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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樂隊長」訓練完滿舉行 

 

警察公共關係科耆樂警訊及長者聯絡組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

七日在八鄉少訊中心舉辦年度「耆樂隊長」訓練，六十八名來自東九

龍和西九龍總區的耆樂警訊會員在完成訓練後獲委任為「耆樂隊長」。 

 

訓練課程旨在提升各「耆樂隊長」的領導才能，推動他們帶領其

他會員與警隊攜手滅罪，宣揚交通安全信息。課程主要分為領導才能

訓練及長者資訊講座兩部分。領袖才能訓練由八鄉少訊中心設計，訓

練內容涵蓋領袖才能、溝通技巧及團隊合作。此外，不同機構的代表

主持講座，向參加者講解與長者相關的資訊。 

 

活動期間，八鄉少訊中心人員帶領參加者進行破冰遊戲，讓一眾

長者互相認識及提升溝通技巧；歷奇訓練則讓參加者輪流擔任領袖的

角色，提升他們的團隊合作精神。 

 

在長者資訊講座中，衞生署人員向一眾「耆樂隊長」講解如何正

確使用醫療券；保安局禁毒處人員亦講解毒品禍害，藉此推動長者向

親友宣揚禁毒信息。一眾「耆樂隊長」在完成訓練後均表示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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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樂警訊導賞員帶領老友記探索「大館」 

 

耆樂警訊致力透過不同的計劃為會員提供服務社會的台平，耆樂

警訊導賞員計劃就是其中一個可以有效發揮長者對古蹟及歷史文化

認識的計劃。耆樂警訊導賞員今年多次於重要的歷史古蹟活化計劃

「大館」作導賞介紹，於 9 月 10 日及 9 月 17 日，他們共為 40 名老

友記介紹「大館」101展覽館，透過不同角度講解展品，讓老友記進

一步認識「大館」和警隊的歷史。 

 

耆樂警訊導賞員首先帶領老友記參觀展覽，向他們講解前中區警

署、中央裁判司署和域多利監獄的歷史。老友記在「物換星移」及「物

歸原主」的展區中了解到昔日警隊負責部分消防和懲教的工作，而其

中的展品亦讓老友記見證著警隊的變遷。導賞過程中，老友對於虎頭

雕塑最感興趣，紛紛在雕塑前拍照留念。老友記對於耆樂警訊導賞員

的表現讚不絶口，表示導賞員的講解有助他們深入了解相關歷史背景

及事跡，而與導賞員一起「話當年」亦陪感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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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樂警訊參觀防盜設備展覽室 

 

耆樂警訊與防止罪案科合作，為耆樂警訊導賞員展開新一輪導賞

訓練，藉此加強耆樂警訊導賞員對家居保安及防盜知識，協助宣傳家

居安全及防盜信息。 

 

由防止罪案科提供的首輪導賞訓練於2019年12月9日在警察總部

九樓舉行，共有25位耆樂警訊導賞員出席。訓練包括因應最新罪案形

勢的防罪講座、参觀防盜設備展覽室以及介紹「機靈先生」。 

 

當日，防止罪案科人員在講座中向一眾耆樂警訊導賞員講解最新

的罪案趨勢。期後人員帶領導賞員認識多種防盜設備，包括防盜警鐘

系統及閉路電視系統等。他們更親身嘗試啟動家居防盜警鐘，了解警

報系統如何於賊人進入單位時通知住戶或保安公司，從而認識警報系



統的運作以及家居防盜的重要性。 

 

此外，防罪科人員向參與者展示多款保安性能良好的防盜門鎖及

木門，加深他們對保安產品的認識。最後，耆樂警訊導賞員亦透過講

座進一步了解已完成多項功能更新及優化工程的「機靈先生」，藉此

加深對個人安全、公民責任及防止罪案資訊。耆樂警訊導賞員均讚賞

展覽室的保安設備完善，展出的二百六十多個保安產品內容能深入淺

出地讓他們認識防盜保安的重要性，他們表示日後會向親友加強宣揚

防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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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樂警訊會員參與「手提電話的網絡安全」講座 

 

