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心
通訊
2022年3月

九龍紅磡戴亞街一號地庫

hc_decc@skhwc.org.hk

電話：3960 4306 
傳真：2356 1997

http://hccss.holycarpenter.org.
hk/

whatsapp :84901251

聖公會聖匠堂長者地區中心

請掃我以儲存
中心新手提

督印人：
吳智敏先生
(高級服務經理)
印刷數量﹕100份



包括
發燒、感到疲乏、咳嗽、喉嚨痛

及呼吸困難

2.自願檢測
快速測試抗原測試包
只可作⾃願測試
陰性的檢測結果: (C出現1線)
陽性的檢測結果: (C和T出現2線)
若快速測試呈陽性，請盡快安排
進行核酸測試作覆檢。

資料來源：衛生署

1.檢查病徵



強制檢測
社區檢測中心（九龍城區）
九龍城土瓜灣體育館
開放時間為上午8點到下午1點及
下午2點30分至晚上8點

可以透過以下網址進行預計檢測

檢測結果
已檢測⼈⼠會收到檢測結果的短訊。

醫院管理局
✓ 解答醫療查詢

✓ 提供感染控制建議

支援熱線：
1836115

熱線運作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日

上午8點至晚上10點
資料來源：衛生署及

香港醫學會

香港醫學會
✓ 透過WhatsApp

以文字向當值醫
生咨詢處理病症

方法

支援WhatsApp：

6556-2436
6557-4435
熱線運作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日

上午9點至晚上8點

如不幸收到陽性短訊之人士，可利用以
下熱線或WhatsApp，尋找協助。



3.確診人士指定診所服務及藥物補充診所

✓ 抗疫的士只會接載已預約到指定診所的人士

資料來源：衛生署、政府新聞網和東網

指定診所

診所名稱 地址 預約電話

柏立基普通科門診
診所

新蒲崗太子道東
600 號

2383 3311 

油麻地賽馬會普通
科門診診所

油麻地炮台街 145 
號一樓

2440 7659

藥物補充診所

診所名稱 地址 預約電話

伍若瑜普通科門診
診所

慈雲山雙鳳街 55 
號

2325 5221

油麻地賽馬會普通
科門診診所八樓

油麻地炮台街 145 
號八樓

2272 2486

4.如何前往指定診所？

若檢測結果為陽性，並且在等候入院或入住隔離設施期
間因較輕微感染徵狀，例如發燒、咳嗽、喉嚨痛等，而
需要獲得醫生診症服務的人士，可預約以下指定診所。

• 指定診所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日(包括公眾假期)
• 服務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1時及下午2時至下午5時
• 名額：約有1,000個名額（需致電選擇的指定診所）





內容：由婦女健康大使義工教授毛巾操
日期：3月9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9:00-10:00
形式：Whatsapp視像
名額：16人(需電話登記預約,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莫家祺先生

內容：與喜歡音樂的會員與朋友一起
欣賞經典金曲演唱會

日期：3月18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9:30-11:00
形式：Whatsapp視像
名額：20人(需電話登記預約,先到先得)

【金曲串燒】演唱會特別版

活力毛巾操

3月恆常活動

負責職員：莫家祺先生

電話報名

出席提醒

Whatsapp影片活動
（中心電話：84901251）

ZOOM線上活動



內容：凝聚男士會員，分享男士話題
日期：3月15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10:30-11:30
形式：Whatsapp視像
名額：8人(需電話登記預約,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鍾姸雅姑娘

友男天小組

內容：認識白內障
日期：3月11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00-11:00
形式：Zoom視像功能
名額：12人(需電話登記預約,先到先得)
由衛生署長者外展隊講解

負責職員：莫家祺先生/梁詠恩姑娘

衛生署講座

內容：與會員做簡單拉力帶運動
日期：3月17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30-11:30
形式：Whatsapp視像
名額：8人(需電話登記預約,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莫家祺先生/梁詠恩姑娘

鬆一鬆運動班



聖公會聖匠堂主任牧師
張樹萱牧師為會員預備
不同主題的繪本故事，

為大家打打氣，
大家可留意中心

whatsapp
將不定發放給各位會員。

頻率震動
機訓練



內容：教大家制作兒時風味小食
日期：3月23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10:00-11:00
形式：Whatsapp視像
名額：12人(需電話登記預約,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莫家祺先生/梁詠恩姑娘

內容：讓新會員認識中心服務
日期：3月31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10:00-11:00
形式：Whatsapp視像
名額：不限(需電話登記預約,先到先得)
對象：2022年1-3月新入會會員

負責職員：鍾姸雅姑娘

會員迎新日(2022年1-3月新入會會員)

