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鑑鑑鑑鑑於近日香港社會氣氛持續不穩於近日香港社會氣氛持續不穩於近日香港社會氣氛持續不穩於近日香港社會氣氛持續不穩 為了為了為了為了

保障參與保障參與保障參與保障參與義工的安全 本義工的安全 本義工的安全 本義工的安全 本處取消處取消處取消處取消原定於原定於原定於原定於2019201920192019

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7777日日日日 星期六 舉行的「全港賣旗日」星期六 舉行的「全港賣旗日」星期六 舉行的「全港賣旗日」星期六 舉行的「全港賣旗日」

而而而而金金金金旗認捐及純捐款安排則延續至旗認捐及純捐款安排則延續至旗認捐及純捐款安排則延續至旗認捐及純捐款安排則延續至2020202020202020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

4444日日日日。捐款。捐款。捐款。捐款$100$100$100$100或以上 可獲金旗套裝乙份或以上 可獲金旗套裝乙份或以上 可獲金旗套裝乙份或以上 可獲金旗套裝乙份

包括「芝痲羔」系列旗紙一張及慈善限量版包括「芝痲羔」系列旗紙一張及慈善限量版包括「芝痲羔」系列旗紙一張及慈善限量版包括「芝痲羔」系列旗紙一張及慈善限量版

文件夾三個。如欲認捐金旗或純捐款的文件夾三個。如欲認捐金旗或純捐款的文件夾三個。如欲認捐金旗或純捐款的文件夾三個。如欲認捐金旗或純捐款的人士人士人士人士

可聯絡本中心職員索取有關表格。感謝各位的支持可聯絡本中心職員索取有關表格。感謝各位的支持可聯絡本中心職員索取有關表格。感謝各位的支持可聯絡本中心職員索取有關表格。感謝各位的支持

2020202020202020年年年年1111----3333月月月月

督印人督印人督印人督印人: 李慧菁李慧菁李慧菁李慧菁 主編主編主編主編: 何雪芬何雪芬何雪芬何雪芬、、、、趙永毅趙永毅趙永毅趙永毅 出版份數出版份數出版份數出版份數: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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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九龍觀塘牛頭角樂華南邨展華樓3樓
電話：2305 1805   傳真：2305  9987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19.119.119.119.1.20.20.20.2020202020 ((((日日日日))))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12121212::::00000000----下午下午下午下午4444::::000000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聯邦郵輪宴會聯邦郵輪宴會聯邦郵輪宴會聯邦郵輪宴會中心 啟德中心 啟德中心 啟德中心 啟德郵輪郵輪郵輪郵輪碼頭二碼頭二碼頭二碼頭二樓樓樓樓BBBB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中心會員及護老者中心會員及護老者中心會員及護老者中心會員及護老者

名額 會員名額 會員名額 會員名額 會員70707070人 家屬人 家屬人 家屬人 家屬40404040人人人人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精彩表演、開心遊戲、豐富午精彩表演、開心遊戲、豐富午精彩表演、開心遊戲、豐富午精彩表演、開心遊戲、豐富午膳及膳及膳及膳及幸運大抽獎等幸運大抽獎等幸運大抽獎等幸運大抽獎等。。。。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120$120$120$120

誠邀支持金旗認捐及純捐款



品茗品茗品茗品茗樂逍遙樂逍遙樂逍遙樂逍遙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10.2.2019(10.2.2019(10.2.2019(10.2.2019(一一一一))))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10:3010:3010:3010:30----下午下午下午下午12:3012:3012:3012:3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樂華樂華樂華樂華商場「商場「商場「商場「茗港茗港茗港茗港酒家酒家酒家酒家」」」」
對象 中心會員對象 中心會員對象 中心會員對象 中心會員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10101010人人人人
內容 由義工陪同會員享受品茗內容 由義工陪同會員享受品茗內容 由義工陪同會員享受品茗內容 由義工陪同會員享受品茗的的的的

樂趣樂趣樂趣樂趣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全免全免全免全免((((由外間團體資助由外間團體資助由外間團體資助由外間團體資助))))
備註 工作員會按備註 工作員會按備註 工作員會按備註 工作員會按會員所屬之組會員所屬之組會員所屬之組會員所屬之組別別別別

