19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0:30 - 中午 12:00   地點： 擺花街活動室 
內容： 健康對退休人士好重要，如何 keep fit 更重要， 
  本節會有註冊營養師教授大家如何係食物營養學著手。 

對象： 先進會員   名額： 20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李柔、李紹基     報名日期： 2021年 6月 2日(三)起 
備註：須預先報名，如名額人數眾多，將會進行抽籤 

※活力長者健體操※             (SP21-046) 

日期： 2021年 6至 7月(逢星期二)  時間： 上午 8:45 - 9:30    
地點： 擺花街活動室 
對象： 耆康會員  名額： 8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蔡春梅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搖搖鼓※                (SP21-029) 
日期： 2021 年 7月 14 日(星期三)   時間：第一節：下午 1:00 - 2:00  
地點：擺花街活動室         第二節：下午 2:00 - 3:00 
內容： DIY古式搖搖鼓 
對象：耆康會員   名額：每節 12人，共 24人   費用：$20 
負責職員：李柔   登記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備註： 須登記報名，如名額人數眾多，將會進行抽籤 

※世界零距離-節日篇※            (SP21-007) 
日期： 2021 年 7月 27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 - 3:30     地點： 擺花街活動室 
內容：為大家介紹世界各地有趣的節日活動 
對象：會員    名額： 20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李柔   登記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備註： 須登記報名，如名額人數眾多，將會進行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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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親慶親恩※                 (SP21-034) 
日期： 2021 年 6月 8 日(星期二) 
集合及解散地點：北海中心稻香酒樓(暫定) 
第一節：集合時間：下午 2:00   解散時間：下午 3:30 
第二節：集合時間：下午 3:45   解散時間：下午 5:15 
內容：遊戲，用膳，豐富禮物。 
對象：會員    費用：$30  
名額：第一節 32人，第二節 28人 
      (視乎疫情人數或有調整) 
負責職員：李柔  登記日期：即日起 
抽籤日期： 2021年 6 月 3 日(四)上午 10:00 
優先登記對象：有子女的會員 
備註： 1. 如優先登記人數超出名額， 
   將在 6 月 3日上午 10:00 於中心進行抽籤 
  2. 中心將於 6月 3日中午 12:00張貼籤者名單於中心接待處， 
   登記者可致電查詢，須於 6月 4日辦公時間前回覆負責職員， 
   否則當作放棄論，並由後備名單補上 
  3. 不設傭工陪同參與 
  4. 中心會視乎疫情變化且作合適安排，並保留活動一切最終決定權 
  5. 因應疫情，決定 4/6人一枱，由職員編位。 



 

 

※樂健運動※  

日期：  2021年 6 月至 7 月    地點： 擺花街樂健天地運動區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9:00 - 中午 12:00 / 下午 2:00 - 5:00 
     星期六    上午 9:00 - 中午 12:00 
內容： 會員以預約形式借用運動區設備，包括： 
  i) 按摩椅    ii) 腳踏車 
  iii)美天復康寶  iv)預防骨質疏鬆震震機 
使用守則： 
1. 每次預約只限使用一種器材、一個時段， 
 最多使用 30 至 40 分鐘。 
2. 每次只能有一次預約，活動完成後方可預約下次。 
3. 首次參與運動前需簽健康申報表及體能活動問卷。 
4. 如身體不適，可致電中心更改預約時間。 
對象： 會員        費用： 全免 
名額： 上午每種器材 4位， 下午每種器材 3位 
負責職員：蔡春梅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備註： 
1. 如想借用設備必需要先行預約，歡迎電話預約或查詢 
2.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3. 有需要暫停服務會時視乎當時疫情變化 

中心近月增設一部由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研發的便攜
式治療儀 
– 美天復康寶，歡迎會員預約借用。 
 
建議使用時間 : 15 分鐘   
治療儀有效舒緩以下適用症狀 
運動損傷修復、肌肉勞損酸痛、關節炎/退化性疾病 
 
復康寶可達到以下四個功效 
1. 能夠緩解痛症  2. 促進血液循環 
3. 加快組織修復  4. 有效消去炎症 

 

