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地居民取消入境快測要求
海外人士到訪無疫苗接種要求，

政府宣佈由2023年2月6日(一)起
中國大陸香港恢復免檢免隔離全面通關！

   入境內地毋須隔離

   不設人數限制，毋須預約

   7日內無外遊人士

        毋須進行核酸檢測

   開放所有陸路口岸

  

港澳之間

                         但仍要快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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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明愛安⽼服務
明愛麗閣⻑者中⼼

明愛安⽼服務網址：
HTTP://WWW.CARITASSE.ORG.HK�

麗閣邨麗荷樓三樓306-310室
�����������������及麗蘭樓三樓313和315室

編輯⼩組：全體職員

SELK@CARITASSWS.ORG.HK

出版⽇期：2023年2⽉
印刷數量：200份
督印⼈：何沛欣姑娘

上午9時⾄下午5時
���������(星期⼀⾄星期六)

2729�5858 2720�1600

陸港澳通關喇！

羅湖口岸：

香園圍蓮塘口岸：

落馬洲皇崗口岸：

沙頭角口岸：

每日清晨 6 時半至午夜 0 時

每早 7 時至晚上 10 時

24 小時開放

每早 7 時至晚上 10 時

（先開放貨運服務）

重開口岸開放時間

來源：2023年2月3日

Yahoo! 新聞



e健樂─3D立體畫工作坊

麗閣歡欣慶團年2023

 向日葵舍友視像探訪活動

男士天地
參觀孫中山紀念館

賽馬會網上動能量計劃成果
分享暨義工嘉許禮

活動花絮

麗閣聖誕HOHO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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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3年2月13日、3月13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1時至2時  

地點：聆心閣     名額：15人

對象：長者會員       

內容：學習參加者可選擇委託厚德中醫診

所配藥或自行配藥，藥費自付。

負責職員：曾美祈姑娘

2-3月活動精選

IT大使資訊站
日期：逢星期一、二
時間：下午2時至4時
地點：資源閣
對象：長者會員
內容：由IT義工協助長者解決
      資訊科技難題！
負責職員：黎子淇先生

日期：2023年2月9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時至11時
地點：樂韻坊    名額：20人
對象：長者會員    
內容：如何在日常飲食之中應用
     「健康飲食金字塔」的建議！
負責職員：曾美祈姑娘

中醫義診

健康講座：長者飲
食營健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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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3年2月17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3時30分  

地點：耆恩堂

對象：長者會員          

名額：20人   

內容：讓參加者認識飲食習慣如何影響健康，

      如何從食物吸收各種所的營養素等。

負責職員：曾美祈姑娘

感恩相聚

日期：2023年2月28日、 

      2023年3月28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3時30分 

對象：天主教信仰之會員      

內容：福音分享、唱聖詩及祈禱。

負責職員：曾美祈姑娘

2-3月活動精選

營養D.I.Y

創意小手工(單元三)
日期：2023年2月23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地點：耆恩堂   名額：15人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製作不同的手工藝作品

負責職員：曾美祈姑娘 4



日期：2023年2月21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3時45分
地點： 耆恩堂
對象： 中心義工   人數： 35人
內容： 是次活動為網上活動形式進行，凡於2021年
       度完成中心義工服務之會員可以獲邀參與嘉
       許同樂日，屆時有不同遊戲一齊歡聚。
負責職員：陳欣澤先生

2-3月活動精選

日期：2023年3月16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時至11時
地點：樂韻坊    名額：20人
對象：長者會員    
內容：肝炎常見的類型及其傳播途徑、
      防治及處理方法！
負責職員：曾美祈姑娘

健康講座：認識肝炎

日期：2023年3月17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耆恩堂    名額：15人
對象：長者會員    
內容：製作不同的手工藝作品！
負責職員：曾美祈姑娘

創意小手工(單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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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義工嘉許同樂日