編排及邀請會員參加。編排及邀請會員參加。編排及邀請會員參加。編排及邀請會員參加。

外出活動外出活動外出活動外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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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華喜相逢樂華喜相逢樂華喜相逢樂華喜相逢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2.1.2020(22.1.2020(22.1.2020(22.1.2020(三三三三),11.2.2020(),11.2.2020(),11.2.2020(),11.2.2020(二二二二))))
時間 上午時間 上午時間 上午時間 上午10:3010:3010:3010:30----下午下午下午下午12:3012:3012:3012:3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
對象 中心會員對象 中心會員對象 中心會員對象 中心會員((((歡迎護老者參加歡迎護老者參加歡迎護老者參加歡迎護老者參加))))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5555人人人人
內容 由義工陪同會員在中心附近商場享用午膳及內容 由義工陪同會員在中心附近商場享用午膳及內容 由義工陪同會員在中心附近商場享用午膳及內容 由義工陪同會員在中心附近商場享用午膳及購物購物購物購物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20$20$20$20

南蓮園池樂悠遊南蓮園池樂悠遊南蓮園池樂悠遊南蓮園池樂悠遊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6.2.2020(26.2.2020(26.2.2020(26.2.2020(三三三三))))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10:3010:3010:3010:30----下午下午下午下午12:3012:3012:3012:3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南南南南蓮蓮蓮蓮園園園園池池池池
對象 中心會員對象 中心會員對象 中心會員對象 中心會員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10101010人人人人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義工陪同會員於義工陪同會員於義工陪同會員於義工陪同會員於龍門樓龍門樓龍門樓龍門樓----志蓮素齋志蓮素齋志蓮素齋志蓮素齋午膳 並參觀南蓮園池。午膳 並參觀南蓮園池。午膳 並參觀南蓮園池。午膳 並參觀南蓮園池。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全免全免全免全免((((由外間團體贊助由外間團體贊助由外間團體贊助由外間團體贊助))))
備備備備注 如報名超出活動名額 會安排抽簽。注 如報名超出活動名額 會安排抽簽。注 如報名超出活動名額 會安排抽簽。注 如報名超出活動名額 會安排抽簽。

公園漫步公園漫步公園漫步公園漫步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6.1.2020(6.1.2020(6.1.2020(6.1.2020(一一一一))))、、、、

13.2.2020(13.2.2020(13.2.2020(13.2.2020(四四四四))))、、、、
9.3.2020(9.3.2020(9.3.2020(9.3.2020(一一一一))))

時間 下午時間 下午時間 下午時間 下午12:4512:4512:4512:45----下午下午下午下午2:002:002:002:00
地點 樂華村公園地點 樂華村公園地點 樂華村公園地點 樂華村公園
對象 中心會員對象 中心會員對象 中心會員對象 中心會員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5555人人人人
內容 由義工陪同內容 由義工陪同內容 由義工陪同內容 由義工陪同會員到公園遊覽、會員到公園遊覽、會員到公園遊覽、會員到公園遊覽、

閒談及遊戲。閒談及遊戲。閒談及遊戲。閒談及遊戲。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全免全免全免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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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5.2.2020 (六六六六)
21.3.2020 (六六六六)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下午下午下午下午1:00-下午下午下午下午2: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對對對對基督教有興趣基督教有興趣基督教有興趣基督教有興趣之會員之會員之會員之會員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10人人人人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詩歌詩歌詩歌詩歌、、、、分享分享分享分享、、、、遊戲遊戲遊戲遊戲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由由由由「「「「九龍國際浸信九龍國際浸信九龍國際浸信九龍國際浸信會會會會」」」」

義工帶領義工帶領義工帶領義工帶領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6.1.2020 (一一一一)、、、、20.1.2020 (一一一一)
3.2.2020 (一一一一)、、、、24.2.2020 (一一一一)
9.3.2020 (一一一一) 、、、、23.3.2020(一一一一)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上午上午上午上午10:30-上午上午上午上午11:3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對對對對基督教有興趣之基督教有興趣之基督教有興趣之基督教有興趣之會員會員會員會員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10人人人人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詩歌詩歌詩歌詩歌、、、、分享分享分享分享、、、、遊戲遊戲遊戲遊戲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由由由由「「「「宣宣宣宣道道道道會北角堂會北角堂會北角堂會北角堂」」」」 義工帶領義工帶領義工帶領義工帶領

