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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得耆所」居家安老計劃 · 與您齊心抗疫 (資訊篇)
「樂得耆所」居家安老計劃一向關心長者的身心健康，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情況，我們藉此
送上抗疫的小貼士，也祝福大家身壯力健，齊心抗疫，共渡時艱。
第 1 招: 家 居環境


齊心抗疫 5 招

保持潔淨

確保去水渠的隔氣彎管內有足夠的水。每星期把約半公升清水注入
每個排水口。



定時向門口地毯及門鐘用 1:99 稀釋漂白水噴灑。

第 2 招: 安康 習慣

第 4 招: 樂 得耆所

時刻留意



勤洗手，避免觸摸口、鼻、眼。

疫情持續，心情上



咳嗽時用紙巾掩蓋口鼻。

也要注入正能量，



當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或發燒，

洗手時可對著鏡子

應戴上外科口罩並立即求醫。

笑一笑，為自己和

笑容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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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巿打氣。

第 3 招: 健 體運動

第 5 招: 智 醒過人

保持活力

靈活應變

善用留家的時間，參與健腦

運動 30 分鐘，如八段錦等，

活動，如平板或棋藝遊戲等，

並吸收足夠的食物營養，增
強免疫力，保持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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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在家中恒常運動，每天

,.

保持靈活腦筋；更可互相電話
問候，增添生活情誼。

參考資料: 衞生防護中心 https://www.chp.gov.hk

「樂得耆所」居家安老計劃

房協「樂得耆所」居家安老計劃 (真善美村)，為長者提供居家安全、健康及社交方面的支援，
對象為居住於房協轄下出租屋邨的 60 歲或以上之居民。
聯絡︰真善美村至真樓地下 (屋邨辧事處)

電話︰ 2839-7937

編印日期： 2020 年 2 月

保持活力

日

家中運動

四五

有很多運動仍可在家中進行，而且還可繼續參加

「運動好．身體好



獎勵計劃 」







 參加方法 



只要當日運動達 30 分鐘便可記錄下來。長者一個月內



 







累積滿 9 次紀錄，便可換領禮物。詳情另行通告。

讓我們介紹一下【 大肌肉群伸展運動】
運動時應保持正常呼吸(不可閉氣)，可參照運動圖示在家練習。
注意: 運動期間如感到不適，應立即停止，若情況持續或嚴重，應儘快諮詢醫護人員。
參考資料: 康文署長者健體計劃 https://www.lcsd.gov.hk/tc/healthy/fitness/elderly2.html#2

1.「頸部」

2.「肩膊」

3.「背部」

。

頭垂下，維持 10-30 秒，還原。 雙肩向上聳，然後盡量向下垂低，
坐着，手指互扣放於胸前，掌心或掌背向外，
維持 10-30 秒，還原。
頭轉向右，維持 10-30 秒，還原。
手放在右肩上，右手托着左手肘拉向身前， 雙手慢慢向前推出，維持 10-30 秒，還原。
頭轉向左，維持 10-30 秒，還原。 維持 10-30秒，還原。以右臂重複上述動作。 重複 2-4 次。
4.「腰部」

坐着，腰背略為離開椅背，
保持腰背挺直，前臂提起平腰，
上身慢慢盡量向右後方轉，
維持 10-30 秒，還原。
做另一邊。每邊重複 2-4 次。

5.「腰側」

6.「腿部」

穩坐椅子前半部，腰背離開椅背，保持腰背挺直，
站立，兩腳分開至肩寬度，

右腿屈曲踏地，左腿伸直，左腳跟觸地，

左手叉腰，右臂盡量向上伸展並向左彎腰， 左腳尖向上，慢慢屈腹並伸手向左腳尖方向，
維持 10-30 秒，還原。
維持 10-30 秒，還原。
以反方向重複上述動作，每邊重複 2- 4次。 做另一邊，每邊重複 2-4 次。

讓我們介紹一下【氣功八段錦】
它是屬於中等強度運動，一套具有深厚歷史及中醫背景的健身功法，著重調身、調心和調息，
有鬆弛、伸展筋腱及低至中程度帶氧運動的效果。如有興趣，可參照附上之招式圖，在家練習。
樂得耆所計劃定期會舉辧【長者氣功八段錦】課程，詳情稍後公佈。
參考資料: 調理身心八段錦 - 醫院管理局 www3.ha.org.hk › imh › whatsNew › singtao › singtao_20100519

樂得耆所

笑容常在

.

良好的心態有助增强免疫力，以下是一些小貼士:

.
璽佩的事

.
在面對疫情而出現情緒的長者，歡迎預約
香港紅十字會心理支援服務 “Shall We

了解正確的防疫資訊及積極面對，學

Talk”。

習有效的抗疫方法;

WhatsApp ︰ 5164 5040

在家中享受有意義的活動，如閱讀、

Telegram ︰@hkrcshallwetalk

煮食、做鬆弛練習等;
感覺被愛，有需要時尋求協助。
參考資料: 香港紅十字會 www.redcross.org.hk

（發短訊以預約服務）
詳情請瀏覽香港紅十字會網站:
www.redcross.org.hk
其他支援熱線:

唱歌 能鼓勵自已:

衞生署健康教育專線: 2833 0111
社會福利署熱線: 2343 2255

愉快晚年 (調寄:小小姑娘)
個個老人，應該開朗，
凡事不憂心境好，無謂翳氣，
不必牽掛，無咩憂愁你做得到。(重唱)
無咩憂愁，你做得到。
參考資料: 長者得意歌 www.oldfriendstar.com/search.files/music2.htm

洗洗手，伸伸腰
踏踏腿時笑一笑

民政事務總署電話熱線: 2835 1473

智醒過人

靈活應變

健腦手指操
長者不妨善用時間，參與有意義及動腦筋的活動。坊間有不少機構制作了豐富的健腦招式運動，
以下是其中一個。
您亦可以瀏覽 Youtube，觀看影片示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lDOCFvMk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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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臘八式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健腦八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F74Q0-Kq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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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電朧遊戴
現今科技發達 ，長

遊戲玩法：利用 7 種不同形狀的模板拼成不同物體的益智遊戲。

者可利用平板電腦

訓練元素：視覺空間

和智能電話，下載
好 玩 又 健 腦 的
APP。長者可自行選擇，或由家人協
助挑選切合長者認知程度的遊戲。
各位有興趣的長者，千萬別錯過啊!

遊戲推介 : 七巧板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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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連結: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v?id=4864673505117639552

免責聲明：香港房屋協會雖已盡力確保本冊子的資料內容正確，但對於本冊子所載列的內容的準確性及實用性，不做任何擔保或保證。
香港房屋協會對於因資訊內容或因使用資訊所引致的任何損失或損毀，一概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