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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財政預算案知多政府財政預算案知多政府財政預算案知多政府財政預算案知多 DDDD！！！！    

 

 

 

 

 

 

 

 

 

 

 

 

(資料來源︰政府財政預算案 2018-19 年度) 

通訊地址： 

督印人：戴秋華      印刷品：500 份 

護老者護老者護老者護老者泛指泛指泛指泛指為為為為 60606060 歲或以上長者提供照顧的歲或以上長者提供照顧的歲或以上長者提供照顧的歲或以上長者提供照顧的 18181818 歲或以上人士歲或以上人士歲或以上人士歲或以上人士，，，，例如例如例如例如：：：：配偶配偶配偶配偶、、、、父母父母父母父母、、、、外傭外傭外傭外傭、、、、親人親人親人親人、、、、朋友朋友朋友朋友等等等等    

**無需任何費用無需任何費用無需任何費用無需任何費用，，，，歡迎為歡迎為歡迎為歡迎為照顧居於元朗區照顧居於元朗區照顧居於元朗區照顧居於元朗區長者長者長者長者之人之人之人之人士親臨中心士親臨中心士親臨中心士親臨中心，，，，向中心向中心向中心向中心社工社工社工社工/職員登記成為護老者會員職員登記成為護老者會員職員登記成為護老者會員職員登記成為護老者會員。。。。

阿媽，聽講政府今年「財政預算案」中，拎緊領取綜援、高齡津貼、

長者生活津貼或傷殘津貼既人都可以額外俾多 2 個月既津貼，咁你咪

可以多 2 個月既錢用囉！ 

阿仔，你都有得益喎！今日我聽中心姑娘講，話政府寬免 2018-19 年度

四季差餉，每戶每季上限 2,500 元，咁你咪又係可以減少 D 開支，真

係好喇！ 

你咁叻既！咁你都知道左！ 

哈哈！點止呢 D 呢！我仲知道政府會撥 7.96 億元去醫療券戶口，我

地用個 D 醫療券累積上限由$4000 元提高至 5000 元架！而且政府會

將大腸癌篩查先導計劃恆常化，逐步擴展至 50 歲至 75 歲，咁就可以

多 D 老友記受惠啦！ 

阿媽，我真係唔夠你醒！你對社區資訊咁掌握，睇嚟我都要跟你去

吓中心先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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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無有怕失眠無有怕失眠無有怕失眠無有怕」」」」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日期︰4 月 10 日、17 日、24 日及 5 月 8 日(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 9:30 至 10:3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護老者 

內容︰透過小組活動，讓護老者認識失眠及如何處理失眠。 

名額︰10 人 

費用︰$15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4444 月月月月 6666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外傭支援培訓之外傭支援培訓之外傭支援培訓之外傭支援培訓之「「「「長期護理服務長期護理服務長期護理服務長期護理服務」」」」    

日期︰4 月 20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中心活動室(一及二) 

對象︰護老者 

內容︰簡介長期護理服務申請程序及選擇。 

名額︰20 人 

費用︰免費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4444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護老茶聚鬆一鬆護老茶聚鬆一鬆護老茶聚鬆一鬆護老茶聚鬆一鬆((((一一一一))))    

日期︰4 月 24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3:00 至 4:00 

地點︰悅屏樓單位(廚房) 

對象︰護老者 

內容︰與護老者共享茶聚，輕鬆一下。 

名額︰10 人 

費用︰$15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4444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外傭支援培訓之外傭支援培訓之外傭支援培訓之外傭支援培訓之「「「「復康用品的介紹復康用品的介紹復康用品的介紹復康用品的介紹」」」」    

日期：5 月 9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護老者 

內容：簡介復康用品及借用方法。 

名額︰20 人 

費用：免費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5555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護老茶聚鬆一鬆護老茶聚鬆一鬆護老茶聚鬆一鬆護老茶聚鬆一鬆((((二二二二))))    

日期︰5 月 28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3:00 至 4:00 

地點︰悅屏樓單位(廚房) 

對象︰護老者 

內容︰與護老者共享茶聚，輕鬆一下。 

名額︰10 人 

費用︰$15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5555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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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者講座之護老者講座之護老者講座之護老者講座之「「「「高血壓高血壓高血壓高血壓((((一一一一))))高血壓知多少高血壓知多少高血壓知多少高血壓知多少」」」」    

日期：5 月 30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護老者/被照顧者 

內容：講解高血壓成因及處理方法。 

名額：25 人 

費用：免費 

合作機構：衛生署外展隊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5555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生命回顧再反思生命回顧再反思生命回顧再反思生命回顧再反思」」」」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日期︰6 月 5、12、26 日及 7 月 3、24、31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護老者 

內容：與護老者輕鬆傾談生命的價值及人生觀。 

名額：10 人  

費用：免費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5555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上門探訪之上門探訪之上門探訪之上門探訪之「「「「愛愛愛愛。。。。承傳承傳承傳承傳」」」」((((上篇上篇上篇上篇)()()()(一一一一))))    

日期︰6 月 6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集合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已登記為護老者義工 

內容：於朗屏邨內，探訪護老者家庭，藉此表達關懷。 

名額：20 人 

費用：免費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5555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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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傭支援培訓之外傭支援培訓之外傭支援培訓之外傭支援培訓之「「「「家居安全你要知家居安全你要知家居安全你要知家居安全你要知」」」」    

日期︰6 月 20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護老者 

內容：講解家居安全注意事項。  

名額：20 人 

費用：免費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6666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從死看生從死看生從死看生從死看生」」」」講座講座講座講座((((一一一一))))    

日期︰6 月 27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護老者 

內容：認識生命的真諦，與護老者淺談生命。 

名額：20 人 

費用：免費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6666 月月月月 5555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護老茶聚鬆一鬆護老茶聚鬆一鬆護老茶聚鬆一鬆護老茶聚鬆一鬆((((三三三三))))    

日期︰6 月 28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3:00 至 4:00 

地點︰悅屏樓單位(廚房) 

對象︰護老者 

內容︰與護老者共享茶聚，輕鬆一下。 

名額︰10 人 

費用︰$15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6666 月月月月 5555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歡迎照顧歡迎照顧歡迎照顧歡迎照顧 60606060 歲或以上歲或以上歲或以上歲或以上長者長者長者長者之護老者之護老者之護老者之護老者    

加入本中心加入本中心加入本中心加入本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