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世軍油麻地長者社區服務中心 

社區關係及網絡發展服務隊 

2019 年 2月至 

2019 年 3月 

地址：九龍油麻地永星里 11號三樓         電話： 2332 0005  

網址：www.salvationarmy.org.hk          電郵：ymtme@ssd.salvation.org.hk 

派發日期 / 數量： 2019年 1月 31日 / 240 份                        

活 動 資 訊 

護老者活動推介 

                      對焦.家的愛-護老家庭照 
    影樓曾經在香港盛極一時，讓不少家庭相聚留影。在 3月 3日(星期日)，我們邀請大

家和家人來到中心，一起拍攝家庭相，記下溫馨的時光。當日亦與大家製作玻璃球盆景。 

日期： 2019年 3月 3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9:30至 12:00  及 

      下午 1:30至 4:30 

地點：本中心三樓 

對象：護老者、長者及其親屬 

名額： 30個家庭     

費用：全免 

查詢及報名：請與戴燕文先生聯絡 
名額：每節 5 戶家庭(每戶最多 5人) 

第一節 上午 9:30-10:45 

第二節 上午 11:00-下午 12:15 

第三節 下午 1:45 – 3:00 

第四節 下午 3:45 – 5:00 

              靜觀減壓工作坊 
護老工作繁重，如不懂得自我放鬆及舒緩精神壓力容易令身心疲累，影響健康。是次活動將與
新生精神康復會-Newlife330(新生•身心靈) 合作，透過導師教導靜觀技巧，培養靜心觀察生
活每一刻的習慣，以達至整全身心靈健康。 

日期： 2019 年 3 月 8、15、22日（星期五），共 3節 

時間：上午 10時至 11 時 30 分 
地點：油麻地駿發花園-捷柏館 

內容：第一節: 介紹靜觀、靜觀呼吸、靜觀伸展、靜觀藝術活動。 

第二節: 靜觀呼吸、身體掃瞄、靜觀藝術活動。 

第三節: 靜觀呼吸、靜觀進食、靜觀藝術活動。 

對象：護老者及前護老者 
名額： 15 人 

費用：$30/位 

查詢：請致電 2782 0929 / 2782 2229 與麥先生聯絡。 

家庭活動：製作玻璃球盆景 

mailto:ymtme@ssd.salvation.org.hk


活動推介 

                               情緒病與藥物治療 
            (此活動與 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院 合辦) 
日期︰ 2019 年 3 月 23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3:30  

地點︰友禮軒及友智軒 

講者︰註冊藥劑師 

內容︰認識情緒病及相關藥物資訊 

對象︰護老者﹑前護老者及有興趣人士 

名額︰ 60人           

費用︰全免 

查詢及報名︰請致電 2782 0929與方曉玲姑娘或麥尚源先生聯絡 

護老．身心靈 
(此活動與 香港理工大學 合辦) 

護老者常常把關注放於長者身上，往往容易忽略自己。有見及此，本服務期望透過由
香港理工大學講者為護老者舉行一系列活動，讓護老者多留意自己身體狀况及需要。
照顧好自己，才能照顧好家人! 

日期︰ 2019年 2月 19日﹑3月 16日及 3 月 23日 

地點︰香港理工大學結合保健診所(香港理工大學 A座地下 AG057，噴泉廣場旁) 

日期 時間 內容 講者 

19/2/2019 

(星期二) 

9:30-11:00 健康評估︰ 

量血壓、脈搏、體質指數、身體脂肪比率、內臟
脂肪比例、手抓握力測試、手背後回測試、站立
能耐及壓力量表 

香港理工大學 

護師 

16/3/2019 

(星期六) 

9:30-11:15 視覺藝術與整全健康︰ 

- 瞭解何謂整全健康: 身、心、靈 

- 什麼是視覺藝術 

- 視覺藝術的循證實踐 

- 視覺藝術的體驗 

香港理工大學 

臨床導師 

23/3/2019 

(星期六) 

9:30-11:15 痛症管理︰ 

- 慢性痛楚的治理特點 

- 影響長期痛症的因素 

- 非藥物疼痛治療的知識和應用 

- 小組練習 

香港理工大學 

助理教授 

對象︰護老者及前護老者(現職護老者優先報名) 

名額︰ 20人 

費用︰$40/每位 

查詢及報名︰請致電 2782 0929與方曉玲姑娘聯絡 



長者出現身體肥胖而影響個人健康，大多是來自個人日常飲食習慣和缺乏運動所引致。若想改善個人健康，

那就從今天做起！鼓勵大家參加今期「健康掌門人—識飲識食你要知」系列，學習和實踐健康生活。 

2019年 2月健康掌門人系列 – 識飲識食你要知 
日期︰ 2019年 2月 14、21及 28日 (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 2時 - 3 時(講座時間)／下午 3時-4時(檢查時間) 

