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慢性疾病
自我管理課程

葛詠茵 (社工)、陳達偉 (社工)

備註：「身心力行」課程是源自美國史丹福大學醫學院病人教育研究中心，創辦的病人教育

服務「慢性疾病自我管理課程 - Chronic Disease Self-Management Program (CDSMP)」，已在

世界各地被廣泛採用、成效昭著。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病人互助網絡 社區資源聯繫 義工服務 社會心理支援服務 資訊及復康資源

　　以上是參與「身心力行」課程的組員心聲，這正配合

本中心發展此課程的理念：讓長期病患者或病人家屬透過

課程裡的小組歷程，認識及學習「自我管理」的理念、法

則、知識與技巧，對自己健康問題有更多的掌握、更有信

心應付因健康問題帶來的身心症狀，讓生活過得更豐盛。

　　這課程為本院第一次引入，透過與香港復康會社區復

康網絡合辦，招募到十多位來自不同病類的長期病患者或

病人家屬參加，首辦課程的美好成果，為將來進一步推動

及發展跨病類病人自我管理活動，奠下重要的里程碑，期

望將來可更廣泛推展，及有更多受惠者參與組長訓練，繼

續推動「自我管理」的精神。

我覺得自己積極咗
！可能因為每

星期要同組員分享
行動計劃嘅進

展，所以推動到自
己更努力！

對自我管理嘅概念掌握多咗，以前以為有病只係睇醫生同食藥，原來自己都可以為自己個病出力。

參加完個課
程之後覺得

開朗咗！

學識咗用鬆弛技巧，同埋分

散注意力去處理情緒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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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你有否留意臨床腫瘤科門
診部內有一個癌症病人支援站──
互心軒？一班熱心癌症復康者義工
在互心軒接觸病人，透過經驗分
享、情緒支援及社區資源介紹，去
安慰和支持他們。這個社區復康大
使計劃，癌症病人資源中心與癌協
服務中心已合辦多年，目的是增加
朋輩支持及加強病人對社區資源認
識，每年服務逾千人次。

　　2010年，新一批的義工經過3
堂的義工訓練後，開始實習，並準
備就緒去關心各類的新症癌症病人
和支持那些帶着憂慮心情的病人家
屬。如你有興趣認識這服務，請留
意以下服務時間。

鄧惠霞 (中心主任)

　　義工嘉許日2010於6月12日順利舉行，當日有超過250位嘉

賓及義工出席，可謂座無虛席。為切合今年義工服務主題「鼓

舞關懷」，我們榮幸地邀請到利民會的非洲鼓義工隊，為嘉許

日打響頭炮，他們聲勢浩大，令全場鼓舞。

　　由於當日是頒發2008及2009年的服務獎項，故得獎人數眾

多，超過三分二的參加者都是得獎者呢！管理層代表醫院向義

工表達謝意，逐一頒發服務年資獎、勤到獎、互助關懷獎及團

體義工獎給每位義工或團隊。

　　嘉許禮中亦有幸邀請到5年服務年資獎得獎義工余國治女

士及馮金琼女士，分享她們的服務心聲及得獎感受，余女士一

句「以義工服務為終生職業」的承諾，真是令人鼓舞。藉此機

會，再次多謝義工過往的努力，為病人及醫院作出的貢獻。

葛詠茵 (社工)

