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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按照社會福利署指引由2月22日開始逐步恢復所有服務名額。中心

將一如既往執行嚴謹的防疫措施以保障會員的安全和減低感染風險。

社會服務小組和活動以及部份義工服務將會逐步恢復。

中心獲社會福利署資助「噴灑防病毒塗層」，已於

2020年12月3日和2021年3月3日進行全中心及會車噴

灑防病毒塗層工程，以加強防疫！

中心獲「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贊助已購置以下
科技產品以優化中心的照顧及護理服務，包括：

❖ 「觸控式多人訓練系統」為認知障礙症或記性下降
的會員進行復康訓練，以減慢記性和認知退化。

❖ 「天花吊機」為經治療師評估後有需要使用的會員
進行安全轉移及護理。

中心獲社會福利署獎券基金贊助購置SMARTfit

用作認知訓練和復康訓練，讓復康訓練更多元

化及有趣味！

職業治療師在中心開辦「八段錦」訓練小組，

協助輕度認知障礙的會員改善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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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舉辦「金牛賀歲同歡樂」，讓當天回中

心的會員一起慶賀迎接牛年！參加者一起玩

新春祝福遊戲、唱新年祝福歌曲，並一起享

受酒樓到會食物！大家都玩得很盡興，參加

者均可獲得義工寫的揮春以及「財神」派發

的「金莎利是」，活動更設有43份抽獎禮

物，讓個個參加者喜氣洋洋，滿載而歸！

中心邀請當年在牛頭角下邨開

檔售賣碗仔翅和韭菜豬紅、有

「翅叔」美譽的魏鴻昌會員製

作碗仔翅，讓會員一起享受，

並回味當年！

中心獲「希望小天使」贊助，

為會員送上新年祝福！

年初六，中心與持續健康及照顧服務

轄下其他4個服務單位，在網上進行視

像新春聯合團拜！5個服務單位的老友

記分別在葵青區、深水埗區、觀塘區

和南區，藉著網絡都能彼此拜年，送

上祝福，更一起玩賀年遊戲和進行幸

運大抽獎！

年初七，中心為當天回中心

的會員舉辦生日會，恭祝各

位會員人日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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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新入職的起居照顧員

湯秋文，我相信施比受更有福。希

望我可以越做越好！

大家好，我是新入職的科技助理周淑儀，好

開心能夠加入展華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的大家

庭！第一次做長者服務，期望日後能與各位

同事相處愉快，在未來的一年工作順利！

截至2021年2月28
日 資助長者住宿照
顧 服務

輪候時間
(以月數為單位，
以過去3個月的平

均數計算)

最新獲編配資助安老院舍
宿位者的申請日期

(月/年)

女 男

津助院舍及合約
院舍

42 5/2019 8/2018

參與改善買位計劃
的私營安老院

7 1/2021 12/2020

護養院宿位 24 8/2018 7/2018

參考資料: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residentia/id_overviewon/

社區資源情報站：輪候安老院舍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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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各項服務
服務

使用者
非常
滿意

滿意 一般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社交康樂活動
會員 60.5% 34.2% 5.3% / /

家屬 18.9% 69.8% 11.3% / /

義工服務
會員 59.5% 35.1% / 5.4% /

家屬 19.1% 70.2% 10.6% / /

護理照顧
服務

會員 60.0% 32.5% 2.5% 5.0% /

家屬 21.8% 67.3% 10.9% / /

復康訓練
及運動

會員 50% 37.5% 5.0% 7.5% /

家屬 25.5% 65.5% 9.1% / /

健康教育、社區
資訊或轉介服務

會員 48.6% 42.9% 2.9% 5.7% /

家屬 14% 74% 10% 2% /

護老者服務 家屬 24.1% 63% 13% / /

認知障礙症
照顧服務

會員 40.0% 53.3% 3.3% 3.3% /

家屬 27.7% 59.6% 12.8% / /

言語治療服務
會員 36.4% 50.0% 9.1% 4.5% /

家屬 14.3% 73.8% 11.9% / /

會車接載
會員 58.1% 38.7% 3.2% / /

家屬 48.9% 46.3% 4.3% / /

膳食安排
會員 50.0% 42.5% 7.5% / /

家屬 19.6% 66.1% 14.3% / /

職員的服務質素
會員 62.5% 35% 2.5% / /

家屬 46.4% 44.6% 8.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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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服務
服務