信望愛小組信望愛小組信望愛小組信望愛小組 聖經故事班聖經故事班聖經故事班聖經故事班

義工團體探訪活動義工團體探訪活動義工團體探訪活動義工團體探訪活動

特別活動特別活動特別活動特別活動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5.2.2020 (二二二二)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下午下午下午下午12:45-下午下午下午下午2:15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中心中心中心中心會員會員會員會員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20202020人人人人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由義工陪同會員在中心由義工陪同會員在中心由義工陪同會員在中心由義工陪同會員在中心

進行集體遊戲進行集體遊戲進行集體遊戲進行集體遊戲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全免全免全免全免

桌上遊戲樂繽紛桌上遊戲樂繽紛桌上遊戲樂繽紛桌上遊戲樂繽紛 2020202020202020年年年年1111----3333月生日會月生日會月生日會月生日會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 : : 2.3.2020 ((((一一一一))))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 : :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1:00-下午下午下午下午2: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 : : 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 : : 中心會員中心會員中心會員中心會員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 : : 20人人人人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為為為為1、、、、2、、、、3月生日長者賀月生日長者賀月生日長者賀月生日長者賀壽壽壽壽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 : : $30
** ** ** ** 歡迎護老者一同來慶賀歡迎護老者一同來慶賀歡迎護老者一同來慶賀歡迎護老者一同來慶賀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3.1.2020(一一一一) 、、、、11.2.2020(二二二二) 、、、、及及及及16.3.2020(一一一一)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下午下午下午下午2:00-下午下午下午下午3:3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12人人人人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由由由由義工為會員提供剪髮義工為會員提供剪髮義工為會員提供剪髮義工為會員提供剪髮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15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請請請請參加者於剪髮日前一天先洗頭參加者於剪髮日前一天先洗頭參加者於剪髮日前一天先洗頭參加者於剪髮日前一天先洗頭

愛心剪髮愛心剪髮愛心剪髮愛心剪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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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名稱名稱名稱////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暢談普通話暢談普通話暢談普通話暢談普通話
(1(1(1(1----3333月逢星期二月逢星期二月逢星期二月逢星期二))))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3010:3010:3010:30----11:3011:3011:3011:30

由義工帶領組員用普通話由義工帶領組員用普通話由義工帶領組員用普通話由義工帶領組員用普通話
交流 享受快樂交流 享受快樂交流 享受快樂交流 享受快樂

中心長者中心長者中心長者中心長者 12121212人人人人 全免全免全免全免

水墨畫班水墨畫班水墨畫班水墨畫班
(1(1(1(1---- 月逢星期三月逢星期三月逢星期三月逢星期三))))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309:309:309:30----11:3011:3011:3011:30

由義工教授組員繪畫水由義工教授組員繪畫水由義工教授組員繪畫水由義工教授組員繪畫水
墨畫 讓長者發揮潛能墨畫 讓長者發揮潛能墨畫 讓長者發揮潛能墨畫 讓長者發揮潛能

中心長者中心長者中心長者中心長者 20202020人人人人 $10$10$10$10

吹水台吹水台吹水台吹水台
(1(1(1(1---- 月逢星期四月逢星期四月逢星期四月逢星期四))))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3010:3010:3010:30----11:3011:3011:3011:30

組員與護老者一起討論組員與護老者一起討論組員與護老者一起討論組員與護老者一起討論
社會上熱門的時事話題社會上熱門的時事話題社會上熱門的時事話題社會上熱門的時事話題
及重溫趣事及重溫趣事及重溫趣事及重溫趣事

中心長者中心長者中心長者中心長者 12121212人人人人 全免全免全免全免

DIYDIYDIYDIY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1(1(1(1----3333月逢星期五月逢星期五月逢星期五月逢星期五))))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3010:3010:3010:30----11:3011:3011:3011:30

由義工或護老者陪同組由義工或護老者陪同組由義工或護老者陪同組由義工或護老者陪同組
員製作簡單小手工員製作簡單小手工員製作簡單小手工員製作簡單小手工

中心長者中心長者中心長者中心長者 12121212人人人人 $15$15$15$15

金曲及電影欣賞金曲及電影欣賞金曲及電影欣賞金曲及電影欣賞
((((逢星期一至五逢星期一至五逢星期一至五逢星期一至五))))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301:301:301:30----2:302:302:302:30

欣賞粵曲、經典老歌或欣賞粵曲、經典老歌或欣賞粵曲、經典老歌或欣賞粵曲、經典老歌或
電影電影電影電影

中心長者中心長者中心長者中心長者 15151515人人人人 全免全免全免全免

康樂小組康樂小組康樂小組康樂小組
((((逢星期一至六逢星期一至六逢星期一至六逢星期一至六))))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3:003:003:003:00----4:004:004:004:00