為提高公眾對手機網絡安全的防罪意識，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

調查科在2019年11月6日及12月27日分別於香港太空館演講廳及香港

中央圖書館舉辦兩場「手提電話的網絡安全」講座，兩日講座共有450

名耆樂警訊會員參與。 

 

講座由警察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人員講授，內容包括認

識手提電話使用不當風險、如何提升網絡使用的安全方法以及認識遭

遇惡意軟件時的處理方法。講座是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展開的

「網絡安全運動」中，作為其中一個加強長者對流動智能裝置保安認

識的活動，旨在提高市民對流動智能裝置的保安意識。另外，網絡安

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亦聯同五間防毒軟件公司合作，提供防毒軟件供

市民免費下載，呼籲市民關注網絡安全。 

 

灣仔警區舉辦【驅蚊香皂工作坊】 

 

每年7月至11月份，為香港登革熱爆發高峰期，受感染者最常見

會發燒(維持5至8天)，四肢乏力，腹瀉肚痛等徵狀，嚴重的可引致併

發症及死亡，而最簡單的預防辦法是避免被蚊子叮咬。 

 

有見及此，灣仔警區警民關係組於2019年9月25日邀請專業導師



為會員開辦「驅蚊香皂工作坊」，一眾耆樂警訊會員都積極投入，細

心聆聽導師講解及教導步驟，透過DIY (自己動手做)，除可以鍛鍊老

友記手腳靈活度，大腦靈活性外，還可以培養耐性和互助的精神。 

 

在過程中，警區人員亦同時向會員宣傳最新騙案及騙徒犯案手

法，令會員能加以警惕及可向街坊朋友宣傳防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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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區耆樂警訊 

『精叻無限「耆」計劃』 

 

隨著邊界地區的發展，長者服務在區內的需求亦日漸增加。二零

一九年，區內一所全新的長者日間中心正式啟用，為區內長者及基層

提供一站式健康支援照顧服務。而邊界警區警民關係組亦把握這個機

會，於今年九月與多名邊界區耆樂隊長，在中心內舉辦了一個耆樂警

訊簡介及迎新會。活動當日，一眾長者反應十分熱烈，警民組更成功

即場招收了數十名新會員。 

 

邊界警區警民關係組特意為新會員推出一個為期兩個月名為『精

叻無限「耆」計劃』，讓邊界區耆樂警訊新會員透過參與五個不同主

題的參觀和講座，目的是在短時間內提升一眾新會員對警務工作、滅

罪、防騙和交通安全等方面的認識。當中的活動包括由網絡安全及科

技罪案調查科為長者而設的手機網絡安全講座，提高會員對科技罪行

的警覺性及做好手機保安設置。另外，邉界警區亦到訪秀茂坪交通安

全城，參加由東九龍交通總部舉辦的交通安全講座，講解長者行人及

道路安全的重要性，提高會員的交通安全意識。除此之外，邉界警區

亦安排了會員參觀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舊大澳警署和大館等地

方，讓會員加深了解受管制藥物及毒品的禍害之餘，希望藉此透過各

會員警惕親友及年青人遠離毒品、明白守法的重要性，以及增加他們

對警隊歷史及警務工作的認識。 

 

邊界警區致力推廣耆樂警訊活動，並與地區團體保持緊密合作，

透過多機構參與模式，舉辦各類型的探訪和參觀活動，協助區內的長



者認識警隊、加強溝通、宣揚防騙和防罪、以及交通安全等信息。 

 

另外，耆樂警訊導賞員亦擔任由中區警署建築群保育而成的「大

館」導賞員，為市民介紹「大館」及警隊歷史。市民在耆樂警訊導賞

員專業的講解下，除了能回顧警隊的歷史，還增加了他們對警隊文化

的認識，提升他們對警隊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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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投稿 

 

九龍城區 張振華 

 

尋人服務 

 

