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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東醫院聯網 社區服務統籌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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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病人復康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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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挑戰

• 病症帶來的身體不適及轉變
• 對自己的遭遇不能理解
• 對治療過程及結果的不確知
• 對未來缺乏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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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1及2: 癌症病人及家屬

接受化療的癌症病人個案
 於外科病房探訪遇見一位剛完成手術的乳癌病人，她知道

即將要接受化療，使她十分擔心。對於所有治療的副作用
都不認識，又害怕會掉頭髮，令她開始好害怕去見人，亦
都不願意與家人及朋友傾訴。病人亦都擔心面對治療的費
用很沉重，感到很擔憂。

癌症病人家屬個案
 於醫院中見到一位腸癌病人的太太，太太對於丈夫有癌症

感到很擔憂，手術後亦都需要有造口，對於生活感到很不
便，太太亦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麼支援丈夫。丈夫是
一家之主，現時生病，令兩位年幼的子女都受到影響，成
家人都陷入添亂及擔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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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病人工作壓力的個案

 病人Ａ因工作壓力長期感到經常心情低落，睡眠質素亦

相當之差，感到異常無助和抑鬱，因而被轉介至精神科門

診部求診。

精神科病人家屬/照顧者個案
 Sindy的19歲女兒近日因讀書壓力而有幻聽情況，女兒經

轉介下入住本院精神科病房， Sindy感徬徨

個案3及4: 精神科病人及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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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衰竭病人個案
 黃先生, 今年68歲, 已退休, 患有糖尿病多年。近年診斷末

期腎衰竭, 並已入院進行安插中間喉手術。剛開始在腎科
病房接受家居腹膜透析(洗肚)訓練。 黃先生對於日後要自
行洗肚很擔心, 怕應付不來, 又因要買各項洗肚用的傷口清
潔敷料用品而感到不知所措。另外, 因太太年紀相若, 起居
飲食, 覆診等都由太太照顧, 擔心日後增加太太的壓力。

中風病人的個案

 李先生急性中風，幸而及時入院治療，醫生診斷為輕微中
風，經過一連串復康治療後，病情總算穩定下來，但仍有
不少中風後遺症。李先生是第一次中風，由於長期患有高
血壓，李太及他都很擔心會再次中風。

個案5及6: 長期病病人及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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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資源 – 連結點線面

病人組織 社會服務及
福利機構

居民組織

義工團體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香港癌症基金會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長者地區中心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商界及企
業

病人及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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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服務社區資源
http://www.healthyhkec.org/resources/elderly/support/

長者地區中心名稱 地址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柴灣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柴灣漁灣村漁豐樓
地下11-18號及漁安樓地下32號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六號
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一樓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香港西灣河鯉景道康東邨
康瑞樓地下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北角和富道53號和富
中心第二期地下

聖雅各福群會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85號一樓

循道衛理中心灣仔長者服務中心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211號
地下D室及1-2樓

詳細資料可聯絡
那打素病人資源中心
電話: 2595 6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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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障礙症>社區資源
http://www.healthyhkec.org/resources/elderly/dementia/

機構名稱 地區 津助/自負盈虧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無憂照顧‧樂社區」 柴灣及北角 津助

基督教靈實協會靈實長者日間暨復康中心 (港島東) 筲箕灣 自負盈虧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西灣河 津助

香港復康會 社區復康網絡 康山中心 鰂魚涌及太古 津助

東華三院渣打香港150週年慈善基金長者智晴坊 北角 自負盈虧

香港家庭福利會 Viva維健坊 北角 自負盈虧

靈實誌寶老人科診所及記憶護理中心 銅鑼灣 自負盈虧

循道衛理盈智中心 灣仔 自負盈虧

聖雅各福群會 健智支援中心 灣仔及西環 自負盈虧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芹慧中心 灣仔 自負盈虧

詳細資料可聯絡
那打素病人資源中心
電話: 2595 6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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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患者服務社區資源
http://www.healthyhkec.org/resources/cancer/

