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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楊溫先生夫人長者鄰舍中心 
       二零二零年三月份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份會員活動通訊  
       地址：新界葵涌葵盛東邨盛豐樓地下 G3 室  電話：2480 4109 

中心網址： http://www.ychss.org.hk/elder/elderly-nec/yw                                                      
 

 

 

 

 

活動預告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內容 收費 

2020 年 

2 月 

至 

2022 年 

7 月 

 

待定 「e 健樂」 

電子健康 

管理計劃 

 

 
 

把目標人群分為 2 組，一組為專業人

士跟進，另一組沒有專業人士跟進。 
1. 有專業人士跟進之組別： 

健康質素問卷評估、定期量血壓、 

磅重、測身高體重指數 (BMI)、 

量血糖讀數 

2. 沒有專業人士跟進之組別： 

健康質素問卷評估、自行定期量血

壓、磅重、測身高體重指數 
 

對象：  

1. 60 歲或以上人士 

2. 獨居或倆老優先 

3. 患有血壓高、高血糖、高膽固醇 
 

報名方法： 

有興趣可作電話登記 
 

負責職員：尹姑娘、林先生 

免費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內容 收費 

5 月 11 日 
農曆 

四月十九日 

星期一 
上午 9:30 
下午 2:30 

福壽組例會 
 

松柏組例會 

中心及社區消息報告，活動報名(抽
籤)，請會員帶備會員證及按其組別
準時出席。 

免費 

5 月 12 日 
農曆 

四月二十日 

星期二 
上午 9:30 
下午 2:30 

壽菊組例會 
 

永康組例會 

中心及社區消息報告，活動報名(抽
籤)，請會員帶備會員證及按其組別
準時出席。 

免費 

*因應目前衛生防疫措施，日期仍有機會取消，如再有新消息，會盡快通知。 

 
*本通訊所有圖片來自互聯網 

http://www.ychss.org.hk/elder/elderly-nec/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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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消息  

1 鑑於目前衞生防疫措施，並配合社會福利署發出最新相關服務指引，為避免服務使用者

因人流聚集而增加互相感染的風險，中心於 2020 年 3 月 2 日繼續 暫停對外開放，維持

至另行通告，但中心會維持有限度服務，包括個案服務；其他服務需要支援及查詢，歡

迎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480 4109聯絡當值職員。 

2 4月 6日及 4月 7日之例會取消，通訊資料將於 4月 6日透過網上 

   (中心網址 : http://www.ychss.org.hk/elder/elderly-nec/yw)及 whatsapp發放。 

3 中心暫停所有班組及活動(直至另行通知)，以避免密集環境，有助減低互相傳染風險。  

4 關愛基金長者牙科申請服務暫停，將於中心如常服務後主動公佈更新訊息。 

5 2020-2021年度續會：中心暫不會安排指定辦理 2020-2021年度續會日期，中心職員將致

電與會員，先作資料的核對，待中心如常服務後再通知會員到中心辦理續會手續。 

6 退票：將於中心如常服務後主動公佈更新訊息，並致電相關會員前來中心退票，請會員

保留手上的活動收據。 

7 本中心近日獲善長和地區組織捐贈防疫物品，會稍後聯絡本中心最有困難的會員，

進行物資配對，請候本中心職員聯絡。 

8 奶粉售賣（奶粉供應商）家居送貨服務： 

8.1) 雅培加營素 電話：6323 1439   截止日期：2020 年 4月 20日 

8.2) 雀巢佳膳    電話：8100 7822     截止日期：2020 年 5月 31日 

會員可自行聯絡奶粉供應商訂購奶粉。 

9 4月 10日至 4月 13日為復活節公眾假期、4月 30日為佛誕公眾假期、5月 1日為勞動節

假期，中心將於上述日子暫停開放。 

10 4 月 27 日(星期一) 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正為職員會議，報名及繳費工作將於該時段暫

停，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http://www.ychss.org.hk/elder/elderly-nec/t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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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消息 

【減少聚集新規定】 

 
問：甚麼是公眾地方？私人物業是否不會被界定為公眾地方？ 

答：公眾地方是指公眾人士可以不時進入的地方；如果某私人物 

業，容許公眾人士可不時進入，例如戲院、商 鋪、食肆，該私人

物業就會符合公眾地方的定義，規例中有關羣組聚集的規定亦會

適用。 

 

問：違反羣組聚集相關條例責任誰屬? 