使用者
非常
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滿意中心的整體
服務

會員 55% 42.5% 2.5% / /

家屬 55.4% 37.5% 7.1% / /

認同會員接受服
務後，有助減低

照顧壓力
家屬 54.5% 34.5% 9.1% / 1.8%

多謝大家就我們的服務提供意見，我們會持續作出改善，亦非常感謝各位會員

和家屬對中心給予的讚賞和肯定，現將有關的讚賞總結分享如下：

有7位會員表達了最欣賞中心的地方，包括：

• 職員態度好，同事彼此合作

• 規律生活、照顧周到

• 中心有很多花

• 中心有飲食、有義工前來服務、聖經故事班

有10位會員分享了一件在中心最快樂的事情，包括：

• 唱歌活動、疫情前打麻將、在中心插花、外出活動逛公園等

• 和老友記傾計，有講有笑

• 中心多人覺得熱鬧

有22位家屬回應了對中心最讚賞／最深刻印象的事情，其中：

1. 欣賞職員態度，包括：

• 細心、盡責、關心長者、有愛心及熱心、親切、禮貌

2. 欣賞服務或對服務印象最深刻，包括：

• 這次抗疫中心對服務使用者照顧得非常好，各方面都好滿意，作為護老者好放心

• 長者在中心發脾氣時得到愛心照顧

• 最深刻印象是訓練小組及復康運動，及姑娘關心問候的說話

• 根據長者需要安排各項訓練

• 緊貼告訴長者的問題，及幫忙解決

• 主動協助年邁老母親清洗傷口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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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活動及外出活動
2021年4-6月生日會
日期：17.6.2021 (四)

時間：下午1:00-2:00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5人

內容：為4、5、6月生日會員賀壽

費用：$30

**歡迎護老者一同來慶賀**

公園漫遊
日期：15.4.2021(四)、

10.5.2021(一)、及

9.6.2021(三)

時間：下午12:45-下午2:00 

地點：樂華村公園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每次5人

內容：由義工陪同會員到公園

遊覽、閒談及遊戲。

費用：全免

樂華商場尋寶
日期：14.5.2021(五)

29.6.2021(二)
時間：下午12:45-下午2:00 
地點：樂華商場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每次5人
內容：由義工陪同會員於樂華商場尋寶，

享受快樂!
費用：全免

集體遊戲樂繽紛
日期：27.5.2021 (四)

時間：下午1:00-2:00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5人

內容：一起玩集體遊戲，

享受快樂

費用：全免

愛心剪髮
日期：20.4.2021(二)、

17.5.2021(一)、及

15.6.2021(二)

時間：下午1:30-3:00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每次10人

內容：由義工為會員提供

剪髮服務

費用：每次$5

備註：請參加者於剪髮日

前一天先洗頭

玩轉樂華
日期：28.4.2021(三)

25.5.2021(二)
時間：下午12:45-下午2:00
地點：樂華商場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每次5人
內容：認識樂華村環境及設施，並

與義工進行交流。
費用：全免

**活動內容及形式將按疫情做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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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及休閒小組

園藝小組
日期：4-6月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9:30-11: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0人
內容：由義工或護老者陪同組員進行

園藝活動
費用：$15

書法班
日期：4-6月逢星期四
時間：上午9:30-11: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中心會員及護老者
名額：20人
內容：由義工或護老者陪同會員

寫書法
費用：$5

齊享運動樂
日期：4-6月逢星期四和星期五
時間：下午3:00-3:45

地點：本中心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20人
內容：教授會員做伸展運動及快

樂椅子舞
費用：全免

藝術小組
日期：4-6月逢星期三
時間：上午9:30-11: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中心會員及護老者
名額：10人
內容：讓參加者發揮潛能，進行各

種藝術創作。
4月主題-紙筒藝術
5月主題-粉彩畫
6月主題-我的色彩人生

費用：$15

音樂大放送
日期：4-6月逢星期五
時間：下午12:45-1: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不限
內容：一起欣賞懷舊金曲或玩簡

單樂器
費用：全免

平板電腦學習樂
日期：4-6月逢星期二至星期三
時間：下午2:15-3:45 

地點：本中心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2人
內容：教授會員玩平板電腦
費用：全免

**活動內容及形式將按疫情做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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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日 期 時 間 內 容 對 象 名額 費用

護老者
樂聚展華

30.4.2021(五)

28.5.2021(五)

30.6.2021(三)

上午
10:00-11:00

由社工為護老者

提供護老資訊，

並與護老者一起

探討如何減輕護

老壓力。

護老者 10人 全免

護老者
康樂小組

7.4.2021(三)

4.5.2021(二)

8.6.2021(二)