 
長者特別優惠 

有興趣購買產品的會員可向中心蔡姑娘查詢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取得長者特別優惠訂購復康寶 

費用 : 1-19部：$849 ； 20-39部：$698； 40部或以上：$598  
1)保養期一年 2)由中文大學提供一年專業資訊服務 

開始報名訂購日期: 6月 10日至 6 月 30 日(不需繳費) 
#(價格需視乎最終訂購數量，如訂購數目未達指定要求， 
會員可自行向中文大學查詢或到 MAX CARE 門市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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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秩序灣官立小學香港婦女基金會耆康中心長者學苑 
成立於 2020 年，旨在推廣長者持續學習的訊息，讓

長者善用時間，掌握新事物和新技能。中心將推出

一系列的學習課程讓長者「活到老、學到老」。 

本計劃同時邀請學生參與，讓他們從中增進與長者

的溝通，並擴闊長者和學生的社交圈子，促進長幼

共融。 

 
※ 有興趣報名之會員，只可選擇登記其中一個活動，如會員對兩個活動皆有 
 興趣可登記其中一個活動，另一活動登記作後備名單，如有參加者退出， 
 則按抽籤順序補上 

※愛官學苑–花生球筋膜放鬆工作坊※      (SP21-02-San) 
日期： 2021 年 7月 6、13、27日，8 月 3日(逢星期二) 
時間：下午 1:45 - 2:45     地點：長者家中，以 Zoom進行 
內容：導師教導參加者以花生球配合伸展動作，助參加者放鬆淺層及深層肌

筋膜，改善痛症部位如胸肌、腰部、大腿及小腿。 
對象： 會員   名額： 16人 
費用：$70 (出席全數 4節可獲全額退款) 
負責職員：李俊傑 
登記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至 2021 年 6月 25 日(五) 
備註： 1. 如登記人數超出名額， 
   將在 2021 年 6月 28 日(一)於中心進行抽籤 
  2. 中心保留活動一切最終決定權 
  3. 參加者需事前到中心領取「花生按摩球」 

※愛官學苑–徒手按摩減壓工作坊※       (SP21-01-San) 
日期： 2021 年 6月 23、30日，7月 7、14 日(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 3:15 - 4:30     地點：長者家中，以 Zoom進行 
內容：由中心導師向參加者講解手部、肩頸、腰背及腿部的按摩手法及技

巧，讓長者緩解壓力及痛症。 
對象： 會員   名額： 16人   費用：全免  
導師： 陳家駒老師   負責職員：李俊傑 
登記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至 2021 年 6月 12 日(六) 
備註： 1. 如登記人數超出名額， 
   將在 2021 年 6月 15 日(二)於中心進行抽籤 
  2. 中心保留活動一切最終決定權 

活動由長者學苑發展基金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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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社會福利署中西區地區顆伴協作計劃資助) 

與你共渡‧向前 

※樂‧活‧行大使訓練系列(二)(視像篇)※    (VP21-010-Rw) 
日期： 2021 年 6月 15 日(二) 
時間：下午 2:30 - 4:00      地點：中環中心活動室 
內容：學習如何於探訪時與長者溝通、 
  視像通話及促進長者與家人溝通 
對象： 義工    名額： 20 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李紹基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備註： 1. 義工需出席<全家‧傾(視像)>的義工服務 
  2. 完成<樂‧活‧行大使訓練> >的優先取錄 

※全家‧傾※              (VP21-014-Rw) 

日期： 2021 年 6月下旬至 8月 
  (共三次，確實時間及日期由義工與長者商議) 
地點：中環中心活動室  
內容： 義工探訪長者(獨居長者、年長護老者及被照顧者)，除表達關心， 
  並讓長者體驗手機與家人作視像通話 

名額： 20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李紹基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備註： 1. 義工需出席<全家‧傾(視像)>的義工服務 
  2. 完成<樂‧活‧行大使訓練> >的優先取錄 

樓宇衛星義工大招募 
你居住的大廈，樓上樓下會有 60歲或以上獨居或雙居的長者嗎 ?  
可以請你幫一個忙嗎 ? 
 