機構／中心 地址

香港癌症基金會

中環癌協服務中心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99 號中環中心地下 G03 室

黃大仙癌協服務中心
九龍黃大仙下邨龍昌樓地下 C 翼 2-8 號

天水圍癌協服務中心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恩路 12-18 號嘉湖銀座第二期 2 樓
201C 室

善寧會 香港筲箕灣愛民街 16 號地下

譚雅士杜佩珍安家舍服務
中心
(提供哀傷輔導服務)

九龍長沙灣麗閣邨
麗蘭樓 316-318 室

香港防癌會 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 30 號

贐明會 九龍長沙灣麗閣邨
麗荷樓 3 樓平台 303-305 號

詳細資料可聯絡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電話: 2595 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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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服務社區資源
http://www.healthyhkec.org/resources/mentalhealth/

機構／中心 地址 服務區域
利民會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
心《友樂坊》 香港柴灣環翠邨富翠樓地下

柴灣及小西灣
Chai Wan & Siu Sai 
Wan

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香港灣仔愛群道 36 號 8 樓
港島東及灣仔區
Hong Kong East & 
Wan Chai

扶康會 香港仔漁光道 85 號扶康會
康復中心五樓

中西南區
Central Western & 
Southern Districts

東華三院 香港黃竹坑徑 2 號東華三院
黃竹坑綜合大樓地下

中西南區
Central Western & 
Southern Districts

詳細資料可聯絡
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電話: 2595 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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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病患者社區資源
http://www.healthyhkec.org/resources/chronic/

機構／中心 地址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港島中心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120 號
康山花園第六座地下

香港家庭福利會維健坊 香港北角渣華道 210 號地下

東華三院高黃慕貞紀念全人健康中心
暨 AJR 慈善基金復康診所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82 號
鄧肇堅醫院社區日間醫療中心地下

基督教靈實協會
靈實日間社區康復中心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82 號
鄧肇堅醫院社區日間醫療中心 1 字樓

香港糖尿聯會 九龍長沙灣道 928-930 號
時代中心 20 樓 2001-02 室

聖雅各福群會
社區營養服務及教育中心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 85 號 3 樓
社區營養服務及教育中心

關心您的心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99 號中環中心地下 2C 室

詳細資料可聯絡
那打素病人資源中心
電話: 2595 6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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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托與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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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MARTCare 齊喜動~長期病患者照顧者支援計
劃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主辨, 凝聚社區內多界別
不同持份者的參與, 發掘及建立照顧者的關懷網絡

 2) 家陪同心社區網絡計劃~精神健康社區網絡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及利民會主辦, 攜手建立精

神病患者及家屬與社區的網絡，關注及推動精神
健康

作為「策略伙伴」集結醫福社家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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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NEH -
C&PRD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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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1993年成立

急症全科地區醫院
服務80萬人
1660+病床

4,200+員工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1993年成立

急症全科地區醫院
服務80萬人
1660+病床

4,200+員工

• 全人治療 Holistic Care (身心社靈)
• 以社區為伙伴 Community 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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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NEH Beds Distribution (as at April 2015)

Specialty Wards Beds

Medical 14 406

Surgical 3 118

O&G 3 114

Paediatrics 4 85

Orthopedics 4 130

Oncology 3 50

Psychiatry 8 446

Day Ward 10 235

Mixed (ENDEYE/OSSUR) 1 33

Isolation 6 20

Others (ICU/O/semi-private) 5 50

Total 61 1687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 18



醫院的社工
19 醫務社會工作 病人資源中心
設
置

每院 1993年首間

管
理

社會福利署／醫院管理局 醫院管理局

目
標

就因患病而引起的情緒、家庭、照顧、
人際關係等 問題，提供輔導服務

提供社會心理支援

協助病人訂定離院計劃，以及轉介病人
及其家人申請康復服務及有關資源；

倡導醫社合作

提供經濟／實物援助，例如減免醫療收
費，申請基金資助購買醫療器材等。

推動義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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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資源中心服務導向