認知障礙症服務認知障礙症服務
中心會為關注自己大腦健康的人士提供初步認知檢測，費用全免，

如有需要可聯絡陳妙揚姑娘

 快樂健康操

日期：逢星期二/三

時間：上午10:00-10:45

名額：10人

內容：一起玩趣味多元桌上遊戲，

　　　改善或維持會員的認知功能

地點：資源閣

負責職員：馮艮秋姑娘/張雪麗姑娘

日期：逢星期一至五

時間：上午10:00-10:45

名額：現場20人/線上50人

內容：一起做運動，伸展筋骨

地點：耆恩堂/網絡平台

負責職員：馮艮秋姑娘

健腦桌遊陪你玩1/2

日期：逢星期二 /三

時間：上午11:00-11:45

名額：10人

內容：透過富趣味多元智能遊，

      改善或維持會員的認知功能

地點：資源閣

負責職員：馮艮秋姑娘/張雪麗姑娘

玩轉腦Ipad1/2
愛的家園1/2

日期：逢星期四

時間：上午10:00-10:45/

 　　　上午11:00-11:45

名額：10人

內容：透過五感，體驗園藝帶來的不

      同感受，讓會員表達感受，以

      及增加對身邊人事物的好奇和

      興趣

地點：資源閣

負責職員：馮艮秋姑娘
巧手之天地1/2

日期：逢星期五

時間：上午10:00-10:45/

　　　上午11:00-11:45

名額：10人

內容：透過多元化手工藝活動，

　　　訓練專注力及協調能力

地點：資源閣

負責職員：張雪麗姑娘

費用：全免

活動對象：懷疑或患有輕度認知

缺損長者/記憶力衰退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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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
提供服務的時段：星期二至星期五 下午2時至下午5時  
服務範圍：麗閣邨、麗安邨、怡閣苑、怡靜苑
 
服務對象及申請資格：
60歲或以上長者；長者必須不具備攻擊性行為；
如使用中心看顧服務，長者須體格及精神上適合群體生活及無傳染病；
第一次使用，須接受社工評估
 
提供服務時數：
基本每位長者每天最多提供4小時服務，但經社工評估確實有特別需要，
可最多延長服務至下午5時。
註：每位長者每年使用上限為42天。如使用者有特殊需要，經社工評
    估後及視乎中心資源作個別處理。
 
費用：服務費用全免。
 
申請手續：
護老者一般可於使用服務前7天致電中心預約服務，須由當值社工初步檢
視需要及有否服務名額。如屬第一次申請，申請的護老者需親臨中心或
社工上門作評估。

有需要護⽼者有需要護⽼者有需要護⽼者服務速遞服務速遞服務速遞   
日期：2023年2月20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3時30分
名額：護老者及長者30人
內容：認識基本保健穴位，為自己按摩。
地點：耆恩堂
費用：全免

現已表受報名    負責職員：陳美樺姑娘 7

護老講座：自助按摩護老講座：自助按摩

中心看顧服務
目的是為有需要的護老者於日間提供中心看顧服務，以讓他們能減

輕照顧壓力及有需要時得到適切的支援。



護⽼者服務速遞護⽼者服務速遞
日期：2023年2月25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3時30分
名額：護老者12人
內容：舉行聚會讓護老者可以
      放鬆、分享不同照顧的
      情況。
地點：聚賢坊
費用：全免

護老講座:護老講座:
認識白內障認識白內障

日期：2023年3月25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3時30分
名額：護老者12人
內容：舉行聚會讓護老者可以
放鬆、分享不同照顧的情況。
地點：聚賢坊       
費用：全免

日期：2023年3月20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3時30分
名額：護老者及長者24人
內容：由護士主持講座，向長者
      及護老者講解有關白內  
      障，以增加參加者的對白
      內障的認識。
地點：耆恩堂
費用：全免

日期：2023年3月30日
     (星期四)
時間：上午10時至11時
名額：護老者12人
內容：讓中心的護老者會員
      定期聚會，發表意見，
      促進護老者會員之間的
      認識和支援。
地點：聚賢坊           
費用：全免

護老小聚護老小聚

8現已接受報名   負責職員：陳欣澤先生

護老小聚護老小聚

護老者交流會護老者交流會



我地提交的再生手提電腦已安裝

Windows 10 Pro及Office

2019，適合網上學習使用，我地重

會為電腦提供12個月保養服務如果

想申請手提電腦，請按下列連結，

填妥申請表

https://ccw.caritas.org.hk/1more

lapform/personal-form/ch

生活資訊
明愛賽馬會「提。步。向前」 

電腦捐贈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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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電腦工場, 現時可以免費送贈手

