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愛樂晴軒
Caritas Wellness Link
North District

聯絡地址：新界粉嶺雍盛苑雍華閣B翼地下（臨時通訊地址）

查詢電話：2278 1015（活動查詢）

          2278 1016（服務查詢）

傳真號碼：3590 9110

電郵地扯：rswln@caritassws.org.hk

中心網頁：https://www.caritaswlnd.org

2020 年
4-6 月

     活
動通訊封面作品為中心會員製作



目

錄

緊急求助熱線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389 2222     生命熱線：2383 0000

醫院管理局精神健康熱線：2466 7350     明愛向晴軒：18288

社會福利署            ：2343 2255

意見欄
如有任何對中心服務或活動的意見，可填寫意見欄並交回中心意見箱

明愛樂晴軒簡介 -------------------------------- P.2
同心抗疫資訊 /中心守則 ------------------------ P.3
會員資訊及意見 -------------------------------- P.4
使用手機登上中心網頁教學 ---------------------- P.5-6
樂晴護「你」抗疫小貼士 ------------------------ P.7-9
護「你」知多 D -------------------------------- P.10
照顧自己的心 —面對疫情的自處之道 ------------- P.11-12
臨床心理學家 -鄭天諾先生

是次疫情，大家有什麼要留意？ --------------- P.13-14
李俊輝醫生

好去處推介及分享 ------------------------------ P.15
抗疫健康好運動 - 八段錦 ----------------------- P.16
街展推廣 /快樂晴報 ---------------------------- P.17
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 (JoyAge) ------------------- P.18
『樂齡友里』長者朋輩義工招募
青少年情緒支援服務資訊 ------------------------ P.19
親子活動推介 ---------------------------------- P.20-28
過往活動花絮 /職員動向 ------------------------ P.29
惡劣天氣及中心開放時間 ------------------------ P.30



服務簡介 /宗旨
明愛樂晴軒是一間主要為北區服務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為北區區內
精神病康復者、懷疑有精神問題的人士及他們的家人／照顧者處理因精神
健康狀況欠佳而引起的問題，並為地區人士提供一站式的社區支援及康復
服務。

服務對象
  15 歲或以上精神病康復者

  15 歲或以上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但並未接受精神科服務的人士

  以上人士的家屬 /照顧者

  受情緒及精神困擾家長之 5－ 18 歲子女（小家屬）

  受情緒困擾或關心精神健康的中學生

  有意進一步認識 /關注精神健康的北區居民

服務範圍
  家訪 /外展探訪服務

  初步精神健康評估並轉介有需要的個案至醫管局接受臨床評估及精神科治療

  個案輔導工作

  舉辦治療及支援小組工作

  舉辦多元化社交及康樂活動

  提供職業治療評估及訓練服務

  家屬支援服務

  舉辦教育性活動加強社區人士對精神健康的認識

  為不同人士舉辦精神健康相關的培訓課程，如精神健康急救課程

申請服務流程

明愛樂晴軒簡介

中心收取轉介後由中心主任分派工作員跟進

工作員與服務使用者進行會面及評估，並決定以會

員或個案形式接受中心的服務

申請途徑

1. 自行申請服務  2. 由醫生、社工、輔助醫療人員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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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為盡量減低疫情在社區

擴散的風險及避免人群聚集，中心 4-6 月活動及小組將

會取消，本季通訊內容將會改為刊登防疫資訊。如對服

務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 2278-1016 查詢。如對大家造

成不便，敬希原諒。

   本季通訊新增了不少防疫資訊重點及衞生資訊，鼓勵

各位會員細閱，讓我們在這段日子同心抗疫，一齊同行，

祝各位身體健康！

中心守則

同心抗疫資訊

會員 /非會員於中心範圍內禁止吸煙及飲用含酒精成份飲品（包括啤酒）。

會員 / 非會員在參與中心服務期間應保障其他人的私隱，不得在未經當事人

同意下傾談及發放他人個人私隱資料。

會員 /非會員請小心保管個人財物，如有損失中心恕不負責。

會員 /非會員請保持地方清潔；不可隨地亂抛垃圾或隨地吐痰。

會員 /非會員不能送贈金錢或禮品給工作人員。

會員 /非會員進入中心範圍內禁止向他人借錢及售賣物品。

會員/非會員請勿攜帶危險物品 （包括利器、易燃物品等） 進入中心範圍，

以保障他人人身安全。

會員 / 非會員在參與中心小組 / 活動期間如身體不適，要中途離隊，須立刻

通知工作人員。

會員/非會員嚴禁在中心範圍內作出不合理行為 （包括：拍照、吵架、賭博、

粗言穢語…等），以至影響小組 / 活動推行，如經工作人員勸告無效，本中

心有權終止會員 /非會員參與該次或其後的小組 /活動資格。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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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資訊及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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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質素標準 SQS 介紹

制訂「服務質素標準」的目的為確保服務質素，讓服務使用者能夠得到更佳的服務。
而一至十六項服務質素標準已於過往通訊中向大家一一介紹了，今期會重新介紹 SQS 
3 及 4。

標準 3：服務單位「服務的宗旨和目標應明確界定，其運作形式應予公開，讓職
       員、服務使用者、可能需要接受服務的人士及社會大眾知悉，以資受惠」。

       為向服務使用者提供優質的服務，單位需有完善的服務紀錄管理系統，此
       標準的目的在於確保：

       3.1 單位維持良好的服務運作及活動紀錄，向資助者、所屬機構及服務使
           用者交代。

       3.2 單位備有系統化的資料紀錄，並定時更新，確保單位備有合用及準確
           的資料用作規劃及評估服務，並能就服務的提供和如何善用資源作出
           適當決定。

