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2022 年 3月份通訊 

中心通告 
1. 中心的續會/入會及所有活動將因應防疫措施及限聚令而有所調整或延期 

，詳情請留意中心海報，敬請見諒。 

2. 請各位會員預約及帶備會員證才可進入中心。進入中心時請拍咭記錄。售

票時出示有效之會員證才可享有會員優惠價。 

3. 中心一般不設電話報名服務，如會員需購買活動門票，請到中心辦理手續。

家會、單身一族會、義工會和護聯網一聚除外。 

4. 中心售票時間：星期一至四上午 9:00-下午 4:15、星期五上午 9:00-中午 

12:30、下午 1:30-4:15、星期六上午 8:30-下午 12:00。 

5. 所有活動滿額後，參加者可於活動進行前最少 3 個工作天申請退出，退款

按申請日期先後通知，活動進行或完成後概不退款。 

6. 中心部份活動設有派籌制度，派籌時間為該活動開始前 1 小時開始，敬請

留意。 

7. 中心設有 WhatsApp傳送通告及資訊服務，有需要的會員，請聯絡溫姑娘。 

8. 排隊時請保持社交距離，保持地方衛生和清潔。 

9. 社工黃沛怡姑娘已於 2月 18日（五）離職，在此祝願黃姑娘前程錦繡。 

10. 本月介紹 SQS 2之內容，如有疑問，歡迎向職員查詢。 

標準 2 檢討及修討

政策和程序 

服務單位應檢討及修訂有關服務提供方面的政策和程序。 

 

 

 

 

 

 



2019 冠狀病毒防疫資訊 

九龍區新冠疫苗即場接種服務 

 

科興疫苗 

1. 藍田長者健康中心     

地址：藍田碧雲道 223號 

藍田社區綜合大樓地下 

電話：2727 5616 

 

 

疫苗接種時段： 

星期一至五： 

上午 8:30-中午 12:30 

下午 2:00-6:30 

星期六： 

上午 8:30-下午 1:00 

（公眾假期除外） 

 

 

 

2. 九龍城長者健康中心   

地址：九龍城侯王道 80號 

獅子會健康院地下 

電話：2762 8911 

3. 新蒲崗長者健康中心 

（由 2022 年 2 月 16 日起遷往九龍城

獅子會學生健康服務中心繼續提供新

冠疫苗即場接種服務） 

地址：九龍城侯王道 80號 

獅子會健康院 1樓 

* 由於疫情持續嚴峻，相關政策及安排會作出適時的改變，詳情請留意政府公布的資訊。 

 

復必泰疫苗 

1. 曉光街體育館 

地址：觀塘曉光街 2號  
疫苗接種時段： 

每日上午 8:00-下午 8:00 

（包括公眾假期） 

「即日籌」派發時間為上午 7:45開始，

先到先得，派完即止。 

2. 九龍灣體育館 

地址：九龍灣啓樂街 15號 

* 由於疫情持續嚴峻，相關政策及安排會作出適時的改變，詳情請留意政府公布的資訊。 

 

備註： 

1. 由 2022年 1月 11日起，只會向 60歲或以上的合資格人士派發「即日籌」, 先到

先得，派完即止。 

2. 資格人士可攜同香港出生證明書 /身份證親身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領取        

「即日籌」，或委託家人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代領，惟代領人需出示接種者的香港

身份證副本。 

 

網上預約系統  

 

科興/復必泰 



 

 

 

流動採樣站 

九龍區 

1. 觀塘遊樂場 

地址：觀塘翠屏道 6 號 

 

 

開放時間： 

上午 10:00-下午 8:00 

2. 藍田配水庫遊樂場 

地址：藍田德田街 1號 

3. 亞皆老街遊樂場 

地址：馬頭圍亞皆老街 250號 

* 由於疫情持續嚴峻，相關政策及安排會作出適時的改變，詳情請留意政府公布的資訊。 

 

 

 

社區檢測中心 

九龍區 

1. 油塘社區會堂 

地址：油塘高超道 38號 

 

 

開放時間： 

上午 8:00-下午 1:30 

下午 2:30-下午 8:00 

2. 牛頭角道體育館 

地址：牛頭角道 183 號牛頭角市政大

廈 2樓至 4樓 

3. 黃大仙東頭社區中心 

地址：黃大仙樂善道 26號 

* 由於疫情持續嚴峻，相關政策及安排會作出適時的改變，詳情請留意政府公布的資訊。 

 