中心邀請你成為你所居住樓宇的衛星義工， 
主動提一提中心的位置  
(例如：你知唔知擺花街有間長者中心呀?) 
輕輕介紹中心的服務 
(中心有好多活動架！例如健康講座 / 生日會 / 旅行等) 
 
如獨居或雙居長者歡迎的話，義工可讓中心知悉， 
日後如有需要中心可提供探訪或其他服務予有需要的長者。 
 

*成為樓宇衛星義工，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 
如成功物色對象，可獲中心禮物一份* 11 



 

 

友動「耆」跡
老有所為活動計劃(

 

計劃背景：今年本中心承蒙社會福利署贊助，繼續推行友動「耆」跡老有所為活動計劃（第二季）；期望讓有情緒困擾的長者，透過心「晴」天使（義工）參與
    電話慰問、節日探訪、社交活動和上門服務，舒緩負面情緒和建立社交支援網絡。受疫情影響，幼稚園義工服務將以線上
 
 
 
 
 
 
 
 
 
 
 

※義工培訓（一）：「智」趣天使※        (VP21-005) 

日期： 2021 年 6月 24日(星期五) 
時間： 上午 10:30– 12:00    地點：中環中心活動室    
內容： 透過體驗學習活動，義工學習和掌握多款認知訓練遊戲的玩法 
  和帶領技巧，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上門認知遊戲及訓練， 
  增添生活趣味和感觀刺激 
對象： 心「晴」天使義工優先 
名額： 12 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梁惠鈞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備註：免費提供多款認知遊戲訓練教材 

    ※心「晴」在端陽・義工探訪※     (VP21-007) 

日期： 2021 年 6月 10 日(星期四) 或 6月 11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11:00 - 中午 12:30  地點：中環中心活動室   
內容：一班心「晴」天使上門與長者相聚和歡度佳節，大派美味粽子， 
  透過趣味遊戲與長者暢談端午佳節。 
對象：心「晴」天使計劃之義工及長者 
名額： 40人(包括 20 位義工)   費用：全免 
 
心「晴」天使務必出席其中一節 Zoom會議 
日期： 2021 年 6月 3 日(星期四) 
時間：早上 10:30 - 11:15 或 11:30 - 中午 12:15  
 
負責職員：梁惠鈞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備註：請心「晴」天使註明出席 Zoom會議和探訪日期及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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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動「耆」跡 
有所為活動計劃(第二季) 

：今年本中心承蒙社會福利署贊助，繼續推行友動「耆」跡老有所為活動計劃（第二季）；期望讓有情緒困擾的長者，透過心「晴」天使（義工）參與 
電話慰問、節日探訪、社交活動和上門服務，舒緩負面情緒和建立社交支援網絡。受疫情影響，幼稚園義工服務將以線上 Zoom及實體等不同形式進行 

※ Zoom 近幼稚園 . 義工會議※         (VP21-014) 

日期： 2021 年 6月 18日(星期五) 
時間： 上午 11:00 – 中午 12:00   地點：中環中心活動室  
內容： 由長者義工組成工作小隊， 
  參與設計實體及 Zoom線上幼稚園義工服務 
對象：有幼稚園義工服務者優先 
名額： 8 位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梁惠鈞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香氣.暖心手」培訓工作坊※         (VP21-016) 

日期： 2021 年 7月 6 日(星期二) 
時間： 上午 10:30 - 中午 12:00   地點：中環中心活動室 
內容： 由專業導師帶領義工重溫香薰手部按摩技巧，為長者提供到戶服務 
對象： 心「晴」天使義工優先 
名額： 16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梁惠鈞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備註： 請心「晴」天使帶備在課堂自制的香薰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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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晴行動 . 義工服務日※          (VP21-015) 