       3.3 單位設有溝通渠道及機制，定立時限讓服務使用者及公眾人士知悉有
           關服務表現的統計資料和報告。

標準 4：服務單位就所有職員、管理人員、管理委員會和 / 或理事會或其他決策
       組織的職務及責任均有清楚的界定。

       為向服務使用者提供優質的服務，社會福利單位需實行完善的管理方式，
       此標準的目的在確保：

       4.1 單位清楚界定各職級員工所有職務和責任，從而向公眾負責；

       4.2 以清楚方式讓服務使用者及其家長 /家屬、職員、公眾人士與其他關
           注人士，了解單位及機構的組織架構和管理制度；

       4.3 避免職員有職務混淆的情況，以及訂立明確的服務範圍，務求有效率
           地管理資源。

閒情小聚 /書面意見摘要

閒情小聚已於 3/12/2019 下午順利舉行，內容摘要如下：
   讓會員認識 SQS16 免受侵犯及 SQS 1 服務資料
   讓會員分享和討論對服務的意見
   介紹中心新到職職員
   介紹中心下季的活動，讓參加者提問及查詢，並對未來活動提出建議

會員意見：
   對活動報名表字體及格式表示滿意。
   期望中心能舉辦過去中心曾舉辦的小組及活動，例如硬地滾球、非洲鼓及唱歌等
   對於近期中心活動因社會事件而導致取消或延期感到諒解，表示如將來有同樣情
   況，同樣可透過電話通知會員
   對於活動取消雖然感到失望，但表示中心職員有致電通知及慰問感到安慰，稱讚
   中心職員盡責及有愛心

回應：
   中心在商討下一季活動及小組時加入會員意見



使用手機瀏覽中心網頁教學
手機上網越來越普遍，中心網頁也能用手機上
網瀏覽！想隨時獲得中心最新的資訊，只要以
電話應用程式中的網頁，搜尋「明愛樂晴軒」，
或對著以下方格掃描 QR Code 一下，便可登入

網頁瀏覽。

1. 首先在手機的頁面中搜尋「圖 (一 )」

   示中黃圈的應用程式 - Chrome，然後

   按下進入應用程式。

2. 進入 Chrome 應用程式後，就會進入了

  「圖 (二 )」的頁面，在箭咀指示的白

   色方格中輸入「明愛樂晴軒」然後確定。

3. 然後手機頁面會出現「圖三」的網站資

   訊，按入「明愛樂晴軒」就可以進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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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三 )

圖 ( 一 )

圖 ( 二 )

另外，亦可用手機掃描QR Code (中

文 : 二維圖碼 ) 的軟件，若沒有此

軟件，可在手機的軟件商店 (Play 

Store/App Store) 免費下載此軟

件，下載完成就可開啟使用「掃一

掃」來掃瞄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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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機瀏覽樂晴軒網頁活動及抽籤結果方法

   明愛樂晴軒的網頁精彩及豐富，而且將不斷更新資訊

內容，大家可上網頁留意中心最新的動向及資訊。

   為了能夠與大家同心抗疫，我們還製作了許多視頻教

學及資訊，免費給予大家觀看，為大家加油。

1. 留意手機的網站版面，在右上

方有  的按鈕，此按鈕為網頁的選

項鍵。我們按下此選項鍵，就會有

其他資訊的版面選項，如左圖：

2. 只要我們在選擇頁面上按下

「活動資訊」文字，就可以去到活

動資訊的版面，留意有「+」符號

表示將有更多選項，按下此文字會

有細項彈出的，如下圖：



「Coronavirus 2019」，又稱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徵包括發燒、

乏力、乾咳及呼吸困難。其中部分患者病情嚴重。年齡較大或有慢

性疾病患者，有較大機會出現嚴重情況。

口罩有什麼功能？
戴口罩可以保護自己和避免散播

傳染病傳給他人。

口罩可以緊貼口和鼻，具有阻隔

液體飛沫微粒通過的功能，較為

常用的是外科口罩。大部份外科

口罩由三層物料組成，外層防液

體飛濺，中層作為屏障阻擋病菌，

內層吸收配戴者釋出的濕氣和水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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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晴護你「抗疫」
小貼士

毒病是如何傳播的？
經呼吸道飛沫傳播是主要的傳播途徑，亦可通過接觸傳播。

「潛伏期」?
「潛伏期」指從感染到出現疾病臨床症狀之間的時間。現時對 2019

冠狀病毒病潛伏期的估計大多是 1到 14 天，最常見的是 5天左右。

面對疫情，需要大家繼續齊心及努力抗疫，堅持外出時配戴口罩，

保持個人衛生，保護自己及他人，相信難關總會渡過。

COVID - 19
Coronavirus 2019



注意 !!!!!