22.4.2021(四)

21.5.2021(五)

25.6.2021(五)

下午
1:30-2:00

下午
2:00-2:30

提供機會讓護老

者互相認識，並

透過康樂活動，

減輕護老者的壓

力。

護老者
6-10
人 全免

健康、資訊講座

護老者小組

名稱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

長者簡易保健運動 7.4.2021(三)
下午

2:00-3:00

會員及
護老者

10人 全免

衛生署
講座

認識冠心病 4.5.2021(二)
下午

2:00-3:00

會員及
護老者

10人 全免

慎防跌倒(社區篇) 8.6.2021(二)
下午

2:00-3:00

會員及
護老者

10人 全免

介紹傳統以外的殮葬
方式

22.4.2021(四)
下午

1:00-2:00

會員及
護老者

10人 全免

食環署
講座

蔬果中的天然毒素及
食物安全焦點

21.5.2021(五)
下午

1:00-2:00

會員及
護老者

10人 全免

食物添加劑、安全使
用沙律

25.6.2021(五)
下午

1:00-2:00

會員及
護老者

10人 全免

**活動內容及形式將按疫情做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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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推介
粉彩畫體驗
日期：12.5.2021(三)

時間：下午1:00-2: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護老者

名額：10人

內容：護老者一起體驗用粉彩

進行創作！

費用：全免

端午節包粽樂
日期：10.6.2021(四)

時間：下午1:00-2: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中心會員及護老者

名額：10對

內容：會員及護老者齊包粽子，緬懷趣事，

迎接端午！

費用：會員和護老者每人5元

義工團體探訪活動
信望愛小組
日期：17.4.2021 (六)

15.5.2021 (六)

19.6.2021 (六)

時間：下午1:00-2: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對基督教有興趣之會員

名額：每次10人

內容：詩歌、分享、遊戲

費用：全免

備註：由「九龍國際浸信會」義工

帶領小組

聖經故事班
日期：3.5.2021 (一)、17.5.2021 (一)  

7.6.2021 (一)、21.6.2020 (一)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對基督教有興趣之會員

名額：每次10人

內容：詩歌、分享、遊戲

費用：全免

備註：由「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

義工帶領小組

**活動內容及形式將按疫情做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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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得到處理。

有及使用權利。

標準14：私隠和保密

中心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隠和保密權

利。

標準15：申訴
每一個服務使用者、其親友及職員均有自由

申訴其對機構或中心的不滿，而毋須憂慮所

接受服務受影響，所提出的申訴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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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安全環境、(十)申請和退出服務、(十一)評估服務使用者的需要及(十二)知

情的選擇。今期我們會再為大家再介紹最後四項標準如下：

標準13：私人財產

中心尊重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擁
私人財物要隨身，
轉頭唔見就唔開心。

個人私隠要尊重，
保密原則處處通！

意見投訴唔怕多，
改善服務笑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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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暴行為不可長，
前事不計顯大量，
互相尊重有涵養，
彼此照顧喜洋洋！

標準16：免受侵犯

中心採取一切合理步驟，確保服

務使用者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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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對中心服務、活動有任何意見或建議，可將已填妥的意
見欄交回或傳真23059987交至本中心。謝謝您的寶貴意見!

我對貴中心之服務有以下意見:
護理、復康、社交心理服務:

接送服務:

膳食服務:

同工的服務態度:

整體服務 :

中心執行服務質素標準的意見 :

歡迎留下聯絡方法以便了解詳情：

姓名：＿＿＿＿＿＿＿＿＿＿＿＿＿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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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護老者照顧會員，本中心特設有代售服務，包括奶粉、尿片及復康用具等。

◆為免會員回家途中攜帶重物，會員每次只可購買兩包尿片或一罐奶粉，以保安全。如有任

何查詢，歡迎致電中心職員(電話:2305 1805)。

價錢

1. 「Kimberly-Clark Plenitud」成人尿片褲 (中碼) 每包$42 (9片)

2. 「Kimberly-Clark Plenitud」成人尿片褲 (大碼) 每包$42 (8片)

3. 「Kimberly-Clark Plenitud」成人紙尿片 (中碼) 每包$33 (10片)

4. 「Kimberly-Clark Plenitud」成人紙尿片 (大碼) 每包$33 (9片)

5. 「雅培」金裝加營素原味(900克) 每罐 $ 163

6. 「雅培」金裝加營素低糖(880克) 每罐 $ 168

7. 「雅培」怡保康SR(850克)

(糖尿病人的均衡營養配方)
每罐 $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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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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