日期： 2021 年 7月 20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00 – 中午 12:00   地點：中環中心活動室  
內容：由義工組成好心晴外展小隊，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上門服務， 
  包括認知遊戲活動、香薰手部按摩或大笑瑜伽等， 
  送上溫暖和正能量，並分享服務經驗和心得 
對象：心「晴」天使計劃之義工及長者 
名額： 40位(包括 20 位義工)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梁惠鈞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鄰舍守望組※              (VG21-003) 

日期： 2021 年 6月 7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9:00 - 10:00   地點：擺花街樂伴居 
內容：小組未來半年的探訪服務安排及小組活動構思 
對象：鄰舍守望組義工 
名額： 12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劉美儀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社區糾察隊※              (VG21-004) 
日期： 2021 年 6月 11日、7月 9 日、8月 13 日、9 月 10 日、 

  10 月 8 日、11月 12 日(每月第二個星期五，共 6 節)  

時間： 下午 3:00 - 4:00     地點：擺花街樂伴居 
內容：與參加者一同關注中區內違例泊車而導致巴士站未能上落及影響行人
過馬路的情況，並與參加者學習以不同方法如投訴信、約見有關部門及於月
訊出版報告，期望可增加會員對此議題的關注。 
對象：義工   名額： 6 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李俊傑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

※義工年度旅行(2020 年度)※          (VP21-013) 
日期： 2021 年 7月 22 日(星期四) 
集合時間：上午 9:00  集合地點：上環文武廟對面公園 
解散時間：下午 5:00  解散地點： 1.灣仔六國飯店 
             2.中環余仁生 
內容： 參觀位於黃大仙區的南蓮園池及志蓮淨苑， 
  中午享用午餐，下午參觀位於尖沙咀的 
  合味道紀念館及參加杯麵工作坊。 
對象： 義工   名額： 27人 
費用： 2020 年度有時數義工：$45、登記義工：$95、會員：$200 
負責職員：李俊傑 
2020年度有時數義工登記日期： 2021年 6月 2 日(三)起 
登記義工登記日期： 2021 年 6月 21 日(一)起 
公開登記日期： 2021 年 6月 28日(一)起 
備註: 1. 登記時最多兩位義工相同身份可成為一籤作抽籤之用 
      2.  2020年度有時數義工登記人數多於名額，登記義工及 
   公開報名名單將不會納入抽籤名單中 
  3. 將 7 月 5 日於中心進行抽籤，於 7 月 9 日或之前參加者繳費作實 
  4. 中心保留活動一切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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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急救工作坊※             (VP21-012) 

日期： 2021 年 7月 20 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 2:00 – 4:00     地點：擺花街活動室 
內容： 增強參加者對基本急救理論及日常意外處理方法的知識， 
  提高參加者的安全意識。 
對象： 義工   名額： 16    費用： $20 
導師： 合資格急救講師 
負責職員：李俊傑       報名日期： 2021年 6月 2日(三)起 
備註：參加者可申請出席證書，費用為每位$50元，請與負責職員聯絡 

※義工服務街站※              (VP21-011) 
日期： 2021 年 6月 14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09:00 – 10:30 
地點：擺花街樂伴居 
內容： 閣麟街舉辦街站，讓公眾人士認識中心服務，招募有興趣成為義工的 
      人士 
對象：義工   名額： 4 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李俊傑       報名日期： 2021年 6月 2日(三)起 

※認知友善好友分享會(7-9月)※        (DP21-009) 

日期： 2021 年 8月 10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 – 4:00     地點：擺花街活動室 
內容：透過一系列的遊戲和互動增加大家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 
對象：首次參與認知友善好友分享會的中心會員或義工 
名額： 16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李俊傑       登記日期： 2021年 6月 2日(三)起 
備註： 1. 如登記人數超出名額，將在 7 月 29 日於中心進行抽籤 
  2. 中心保留活動一切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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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多一點-情緒行為有良方※     (DP21-006) 
日期： 2021 年 7月 12日(星期一) 
時間： 上午 11:00 - 中午 12:00   地點：擺花街活動室 
內容： 認知障礙症如何影響一個人的生活， 
  並引發受壓下的行為或情緒，照顧者可如何應對及保持良好溝通 
對象： 會員   名額： 12人   費用：免費 
負責職員：林海彤       報名日期： 2021年 6月 2日(三)起  