除了佩戴外科口罩外，市民亦應採取以下預防措施：

手部衞生是最有效防止疾病傳播的方法。經常正確地清潔雙手，
尤其在接觸眼、鼻及口前；

當雙手有明顯污垢或被血液、體液沾污，應用梘液及清水洗手。
如雙手沒有明顯污垢時，可用含 70 至 80% 酒精搓手液潔淨雙手；

注意咳嗽禮儀和呼吸道衞生；

如有不適，應留在家中休息及避免接觸其他人士；

應盡量遠離可能的傳染源：

減少非必要的社交活動，及避免到人多擠逼的地方。如必須出席，
應盡量縮短逗留時間。

較易患上感染併發症的高危人士，例如孕婦和長期病患者，則建
議佩戴口罩。

盡量避免近距離接觸受感染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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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外科口罩都是即棄式，用完應棄置在有蓋垃

圾桶內，然後潔手。

曾使用的口罩濾心內外都已經沾染病菌 / 病毒，

阻隔能力已減少，時間久了甚至滋生細菌，重用

口罩更容易吸入病菌 / 病毒。而且口罩濕 ( 蒸 /

清洗 ) 後，物料會受到影響，甚至失去阻隔液體

飛沫微粒通過的功能，千萬不要隨便相信網上非

可靠來源訊息！ 

一般而言，一般市民並不建議於社區中使用 N95

呼吸器，因為正確佩戴或卸除 N95 呼吸器需接受

特別訓練，若使用不當，更容易交叉污染，增加

感染風險。
除了佩戴外科口罩外，

還應採取什麼措施預防呼吸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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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生活貼士 :

樂
晴
軒
陪
你
齊
心
抗
疫

如非必要，不要前往內地其他省市、伊朗、意大利、
韓國或其他有社區傳播的國家 /地區。

從外地回港後，若出現發燒或其他病徵，應立即求
診，主動告訴醫生最近曾到訪的地方及有否接觸動
物；並佩戴外科口罩，以防傳染他人。

避免接觸動物（包括野味）、禽鳥或其糞便。

避免到濕貨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 

切勿進食野味及光顧有提供野味的食肆。

如廁時亦要注重衞生，先將廁板蓋上才沖廁水，以免
散播病菌。

保持良好的環境衞生及確保室內空氣流通。

最少每星期徹底清潔家居一次，可使用 1 比 99 稀釋
家用漂白水，清洗非金屬表面，待 15 至 30 分鐘後，
再用清水清洗。金屬表面則可用 70% 火酒清潔消毒。

妥善保養排水渠管和定期（約每星期一次）把約半公
升的清水注入每一排水口（U 型隔氣口），以確保環
境衞生。

保持健康生活模式

增強身體抵抗力及實踐健康生活，包括均衡飲食、恆
常運動及充足休息。

不要吸煙及避免飲酒

參考資料 : 香港 衛生署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2020) 
https://www.chp.gov.hk/t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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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你” 知多 D
     電視劇集不時都會有些角色因嬲或生氣「爆
血管」，繼以中風半身不遂，但一個人是否真的
可以嬲至爆血管嗎 ? 大家又有幾了解何為中風徵
狀 ?又應該如何預防 ?

   
    「中風」即是「腦血管意外」，是由於腦部血管「阻塞」或「爆
裂」，令腦組織不能得到充份的養料和氧氣，受影響的神經細胞因而
壞死，產生各種神經症狀。

中風的徵狀包括

半身不遂

言語不清

嘴歪

眼斜

嚴重者甚至昏迷或死亡

吞嚥困難

大小便失禁

感覺麻木

   中風後併發症：主要視乎腦部受損的位置及範圍而定。中風
可能令患者永久喪失活動能力 (如癱瘓 )，甚至致命。

預防中風小 Tips

    近年來香港中風的人數越來越多，現已成為香港主要的殺手
病之一。中風的主因是吸煙、血壓高和血管硬化，所以要預防中
風的發生，就要注意日常的生活習慣，避免血管硬化的產生：

作息定時，保持心境平和，加上適當有恆的運動

注意均衡飲食，不要吃太多肥膩或甜的食品；避免過胖

血內膽固醇過高者節制飲食或接受治療

高血壓、糖尿病患者要定期接受檢查和治療



照顧自己的心 —面對疫情的自處之道
臨床心理學家 鄭天諾

1. 接納恐懼，因我們比恐懼更強大
    面對疾病而來的威脅、社會上「搶購」的風氣、難分真假的消息，往往

都令我們心裡多了不少恐懼：驚無口罩、驚無紙巾、驚出街……這些都是我

們近來熟識的經驗。其實，面對不確定的處境，「驚」是很自然的。

    恐懼是人與生俱來的情緒反應，這種情緒有時很有用，提醒我們或許正

面臨挑戰，也許要用實際行動應對。與此同時，恐懼亦會讓我們的注意力

收窄，驅使我們往壞的方向想。很多時，當我們聯想到一些很壞的情況時，

感覺很真實，彷佛壞事將要發生。這時候，鼓勵你停一停，先覺察一下自己

的心情。問問自己，這是「驚」嗎？又可以嘗試留意身體哪裡感覺到這種

「驚」，之後深呼吸幾下，並容許自己感覺此時此刻真實的感受。

恐懼的感覺縱然不太好 ，但當我們願意去接觸、去盛載這種感覺時，我們

正正是自己情緒的主人，反而不會麻木地被恐懼牽着走。當我們覺察到恐懼

時，我們更清楚甚麼是理性、不被恐懼所籠罩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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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納風險
    面對疫情而來的挑戰，我們當然希望有多一點把握、多一分保障，這可