 全人治療 Holistic Care
 心社靈的關顧
 社會心理支援

 社區融合 Community Integration
 發掘社區資源
 推動醫社合作

 積極參與 Active Participation 
 自我管理及正面態度
 病人及家屬的參與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 20



治療與復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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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資源中心 4個核心服務

賦能及支援 互助網絡

義工服務 醫社合作

病人及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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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資源中心
病人及家屬賦能及支援

提升病者及家屬的能力
積極面對康復

• 學習新方法面對癌病
• 提升自我照顧能力
• 管理負面情緒
• 對抗孤單及無助感
• 接納病情
• 重掌自主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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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症病人講座
• 治療小組

• 音樂/戲劇/敘事
• 面對壓力工作坊

• 社交小組及賦能活動
• 靜觀/香薰

• 家屬小組
• 個別輔導

病人資源中心
病人及家屬賦能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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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闊社交圈子
• 自我表白
• 朋輩學習
• 角色演練
• 在助人過程中學習
• 自我決策

病人資源中心
病人及家屬賦能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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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資源中心 服務連結

癌症病人

講
座
／
活
動

新症

住院

治療出院

覆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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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專業團隊的參與

• 醫護團隊
臨床腫瘤科、外科、內科、
婦產科、耳鼻喉科、寧養中心

• 專職醫療團隊
營養師、物理治療師、
言語治療師、職業治療師

• 心社靈團隊
臨床心理學家、醫務社工、
資源中心社工、院牧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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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以外的接觸
• 生活化的指導
• 鼓勵小組學習
• 減低專業權威的疏離

多專業團隊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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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概覽: 癌症病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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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機構
• 香港癌症基金會
• 癌協綜合服務中心
• 香港防癌會

病人組織
• 東日社(鼻咽癌)
• 展晴社 (乳癌及婦科癌)
• 造口人協會
• 祥康之友(腸癌)
• 心血會(血癌及淋巴癌) 
• 新聲會(喉癌)
• 創域會(所有癌症)

社會福利機構
• 贐明會
• 善寧會
• 長者服務中心
• 家庭服務中心

義務工作者
• 專業義工
• 義工服務團隊

社區伙伴: 癌症病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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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社合作的層次

1  服務提供
• 病房探訪
• 朋輩輔導
• 電話慰問
• 新症病人分享
• 癌症資料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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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社合作的層次

2  網絡連結
• 個案轉介
• 新症講座
• 門診病人支援站
• 培育朋輩義工
• 提供辦公室
• 支援地區病人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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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社合作的層次

3  協作平台
• 服務協作及接軌
• 轉介系統
• 週年計劃交流
• 服務發展顧問
• 資源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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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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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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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成效
• 病人自我提昇，積極面對疾病

• 自尊感 (Self – esteem)
• 自我效能 (Self – efficacy)
• 自信 (Confidence)
• 抗逆力 (Resilience)

• 病人生活質素的提昇
• 心理、社交、生活支援
• 家人的關顧及支援

• 社區網絡的建立，作為長期支援系统
• 連結病人互助組織
• 與社區服務機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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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因素

• 建立共有概念 Shared Ownership
• 社區為伙伴 Community Partnership
• 與醫護同步 Clinical Integration
• 相信病人力量 Patient Empowerment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 37



社區及病人資源部
■ 聯繫內外伙伴
■ 建設溝通平台
■ 引入社區支援
■ 發展所需資源

醫護團隊．專業領導
■醫護團隊
■專職醫療團隊
■心社靈團隊

社區伙伴．社區融合
■復康機構
■病人組織
■社會福利機構
■義務工作者

關注社會融合，推動醫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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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醫療服務概念

根深蒂固的現象或想法
 病是醫治身體 …

 病人只聽候醫生的指示 …

 病人對醫院非常依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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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及病人資源部
服務信念

我們確信在治療與康復的過程中
 病不單是醫治身體 – 也包括心社靈的關顧
 病人不應是被動的 – 也要主動參與
 病人不應單靠醫院 – 也要善用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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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縱是艱辛、漫長… 

也可以病得更好

可以談生活的質素

可以有個人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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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Ms Daisy WONG 黃敏櫻
wongmyd@ha.org.hk

http://www.healthyhke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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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1：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如何幫手