 

 

※“智”趣樂園工作坊※           (DP21-005) 

日期： 2021 年 6月 16日(星期三) 
時間： 下午 3:00 - 4:00      地點：中環中心活動室 
 
內容： 透過顏色拼圖進行認知訓練，鍛鍊參加者的專注力、 
  空間感及辨識能力。參加者可獲贈顏色拼圖乙套 
對象： 懷疑患上認知障礙症/已確診患有認知障礙症者 
名額： 6 人     費用：免費 
負責職員：林海彤   登記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認知障礙症社區資源講座※          (DP21-002) 

日期： 2021 年 7月 16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3:00 - 4:30      地點：擺花街活動室 
內容：如果覺得自己或家人記性變差，應該如何處理？ 
  介紹認知障礙症的知識和初步鑒別方法， 以及認知障礙症 
      的支援服務和社區資源。 
對象：會員及樂伴之友  名額： 16人  費用：免費 
負責職員：易暘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醒神健腦操※              (DP21-007) 
日期： 2021 年 7月 13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 2:30 - 3:30     地點： 擺花街活動室 
內容： 帶參加者一起做運動，主要做左右手、腦、腿、腳協調運動，訓練大

腦。配合手腳左右協調,從而達到腦部訓練有助預防大腦衰退。 
對象：已確診認知障礙症或其照顧者，自覺記憶力衰退的長者 
名額： 6 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蔡春梅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備註：如登記人數多於 6 人，以抽籤形式決定入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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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腦樂遊遊」小組※           (DG21-002) 

日期： 2021 年 7月 9、16、23、30 日(星期五，共四節) 
時間： 上午 11:00 – 中午 12:00   地點：擺花街樂伴居 
內容： 透過多元化生活主題，結合速度、趣味、靈活、 
  競賽的益智遊戲，改善你的記憶力、專注力和反應力 
對象： 已確診認知障礙症或自覺記憶力衰退的長者 
名額： 6 位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梁惠鈞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請即登記成為我們的樂伴之友 (前稱為"護老者"); 讓我們作你的後盾, 好

使你能夠與你的身邊人樂伴每一刻！ 

“樂伴之友” 登記資格： 
1) 與 60 歲或以上長者同住 或 

2) 需照顧非同住 60 歲以上體弱 

   長者的家人/親屬 

樂伴之友類別:  

「樂活一族」的被照顧者有一般生活照顧需要 

「樂怡一族」的被照顧者行動不便或患認知障礙或健康問題需長時間關顧 

*** 已登記成為樂伴之友者，中心將根據閣下之登記表自動配對有關分類；  

   如有任 何更新或查詢，歡迎與負責職員 易暘先生 聯絡！ 

 

 
護老者常設服務:  
(一)上門探訪服務 

    *義工或保健員上門探訪護老者或被照顧長者，提供適切支援包括藥 

     物管理，運動練習等。 

(二)覆診或護送服務 

    *協助護送被照顧長者覆診或外出，須預約安排。 

(三)暫託服務 

    *逢週三早上提供暫託體弱或患認知障礙症長者服務，讓護老者可放 

     鬆自己或處理事情。詳情可與鄭欣欣姑娘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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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蛋糕※              (CRP21-012) 
日期： 2021 年 7月 26 日(星期一)    地點： 擺花街活動室  

時間：第一節：上午 9:30 - 11:00 , 第二節：上午 11:00 - 中午 12:30 
內容： 用飲管同啫喱製作花型蛋糕 

對象： 樂伴之友   名額：每節 6人，共 12人   費用：$40 
負責職員：李柔 
登記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備註： 1. 須登記報名，如登記人數眾多，將會進行抽籤， 
   抽籤後職員通知繳費作實 
  2. 由於蛋糕需雪凍凝固，參加者完成製成品後需 
         要冷凍 2 小時才可以取走 
  3. 需自備食物盒帶走蛋糕 