是人之常情。眼見現在大部分人在街上都會戴口罩，食肆商場的人流也比平

常大幅減少了，大家都寧願留在家中。採取有效的措施是非常重要而必須

的，但不得不承認的是「盡做」之後感染風險依然存在。這時候，我們也許

會思考是否要做更多的事，可是這往往會令我們更焦慮，但實際可以做的事

又不多。

   其實，轉一個角度想，生活上又有哪些事情是零風險呢？例如，對於打

算要生孩子的父母來說，他們也只能夠盡力預備，做足檢查，但孩子一天未

生下來，他們也不能確定孩子是否平安健康。推而廣之，如果我們認同萬事

總有「盡做」但依然存在的風險，我們或許更容易在面對挑戰時讓自己平靜

下來，少一點痛苦。

   長久而來香港都被形容為一個物質富裕的社會，貧富之間的差異故然存

在，但維持基本生活的物品在市場上幾乎從不缺乏。面對是次疫情，疾病除

了威脅我們的健康，更令我們意想不到的，是連紙巾、米等日常用品也會有

缺貨的一天，有錢也未必買到。試想想，在幾個月前，我們並不會因為買到

口罩、紙巾或酒精等消毒物品而開心、安心，但這正正是我們近期的共同經

驗。面對疫情，當我們每天需要思量購買日用品、消毒、「慳口罩」時，我

們又可以如何照顧自己的心情，鼓勵自己面對今時今日的挑戰？



   或者可以想想，在面對疫情的威脅時，即使會面對一些風險，有哪些事

情是我依然想做的，又有哪些人是我依然掛心的？在這個不容易的時間，我

相信一些有意義的活動、人與人之間的真誠問候、互助互讓，能夠讓我們更

有信心一起渡過艱難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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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可以預期的生活模式
   疫情影響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亦有些部分是難以預測的。當我們想到這

段日子不知何時何日才會過去，難免感到氣餒、無助。

    雖然疫情難以一下子改變，但仍鼓勵你在這段較為不明朗、充滿變數的

日子裡為自己建立有規律而可以預期的生活模式。當生活是較有規劃的時

候，我們的心情容易安定下來，亦會較少空虛感和對未知之事的焦慮。例

如，我們仍可以盡量定時起床和睡覺，又可以每天分出固定的時間做有益身

心的活動：簡單的伸展運動、放鬆練習、靜觀修習都是十分可行的。另外，

在收集疫情資訊方面，鼓勵你在一天中劃定一、兩個時段去做，其餘時間則

可以安排做一些讓自己感到愉快、放鬆或有意義的事。事實上，防疫抗疫絕

不應該是我們生活的唯一目標，我們仍然可以為生活尋找不同的可能性。

   有時候我們會感到心情低落，這時候能夠帶來正面心情的第一步往往不

是一些創舉，反而是微小而有意義的行動。例如，我們可以為自己定立一些

小目標，簡單如看一本一直想看的書、覺察大自然的美麗，或者是關心一個

久未聯絡的朋友。我們亦可以安排時間寫下自己的經驗，不論是愉快的事或

是不如預期的事也可以，讓寫作的過程幫助我們消化情緒。在心情欠佳時，

找一些「攪笑」有趣的影片看看，讓自己輕鬆一下，伴隨的正面情緒能讓我

們多點力量，對事情的看法或許會有所不同。調節情緒的方法有很多，我們

不必計較活動完成後心情會否有即時改變，更重要的是持之以恆，使生活中

充滿不同的經驗以及新的體會。

   在這段時間，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互相的關心更是十分重要，一齊過大

概總比一個人過來得好。縱使我們不希望困難來到，但艱難的時候亦可以是

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轉捩點；在疫症的人身威脅前，一些以往的恩怨或許可以

暫且放下。這時候，不知道你心中有沒有想起一些你想關心的人？簡單的問

候，或是給予對方一點你有剩餘的防疫物資，都是一些可行的做法。

   願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平安跨過疫症所帶來的挑戰。疫症固然帶來威脅，

改變亦未必即時來到，但在此艱難的時刻我們更要思考如何自處。思量當

中，我們會更清楚甚麼人、甚麼事對自己是最重要的。在此紛亂的時候，我

們更要抓緊自己所珍視的人和事。待疫情過後，當我們回望這段日子時，願

我們都會感到心安理得，甚至有所得著。共勉。



李俊輝醫生
全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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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次 疫 情， 大 家 有 什
麼要留意？

      是次疫情的重點我認為就是需要「小心」但是不要「恐慌」。

「小心」就是要小心地不要接觸到病毒。而怎麼才可以不接觸到病

毒呢，首先就要了解這種病毒是怎樣傳播。其實，這種病毒的傳播

主要的途徑就是飛沫傳播及接觸傳播。如帶有病毒的飛沫接觸到我

們的黏膜，例如眼、鼻及口，都會有機會令我們受感染。預防飛沫

傳播，就要靠正確配戴口罩、甚至眼罩去減低感染機會。而預防接

觸傳播，就要靠勤洗手了。因為很多時我們的一對手接觸到黏附有

病毒的物件後，又未趕得及洗手，然後就去接觸到自己的眼、鼻、口， 

這樣就有機會感染的了。然而，還有一樣很重要的事情，是除了要

戴口罩和勤洗手之外，便是要減低與其他人的接觸及保持適當距離，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社交距離 (social distancing)」。

