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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華季刊 

職員一對一帶領長輩繪畫禪繞畫，望長輩可透過畫作表達自己，舒緩壓力，增加
成功感！ 

中心透過平板電腦提供認知訓練，包括現實導向、懷緬治療及社交訓練，以輕鬆的
方式協助長輩預防記憶衰退！ 

福虎迎春賀新歲 
參加的長輩均獲得義
工寫的祝福揮春、中
心派發的「幸運金莎」
和享受酒樓到會的食
物，中心更送出抗疫
福袋及人人有份的抽
獎禮物，祝願長輩們
身體健康，喜氣洋洋，
福樂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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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中心進行一

系列防感染措施: 

(1)於2022年2月9日

進行全中心及會車

噴灑防病毒塗層 

(圖一)。 

(2)中心職員自製防

疫隔版(圖二)，及

添置座檯擋板讓長

輩進食時使用(圖

三)。

圖一 

圖二 

圖三 

長輩們暫停返中心的日子，職員持續聯絡長輩及其家人，了
解長輩們的身體機能及認知能力，以及舒緩護老者的照顧壓
力；中心除透過智能電話發送疫情資訊外，更透過視像舉辦
各類型的小組，職員更發送園藝及D.I.Y材料包給長輩們，
為小組活動作好準備。中心更邀請團體義工於網上探訪長輩
們，讓長輩們及護老者於家中亦可享受小組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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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節性流行性感冒，亦稱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致的急性呼吸道

疾病。病徵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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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感病毒主要透過由患者咳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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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物而傳播。潛伏期一般約為一至四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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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訊 

預防方法 : 

季節性流行性感冒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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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併發症。
● 流感可於高危人士引致嚴重疾病，而健康人士亦會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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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內便會產生足夠抗體對抗流感。

保持良好的個人衞生 

● 經常保持雙手清潔
● 打噴嚏或咳嗽時應用紙巾掩蓋口鼻
● 當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
● 保持均衡飲食、恆常運動、充足休息

保持良好的環境衞生 
● 經常清潔和消毒常接觸的表面
● 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資料來源: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網
站:https://www.chp.gov.hk/tc/healthto

pics/content/24/29.html 



多謝各位會員和家屬給予中心的意見！中心共收回58份會員的意

見，以及59份家屬的意見。問卷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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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度中心服務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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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康樂服務 會員 27% 62% 11% / / 

家屬 19% 70% 11% / / 

義工服務 會員 26% 66% 8% / / 

家屬 30% 60% 10% / / 

護理照顧服務 會員 38% 57% 5% / / 

家屬 33% 60% 7% / / 

復康訓練及運
動 

會員 33% 56% 11% / / 

家屬 36% 61% 3% / / 

健康教育、社
區資訊或轉介
服務 

會員 25% 62% 11% 2% / 

家屬 23% 68% 9% / / 

護老者服務 家屬 31% 64% 5% / / 

認知障礙症照
顧服務 

會員 30% 62% 8% / / 

家屬 28% 66% 6% / / 

言語治療服務 會員 33% 60% 7% / / 

家屬 27% 62% 11% / / 





多謝各位會員和家屬給予中心的意見！中心共收回58份會員的意

見，以及59份家屬的意見。問卷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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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度中心服務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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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車接載 會員 49% 49% 2% / / 

家屬 52% 46% 2% / / 

膳食安排 會員 29% 64% 7% / / 

家屬 28% 69% 3% / / 

職員的服務質素 會員 48% 43% 9% / / 

家屬 51% 42% 7% / / 

中心的整體服務 會員 39% 58% 3% / / 

家屬 49% 51% / / / 

會員接受服務後，
有助減低照顧壓
力 

家屬 52% 46%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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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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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及

使用權利。 

 標準14:私隱和保密 

中心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和保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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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的申訴亦應

得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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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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私隱要尊重， 
保密原則處處通! 

私人財物要隨身， 

轉頭唔見就唔開心。 

意見投訴唔怕多， 
改善服務笑呵呵! 

服務表現監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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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對中心服務、活動有任何意見或建議，可填妥下表
親身或傳真至23059987交回本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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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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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留下聯絡方法以便了解詳情： 

  姓名：＿＿＿＿＿＿＿＿＿＿＿＿＿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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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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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3 

6. 「雅培」金裝加營素低糖(850克) 每罐 $ 178 

7. 「雅培」怡保康SR(850克)

(糖尿病人的均衡營養配方)
每罐 $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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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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是一所註冊慈善團體及擔保有限公司  

謹代表各位會員多謝義工團體及個人義工於2022年1月-3月期間 

到訪本中心提供義工服務 

九龍國際浸信會、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友弦樂聚、悅聲華劇團、
動物醫生、恒愛義工隊、Dick’s Sporting Goods、楊麗珍、盧
婉雲、陸佩芬、潘玉嫦、鄭秀齊、范麗瑤、蒙亞壬、陳太 (IVY)、
黃秀妹、張景培、林瑞轉、黃燕琼、韋綺婷、肖春月、黃立書等
(排名不分先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