睡得好、自然心情靚－處理失眠小組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2月28日（廿八） 3月1日(廿九) 3月2日(三十)

上午9:30
仁愛組和平組
喜樂組良善組
線上轉播月會

3月7日(初五) 3月8日(初六) 3月9日(初七)

上午11:00 睡得好，自然心情靚
（活1-2）小組活動

下午2:30 玩樂天地(WhatsApp)

**上午10:00 土瓜灣聚會(視乎疫
情情況)                                                                                                                            

上午9:00 活力毛巾操(WhatsApp)
**上午10:15外展義工會 (活1-2)
下午2:30「護」「里」同行同學
會

(紅磡區私樓) (視乎疫情
情況) 

3月14日(十二) 3月15日(十三) 3月16日(十四)
上午11:00 睡得好，自然心情靚
小組活動（Zoom）

上午10:30 友男天小組
(WhatsApp)

3月21日(十九) 3月22日(廿十) 3月23日(廿一)
上午11:00 睡得好，自然心情靚
小組活動（Zoom）

**上午10:00 家維邨聚會(視乎疫
情情況)

**上午10:00 紅磡邨聚會(活1-2)
上午10:00歡樂茶聚之兒時風味
(WHATSAPP)

3月28日(廿六) 3月29日(廿七) 3月30日(廿八)
上午11:00 睡得好，自然心情靚
小組活動（Zoom）

上午10:00會員迎新日(2022年1-3
月新入會會員)
(WHATSAPP)

2022年3月中心活動時間表



備註：**支援隊活動不作公開招募。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3月3日(二月初一) 3月4日(初二) 3月5日(驚蟄)

下午2:30 護老者線上休閒活動 (ZOOM)

3月10日(初八) 3月11日(初九) 3月12日(初十)

上午9:30「護」「里」同行同學會
(家維及紅磡邨) (活1-2)

上午10:00 衛生署講座(ZOOM)

下午2:30 護老者線上休閒活動 (ZOOM)

3月17日(十五) 3月18日(十六) 3月19日(十七)

上午10:30 鬆一鬆運動班(whatsapp視象) 上午9:30金曲串燒演唱會特別版
(whatsapp視象)

下午 2:30 衛生署講座 (ZOOM)
【危機前的裝備：提升抗疫力】

下午 2:30 互助教室【藥物管理】(ZOOM)

3月24日(廿二) 3月25日(廿三) 3月26日(廿四)

下午2:30 護老者線上休閒活動 (ZOOM)

3月31日(廿九) 4月1日(三月初一) 4月2日(初二)

下午2:30 護老者線上休閒活動 (ZOOM)

2022年3月中心活動時間表



婦女健康大使 長青義工 紅十字義工
服務內容：

👉🏻頻率震動機

👉🏻活力毛巾操

👉🏻健康檢查

👉🏻協助大型活動

開會時間：

9/3/2022(三)

10:30-11:30

*每月第二個星期三

服務內容：

👉🏻鬆一鬆運動班

👉🏻歡樂茶聚

👉🏻當值服務

👉🏻電話關懷

👉🏻協助大型活動
開會時間：

16/3/2022(三)

10:30-11:30

*每月第三個星期三

服務內容：

👉🏻製作毛巾熊

👉🏻製作手工毛巾飾物

👉🏻人道工坊活動

轉為線上活動

有興趣參加的義工可向鍾姸雅姑娘報名



《屋邨互助支援小組》
如果你是居住於紅磡邨、家維邨或土瓜灣區獨居或多老同住長者，外展隊誠意邀請你
出席每月定期聚會。我們鼓勵長者提升邨內凝聚力，發揮鄰里互助精神。
互助支援小組 對象 日期 時間 地點

『土瓜灣聚會』
居住土瓜灣私樓

長者
3月8日(二) 上午10:00-11:00 中心活動室

/ Zoom形式
(視乎疫情狀況)

『家維邨聚會』 居住家維邨長者 3月22日(二) 上午10:00-11:00
『紅磡邨聚會』 居住紅磡邨長者 3月23日(三) 上午10:00-11:00
本月屋邨聚會主題為「社區、健康、中心資訊」，各互助支援小組名額15人，有興趣
長者可致電 2355-7877 向外展支援服務隊查詢及報名。活動會視乎疫情狀況，而有所
改動。
外展義工會
日 期：2022年3月9日 (三)    時 間：上午10:15-11:30
對 象：外展支援隊義工 地 點：中心活動室 / Zoom形式(視乎疫情狀況)
名 額：15人 (須向外展隊職員報名)
內 容：義工招募及為義工進行服務培訓。
賽馬會「e健樂」電子健康管理計劃第二期