    另外，有很多研究都顯示，患者的糞便裏面都帶有病毒。這就

是為何我們要注重大家沖廁的時候要蓋上厠板蓋，然後才沖厠。而

大家亦要在 U 型隔氣裏面定期注入清水，以避免在 2003 年沙士爆發

時發生在淘大花園的情況。

     至於不要「恐慌」，就是因為當你愈是恐慌時就愈會自亂陣腳， 

便不能夠有效地預防或減低感染的風險。很多時，因為我們內心的

恐懼，會令自己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為，尤其是去搶購食物、日常

用品、或者預防物品等。因為很多時搶購這些物資的時候，都會和

很多人群聚集，又或者在三更半夜的時間去排隊 ...... 這些人群聚

集搶購的行為，一來增加了感染的風險，二來亦會令你身心疲累，

減低了你的免疫力，從而又再增加了感染的風險。

其實：病毒可預防 , 切勿太慌忙



P.14

留在家中，其實有什麼目的？
   留在家中的目的，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減少社交接觸」。不外

出就能減低接觸到帶有病毒的人同物件、及受病毒感染的風險。但當

然在家中都一樣需要做好預防病毒走入你家中的風險，要經常清潔家

居、保持空氣流通、亦要留意家中的洗手間有沒有曾改裝過而增加了

糞便倒流入屋的風險。

是否仍要依醫生建議的覆診期去覆診？
如果不去有什麼壞處？
   其實依期覆診是重要的。因為在門診的地方其實只需要做好手部

衛生及配戴好外科口罩，避免用未潔淨的手去觸摸自己的眼、鼻、嘴， 

其實就可以減低感染的風險。但如果大家仍感到很擔心而考慮改期覆

診，這其實都要與診所護士或醫生去討論，因為每個人的情況不同，

不能夠一概而論。千萬不要因為懼怕這一個疫情，而忽略了可能更加

影響自己健康的病情。

還有什麼事需要留意？
    很多時，長時間去擔心一些事情，其實對自己的精神健康會構成

很大壓力。久而久之可能會引起其他情緒上的疾病。而且在這個資訊

氾濫的時代，常常會出現很多假新聞或假資訊，從而令到大眾產生一

些不必要的擔憂及恐慌。如果想收到一些正確的醫療資訊，可以參考

政府衛生防護中心所發佈的訊息。

   至於一些要在自己家居進行隔離的朋友，可以每天定時做一些運

動，相信網上都有很多人會教大家如何在家中做運動。另外，大家如

果覺得納悶的時候，其實可以考慮寫寫日記去記錄自己的想法和感

受，因為這一個導致如此多人感染或要被隔離的疫情，相信，又或者

希望是一生人一次，所以可以把握這個機會去記錄一下。大家亦可藉

此把握機會去反省一下，其實日常我們在一個健康的環境裏面生活，

是十分幸福的，我們實在要好好珍惜眼前所擁有的事物。



好去處推介及分享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啓德郵輪碼頭
啓德郵輪碼頭位處舊啓德機場跑道，憑藉
由福斯特建築事務所設計的時尚外型，成
為維多利亞港上矚目的建築。

地址： 九龍承豐道 33 號
交通： 在港鐵九龍灣站搭乘 86 號小巴。
       在港鐵牛頭角地鐵站 A出口搭乘
       九巴 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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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咀洲是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
地質公園景點之一。這個又細又長的
島嶼不僅有 1.4 億年前形成的地質奇
觀，還有綠意盎然的大自然美景。

地址： 西貢橋咀島

交通： 在西貢市中心的西貢公眾碼頭

       搭乘街渡前往廈門灣，船程約

       15 分鐘。

道風山位於香港新界沙田，是以道風山基督教叢
林命名之一座山。於 1930 年建成的建築群，現已
成為香港二級歷史建築，而其東面屹立着一座高
12 米的十字架，成為該處的地標。

開放時間：星期一至星期六：09:00-12:30 ; 
                          13:30-17: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地    址：香港新界沙田道風山路三十三號

交    通：從沙田站出發，沿道風山路直上約 20
          分鐘便可抵逹山上的道風山基督教叢
          林。

橋咀島

請留意，現時疫情十分嚴峻，本中心呼籲大家此期間盡量留
在家中，避免外出，如果對上述的好去處有興趣，還是忍一
忍，侍疫情過後才去，那麼就玩得開心又放心了。



好去處推介及分享 抗疫健康好運動 - 八段錦
      抗疫時期維持身體健康除了要有均衡飲食、足夠休息之外亦都要

有適量的運動。今次推介給大家的是「健身氣功八段錦」。八段錦是

中國古代醫學者發展出的一套健身方法，由八種肢體動作組成，內容

包括肢體運動和氣息調理，勤加練習，除了強身健體，更可鬆弛情緒。

一、兩手托天
    理三焦

四、五勞七傷
    向後瞧 五、搖頭擺尾

    去心火
六、兩手攀足
    固腎腰

七、攢拳怒目
    增氣力 八、背後七顛

    百病消

二、左右開弓
    似射鵰 三、調理脾胃

    需單舉

   看了口訣是否心思思想練習八段錦？以上只是口

訣，若要練習八段錦，就快那出手機，掃一掃下面

的QR Code(二維碼)，或上YouTube視頻，搜尋「八

段錦」，觀看由癌症基金會的八段錦入門影片，將

有專業的導師指導，一起在家抗疫，同練八段錦。

   緊記，八段錦雖為較靜態的

氣功運動，但在運動前要記緊先

觀察身體狀況是否合適做八段

錦，身體有不適如感冒，就不要

做八段錦，休息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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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街 廣 展  推