 

 

 

 
 

 

 

 



 

確診者指定診所 

九龍區 

1. 新蒲崗柏立基普通科門診診所 

地址：新蒲崗太子道東 600號 

預約電話：2383 3311 

 

 

 

 

應診時間： 

上午 9:00-下午 5:00 

2. 九龍灣健康中心普通科門診診所 

地址：九龍灣啟仁街 9號一樓 

預約電話：2116 2812 

3. 油麻地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 

地址：油麻地炮台街 145號一樓 

預約電話：24407659 

4. 長沙灣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 

 地址：長沙灣廣利道 2號 

預約電話：23878211 

* 由於疫情持續嚴峻，相關政策及安排會作出適時的改變，詳情請留意政府公布的資訊。 

 

備註： 

初步確診、未能入院病人支援熱線：1836115 亦已經開通。每周 7天（上午

8:00-晚上 10:00）運作，專職解答醫療及感染控制等問題。 

 

 

 

「抗疫的士」 

即日起免費提供服務，負責接送較輕徵狀的新冠肺炎患者由住所往返以上指定診所。 

預約電話：3693 4770 

服務時間：上午 8:00-下午 10:00 

所需資料：姓名、聯絡電話、預約時間、指定診所、上車地點 

 

 



「居安抗疫」計劃 

政府自 2 月 8 日起推行「居安抗疫」計劃，安排經評估為合適的密切接觸者

和密切接觸者的同住家人，進行為期分別 14 天和 4 天的家居檢疫並在為計劃

下進行家居檢疫的人士提供支援和協助。24 小時電話熱線：1833019 

 

「香港紅十字會抗疫同行熱線」 

一站式解答抗疫及最新防疫措施的問題、提供心理支援，以及香港紅十字會及

其他社區服務資訊，並按需要提供食物包、防疫物資及快速檢測劑等，與市民

共渡難關。 

電話︰3628 1185（以中文及英文進行）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日 上午 10:00-下午 10:00 

 

「安心出行」及「疫苗通行證」 

而自 2 月 24 日起除獲豁免的情況外，任何人士進入或身處任何指定處所，均必

須隨身攜帶電子或紙本的疫苗接種紀錄或豁免證明書，並在執法人員進行隨機

抽查或其他執法行動時按要求出示。進入以下場所便必須使用「安心出行」及「疫

苗通行證」： 

1. 遊戲機中心 13. 體育處所 

2. 浴室 14. 泳池 

3. 健身中心 15. 酒店或賓館(《旅館業(豁免)令》(第 349 章，

附屬法例 C)的附表所指明的處所除外) 

4. 遊樂場所 16. 郵輪 

5. 公眾娛樂場所 17. 符合以下說明的處所—  

(a)不屬— (i)私人處所；或  

(ii)公眾娛樂場所；及  

(b)在當其時用作舉行指明活動的處所，而該處所的

擁有人、管理人或租客同意如此使用該處所 

6. 設置(或擬設置)供租用舉行社交

聚會的處所(一般稱為派對房間) 

18. 供人接受以下服務的處所 (一般稱為理髮店或

髮型屋)(美容院除外)：剃去、修整、修剪或清洗

其臉上或頭上的毛髮，或對其臉上或頭上的毛髮

進行其他修整或處理 

7. 美容院 19. 宗教處所 

8. 會址 20. 商場 

9. 通常供人飲酒，以及跳舞或作其

他娛樂的、營業至深夜的場所(一

般稱為夜店或夜總會) 

21. 分為不同部門售賣多種類貨品 (例如男女服

裝、家具、電器及金屬製品)的處所(一般稱為

百貨公司) 

10. 卡拉 OK 場所 22. 街市或市集 

11. 麻將天九耍樂處所 23. 有生鮮食品、並非生鮮食品的食物、飲料及家

居用品售賣的自助商店(一般稱為超級市場) 12. 按摩院 

資源來源： 

2019 冠狀病毒病專題網站  - 同心抗疫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Updates_on_COVID-19_Situation 



3-4 月中心活動 
 

 班組名稱 日期及時間 費用及名額 負責同工 

 

 

1 

 