 

 

※「心靜自然涼」——靜觀情緒小組※      (NCG21-001) 

日期： 2021 年 6月 22、25、29日，7 月 2日（逢星期二、五，共 4 節） 
時間：下午 3:00 - 4:00 
地點：擺花街活動室(第 1、2、4節) 
  香港公園（第 3節） 
內容：介紹靜觀的基本概念和練習方法， 
  組員在小組中可以體驗靜觀呼吸、 
  靜觀站立和靜觀步行，透過靜觀認識自己和他人的情緒狀態，安頓身心 
對象：樂伴之友(樂怡一族優先) 
名額： 6 人  費用：免費 
負責職員：易暘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備註： 小組針對初學者，參加者不需要任何靜觀經驗 

※“粽”陪着你-端陽探訪※         (NCP21-007) 
日期： 2021 年 6月 12日(星期六) 
時間： 早上 10:00 - 中午 12:00   地點： 長者家中 
內容： 適逢端午佳節，一班義工上門探訪為各樂怡一族送上禮物及祝福； 
  歡迎有興趣者登記被訪 
對象： 60 歲或以上居住於中上環區的樂怡一族及其照顧者 
名額： 12 戶    費用： 免費 
負責職員：林海彤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備註： 1. 活動採取登記形式報名 
  2. 中心保留安排探訪細節的最後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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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藍-面譜篇※            (CRP21-011) 
日期： 第一節： 2021年 6 月 7、21日(星期一) 
  第二節： 2021年 6 月 28日及 7月 5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0:30 – 中午 12:30    
地點：擺花街活動室 
內容：利用景泰藍的技術製作面譜畫 
對象：樂伴之友   名額：每節 12人，共 24人  
費用：$30 
負責職員：李柔 
登記日期：即日起 



 

 

※(美國雅培)金裝加營素及怡保康奶粉售賣服務※ 
樂伴之友可享有優惠價購買奶粉售賣產品種類如下 

 

1.  金裝大加營素(呍呢味 900 克)  樂伴之友：$165 

           會員(非樂伴之友)：$175  
 

2. 怡保康(850克)      樂伴之友：$210 

           會員(非樂伴之友)：$220 
 

3. 低糖金裝加營(素呍呢味 850克) 樂伴之友：$170 

           會員(非樂伴之友)：$180  

(所有奶粉每人每次限購買兩罐) 

※隱世海島坪洲遊※             (CRP21-013) 

日期： 2021 年 6月 17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9:30 - 中午 12:30 
集合及解散地點：中環站 A出口(中環六號碼頭乘船) 
行程路綫：坪洲碼頭>牛皮廠秘密花園>東灣沙灘 
   >坪洲家樂徑>南灣長堤>坪洲碼頭 
路綫平路為主，有部分路段上落階梯，難度 2星(滿星 5星) 
對象： 樂伴之友   名額： 8 人   費用： 免費 
負責職員：易暘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抽籤日期： 2021年 6 月 10日(四) 
備注： 1. 4 至 5 月樂伴之友行山活動未中簽者優先 
  2. 天氣轉熱，活動要求參加者具備一定的體能，須填寫健康聲明， 
   中心可能因應會員健康狀況篩選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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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游網絡新天地※             (CRP21-017) 

日期： 2021 年 7月 20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 3:30 – 4:30   地點：擺花街活動室 
內容：成日喺屋企覺得好悶又唔知做咩好嘅時候， 
  來學下多元化嘅網上視聽娛樂，如欣賞不同國 
      家電影片 NETFLIX 平台，讓你享受不一樣網上樂趣!! 
對象： 會員   名額： 10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劉立基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備註： 1. 參加者先登記，職員將聯絡參加者確認其出席日期。 
  2. 參加者需要自備智能手機丶平板。  



 

 