       為向社區人士推廣精神健康的重要性，及讓更多人認識到中心的

服務，我們將走進北區的不同地點去擺設街展宣傳。

   在過去的 12 月 19 日，我們與十多位會員義工來到粉嶺華明邨，

於聖誕節前向街坊送上關心和祝福，呼籲大家認識身心健康的重要，

並交流近日的心情狀態。當日我們共派發了 600 張年曆卡及 600 張心

意卡，另外多達2000個由會員親手製作的香包亦大受歡迎全部派畢！

在此感謝會員義工的熱情幫忙和眾多街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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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晴報 

小記者 • 大招募！！ 如果你對生活上的新事物感興趣；

如果你喜歡用文字、拍照等方式來

與別人交流；

如果你對別人的故事及經歷感到好

奇；

並樂意與一眾會員分享～　

歡迎參加這次快樂晴報的大招募！

如有意報名活動，請致電中心 2278-1016 與周晞琳姑娘、
壽伊雯姑娘聯絡。

 

 

 

 



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 (JoyAge) 
『樂齡友里』長者朋輩義工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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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於 2020 年 1 月 1 日正

式在全港 12 區推行第二階段為期四年的「賽馬會樂齡同行計

劃」。本計劃結合跨界別力量，推行以社區為本的支援網絡，

為區內年滿 60 歲或以上抑鬱症長者提供心理健康服務。

   現正招募義工接受相關培訓，日後於區內協助辨識及支援

有需要的長者，發揮鄰里守望相助的精神。

對   象 ：年滿 50 歲或以上人士

內   容 ：15 小時精神健康證書課程 及 36 小時義工服務

課程日期：暫定 2020 年 6 月 30 日，7月 7、14、21 及 28 日

         ( 星期二 )

時    間：下午 2:15 - 5:30

地    點：上水廣場 1119 室 ( 暫定 )

義工人數：20-25 人

費    用：全免

計劃負責社工：黃笑珊姑娘

備    註：1. 需填寫問卷及義工申請表

          2. 需進行個別評估甄選

          3. 因應疫情關係，活動有機會順延



由上年開始我地已經開展青少年服務，今年我地正式係
Instagram 同 Facebook Page 上線啦 !
我地會定期分享同精神健康有關的資訊同埋青少年服務的
最新動向 ~
歡迎你地 follow 我地同 like 我地嘅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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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5. 6.

2. 3.

停左課左咁耐，有時係屋企真係唔知同小朋友做咩好 !
我地當然明白你地嘅煩惱，所以都設計左一啲親子活動
比大家玩 !

1. 小小足球機
「一傳、一控、一射 !」大家有無想過在家中「踢全場」
呀 ? 我地今期教大家自制「小小足球機」。 足球機以手踢球，但它的緊張
及刺激度，絕對能媲美在球場上踢球！大家只要利用家中環保物料，就可以
製造一個親子輕鬆的時間，齊齊將足球機帶回家中啦！

所需材料：
界刀一把 (需有家長陪同使用 )、
鞋盒一個、木筷子兩對 (或四對 )、衣夾十隻、乒乓球一個、電線膠紙
步驟說明 :
1. 首先準備一個鞋盒，並將鞋盒頂部取走。
2. 使用界刀在鞋盒兩側各刺穿 4個洞，兩邊要對稱，再穿上筷子，確保筷
   子可隨意移動。以防界損手，建議在每隻筷子的兩端貼上電線膠紙。如
   一隻筷子長度未能穿過鞋盒，建議利用兩支牙籤接駁一對筷子，並貼上
   電線膠紙。
3. 然後在兩側的筷子各夾上 2隻衣夾，中間兩隻筷子則各夾上 3隻衣夾，
   充當「球員」。
4. 為分辨兩隊球員，可將衣夾塗上兩隻顏色。
5. 在鞋盒兩端各界一個長方形，當作「龍門」，並在邊位貼上膠紙，以防
界損手。
6. 最後，放入乒乓球就可以開始玩了！

資料來源： Youtube 教學短片 
玩具 DIY【鞋盒足球台】How to make a football bo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mU-QT6T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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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把紙的四角向中
心摺

1. 先把正方形紙上
下對摺，打開；再左
右對摺，打開

3. 兩邊向中心摺，
再打開

4.左右向中間對摺，
再打開

6. 把紙翼向中心摺
5. 把圈起的紙角向
自己方向摺

7. 把盒子轉過來 8. 把另一方的紙角
向自己方向摺和紙翼
向中心摺

9. 用另一張較大既
正方形紙摺埋個蓋
啦 ! 小盒子就完成
啦 ! 跟住可以係雜誌
搵與讚賞有關嘅圖案
貼落去裝飾小盒子，
令到小盒子更豐富 !

   我相信無論大朋友定小朋友都鍾意比人讚。其實我地係屋企都可以用簡
單既方法多啲讚下大家，今次我地會整「叻叻盒」! 由今日開始，每日留意
下子女做得好的行為，臨瞓前讚一讚佢，將佢做得好既地方寫係紙條上，放
入「叻叻盒」入面。 

所需材料：正方形紙 1 張、面積較大的正方形紙 1張、顏色水筆

2. 叻叻盒



讚賞小 tips

媽媽
媽媽好欣賞你頭先好用心做功課，每一個字
都好比心機寫。

媽媽
你頭先主動幫媽媽洗碗，真係幫左我好大忙!

媽媽
我發現到你十分體諒同照顧妹妹，願意讓佢
用電腦先

媽媽
呢份英文功課唔容易做，但你一直努力嘗
試，又用好多方法去做，真係十分認真 !