 

網上見一面 

 

日期：2022 年 3月 18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11：00-中午 12：00 

地點：網上形式見面 

內容：以視像方式與護老者見面，關心他

們的近況 

 

費用：全免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家庭優先 

名額：30戶家庭 

 

 

 

溫碧嘉姑娘 

陳浚彥先生 

 

 

 

2 

 

 

 

線上伸展班 

 

 

日期：2022 年 3月 21日(星期一) 

上課時間：上午 10:30-上午 11:15 

舉辦模式：Zoom 

内容：課程會教授最安全而有 效的伸展及

放鬆技巧，幫助長者改善柔軟度及

舒緩常見痛症 

備註：3月 2 日至 3月 4日於辦公時間內 

致電中心報名。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有效會員 

名額：20人 

 

 

 

葉婉羚姑娘 

 

 

 

3 

 

 

 

齊來輕輕鬆 

 

日期：2022年 3月 24,25日(星期四、五) 

(共 2 堂) 

時間：上午 10:15-11:00 

地點：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內容：分享每日 5分鐘簡單運動幫助參加

者改善腰酸背痛現象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有效會員 

名額：10位 

（額滿即止） 

 

 

馬志濤先生 

 

 

4 

 

樂齡賀生日 

(4-6月) 

 

日期：2021 年 4月 13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00-下午 4:00 

內容：4-6月生日的會員可獲禮物一袋 

 

費用：全免 

對象：中心有效會員 

名額：4-6月生日會員 

 

 

譚啟生先生 

 
 

 



有關義工服務查詢，歡迎聯絡馬志濤先生或黃啟迪先生。 電話：2346 6775 

義工發展服務  

 歡迎加入成為義工，發揮潛能，協助中心推行多元化的義工服

務，關心社區，服務社群。 

 義工服務：義工培訓、講座、聯誼活動等… 

 服務對象：義工/有興趣登記成為義工 

義工會 

日期：2022年 3月 5日 (星期六) 

時間：10:00-11:00(網上形式進行) 

 

日期：2022年 4月 2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 09:00-09:45  (時段 1) 

      上午 10:00-10:45  (時段 2) 

地點：中心 

內容：本月義工活動、服務及培訓 

對象：義工/有興趣登記成為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每時段 20人 

負責同工：黃啟廸/馬志濤 

備註：如有興趣請致電黃啟廸/馬志

濤登記。 

電話關懷大行動 

日期：2022年 3月 19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 9:00-12:00  

地點：中心 

內容：藉電話慰問，關心區內長者。 

對象：已培訓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6人(額滿抽籤) 

負責同工：黃啟廸/馬志濤 

 

 

 

 

備註：每位義工進行約 30分鐘服務 

義工周年日 

日期：2022年 3月 11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00-3:00  

      (網上形式進行) 

地點：中心 

內容：年度回顧及義工嘉許 

對象：已登記義工 

費用：全免 

名額：30人                       

負責同工：黃啟廸/馬志濤 

備註：如有興趣請致電黃啟廸/馬志濤登記。 



獨居長者
缺乏社區支援網絡
未能善用社會資源

1. 隱蔽長者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單身一族活動

支援隱蔽長者及體弱長者服務簡介

定期探訪、電話慰問
輔導情緒
支援轉介服務
支援小組，活動
協助申請長者優惠
善終/善別服務

提供服務：

單①單身一族會(3月)
日期：3月4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00-4:00
名額：共50人（額滿即止）
負責同工：黃先生、謝姑娘

獨居長者
患有兩種或以上
長期疾病
使用助行用品

2. 體弱長者

如對上述活動有任何問題，歡迎向黃先生或謝姑娘查詢。  電話：2346 6775

中心已開設獨居長者WhatsApp群組(電話：67347955)，
如希望加入之長者可與黃先生或謝姑娘聯絡。

備註：
因疫情嚴重，按社署指引
中心大型活動需取消或改
以網上形式舉行，故3月份

單身一族會將以
WhatsApp視像形式進
行，即日起可致電中心查

詢及報名。



○1  練習寫字大腦好健康 
 

日  期：3月 14日 (星期一)  
時  間：下午 3:00-4:00 
地  點：在家中進行 (因疫情關係) 
內  容：透過練習寫字去訓練參加者的專注力 
對  象：輕度認知障礙症之會員 
費  用：全免 
名  額：8人 
負責同工：吳姑娘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支援認知障礙症服務簡介 
支援認知障礙症服務是為懷疑患上認知障礙症之長者及其照顧者提供服