當時是黃昏，我的手機鈴聲突然響起，一個陌生的來電號碼，是

『電話騙案』嗎 ？ 立即提醒自己要小心點。 

但我還是選擇了接聽，當『喂』之後，聽到的是一把悅耳聲音，

就頓時把警覺性也降低了，原來是耆樂警訊刋物的一位編輯打來的，

接著她還詢問了我，個人的有關資料，得到証實無誤後，她就跟我說

了以下的事情： 

事緣有位女仕， 一個偶然的機會下， 在社區會堂的雜誌架， 看

到了耆樂警訊的刋物，正好來消磨這個等候時間，而當看到了其中有

篇會員的投稿，是附有作者照片的，看來像是一位已經失去聯絡的舊

友。在好奇心驅使下，她聯絡上這刋物的編輯，得到了她的熱心幫助， 

很快就把我找上了，然後就把她通訊資料給我，好讓我們可以再次聯

繫，所以真要在這裡，說聲『多謝』。 

在翌日，我打了這個手機號碼，傳來的是一個曾經熟悉而又久違

了的聲音，頓時，兒時回憶畫面湧現，我與這位舊街坊，認識了超過

半世紀， 記得在小時候，我們都是住在長沙灣區， 那裡從古至今，

街上就有很多小販在擺檔，早、晚不停地叫賣，所以居住環境來得嘈

雜，但也可以說是非常熱鬧，而我們就喜歡在附近『掃街』。 

而當時香港過的生活還是有點艱難， 我們都是修畢了初中，就

要輟學，到工廠裡去當小工，利用下班後晚上時間，去完成中學課程，



在工廠裡，因為我倆還有去返學，所以聊來就比較投契。 

隨著工廠的結束，環境的改變，慢慢的就失去了聯絡，有時回想

都會覺得有點可惜，但當時的通訊沒現在多樣化，只有家居電話（還

是六個數字的撥號），所以現時隨口一句『電聯』，當時還是一個難題。 

隨後，大家就利用這機會，說起過去這段日子，人生的點滴，認

識的朋友等等。到現在，大家都過著退休生活，享受生命，也是感恩。 

今次憑著這個巧合機會，讓我與舊友再次碰上， 實在非常高興，

也反映原來耆樂警訊這個刋物，不單是提供防騙訊息、騙徒手法和社

區資訊，還加上尋人服務，可能還會發掘出更多，真是來得多功能了。 

 

油尖區 黃玉 

 

2019 年 5 月我幸運地能參加油尖區耆樂警訊與香港理工大學活

齡學院合辦的「耆活計畫領袖訓練課程 2019」。過程中我學習了自我

認識、增強溝通能力、強化領導能力、理財和防騙等等。感激油尖區

耆樂警訊開辦這個課程，讓我更加瞭解自己，發揮所長。既可長知識，

又可以認識一群充滿活力的老友記，獲益良多。 

 

  不幸地在上課期間，我確診得了重病，不得不告假做手術，幸

好得到導師 Dr. Jenny、何惠強警長、吳 Sir、鄭 Sir、王 Sir 等體

諒，他們不但給我送上慰問，更為我祈禱，他們的每一句問候語和祝

福，給我精神上無限的支持和鼓勵，使我感覺溫暖、窩心，也感恩遇

上了一位經驗豐富又有愛的醫生替我操刀，使我病情得到適當治癒，

能儘快重投油尖區耆樂警訊這個大家庭。 

 

  各位老友記，如果你發現肩、背部等部位持續疼痛，這是身體

某部位出現問題的警號，不要掉以輕心，一定要加倍注意並儘快求診，

所謂病向淺中醫啊！ 

 

  總的來說，感謝油尖區耆樂警訊給我機會重投學習，自我增值。

對於 Dr. Jenny及各位亞 Sir的關心，真的衷心感激。 

 

油尖區 黃意群 

 



耆英經歷極豐富， 

樂意為群顯光芒； 

警方滅罪傾全力， 

訊息傳遞靠大家。 

 

活到老、學到老 

 

我曾參加多次油尖區耆樂警訊活動，包括耆活計劃領袖訓練課程

2019 、耆樂理財防騙長門人、耆樂隊長訓練日營和重整生命、服務

社會訓練課程等。在此感謝何惠強警長、吳 Sir及鄭生等精心策劃和

安排，讓耆樂會員能延續學習生涯，再嘗課堂歡樂氣氛，把學到的知

識廣傳親友，令大眾認清理財概念，進而加強理財能力，免誤墮騙網，

降低罪案率，間接減省警力資源，一舉數得。另一方面，我能領會「活

到老、學到老」的真正意義。 

 

最令我感受良多的是「重整生命、服務社會」訓練課程。導師 Dr. 