•讚美要真心而態度誠懇，只讚孩子值得讚的地方，而且絕不誇大。

•讚賞孩子要具體，例如指出畫面上引人注意的部份，同時告訴孩
  子什麼地方好，為什麼好。

•鼓勵孩子不僅是用說話來稱讚，同時更要用行動來表達自己的讚
  賞，例如摸摸孩子的頭，拍一下他的肩膀，握著他的手，或把孩
  子的作品貼在當眼的地方，對孩子而言，都是很好的鼓勵。

•認同和言語上的鼓勵比物資上的獎賞，更為有效及效果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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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長腿叔叔

3. 紙飛機遊戲
所需材料：大報紙 / 幾張紙、剪刀、紙

5. 球上競技
用廁紙筒 / 紙捲成桶狀來吹乒乓
球，桌子側邊貼上紙杯，規則可以
自己設計，例如吹到橙色杯中得
分，吹到黑色杯中扣分，可以互相
干擾來吹，或者桌面上擺放一些障
礙物，增大難度更有樂趣。
所需材料：紙杯、乒乓球、廁紙筒、
膠紙

P.23

所需材料：奶粉罐 /大鐵罐、麻繩、剪刀、畫紙、筆
1. 用剪刀在鐵罐兩旁打孔
2. 把繩穿過鐵罐兩旁的孔，打結
3. 在紙上畫上自己喜歡的動物，並貼在鐵罐上裝飾
4. 完成後可以拉著繩，腳踏鐵罐走路，鍛煉孩子的
   手腳協調和平衡能力

1. 預備一張大報紙 / 幾張紙拼成一張大紙張
2. 在紙上剪不同大小的洞
3. 在洞上標示不同的分數
4. 摺紙飛機或製紙球
5. 用力擲向畫紙的洞
6. 你可以設計在限時內擲夠一定的分數，便可獲獎品



資料來源 : https://www.hk01.com/ 親子運動
   疫情期間家長在家工作，親子被迫多了很多相處時間，即使孩子開始
在家網上教學，始終香港擠迫的居住環境，孩子很難有足空間讓孩子放
電，家長在每日「困獸鬥」下都感到很疲倦。其實家長好好把握疫症假，
更可補足平日不足的親子互動。除了畫畫、玩遊戲機和桌上遊戲外，都建
議抽時間做多一些運動，有助強健身體和增強免疫力。

三、核心肌群訓練
    此類運動有助小朋友改善姿
勢，對小朋友將來進行一些精細工
作的協調，以及專注力，也有幫
助。這類運動包括有「平板撐」、
動態版的「平板撐」或是「dead 
bug」。
   建議父母可以和小朋友比賽，
看看誰能支持最久，「父母可以扮
輸，讓小朋友有成功感。又可以為
小朋友設目標，令他看到自己的進
步」。另外，家長也可以設小朋友
最喜愛的遊戲時間做獎勵，成為他
們運動的動力。

二、HIIT
   如果家長不想小朋友打波、跑跳、
但又想小朋友可以揮灑精力，可以嘗
試做 HIIT，又叫 Tabata，也就是高
強度間歇性訓練。Maggie 解釋，HIIT
的好處是可以原地做，也能增加身體
的新陳代謝率、增加肌肉，對強身健
體甚有幫助。
   在開始前，最好預備軟墊或是瑜
伽墊，讓小朋友站在上面進行，亦鼓
勵父母和小朋友一起做，當作親子遊
戲一樣。
   而家長和小朋友均要了解自己的
身體狀況，HIIT有「衝刺」和「休息」
的循環概念，例如 30 秒的衝刺後有
60秒的休息，又或是 30物的「衝刺」
再休息 1 分半鐘，如此類推。在「衝
刺」過程中，心跳率會提高，假如家
長和小朋友平日沒有做運動的習慣，
Maggie 建議不宜太辛苦。過程中或有
些氣喘，但不應跟著影片而猛衝。她
指，HIIT 另一個好處是有不同的時
間，如初學者可以先試 7 至 10 分鐘
的運動組合，「即使在原地做，其實
已經好爆汗」。

一、伸展運動
    不少學校現在善用電子學習平
台為學生上課，小朋友坐著接觸屏
幕的時間增加。註冊物理治療師徐
美琪 (Maggie) 建議小朋友多做拉
筋、伸展的動作，舒緩肩頸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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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難度挑戰篇
~ 扭蛋機自製 DIY 

行街見到好多扭蛋機都令小朋友心花怒放，好想扭幾隻蛋。依家要乖乖留係屋企，就不同一齊整扭蛋機啦 !

所需材料：紙箱、膠樽、透明交件夾 (file)、扭蛋殼、刀片、剪刀、
          保麗龍膠或白膠漿、雙面膠紙、透明膠紙、筆

1. 割除三片紙箱內蓋 (較短
   邊的），第四片千萬不要
   割下來
2. 拿一片割下來的紙板如圖
   摺好。
3.用保麗龍膠黏在紙箱底部，
  做成讓球滾落到洞口的小斜
  坡 ( 記住，要黏在沒有割除
  短邊內蓋的一邊！）。