務，透過訓練、小組活動及社區教育，保持長者自我照顧能力、支援照
顧者需要及提升社區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 

 

服務對象 

 六十歲或以上，懷疑患上認知

障礙症之長者及其照顧者 

服務範圍 

 藍田區 

提供服務 
 認知訓練及小組 

 提供社區及認知障礙症資訊 

 外借認知訓練玩具 

 轉介服務 

 社區教育 

○2  手工包包送上門 

 
日  期：3月 15、17、22日(星期二、四)  
時  間：上午 10:00-11:00 
地  點：在家中進行 (因疫情關係) 
內  容：透過手工藝訓練參加者認知能力 
對  象：輕度認知障礙症之會員 
費  用：全免 
名  額：8人 
負責同工：吳姑娘 
 
 

如有任何關於支援認知障礙症服務的查詢，歡迎向吳姑娘及譚先生聯絡。電話：2346 6775 



 
 

 

同守互勉大會 

日期：2022年 4月 23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3：30 

內容：向有需要護老者提供護老相關資

訊並鼓勵他們互相分享生活點滴 

地點：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及其照顧長者 

名額：20人 (網上直播)     

費用：全免 

負責同事：陳浚彥先生 

同守互勉小組 

日期：2022年 2月 22、 

3月 8、15、22日 (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 11：00 – 11：45 

內容：透過遊戲和分享，舒緩照顧情緒，

互相支持 

地點：網上進行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 

名額：６人 (額滿抽籤)  

費用：全免              

負責同事：陳浚彥先生 

規劃圓滿人生講座 

日期：2022年 3月 14日 (星期一)  

時間：上午 9：30-10：30 

內容：邀請衛生署職員講解坊間對死亡

的忌諱、認識「遺囑」及殯葬安

排 、與家人談生說死的技巧及學

習珍惜生命、活在當下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及其照顧長者(優先) 

名額：30位（額滿抽籤）(網上直播) 

費用：全免                   

負責同事：陳浚彥先生 

如有剩餘名額將於 12月 27日起開放予

中心會員報名，先到先得 

網上見一面 

日期：2022年 3月 12、19、26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30-12：00 

內容：以視像方式與護老者們見面，關心

近況 

地點：網上進行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家庭優先 

名額：30戶家庭 

費用：全免   

負責同事：溫碧嘉姑娘/陳浚彥先生 

 

有關有需要護老者服務查詢，歡迎聯絡陳浚彥先生或葉婉羚姑娘。 電話：2346 6775 

歡迎加入有需要護老者 
服務對象: 

 照顧 60歲或以上體弱長者 (患有兩種長期疾病以及使用助行用品) 

或患有認知障礙症長者 

 有情緒及社交需要的護老者 

提供服務：  

提供情緒/社交支援 提供有關護老者及社區資訊 

定期到户探訪 轉介服務 

區內外出陪伴服務 代購生活日常用品 

日間看顧服務 協助訂購醫療、營養用品 

＊請最少七個工作天前向中心申請並由社工進行評估。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支援有需要護老者活動推介 
 

 





1 2 3 4 5 6
10:00 義工會

2:00 單身一族會(3月)

7 8 9 10 11 12 13
11:00 同守互勉小組 10:30 網上見一面

2:00 義工周年日

14 15 16 17 18 19 20
9:30 規劃圓滿人生講座 10:00 手工包包送上門 10:00 手工包包送上門 10:00 護老喘息站4 9:00 電話關懷大行動

11:00 同守互勉小組 10:00 愛心滿大樓
3:00 練習寫字大腦好健康 10:30 網上見一面

21 22 23 24 25 26 27
10:30 線上伸展班  10:00 手工包包送上門 10:15 齊來輕輕鬆 10:15 齊來輕輕鬆 10:30 網上見一面

11:00 同守互勉小組

28 29 30 31

9:00 護老會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進入中心參與活動時請先量度體溫、配戴口罩及保持社交距離。

所有活動/小組需配合政府防疫措施及限聚令要求，而安排參與人數。

[二零二二年三月份時間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