義 嘉 許 日工

2010

星期一至五（星期二下午除外）

早上 9:30-12:00　下午 2:00-4:30

地點：腫瘤科門診部

互
心
軒

癌協中心合辦



　　「付出」與「辛勞」看似是每一位精神病康復者

的家人及照顧者所面對的處境；有些時候，他們甚至

會在生活中忘記照顧自己。故此，為精神病康復者之

家屬及照顧者提供支援是極其重要。

　　於三月份的『相聚一刻鬆一鬆』活動中，十數位

康復者及其照顧者來到中心，透過合作的遊戲和活

動，讓彼此可於輕鬆氣氛下，加強溝通和互動；並鼓

勵彼此欣賞，共建快樂時刻。當日來自五個家庭的參

加者，在遊戲的過程中，有機會加深對大家及家庭成

員的認識，有機會去表達對家人的欣賞，檢視過往與

家人的溝通；當然更可以在參加者的分享中，得到更

多康復者與家屬間之相處心得。另外，大家亦有機會

跟家人一同合作，發揮創意去拼貼獨一無二的馬賽克

相架。活動結束時，大家帶著充滿特色的作品及甜蜜

的家庭照片回家。雖然只是一個短短的下午，但讓彼

此停一停、抖一抖，尋回讚賞，建立開心片段，那樣

大家才會有更多的力量去走康復的道路。

古燕玲 (實習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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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康復者家屬支援活動

「服務推廣大使」

義工訓練計劃 　　精神健康資源中心於今

年4月及5月份在本院舉辦了一個名為

「服務推廣大使」義工訓練計劃，中心期望

透過是次計劃，發揮精神病康復者的潛能，從

而提升康復者的復康能力。訓練內容包括提升參加

者認識天空海闊家友站的服務及義工角色、認識求助

者的需要，亦透過實地參觀服務地點及現場模擬服務情

境，增加參加者對擔任義工時的應變技巧，參加者均表示

透過訓練能明白擔任義工角色的承擔及責任，亦相信義工

之間能充分合作，推動康復者擔任義工的成效。

　　服務推廣大使服務時間為逢周一，周三及周四的

下午2:30-4:15在東座七樓門診部與大家見面，我們

的義工會為大家提供下列服務：

1. 派發最新活動單張

2. 宣傳天空海闊家友站

3. 基本查詢

鄭美莉 (社工)

＊如想進一步了解天空海闊家友站的服務，歡迎親臨「東座地下一樓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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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搜集：朱艷雯 (程序統籌)資料來源：食物安全中心及明報網站

食物環境衛生署於

2010年7月1日實施“營養標籤

及營養聲稱”法例，從現在開始，大家

購買食物時，花多一點時間──就讓我們一

起造個精明又健康的消費者！

營養標籤必須提供有關食物的

能量 (1) 和營養素（共7種）的數值資料︰

(1) 能量 ＋

1. 蛋白質

2. 碳水化合物

3. 總脂肪

4. 飽和脂肪

5. 反式脂肪

6. 糖

7. 鈉（或鹽）

如營養聲稱涉及任何脂肪（如總脂肪、飽和脂肪及反式脂肪），則須同時標示膽固醇含量。

1+7 營養標籤–建議每天攝取量

* 佔每天總熱量的百分比   ** 蛋白質、碳水化合物（不包括纖維）及總脂肪三種營養素的每日建議百分比，總和為100%。

項目 每天建議 中等身形女性 中等身形男性 攝取過多，影響哪些病人？

熱量 見右 1,500千卡 2,000千卡 肥胖及需要控制熱量吸取者

蛋白質** 15-20%* 56-75克 75-100克 腎病

碳水化合物** 
（不包括纖維）

50-60%* 188-225克 250-300克 糖尿病

總脂肪** <30%* 50克 66.7克 肥胖、心臟病及糖尿病等長期病

飽和脂肪酸 <7%* 12克 16克 同上

反式脂肪酸 <1%* 1.7克 2.2克 同上

糖 <5%* 19克 25克 肥胖及需要控制熱量及碳水化合物的人

鈉（或鹽） 2,400毫克
2,400毫克 

（=5茶匙鹽）
2,400毫克 

（=5茶匙鹽）
高血壓及心臟病者

個人攝入量會因應能量需要而有所增減。

　　那打素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於1995年9月正式開始
服務，為內科、老人科、骨科、兒科及婦產科病者及
家屬等提供社會心理支援、病人互助網絡、社區資源
連繫、義工服務及訓練、健康資訊、短期輪椅借用等服
務，更是義工服務發展及訓練基地。今年是中心服務滿
15個年頭，中心設施已有不少損破及未能滿足現時服務
的需要，因此由今年7月開始，中心會進行維期三個月
的裝修工程，並有以下安排：