提電腦給合資格人士，歡迎大家申

請。

連上載津助證明文件副本(長者生活津貼或綜

援文件)或稍後轉交提步向前計劃同事

如有查詢，就致電明愛電腦工場

☎ 2716 6875搵計劃負責同事傾傾啦~



⼼性隨筆⼼性隨筆
社工 張惠玲姑娘

   最近麗閣的「愛自己小組」邀請了牛頭

角的「老有所為義工」到中心學習製作香噴

噴的擴香石，只見大家都非常興奮雀躍去挑

選模具、顏色、香味，義工都周旋於組員間

去製作她們的心血結晶，經過一輪努力後，

待模具冷卻後，慢慢翻出製成品，緊張的時

刻來臨，非常期待每件擴香石的誕生。由於

準備了足夠的材料，每人都可以製作2-3

件，所以，大家都選了不同的模具。

奇妙時刻出現了，有的很成功做了很

美麗的製成品，大家不忘讚賞！而當

中亦有稍遜作品，可能因為材料開稀

了，或是太心急未乾透便翻出。工作

員都未及開口安慰，組員便爭相開解

道：「人生便是充滿缺憾美」、「大

花有大花的美、小花有小花的美」、

「只要稍為修整，也可以很漂亮」、

「沒有這個比較，又怎顯得其他美麗

呢？」、「不要只着眼這個，你還有

其餘兩個呢！」…她們是何等的正

面！大家又再度投入笑聲裏！

我想說的是在過程中，快樂是取決於自己的心境，而美的定義是自

己決定的，正所謂「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就讓我們欣賞她們的佳

作！ 

美不勝收！琳瑯滿目！ 10



服務質素標準

~服務單位備有確保服務使用者免受他人的言語、人身及性侵犯的權 利受到尊

  重的政策及程序，並可供服務使用者、職員及其他關注人士所閱覽。

~服務單位的職應知道服務單位保障服務使用者免受侵犯的權利的政策及程序。

~服務單位應鼓勵並讓職員和服務使用者有適當機會提出有關言語、人 身或性

  侵犯方面的關注。

標準十六：免受侵犯

惡劣天氣中⼼開放及活動舉⾏指引
若天⽂台於中⼼開放或活動前2⼩時發出以下警告，
請留意以下安排：

懸掛1號⾵球
�����或⿈⾊暴⾬警告

中⼼照常開放，所有班組及活
動照常舉⾏

懸掛3號⾵球
�����或紅⾊暴⾬警告

中⼼照常開放，所有班組及活動
取消(如在上課期間懸掛，活動
及班組則繼續進⾏)

懸掛8號⾵球�
�����或黑⾊暴⾬警告

中⼼暫停開放，所有班組及活
動取消(如在上課期間懸掛，
活動及班組即時取消)

標準一：服務資料

1~服務單位須製備載有最新資料的手冊、資料單張或小冊子，說明其服務的宗

   旨、目標、服務對象、服務提供的方法，以及服務使用者申請和退出該項服

   務的機制。

~服務說明所用的文字措辭，應以明白以懂為原則。這些說明資料可應隨時供可

   能有需要接受服務人士、職員和市民閱覽。

 ~.如情況適當，服務單位應將其服務說明資料派發給可能有需要接受服務的人

   士、職員及本區有關的服務機構或社區團體。

~ 所有投訴和處理投訴的行動均應記錄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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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願意誠心聆聽你們的聲音

如對本中⼼服務有任何意⾒，

懇請填妥本表格交回中⼼或致電2729�5858聯絡我們，多謝⽀持!

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供意⾒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次賣旗籌款目的為支援護老者
照顧晚年長者、支援受經濟下行影
響的低收入家庭學生及提供特殊需
要的青年服務，希望大踴躍支持，
詳情如下：
日期：2023年2月18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7時
對象：中心義工及有意協助賣旗義
      工之會員 
名額：35位 
賣旗地點：長沙灣區

*歡迎各位老友記踴躍報名*

中心消息

詩篇147:7

神你們要以感謝向耶和華歌唱，

用琴向我們的神歌頌。

明愛賣旗日義工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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