以小組形式進行康樂活動以小組形式進行康樂活動以小組形式進行康樂活動以小組形式進行康樂活動
((((包括包括包括包括: : : : 麻雀及遊戲等麻雀及遊戲等麻雀及遊戲等麻雀及遊戲等))))

中心長者中心長者中心長者中心長者 8888人人人人 全免全免全免全免

名名名名 稱稱稱稱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對對對對 象象象象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護老者護老者護老者護老者
樂聚展華樂聚展華樂聚展華樂聚展華

7.1.2020 (7.1.2020 (7.1.2020 (7.1.2020 (二二二二))))

4.2.20204.2.20204.2.20204.2.2020 ((((二二二二))))

10.3.2020(10.3.2020(10.3.2020(10.3.2020(二二二二))))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0010:0010:0010:00----11:0011:0011:0011:00

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 由社工為護老者由社工為護老者由社工為護老者由社工為護老者

提供護老資訊提供護老資訊提供護老資訊提供護老資訊

並與護老者一起並與護老者一起並與護老者一起並與護老者一起

探討如何減輕護探討如何減輕護探討如何減輕護探討如何減輕護

老壓力。老壓力。老壓力。老壓力。

護老者護老者護老者護老者 10101010 全免全免全免全免

護老者護老者護老者護老者
康樂小組康樂小組康樂小組康樂小組

3.1.2020 (3.1.2020 (3.1.2020 (3.1.2020 (五五五五))))

14.1.202014.1.202014.1.202014.1.2020 ((((二二二二) ) ) ) 
18.2.202018.2.202018.2.202018.2.2020 ((((二二二二))))

18.3.202018.3.202018.3.202018.3.2020 ((((三三三三))))

29.1.2020 (29.1.2020 (29.1.2020 (29.1.2020 (三三三三))))

24.2.202024.2.202024.2.202024.2.2020 ((((一一一一))))

23.3.2020 (23.3.2020 (23.3.2020 (23.3.2020 (一一一一))))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301:301:301:30----2:002:002:002:00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002:002:002:00----2:302:302:302:30

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 提供機會讓護老提供機會讓護老提供機會讓護老提供機會讓護老

者互相認識 並者互相認識 並者互相認識 並者互相認識 並

透過康樂活動透過康樂活動透過康樂活動透過康樂活動

減輕護老者的壓減輕護老者的壓減輕護老者的壓減輕護老者的壓

力。力。力。力。

護老者護老者護老者護老者 6666----10101010 全免全免全免全免



(2)(2)(2)(2) 生化性及化學性食物中毒的介紹及預防方法生化性及化學性食物中毒的介紹及預防方法生化性及化學性食物中毒的介紹及預防方法生化性及化學性食物中毒的介紹及預防方法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4.2.2020(24.2.2020(24.2.2020(24.2.2020(一一一一))))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下午下午下午下午1:001:001:001:00----2:002:002:002:00

(1)(1)(1)(1) 個人個人個人個人、、、、食物及環境衛生食物及環境衛生食物及環境衛生食物及環境衛生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9.1.2020(29.1.2020(29.1.2020(29.1.2020(三三三三))))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下午下午下午下午1111::::00000000----2222::::00000000食

環
署
講
座

食
環
署
講
座

食
環
署
講
座

食
環
署
講
座

(3)(3)(3)(3) 使用微波爐煮食及營養標籤使用微波爐煮食及營養標籤使用微波爐煮食及營養標籤使用微波爐煮食及營養標籤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3.3.2020(23.3.2020(23.3.2020(23.3.2020(一一一一))))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下午下午下午下午1:001:001:001:00----2:002:002:002:00

歡迎護老者
報名參加

本季刊設有網上版本本季刊設有網上版本本季刊設有網上版本本季刊設有網上版本，，，，歡迎到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網頁瀏覽歡迎到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網頁瀏覽歡迎到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網頁瀏覽歡迎到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網頁瀏覽http://www.hkcs.org 5

((((2222)))) 認識糖尿病認識糖尿病認識糖尿病認識糖尿病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4.1.2020(14.1.2020(14.1.2020(14.1.2020(二二二二))))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下午下午下午下午2:002:002:002:00----3:00 3:00 3:00 3:00 