※品味人生－咖啡尋味※          (CRP21-010) 

日期： 2020 年 7月 28日(星期三) 
時間： 下午 2:00 - 3:00     地點：擺花街活動室 
內容： 為會員介紹各種不同的咖啡種類和知識。 
  仲會教你整近期人氣爆燈既 400次咖啡！ 
對象:  會員    名額： 10人  費用： ＄10 
負責職員：游紫晴 
登記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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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伴之友夏季季會—防蚊除蟲小錦囊※       (CRP21-016) 

日期： 2021 年 7月 23日(星期五)   時間： 第一節：下午 3:00 - 4:00 
地點： 擺花街活動室         第二節：下午 4:15 - 5:15 
內容： 介紹夏季常見的家居害蟲、除蟲方法和除蟲注意事項； 
  介紹中心樂伴之友(護老者)的服務和活動，收集活動意見和建議 
對象： 樂伴之友   名額： 24 人(每場 12 人)   費用：免費 
負責職員：易暘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備註：出席季會的樂伴之友可獲贈小禮物乙份。若報名人數眾多， 
  則會進行抽籤。  

※「身臨其境」多元表達藝術工作坊※       (CRP21-015) 

日期： 2021 年 7月 6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3:00 - 4:30     地點：擺花街活動室 
內容：藝術並非高深莫測或晦澀難懂，生活中其實處處充滿藝術。 
  工作坊將協助參加者發現身邊的藝術，體驗用多元藝術「身體雕塑」 
  表達情感和互相交流。 
對象：樂伴之友   名額： 10人  費用：免費 
負責職員：易暘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備註： 1. 活動有部分伸展運動，需要一定體能 
  2. 參加者不需要任何藝術經驗。  

※有計傾 (電話小組)※            (CRP21-018) 
日期： 2021 年 6月 9、16、23、30 日(星期三) 
時間： 下午 3:00 - 3:30     地點： 長者家中，以電話進行 
內容： 疫情下照顧者會否喘不過氣來？忙於照顧家人又 可能忽 
  略了自己的需要。透過 4 人電話會議讓照 顧者可有半小 
  時抖抖氣，一同分享照顧家人的狀況及互相打打氣。 
對象：樂伴之友 
名額： 3 人    費用：免費 
負責職員：劉美儀 
報名日期： 2021年 6 月 2 日(三)起 



 

 

※山行者※               (CRP21-007) 
日期： 2021 年 8月 4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00 - 3:00 
地點：擺花街活動室 
內容：為過去一年的行山經歷總結成果 
對象：舊山行者成員優先     名額： 20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李柔、李紹基     報名日期： 2021年 6月 2日(三)起 
備註： 1. 須預先報名，如名額人數眾多，將會進行抽籤 
  2. 舊山行者成員每位可攜同一名新朋友參加，但須預先報名， 
   由職員確定是否報名成功 
  3. 從未參加山行者但有興趣之人士可先登記 

※選舉會員代表※ 
 

        第四屆『中心會員諮詢委員會』簡稱『諮詢委員會』又到，目的讓會
員可就中心的服務質素及服務內容發表意見，為中心未來服務計劃、發展及推
行服務作出建議。諮詢委員會由不少於 15人組成，組織架構詳情可參閱中心
展板資訊。委員之任期為兩年一任，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議。 

第四屆選舉 — 3 位會員代表詳情 :                           

1. 委員名額 3位 
2. 中心會員可於提名期內提名 1位

會員參與選舉，選舉由 2021-22
年有效會員提出 

3. 如被提名者只有 3 位，會自動當
選成為委員 

4. 如被提名者超過 3 位，一人一票
選出，最高得票 3 位會員當選，
被提名者最少獲得一票支持作為
有效當選 

5. 多於 1位同票數者而名額不足
時，被提 名者需於指定中心例
會內進行第二輪投票，以高票者
當選 

6. 必須獲得當選者同意接受委任，
才能成為委員 

提名期詳情: 