Jenny的課程設計有別於傳統的單向式授課，她善於誘導學員運用藝

術元素表達內心世界。每個主題活動後的分享環節，讓我們深入了解

自己，提升自省能力，專心聆聽和表達自己，增強溝通能力，為他日

服務社會打下強心針。 

 

分享童年難忘事時，頓時勾起眾人快樂的回憶。兒時天真無憂的

畫面，一一呈現眼前。我深信經歷艱苦奮鬥後，大家的生活質素有所

改善，足以證明只要堅毅努力向上，必有回報。 

 

在「我最懷念的人」這個環節，部分同學異口同聲讚頌母親對家

庭的無私奉獻與愛心，觸動我們蘊藏心底多年的思緒，多少男女學員

都情不自禁灑下熱淚，場面使人感動不已。 

 

透過分享 30 歲前、後的悲喜苦樂，導師營造機會給組員檢視自

己的前半生。聆聽各人的生活點滴後，我學會欣賞自己和別人，並懂

得擁抱及珍惜眼前人。 

 

綜合而言，這個耆樂課程能促進思維及反思能力。我學會欣賞和



接納別人的特質，祈望他朝服務社群時，能貢獻所長，做到老有所為。

最後，仍要感激「耆樂警訊」這個大家庭提供免費學習平台，既長知

識，又可認識新朋友。 

 

油尖區 薛錦玉 

 

參觀「智友善」家居導賞團 

 

2019 年 10 月 17日，是個秋高氣爽的日子，我們幾十位老友記

在何警長和鄭先生的帶領下，參加了「智友善」家居導賞團。 

 

這次的活動，我們學到了怎樣預防認知障礙症：一，要多用腦；

二，要採取地中海飲食法則，多吃新鮮蔬果、五穀類及魚類，避免進

食醃製及高鹽食物；三，養成每天運動的習慣；四，有愉悅心情及多

與人溝通；五，管理體重、血壓等健康指標及定期做身體檢查。我特

別認同，老友記需要廣闊社交生活，多與家人朋友分享、保持心境開

朗並持有欣賞、感恩的生活態度，這些都令我們從內在層面，預防認

知障礙。 

 

另一方面，我們在導賞團中也學到患上認知障礙症後的實用家

居貼士，例如：保持足夠照明、通道暢通無阻、擺放長者熟悉的家人

照片、家居佈置避免太前衛、提供合適的環境空間，讓長者多參與日

常自理家務，以及參與他認為有意義和價值的活動，從而增添生活色

彩。 

 

當然，預防勝於治療。這次導賞團，我們學到了從身心靈層面預

防認知障礙症的出現，實在讓我們獲益良多，在此，感謝耆樂警訊的

安排。 

 

屯門區 劉麗梅 

 

很幸運地，我能夠參加今年屯門區耆樂警訊舉辦的河源紫金惠州

文化交流團，行程節目非常豐富，感謝各位耆樂警訊會長及警長的悉

心安排。 



 

風景名勝方面，安排了遊覽供應香港市民食水的新豐江大壩，船

遊華南地區第一大湖¬泊萬綠湖，風景優美。遊覽越王山玻璃橋、羅

浮山、參觀農夫山泉水的生產過程、恐龍博物館及東縱紀念館等等，

大飽眼福，獲益良多。 

 

另外，亦參觀了公安機構，河源市公安局指揮中心，了解一站式

的警報系統，提高處理效率。又特意安排參觀特警操練，非常精彩，

眼界大開。 

 

參加是次交流團，感受到內地治安良好，科技高速發展，尤以電

子支付非常普遍，吃喝玩樂，帶一部手機便可全國通行，非常方便。 

 

灣仔區 周美施 

 

活在當下 

 

    已為長者的我，一心想退休是我的終點，以往勤奮的成果都會隨

年齡慢慢而逝。前面的路會開始漸漸變得灰暗和乏味。 

 