(3) (3) (3) (3)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小食小食小食小食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8.2.2020(18.2.2020(18.2.2020(18.2.2020(二二二二) ) )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下午下午下午下午2:002:002:002:00----3:00 3:00 3:00 3:00 

(1)(1)(1)(1) 睡眠健康睡眠健康睡眠健康睡眠健康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3.1.20203.1.20203.1.20203.1.2020 ((((五五五五))))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下午下午下午下午2:002:002:002:00----3:00 3:00 3:00 3:00 

署
講
座

署
講
座

署
講
座

署
講
座

(4) (4) (4) (4) 流流流流感大流行感大流行感大流行感大流行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8.3.2020(18.3.2020(18.3.2020(18.3.2020(三三三三) ) )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下午下午下午下午2:002:002:002:00----3:00 3:00 3:00 3:00 

扶抱及轉移技巧扶抱及轉移技巧扶抱及轉移技巧扶抱及轉移技巧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8.2.202028.2.202028.2.202028.2.2020 ((((五五五五))))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上午上午上午上午10:0010:0010:0010:00----11:1511:1511:1511:15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一級物理治療一級物理治療一級物理治療一級物理治療師師師師教授照顧長者時的扶抱及轉移技巧教授照顧長者時的扶抱及轉移技巧教授照顧長者時的扶抱及轉移技巧教授照顧長者時的扶抱及轉移技巧。。。。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護老者護老者護老者護老者



上期的季刊中，我們為大家介紹了四項監察中心服務表現的質素標準，它們分別

是 (五)人力資源、(六)計劃評估及收集意見、(七)財政管理及(八)法津責任。今期

我們會再為大家介紹另外四項標準：

中心運用有計劃的方法以評估和滿足服務使

用者的需要(不論服務對象是個人、家庭、
團體或社區)。

下期再下期再下期再下期再續續續續！！！！

標準12：知情的選擇
中心尊重服務使用者的知情下作

出服務選擇的權利。

標準9：安全的環境
中心採取一切合理的步驟，以確保職員

和服務使用者處身於安全的環境。

標準10：申請和退出服務
中心確保服務使用者獲得清楚明確的資料，

佑道如何申請接受和退出服務。

標準11：評估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環境安全最重要，
安全意識要知曉。

加入退出有自由，
了解手續無煩憂。

有商有量提意見，
優質服務幫到你。

尊重各位借情權，
選擇服務你有權。

本季刊設有網上版本本季刊設有網上版本本季刊設有網上版本本季刊設有網上版本，，，，歡迎到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網頁瀏覽歡迎到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網頁瀏覽歡迎到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網頁瀏覽歡迎到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網頁瀏覽http://www.hkcs.org 6



如果你對中心服務如果你對中心服務如果你對中心服務如果你對中心服務、、、、活動有任何意見或建議活動有任何意見或建議活動有任何意見或建議活動有任何意見或建議，，，，可將已填妥的意可將已填妥的意可將已填妥的意可將已填妥的意
見欄交回或傳真至本中心見欄交回或傳真至本中心見欄交回或傳真至本中心見欄交回或傳真至本中心。。。。謝謝你的寶貴意見謝謝你的寶貴意見謝謝你的寶貴意見謝謝你的寶貴意見!!!!

我對貴中心之服務有以下意見我對貴中心之服務有以下意見我對貴中心之服務有以下意見我對貴中心之服務有以下意見:
護理護理護理護理、、、、復康復康復康復康、、、、社交心理服務社交心理服務社交心理服務社交心理服務:

接送服務接送服務接送服務接送服務:

膳食服務膳食服務膳食服務膳食服務:

同工的服務態度同工的服務態度同工的服務態度同工的服務態度:

整體服務整體服務整體服務整體服務 :

中心執行服務質素標準的意見中心執行服務質素標準的意見中心執行服務質素標準的意見中心執行服務質素標準的意見 :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
電郵地址電郵地址電郵地址電郵地址 :

本季刊設有網上版本本季刊設有網上版本本季刊設有網上版本本季刊設有網上版本，，，，歡迎到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網頁瀏覽歡迎到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網頁瀏覽歡迎到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網頁瀏覽歡迎到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網頁瀏覽http://www.hkcs.org 7