地點︰本中心友智軒(14/2) 及 油麻地駿發花園地下 D號舖捷柏館 (21/2, 28/2) 

內容︰健康講座、免費量度血壓；另於中心友智軒會提供量度血糖服務(每次$10)，而於駿發 

      花園會提供量度身體質量指數(BMI)服務。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 40人

查詢及報名：請與康秀蓮姑娘聯絡 

註：參加者將會獲發《健康紀錄冊》乙本，以作記錄個人的基本健康狀況，並鼓勵大家積極參與，實踐健康生 

    活。若參加者在整年積極參與達標，將獲派小禮物乙份以作獎勵。(詳情見紀錄冊內說明) 

日期 講座主題 講座內容 講者 

14/2 

(四) 

健康 

運動操 

＊ 進行基本伸展及強化肌肉運動； 

＊ 推動參加者持續運動，實踐健康生活； 

＊ 問答遊戲。 

程序工作員 

21/2 

(四) 

肥胖的 

疑惑 

＊ 肥胖的定義，怎樣才知道自己是否過重或肥胖； 

＊ 肥胖與健康的關係； 

＊ 減肥的要點及坊間對肥的謬誤。 

廣華醫院離院長者綜合 

支援計劃–救世軍家居 

支援隊 護士 

28/2 

(四) 

食得 

精明 

講解如何從不同的食物類別中選取低脂肪食物； 

低脂肪的烹調方法，以及如何選擇健康的小食。 
救世軍 護士 

                            護動天地  

「護動天地」是屬於護老者的輕鬆和互動平台。今個月會和大家做伸展及鬆弛

練習，減少大家因進行照顧工作時受傷的機會。您亦可以來喝杯花茶，與同路

人過一個輕鬆的下午。 

日期：  2019年 2 月 25日及 3月 25日(星期一) 

時間：  下午 2:30 至 4:00 

地點：  油麻地駿發花園地下 D舖捷柏館 

對象：  油尖佐區護老者會員 

名額：  10人     

費用：  全免 

查詢及報名：請與戴燕文先生聯絡 

健康講座 

護老者活動 



星期一 上午九時至下午十二時 ／ 下午一時三十分至晚上六時三十分 

星期二至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十二時 ／ 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五時 

逢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本服務之收費時間   

會員優惠站  

以下產品價錢有所調整︰ 

永恆 尺碼 數量 價錢(中心提貨) 送家中價錢 

200A 長方型片心(有貼) 20.5吋 x 12.5吋 200片 $353.00 $372.00 

溫馨提提你： 

健康講座 

痛症是任何年齡人士都可能患上的疾病，長者也不例外。此病與長期姿勢不正確、各類創傷、年老身體退
化及炎症 (炎症)等息息相關，要預防及減低嚴重性，日常需多做舒緩痛症的運動；調節飲及服用藥物;以
減輕痛所帶來的情緒困擾；。若想改善個人健康，那就從今天做起！鼓勵大家參加今期「健康掌門人—與
痛同行」系列，學習和實踐健康生活。 

               2019年 3月健康掌門人系列 – 與痛同行 
日期︰ 2019 年 3月 7、14、21日及 28 日 (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 2時 - 3時(講座時間)／下午 3時-4時(檢查時間) 
地點︰本中心友禮軒、友智軒(7/3, 14/3)及油麻地駿發花園地下 D號舖捷柏館 (21/3, 28/3) 

內容︰健康講座、免費量度血壓 

（另於中心友智軒會提供量度血糖服務(每次$10)，而於駿發花園會提供量度身體質量指數(BMI)服務）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 40人 

日期 講座主題 講座內容 講者 

7/3 

(四) 

踢走 

痛症煩惱 
＊  講解從中醫角度看痛症； 
＊  如何舒緩痛症的治療方法，包括針灸、拔罐等。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學院 

臨床部 註冊中醫師 

14/3 

(四) 
遠離風濕痛 

＊ 講解出現風濕的原因，如季節性、環境性、 

    退化性及創傷性等 

＊ 風濕與痛症的分別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學院 

臨床部 註冊中醫師 

21/3 

(四) 
健康運動操 

＊  進行基本伸展及強化肌肉運動； 

＊  推動參加者持續運動，實踐健康生活； 

＊  問答遊戲。 

程式工作員 

28/3 

(四) 
認識痛風症 

＊ 講解尿酸的來源； 

＊ 痛風的病徵、治療及預防； 

＊ 舒緩痛風症的簡單運動。 

救世軍 護士 

查詢及報名：請與康秀蓮姑娘聯絡 

註：參加者將會獲發《健康紀錄冊》乙本，以作記錄個人的基本健康狀況，並鼓勵大家積極參與，實           

    踐健康生活。若參加者在整年積極參與達標，將獲派小禮物乙份以作獎勵。(詳情見紀錄冊內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