答：有三類人士有機會觸犯有關規例， 

1) 即參與聚集的人； 

2) 組織聚集的人； 

3) 擁有、控制或營運聚集地方並明知而容許聚集進行的人。 

 

問：若違反條例的刑罰為何？ 

答：如違反「羣組聚集」的規定並經法庭定罪，最高可被罰款二萬 

五千元，或監禁六個月。而參與聚集的人則可不經法庭定罪而 

被罰款，款項定額為$2,000。 

 

問：超過四個人排隊搭巴士、搭升降機、過馬路、等外賣是否屬羣 組

聚集？ 

答：一般而言，羣組聚集的定義是一羣人為共同目的而聚集。但是 

否屬聚集仍然要視乎個案的情況，例如聚集是否事先組織、聚集

的人士彼此間有否互動、聚集是否只瞬間出現。上述例子一般情

況 下並不符合條例下羣組聚集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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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麻雀館、卡拉 OK場所、按摩院、宗教場所是否可繼續營業？ 

答：按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根據一條有關「業務及處所 」的規例所 

發出的指示，這些場所並不屬於六類須關閉的場所，可繼續營業。

但如公眾可不時進入這些場所，這些場所符合「 羣組聚集 」規

例下公眾地方的定義，須遵守不多於四人羣組聚集，及羣組之間

相距 1.5 米或以上等規定。如這些處所提供餐飲服務，須同時遵

守適用於餐飲業的六項防疫新規定。 

 

問：一家人拜山可以嗎？ 

答：如是同住的家人，可獲豁免，不受人數限制。但如屬不同住的人，

而又超過四人一起拜山，則沒有豁免，只可分為四人或以下一組，

彼此相距 1.5米輪流拜祭先人。 

 

問：「共住同一戶人所進行的羣組聚集」獲豁免，一家五口、一家六

口前往公園或購物是否都獲豁免？ 

答：如果同行者是一同居住，他們的聚集均獲豁免。 

 

問：其中一項獲豁免的羣組聚集是在工作地點工作。獲豁免的參與者，

是否只限於在他們工作的機構的辦公地點內上班？ 

答：一般而言，因工作而豁免的聚集，是 指相關機構的僱員在機構範

圍內工作。不過，我們理解不同行業可能有其特別的運作需要，

所以我們會按個別情況作出判斷。 

 

問：員工飯堂是否同樣需要遵守禁止 4人以上羣組聚集限制？部分 

私人公司不對外開放，其員工飯堂毋須申領食肆牌照，又是否 

需要遵守規定？ 

答：不論有否領有相關牌照，所有售賣或供應食物或飲品的處所，都

須遵從餐飲業方面的六項防疫新規定，並無任何豁免。「業務及

處所 」規例並賦予巡查員在合理時分巡查有關處所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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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新盤賣樓或銷售活動，可會獲得豁免？ 

答：市民參與這些活動不會獲得豁免。參與的市民必須遵守不多於四

人羣組聚集，及羣組與羣組之間距離 1.5米或以上的規定。 

 

問：團體在公眾地方派口罩是否屬於豁免聚集？ 

答： 團體在公眾地方舉行，屬供應有助於預防及控制疾病物品的聚集，

例如派發口罩，一般屬可獲豁免的聚集。但我們呼籲大家在這期

間應盡量避免舉行公衆聚集，減少傳播病毒的風險。 

 

定心有法：給老友記的抗疫小貼士 
當面對疫情和轉變時，我們難免心慌不安，猶如身處情緒汪洋之中。 

各位老友記，緊記護好心情，保持淡定，照顧身體，和家人朋友一同抗疫。 

 

心安定 

 盡量保持平日的習慣，在熟悉裡尋回安全感。 

 維持健康的生活習慣，作息有序。 

 按照自己的步伐，做一些讓自己舒心的事。 

 適度接收疫情資訊，亦多看不同類別的節目， 

保持心情輕鬆。 

 和親友保持聯繫，互相表達關心。 

 勇於向別人表達自己需要，接受幫忙。 

 

 

腦淡定 

 即使疫情影響生活的一大部分，但絕不是全部，只要我們一起注意個人 

及家居衛生，我們已在積極保護自己。 

 當覺察自己不停重複想着負面的事情時，請接納自己當下的想法和感 

覺，溫柔地提醒自己生活中其他重要的人和事，重温以往美好的回憶， 

細味當中的畫面。 

 保持正面心境，正所謂「過去風浪我衝破，『疫』境最終可誇過」！ 

身心定好好照顧身體，以免生病。 

 保持個人衛生，勤洗手；注意家居衛生，保持家居和貼身物品整潔 

（如燈制、拐仗、步行架、門柄)。 

 按照身體狀況，在家中做合適的伸展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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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感到自己內心不安時，不妨讓我們留意此時此刻，讓自己抖一抖： 

眼：四處看看家中環境／窗外景物中，尋找三樣物件，細心觀察當中的 

顏色及美麗之處，令自己舒服。 

耳：收聽喜歡的音樂或節目，甚至雀鳥的聲音，感受生命氣息。 

口：每天定時進食，細味每樣食物的味度，帶著感恩的心享用食物。 

鼻：保持室內空氣流通，一吸一呼，感受呼吸帶來的舒暢 

手／腳：讓自己安坐椅上，背部安放在椅背上，雙手平放在大腿上， 

雙腳踏在地上，感受身體安穩帶給你的安定。 

 
 

節錄於：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4288/tc/P_E1.pdf 

 

 

 

 

 

 

 

 

製作日期： 6/4/2020  (因衛生防疫措施，改為電腦版本發佈)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4288/tc/P_E1.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