1. 社交心理支援、病人互助網絡、義工服務及訓練將會
在本院其他地方繼續進行。

2. 中心接待服務，包括一般查詢、輪椅借用、復康咭申
請等會在中心對出走廊繼續運作。

3. 健康資訊服務借閱將於8月開始暫停。 如有需要可前
往專科門診大樓地庫一層東翼「病人支援站」借閱。

　　大約在秋季（於今年11月），中心將會以全新面貌
提供服務，屆時會再向大家詳細介紹。如有查詢，歡迎
您致電 2595 6342。

黃婉容 (中心主任)

營
養

標
籤

 你
要識

健
康

貼士～



名稱 對象 日期 時間 地點＃ 查詢電話 備註

腎科透析前講座
將接受腹膜透析治療（洗肚）
的腎病病人及家屬

15/9（三） 下午2:30- 4:30 4 2595 6342 由醫護人員轉介

活出彩虹～ 
腹膜透析復康課程

已開始接受腹膜透析（洗肚）
及至半年的腎友及家屬

14/8, 21/8, 28/8
（六）

上午10:00-12:00 4 2595 6342 由醫護人員轉介

偷得浮生半日閒~ 
家屬工作坊（腎科）

透析腎友（洗肚及洗血） 
的直系家屬

4/9, 18/9（六） 上午9:45-12:30 4 2595 6342

糖尿病教育日 糖尿病新症病人及家屬
每月第一及 
第三個週四

上午10:00-下午4:30 4 2595 6342
由醫護人員或營養師
轉介

超巿漫遊知多D 糖尿病病人及家屬 28/8（六） 下午1:30-5:30
（4）及 
鄰近大型
超級市場

2595 6342
曾約見本院營養師
或參加「糖尿病教育
日」優先

攜手護心工作坊 心臟衰竭病人及家屬 待定 上午9:30-12:30 1 2595 6342 由醫護人員轉介

戒煙互助小組
曾接受無煙新天地個人輔導
服務人士

27/8（五） 晚上7:00-9:00
主座三樓
會議室

2595 6342
2595 7162

「身心力行」慢性疾病自
我管理課程組員重聚日 

曾參加「身心力行」課程組員 20/7（二） 下午2:30-4:00 4 2595 6342

「雨後晴空」乳癌病人 
輔導小組

乳癌新症病人及家屬 每月兩節
上午11:00-12:30 /
下午2:30-4:30

2 2595 4165 由醫護人員轉介

腸癌治療須知 腸癌新症病人及家屬 12/8（四） 上午10:00-12:00 2 2595 4165 由醫護人員轉介

頭頸部癌症治療須知 頭頸部癌症新症病人及家人 每月三節 上午 / 下午 2 2595 4165 由醫護人員轉介

婦科癌症治療須知 婦科癌症新症病人及家屬 10/8（二） 下午3:30-4:30 2 2595 4165 由醫護人員轉介

「肺腑之言」肺癌病人 
分享會 

肺癌病人及家屬 26/8（四） 下午2:30-4:00 2 2595 4165 與創域會合辦

造口護理你要知 造口病人及家屬 30/7（五） 上午11:00-12:30 2 2595 4165
與香港造口人協調會
合辦

音樂鬆一鬆 癌症病人、康復者或家屬
20/8-10/9（五）
（共4節）

下午2:15-4:15 2 2595 4165

「音樂譜新生」講座 癌症病人及康復者 15/9（三） 上午10:30-12:00 2 2595 4165

「音樂譜新生」 
音樂治療小組

癌症病人及康復者
29/9-15/12（三）
（共12節）

上午10:30-12:00 2 2595 4165

完成癌症治療5年內
優先、必須曾出席「音
樂譜新生」講座、不
論音樂造詣及背景

超越復發的恐懼
完成治療的癌症復康者 
及家屬

11/9（六） 上午10:30-12:30 2 2595 4165 請預先報名

＃請按後列活動地點號碼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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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心理支援服務