謹代表各位會員多謝下列義工團體及個人義工於謹代表各位會員多謝下列義工團體及個人義工於謹代表各位會員多謝下列義工團體及個人義工於謹代表各位會員多謝下列義工團體及個人義工於201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12月月月月
期間到訪本中心提供義工服務期間到訪本中心提供義工服務期間到訪本中心提供義工服務期間到訪本中心提供義工服務

為方便護老者照顧長者為方便護老者照顧長者為方便護老者照顧長者為方便護老者照顧長者，，，，本中心特設有售賣服務本中心特設有售賣服務本中心特設有售賣服務本中心特設有售賣服務，，，，包括奶粉包括奶粉包括奶粉包括奶粉、、、、尿片及復康用具等尿片及復康用具等尿片及復康用具等尿片及復康用具等。。。。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為免長者回家途中攜帶重物為免長者回家途中攜帶重物為免長者回家途中攜帶重物為免長者回家途中攜帶重物，，，，長者每次只可購買兩包尿片或一罐奶粉長者每次只可購買兩包尿片或一罐奶粉長者每次只可購買兩包尿片或一罐奶粉長者每次只可購買兩包尿片或一罐奶粉 ，，，，以保以保以保以保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如有任何查詢如有任何查詢如有任何查詢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中心職員歡迎致電中心職員歡迎致電中心職員歡迎致電中心職員((((電話電話電話電話::::2305230523052305 1805180518051805))))。。。。

價錢價錢價錢價錢

1. 「NEW」日本尿片褲 (中碼：65-90厘米腰圍) 每包 $ 133 (20片)

2. 「NEW」日本尿片褲 (大碼：80-105厘米腰圍) 每包 $ 133 (18片)

3. 「Absorba Nateen」成人紙尿片(中碼／大碼日用) 
中碼每包 $ 33(10片)
大碼每包 $ 37(10片) 

4. 「Absorba Nateen」成人紙尿片(中碼／大碼夜用) 
中碼每包 $ 50(10片)
大碼每包 $ 57(10片) 

5. 「雅培」金裝加營素原味(900克) 每罐 $ 171

6. 「雅培」金裝加營素低糖(880克) 每罐 $ 176.5

7. 「雅培」怡保康SR(850克) 
(糖尿病人的均衡營養配方)

每罐 $ 215

8.  其他復康用具如輪椅、助行架及座墊等
(由治療師替長者評估購買需要)

需視乎不同用具而定

九龍國際浸信會九龍國際浸信會九龍國際浸信會九龍國際浸信會、、、、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宣宣宣宣道道道道會北角堂會北角堂會北角堂會北角堂、、、、YPFYPFYPFYPF職青團契職青團契職青團契職青團契、、、、XCXCXCXC LabLabLabLab單剪專門店單剪專門店單剪專門店單剪專門店、、、、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BlingBlingBlingBling NaiNaiNaiNai美甲美甲美甲美甲、、、、羽創自動科技羽創自動科技羽創自動科技羽創自動科技、、、、恆恆恆恆愛義工隊愛義工隊愛義工隊愛義工隊、、、、動物醫生動物醫生動物醫生動物醫生、、、、楊麗珍楊麗珍楊麗珍楊麗珍、、、、
盧婉雲盧婉雲盧婉雲盧婉雲、、、、陸佩芬陸佩芬陸佩芬陸佩芬、、、、凌煥嫻凌煥嫻凌煥嫻凌煥嫻、、、、關美玲關美玲關美玲關美玲、、、、張景培張景培張景培張景培、、、、蒙蒙蒙蒙亞亞亞亞壬壬壬壬、、、、鄭秀齊鄭秀齊鄭秀齊鄭秀齊、、、、潘玉嫦潘玉嫦潘玉嫦潘玉嫦、、、、
林瑞轉林瑞轉林瑞轉林瑞轉、、、、邱永兒邱永兒邱永兒邱永兒、、、、黃燕琼黃燕琼黃燕琼黃燕琼、、、、韋綺韋綺韋綺韋綺婷婷婷婷、、、、黃金蓮黃金蓮黃金蓮黃金蓮、、、、范麗瑤等范麗瑤等范麗瑤等范麗瑤等((((排名不分先後排名不分先後排名不分先後排名不分先後))))

本季刊設有網上版本本季刊設有網上版本本季刊設有網上版本本季刊設有網上版本，，，，歡迎到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網頁瀏覽歡迎到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網頁瀏覽歡迎到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網頁瀏覽歡迎到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網頁瀏覽http://www.hkcs.org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