但一件突發事件，使我加入了長者中心。其後又加入了義工行列。

使我能參與往醫院探訪病友。在中心亦當了「腦退化」義工（助各兄

弟姊妹們玩遊戲以增進他們腦部的認知和反應）；和長者郊遊（照顧

他們上/下車，以免有走失的事件發生）。 

 

於 2018 年更加入了「耆樂警訊」為會員。每次參與其舉辦的活

動，都能接觸不同範疇，例如，可以分享騙案的資訊，讓我們可告知

其他長者們，有助他們增加警覺性，免防受騙和如何應對等知識。另

外，亦參加公益金步行籌款、前往參觀珠海市公安局總部、大潭童軍

營訓練等等。 

 

現在我知道退休的路並不灰暗，還可活得燦爛。除了助人還能助

己呢！因為各種活動都讓我學到不少知識，哪有何樂而不為呀！故此

每當和友人共聚時，也會鼓勵他們多參與有意義的義工活動。要活在



當下啊！不要白白浪費得來不易的寶貴人生啊。 

 

第七頁 

 

養狗能使長者生活倍添活力 (作者 : 小瑋) 

 

長者退休後往往感到生活孤單，主因通常是與子女分開居住後，

加上身體機能衰退不便外出，致社交圈子狹窄。作為「人類好朋友」

的狗隻，原來是長者生活寂寞的最佳「良藥」。瑞典《科學報告》期

刊最近刊出的研究，用了12 年時間，觀察340萬名年齡40 到80 歲的

瑞典人，顯示有養狗的獨居者，較沒養狗獨居者，死亡風險少33%，

患心血管疾病風險降低36%，心臟病發機率低11%，這些好處是飼養其

他寵物未能明顯見到。 

 

這項研究正反映了狗作為「人類好朋友」的特性，狗與主人互動

性強，性格熱情外向，長者即使原本不想外出，但見到狗狗興奮地想

出外散步，作為主人的長者也只得遛狗出門。長者每天要為狗隻安排

膳食、清潔，這些每日定期的運動量，使長者不知不覺間改善了健康

長者遛狗好去處甚多，康文署現時轄下的寵物公園，已由2010 年的

19 個，增加至2019 年8 月的50 個，透過「寵物共享公園」計劃，

開放給狗主帶同狗隻入內，當中包括山頂花園、啟德跑道公園、棠蔭

街山邊休憩處、大窩口道遊樂場、城門河第三海濱花園、宏業南街休

憩花園，讓更多區的主人能與狗隻同樂。 

 

挑選狗隻方面，長者較適合飼養小型狗隻，可節省把狗隻搬動、

洗澡時的氣力，而且小狗食量不多，也可減少狗糧的支出。故此，體

型細小，食量不多的史納莎，就很適合長者飼養。而且其性格活潑、

喜歡親近人，能使主人的心情也變得開朗。各位長者快去寵物店看看，

挑選合適的狗隻吧。 

 

上期(2019年9月)《有獎遊戲》答案: 

1. 對 2.錯 3.對 4. 對 5.錯 6.錯 7.錯 8.對 

 

由於上期答中者眾多，經抽籤後得獎名單如下: 



 

中區   古賀與 陳道金 張令子 歐玉蘭 翁天儒 曾錦芬 江潔英  

黃月嬋 葉肖薇 吳海榮 杜月冰 

灣仔區 王國華 黃國鳯 

沙田區 戴美芬 

元朗區 梁燕麗 

油尖區 陳美潔 

觀塘區 彭國棟 

屯門區 陳淑珍 陳嘉燕 邱麗堅 

 

徵稿 

 

「耆樂警訊」季刊，現誠邀各會員投稿，作品可以文字、繪圖、漫畫

創作、攝影等形式; 字數以700字為限; 題材不限，能表達參與本會

活動後感想更佳。投稿者請註明個人資料，聯絡方法及個人照片一張。

所有稿件將由本刊保留存檔，如有需要請自行保留底稿。 

 

投稿方法: 

電邸地址: spc-office-2-pprb@police.gov.hk / 傳真:2527 1777 

 

投稿一經刊登，將獲得奬品乙份。 

 

有獎遊戲 

 