義工招募：協助恆常健康檢查及活動當值及向計劃參加者提供電話慰問。
有興趣參加的長者歡迎向外展支援服務隊蕭潔文姑娘查詢及報名！
外展支援服務隊電話: 2355-7877

「e健樂」講座-「智營飲食講座」
日 期：2022年3 月8日(二)        時 間 : 下午2:30-4:00
對 象：只限E健樂會員參加 名 額 :  15人 (需預先報名)
地 點：副堂/ Zoom形式(視乎疫情狀況)
內 容：由營養師講解長者預防老年病患的營養及家居飲食小錦囊，及早預防衰老。

「e健樂」講座-「食物標籤工作坊」
日 期：2022年3 月15日(二)        時 間 : 下午2:30-4:00
對 象：只限E健樂會員參加 名 額 :  15人 (需預先報名)
地 點：副堂/ Zoom形式(視乎疫情狀況)
內 容：由營養師教授理解食物標籤的方法，亦包括模擬超市購物環節、健康小食介紹
等。
「e健樂」護士健康講座-「常用復康輔助用品知多少」
日 期：2022年3 月25日(五)        
時 間 : 下午2:30-3:30(第一節)；下午3:30-4:30(第二節)
對 象：只限E健樂會員參加
地 點：副堂/ Zoom形式(視乎疫情狀況)
內 容：長者安居協會護士向E健樂會員講解長者常用的復康輔助用品

有興趣參加的E健樂會員歡迎向外展支援服務隊蕭潔文姑娘查詢及報名！
e健樂所有活動會視乎疫情狀況而有所改動，敬請留意最新安排的公佈！



護老者線上休閒活動
日期：2022年3月(逢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 - 3:30
地點：Zoom線上形式
對象：護老者及受照顧長者
名額：不限
內容：透過Zoom分享照顧技巧、簡
單健康運動、社區資源及認知小遊
戲等。
負責職員：梁善姚姑娘

互動教室 【藥物管理】

日期：2022年3月18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Zoom線上形式
對象：護老者
名額：8名
內容：學習如何用藥物、保存及其

他注意事項。

負責職員：蕭俊文先生

衛生署講座
【危機前的裝備：提升抗疫力】

日期：2022年3月18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 - 3:30
地點：Zoom線上形式
名額：不限
對象：護老者及長者
內容：認識甚麼是抗逆力、了解抗
逆的重要性及掌握提升抗逆力的方
法。
負責職員：梁景順先生

DIY環保袋-蝶谷巴特

日期：2022年3月28日 (星期一)       

時間：下午2:30 - 3:30

地點：視乎疫情作安排

名額：8名

對象：護老者及其照顧長者

內容：讓護老者親自設計環保袋，

與會員一同分享喜悅。

負責職員：梁景順先生

截止報名日期：11/3/2022
*備註：14/3/2022進行抽籤及致電通知

如對服務有任何查詢，歡迎與本隊同事聯絡~
備註護老者資格：需要照顧「在家居住」長者的家人、親屬或朋友。

會員申請方法：合符本中心護老者資格，並填妥及簽署「護老
者會員登記表」，本中心會發出會員證。

各位護老者會員如欲借用輪椅，
請先致電中心預約。



4月月會時間

日期：2022年4月6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9:30
仁愛組 喜樂組
和平組 良善組
(Facebook線上轉播) 聖公會聖匠堂長者地區中心

因應政府最新公佈之指引，收緊多項社交距離措施，
本中心現實施以下措：

⚫三月實體月會取消，將轉為線上轉播。

⚫中心維持有限度偶到、緊急輪椅借用、及會員續會
服務

⚫當值義工服務、班組、小組、講座、大型活動、會
議等，即時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致電本中心3960 4306查詢。

各位會員，大家好，我是翟姑娘。
本人將會於2月28日離職。能夠為各
位服務是我的榮幸，多謝大家往日
的支持和照顧，有緣再會。祝大家
在疫情下平平安安、身體健康。



颱風/暴雨

黃色暴雨 紅色暴雨 黑色暴雨 一號風球 三號風球 八號風球

中心設施 中心
開放前

中心
開放時

中心內班組/活動

飯堂服務

戶外活動

備註：

如在各餐提供時間兩小時前除下，飯堂服務如常提供
如飯餐已在準備，飯堂服務則照常
若戶外活動進行期間懸掛黃色或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時,建議

服務使用者依循負責工作員的指示留在安全地方或返回中心

開放 暫停開放

進入中心防疫3步曲

請測量體溫

使用消毒酒精
清潔雙手

拍卡進入

聖匠冷知識

「資料來源：醫護行者 – 個人家局自顧錦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