1. 拿起膠樽放在紙箱上，要當旋轉
   鈕的地方須超出紙箱長度。
2. 裁去多餘的瓶身。
3. 割去膠樽中間部分超過一半，讓
   扭蛋可以掉入。(寬度是扭蛋最
   長直徑再多一點點）
4. 可以裁去三分之二，保留三分之
   一（建議使用硬身的膠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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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紙板上畫出瓶子的切面（沿著紙板邊
  緣畫好畫滿）
2. 小心剪下，剩餘部位修剪成一長條。
3. 紙板邊緣塗上膠，塞進膠樽當擋板。
4. 後面也要塞一塊（離瓶底須預留 1公分
  以上距離），這樣除了可以避免球亂滾，
  瓶身也會比較堅固。

黏貼好後測試一下，扭蛋是否
可以順利放進去，掉出來時不
會卡著

1. 把膠樽放在靠近牆面和斜坡的邊
   緣，試轉一下，量度出不會卡住
   的位置。
2. 用筆畫出樽口的位置，挖洞。
3. 把膠樽塞進去轉轉看，卡著的話
   洞就再挖大一點。
4. 可以用膠帶黏一下遮蓋洞口不完
   美的地方

1. 紙箱洞口整型整好後，再把膠樽塞入。
2. 放上扭蛋轉轉看，是否能順利滾下來。
3. 蓋上那片唯一沒有割下來的紙箱內
   蓋，轉轉看會不會卡住。
4. 會卡住就再一點一點的修剪一下瓶子
   長度，直到蓋上紙箱內蓋時怎麼轉都
   不會卡著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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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上膠黏在紙箱上，按久一點
等它乾。（靠外面的這邊先不
要黏）

1. 中間的斜坡乾了之後，就可以拿
   出你的筆裝飾（但是要記得預留
   黏貼的空間）
2. 還有斜坡下方，繼續發揮你的創
   意，畫個扭蛋出口。
3. 挖洞，不用全部割掉扭蛋出口的
   地方，保留下面部分並反摺貼在
   紙箱底。4. 切割過的地方貼上透
   明膠紙，比較美觀也不容易刮手， 
   也可以加強紙箱的堅固性。

 1. 拿出透明資料夾，修剪成觀
    景窗大小，並預留黏貼的位
    置。
2.  拿出你的雙面膠紙，黏在箱
    子內側
3.  貼上透明file，觀景窗完成。

1. 拿出第三片紙板和長條紙板接在一
   起，測量一下扭蛋滾落坡道到瓶子的
   長度
2. 用膠把兩片紙板黏在一起
3. 摺出箱子的寬度
4. 角角也要摺一下，黏在紙箱上時可以
   更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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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黏在內蓋的紙板上，使膠樽轉
    動時能固定位置，不會歪斜。
2.  蓋起來時紙板能剛好嵌入膠
    樽，黏好後一定要轉動瓶子測
    試一下
3.  在中間斜坡最高處上方挖個扭
    蛋投入口。
4.  利用剩餘的紙板做個小把手，
    方便扭蛋投入。

1. 中間斜坡摺下來的一側塗滿膠。
2. 先蓋上內蓋。
3. 再蓋上外蓋壓緊，讓膠乾一下。
4. 最後再用透明膠紙把所有縫隙的部
   分全部貼滿，

完成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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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9zQ8Cn1cww 
          https://nurseilife.cc/gashapon-machine-diy/
          https://kknews.cc/game/g5pnxy.html



過往活動花絮

大家好 ! 我是新加入的社工湛美茵姑娘，很高興能在樂晴軒認
識到大家。我閒時喜歡看書和旅行，期待日後可以與大家多多
交流 !

大家好，我是新入職文員吳鳳琳 (Esther)，很高興成為樂晴
軒一份子。閒時喜歡看電影及美食，期待日後與大家見面。

Hello!  大家好!我是１２月新入職文員何美意(Queenie)。
閒時喜歡到各地旅遊 ,　期待日後跟大家分享交流。

職員動向

元朗錦田一日遊

另外，本中心社工蘇嘉寶姑娘已於上季度離職，在未來的日子，本單位會繼續為各
會員提供高質素及多元化服務，答謝各位的支持。

參觀國泰城

蘇姑娘離別感言：
離開工作了十二年的機構同單位，百般滋味在心頭，有幸見証由舊有社區精神健康
服務計劃轉型至今明愛樂晴軒邁向十周年，有緣與各位會員相遇，見證著各位克服
重重難關，讓我由衷地佩服各位既能耐，感謝大家讓我陪伴你們走過復元旅程，在
此衷心祝福各位健康平安快樂！珍重！有緣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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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FUN 同樂日



惡劣天氣及中心開放時間
以下是本中心於惡劣天氣下的活動安排

中心開放時間

          各項警告                  室內         戶外活動

雷暴警告

黃色暴雨警告

紅色暴雨警告

黑色暴雨警告

一號風球

三號風球

八號風球或以上

職員將按天氣情況，決
定活動是否如常舉行。

如戶外活動舉行前的兩小時，天文台發出雷暴警告、紅色或黑色暴雨
警告，或懸掛三號或以上風球，活動將會取消或改期，

取消的活動所繳費用，概不退還。

如對惡劣天氣下的活動安排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2278-1015 查詢。

早上 9:00
    -
中午 12:00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或公眾假期

早上 9:00
    -
下午 1:00

下午 1:00
    -
下午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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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地址：新界粉嶺雍盛苑雍華閣 B 翼地下（臨時通訊地址）

查詢電話：2278 1015（活動查詢）

               2278 1016（服務查詢）

傳真號碼：3590 9110

電郵地扯：rswln@caritassws.org.hk

中心網頁：https://www.caritaswlnd.org

中心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