接受化療的癌症病人個案

 相關服務（醫院&社區）：

醫院有癌症病人資源中心，位於東座一樓，有以下的相關的資源及服務可以介
紹給病人：

1) 乳癌的科類講座-有三堂不同主題的講座，讓病人於不同的治療階段接受醫護
人員的資訊，當中亦都有朋輩的分享，陪伴渡過整個的治療階段。

2) 借用假髮及剪頭髮服務- 癌症病人可以於中心借用合適的假髮，按病人需要
可續借，足夠於整個治療期間使用，令病人增添信心。另外，癌症病人資源
中心有義務髮型師每兩個星期提供一次剪頭髮服務，病人於治療期間，每三
個月可以預約一次服務，可以剪髮﹑剃頭或修剪假髮。

3) 中心每天都有癌症的朋輩義工當值，如病人想與過來人交談，了解更多關於
病及治療過程，或康復心得，都歡迎來到癌症病人資源中心或與中心社工聯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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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化療的癌症病人個案

4) 乳癌的病人組－展晴社，有職員長期駐中心為乳癌的病人提供服務，病人想
進一步認識病人組與及結識同路人，都可以來到中心。同時，展晴社亦有同
路人支援熱線，可讓病人有需要時致電。

5) 中心亦有不同的治療小組，免費讓病人參加。透過治療小組，可以讓病人結
識同路人，得到朋輩支援，放下擔憂，令病人可以病得更好。

6) 如病人需要申請任何有關治療的資助，都可向本院的醫務社工查詢

 社區上的資源

1) 癌症基金會－是香港一個大型為癌症病人及家屬服務的機構。現時有三間中
心，其中一間位於中環。癌協有不同的專業人員，可為癌症病人提供相應的
服務及輔導，協助病人及家屬渡過難關，讓病人不感到孤單。癌協亦有很多
不同類型的講座﹑活動﹑假髮借用等的服務，亦有熱線可讓病人查詢。

2) 香港防癌會－同為一間歷史悠久的非牟利機構，為癌症病人服務。機構亦可
以提供「專業防癌咨詢及輔導服務」，費用全免，同時亦有為癌症家庭提供
的計劃。

個案1：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如何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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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家屬的個案

 相關服務（醫院&社區）：

醫院有癌症病人資源中心，位於東座一樓，有以下的相關的資源及服務可以介
紹給病人：

1) 腸癌的科類講座-有營業師會介紹不同治療階段的飲食要點，讓病人可以做好
準備，同時講座中亦都有康復者分享，陪伴渡過整個的治療階段。

2) 中心每天都有癌症的朋輩義工當值，如病人想與過來人交談，了解更多關於
病及治療過程，或康復心得，都歡迎來到癌症病人資源中心或與中心社工聯
絡。

3) 中心亦有不同的治療小組，免費讓病人參加。透過治療小組，可以讓病人結
識同路人，得到朋輩支援，放下擔憂，令病人可以病得更好。

4) 於癌症病人中心，每個月都有一個聚會給予腸癌及胃癌的病人及家屬，大家
透過茗茶交談，分享彼此的治療﹑康復心得，提升病人對於治療的信心。

5) 如病人需要申請任何有關治療的資助，都可向本院的醫務社工查詢

個案2：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如何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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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家屬的個案

 社區上的資源

1) 癌症基金會－是香港一個大型為癌症病人及家屬服務的機構。現時有三間中
心，其中一間位於中環。癌協有不同的專業人員，可為癌症病人提供相應的
服務及輔導，協助病人及家屬渡過難關，讓病人不感到孤單。癌協亦有很多
不同類型的講座﹑活動﹑假髮借用等的服務，亦有熱線可讓病人查詢。
當中特別有一個服務名為彩虹會，致力協助因家人患癌而受影響的兒童，透
過趣味遊戲、藝術治療、玩樂時間、活動及專業支援，幫助小朋友明白癌症
，並讓他們了解癌症可能會為家庭帶來的影響及改變，藉此減低小朋友的憂
慮，給予他們情緒上的支援。