提名期： 2021年 6 月 4 日 至 
   2021 年 6 月 25日 
投票期： 2021 年 7 月 5日 至 
   2021 年 7 月 23日 
 
※ 每位會員可提名一位會員 
※ 提名人填妥提名表格後， 
 截止日期前交回中心接待處 
※ 提名名單將於中心報告板登 
※ 候選人成功當選後， 
 該提名人將獲贈精美禮物一份 
 
備註： 可於接待處索取提名表格 
  及投票表格，填妥交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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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樂無窮 – 桌遊抒壓小組 
桌遊抒壓小組於 4 月份開始，一連 4 節讓

參加者遊玩不同的團隊型桌遊，於過程除

了減壓外，亦能認識更多與自己經歷相似

的「朋友仔」互相交流。 

義工推廣街站(2021) 
義工推廣街站於 2021 年 4月 15曰於閣麟街舉行，主要招募社區人士認識中心

及中心義工服務。最後成功接

觸逾 30位社區人士，部分人士

更即場成為中心會員及義工，

為中心帶來新朋友。義工們亦

表示是次活動令他們更有信心

去完成不同義工服務。  

蝶蝶不休 

由中心樂齡女童軍舉

辦，於 2021 年 5 月 11

日參觀大埔鳳園蝴蝶保

育區內的中草藥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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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頸沙頭角邊境之旅 

2021 年 4月 30日中心組織「鹿頸沙頭角邊境之旅」活動，8位樂伴之友參

加。活動在過去的邊境禁區

鹿頸沙頭角海濱行山，欣賞

邊境的自然和人文風光，放

鬆身心。 

參加者跟著導師尋找有抗

炎、止血功效之金狗脊 
導賞員向參加者介紹麥

冬的真面目 

透過園內義工導賞員 

認識野生中草藥 



 

 

香薰芳療舒壓工作坊 

一班心「晴」天使和長者參與香薰芳療舒壓工作坊，在舒適、放鬆和芳香的環

境下一同製作自己喜愛的香薰精油，再配合手部按摩技巧，達致舒緩情緒和傳

遞關愛。  

   新入職員工的話 

 

蔡春梅 Amy (保健員) 
大家好啊！我是在 5 月份新入職保健員蔡姑娘。好開

心加入何郭佩珍耆康中心這個大家庭，請多多指教！ 

之前在不同的社福機構﹑特殊學校﹑庇護工埸及老人

院任職，負責護理及訓練(物理治療及職業治療助理

的工作)，希望可以用我過往的經驗幫到大家。 

 

劉立基 Jeremy (活動助理) 
各位老友記大家好呀，我係新黎嘅活動助理我叫劉立

基。你哋可以叫我做呀基或者係 Jeremy 。我平時鍾意

就係煮野食，放假個陣喜歡周圍去吓玩吓，不過最鍾意

都係去旅行，感受下唔同國家嘅當地文化生活！ 

嚟緊我會負責有關於資訊科技嘅嘢，都會去策劃一啲活

動，希望各位到時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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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天氣資訊安排 

  
社會福利署服務質素標準  

 
  標準十五: 私人財產  
 ＊ 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屬或職員，對中心所提供的服務有 
  任何意見或投訴，都可以透過不同渠道向中心投訴或反映意見， 
  中心須按機制作出調查，並作出回應及跟進。 
 
  標準十六：私隱和保密  
 ＊ 確保服務使用者在中心內或外提供服務時，受到安全保障。 

 
香港婦女基金會 
何郭佩珍耆康中心 

               
地址： 香港中環擺花街 46 號 
  中晶商業大廈 2字樓  
 

 
*如需郵寄或拒絕接收下一期中心通訊，請致電 25433890或親臨本中心登記。 

( √ ) 照常開放或活動如常進行            ( Χ ) 停止開放或活動取消 

(  ) 中心未開放則暫停，活動未開始則取消。若中心已開放或活動已開始，將繼續服務及進行 

           活動。唯保障長者之安全，職員則鼓勵留在中心內，直至環境安全後才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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