長者飼養狗隻你要知多啲 

以下各項陳述是或非??? 請在方格內以對或錯表示 

 1. 長者退休後感到生活孤單，主因是沒有足夠積蓄去旅行。 

 2. 飼養狗隻帶來的健康益處，飼養其他寵物未能明顯見到。 

 3. 狗隻通常性格冷漠，不與人互動。 

 4. 長者每天照料狗隻帶來的定期運動量，使長者不知不覺間改善

了健康。 

 5. 「寵物共享公園」試驗計劃下的公園，嚴禁狗主帶同狗隻入內。 

 6. 山頂花園、海洋公園，都是「寵物共享公園」計劃內的公園 。 

 7. 長者適合飼養小型狗隻多於大型狗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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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體型細小，食量不多的史納莎，很適合長者飼養。 

 

有獎遊戲 

 

有獎問答遊戲截止日期為2020年2月29日 

 

答案以警察公共關係科耆樂警訊公佈為準，如答中者人數眾多，得獎

者會以抽籤形式選出。參加者請將答案連同中文姓名、會員編號、所

屬警區及聯絡電話; 註明《有獎問答遊戲》傳真至2527-1777 或郵寄

至編輯部。得獎者可獲$100 現金禮券， 得獎名單將於下期季刊公佈，

獎品將交由所屬警區警民關係組安排轉贈。 

 

第八頁 

 

家居保安及防盜安全資訊 

年近歲晚，傳統上這段時間較易發生爆竊案。警隊每逢新年期間

都會全力執行冬防措施，以保障市民大眾安全。要防止罪案，警方的

努力固然重要，但如果市民能配合警隊撲滅罪行的工作，採取適當的

防罪措施，賊人自然無從下手。 

 

家居是賊人其中一個主要的目標。因此，家居必須有足夠的保安

措施，如裝置堅固大門，配上優質門鎖、防盜眼及防盜鍊等。市民，

尤其是長者，應避免在家中存放大量現金和貴重物品。另外，各家各

戶都有責任留意陌生訪客的身分，如有懷疑應盡快向保安或警方尋求

協助。假日期間，計劃出外旅遊的市民，除了做好家居防盜措施外，

更應在離家前把所有門窗鎖上，甚至請親友或鄰居巡視該戶，避免賊

人有機可乘。 

 

除了家居外，商鋪亦是賊人的目標。商鋪店主應加強在店鋪非營

業時間的保安措施，如裝置優質警報系統及24小時閉路監視器。在休

鋪期間，店主應將現金存入銀行或放入穩妥的夾萬內，並不定時巡視

店鋪，防止爆竊案發生。 

 

如市民發現可疑人出入自己家居或店鋪，必須保持鎮定，留意可



疑人的容貌及特徵，並盡快通知保安或警方。提高警惕、協助警方撲

滅罪行是每一位市民的責任。因此，大家只要在日常生活中稍加留意，

即可大大減少不法之徒犯案的機會。 

 

耆樂警訊中央諮詢委員會 

郭柏聰先生 (主席) 

郭嘉銓先生 (副主席) 

鄭錦鐘博士 BBS MH JP (中央活動委員會主席) 

林建康先生 MH (中央宣傳委員會主席) 

胡楚南太平紳士 (中央財務委員會主席)  

委員 

周厚立先生 MH JP    魏海鷹先生            呂鈞堯先生 BBS 

翁國基先生          王嘉恩博士 MH         顏志永先生 

張俊濤先生          黃㠶風先生 BBS MH     孫日孝先生 MH 

陳孝慈先生 MH       林一星教授            伍啟陽先生 

陳文宜女士          胡美卿女士 

 

耆樂警訊編輯委員會 

警察公共關係科社區關係課警司黃冰冰（主席）    

警察公共關係科耆樂警訊及長者聯絡組: 

總督察何淦貽  

督察余達智  

警長鍾浩正  

警員唐洁玲   

邊界警區警民關係組警長伍德榮 

觀塘警區警民關係組警長勞少忠 

旺角警區警民關係組警長陳偉光 

 

編輯部 

地址：香港灣仔軍器廠街一號警察總部警政大樓十樓 

電話：3660 7105 

傳真：2527 1777  

電郵：spc-office-2-pprb@police.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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