2) 香港防癌會－同為一間歷史悠久的非牟利機構，為癌症病人服務。機構亦可
以提供「專業防癌咨詢及輔導服務」，費用全免，同時亦有為癌症家庭提供
的計劃，名為「攜手同行」譚雅士林佩珍癌症家庭支援計劃，有多方的專業
團隊，為整個家庭提供支持及服務，渡過孤立無助﹑徬徨失措的階段。

個案2：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如何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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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工作壓力的個案

 醫生認識同路人分享及小組活動對於病人康復有所幫助，於是透過《

社區資源咭》轉介病人至精神健康資源中心。在資源中心中心社工為

病人Ａ進行社會心理需要評估，並邀請登記成為《天空海闊家友站》

會員。病人Ａ得以透過參與《家友站》舉辦的不同活動，於朋輩、情

緒及社交等方向有所提升，並與社區資源聯繫，促進自己於社區的復

康和融合。

個案3：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如何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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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4：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如何幫手

 Sindy感徬徨之際，在病房取得一份「天空海闊
家友站」的會員通訊，她再前往位於1 樓的精
神健康資源中心，從中了解更多家屬照顧課程
及社區復康資源，家屬義工向Sindy分享自己的
照顧經驗，更明白自己並不孤單，Sindy當下的
心情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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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衰竭病人個案
1. 復康店 - 由本院腎科護士轉介腎友往病人資源中心申請復康卡，以便日後以

優惠價錢往復康店購買, 所需用品, 減低病人經濟負擔, 又可提供一站式服務,

省卻東奔西跑買用品時間。

2. 朋輩義工分享 – 由本院病人資源中心安排由洗肚腎友以過來人身份, 分享經

驗及生活適應小貼士, 給與情緒支持。

3. 病人賦能活動 ~「活出彩虹」(病人資源中心及腎科合辦 ) –活動目的是加強

腎友復康路上的適應及提升互助自助的精神, 對象是剛洗肚半年以內的腎友

及其家屬。由腎科醫生、腎科護士、營養師、物理治療師及病人資源中心社

工主講。

個案5：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如何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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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衰竭病人個案
4. 新症病人分享會 ( 東區腎友自助會及病人資源中心合辦 ) – 活動目的是介紹

病人組織服務特色及活動, 新舊腎友聚首一堂, 分享復康經驗, 建立互助精神

。對象是新加入洗肚及洗血的腎友及其家屬。

5. 社區復康課程 – 病人資源中心連繫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及東區腎友自

助會，藉現有社區復康轉介系統, 轉介腎友在出院後繼續參與復康課程, 例如:

太極、門球、書法及社交心理支援課程。

6. SMARTCare 有您友里計劃 – 由社區復康網絡主辦, 港島東醫院聯網、 東區

醫院內科、病人資源中心及東華東院為策略伙伴, 建立照顧者互助網絡。 藉

醫護人員轉介, 讓長期病患者照顧者參與不同活動, 獲得義工關懷, 同路人彼

此支持, 從而減低照顧者的壓力。

個案5：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如何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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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風病人的個案

1) 出院時病房護士轉介李先生及李太，參加由腦內科及病人資源中心合辦的中風病人賦
能活動「腦友聚一聚」，增加對中風的認識。

2) 他們在活動中細心聆聽醫護人員講解出院後的復康適應及預防再中風知識；並在活動
中認識社區復康網絡社工，得悉鄰近居住地點後，即登記參加該中心舉辦的中風自我
管理課程。

3) 李先生及李太覆診時，在病人支援站透過資源中心社工介紹，認識腦損病人組織「腦
同盟」的朋輩義工，由於義工患病經歷與李先生相似，他的復康經驗鼓舞了李先生復
康的信心，李先生及李太接受朋輩義工的邀請加入成為會員。

4) 李先生感謝從患病到復康過程中，病人資源中心由醫院延伸到社區的配套服務安排，
令病人及家屬安心踏上復康路。

個案6：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如何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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