病人互助網絡
名稱 對象 日期 時間 地點＃ 查詢電話 備註

營養標籤話你知
透析腎友（洗肚及洗血）
或移植腎友及其家屬

21/8（六） 下午2:30-4:30 4 2595 6342 與東區腎友自助會合辦

生日大晒～會員生日會暨
馮姑娘歡送會

東區腎友自助會會員及本
院腎友及其家屬

11/9（六） 下午2:30-5:00 院外場地 2595 6342 與東區腎友自助會合辦

腎科病房～朋輩關懷服務 C4腎病病人及家屬 按需要而定 按需要而定 1 2595 6342
與內科（腎科）及 
東區腎友自助會合辦

「糖尿病/消渴症中醫食療
養生法」講座

勿糖組組員或 
本院糖尿病病人

14/8（六） 下午2:30-4:00 4 2595 6342

勿糖組～羽毛球同樂日
勿糖組組員或 
本院糖尿病病人

逢週五 晚上7:00-9:00 10 2595 6342 必須由糖尿科護士作評估

換骹病人手術前預備班 
新症分

即將接受膝關節或髖關
節置換手術新症病人

每月一至兩次
（星期二）

中午12:00-下午
3:00

骨科日間病房 2595 6342 與人工關節復康協會合辦

關懷骹友～病房探訪
已接受膝關節或髖關節置
換手術住院病人

每月第一及
第三個星期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骨科病房 2595 6342 與人工關節復康協會合辦

兒童及青少年糖尿家長互
助小組～朋輩關懷服務

糖尿病病童及家長 按需要而定 按需要而定 1 2595 6342

兒童濕疹家長互助小組～ 
朋輩關懷服務

濕疹兒童及家長 按需要而定 按需要而定 1 2595 6342

親子樂家長組～ 
朋輩關懷服務

早產嬰兒家長 按需要而定 按需要而定 1 2595 6342

愛心家長組～ 
朋輩關懷服務

唐氏綜合症兒童及家長 按需要而定 按需要而定 1 2595 6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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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對象 日期 時間 地點＃ 查詢電話 備註

互心軒 癌症病人及家屬 週一至週五
上午10:00-12:30 / 
下午2:00-4:30

7 2595 4165

展晴熱線 乳癌病人及家屬 逢週一 下午2:00-4:30 2 2595 4202 與展晴社合辦

展晴探訪 乳癌病人 逢週三及週五 週三下午及週五上午 E10病房 2595 4165 與展晴社合辦

展晴天地 乳癌及婦科癌新症病人 逢週五 下午2:00-5:00 6 2595 4165 與展晴社合辦

東日關懷 鼻咽癌病人 逢週二及週四 週二下午及週四上午 5 2595 4165 與東日社合辦

「東日同行」病房探訪 鼻咽癌病人 逢週三 下午3:00-5:00 腫瘤科病房 2595 4165
與東日社合辦，由醫護人
員轉介

造口病人朋輩探訪計劃 造口的癌症病人 逢週一 上午9:30-12:00 2或病房 2595 4165 與香港造口人協會合辦

血癌及淋巴癌朋輩分享
服務

血癌及淋巴癌病人 逢週二 上午10:00-12:00 血科病房 2595 4165 與心血會合辦

喉癌病人支援計劃 喉癌病人 逢週三 下午2:30-4:00 2或外科病房 2595 4165 與香港新聲會合辦

社區復康活動
名稱 對象 日期 時間 地點＃ 查詢電話 備註

「養生宜動」太極班同
學會進修班

曾參加「養生宜動」太極班之
腎友及家屬

逢周一 上午11:00-12:30 待定 2595 6342
與內科（腎科）及社區
復康網絡合辦

腦友聚一聚 已出院之中風病人及其家屬
31/7（六）
25/9（六）

上午11:00-1:00
下午2:30-4:30

4 2595 6342
與內科（腦內科）及社區
復康網絡合辦

休閒小聚～老人痴呆症
照顧者工作坊

老人痴呆症病人的家屬 7/8（六） 上午10:00-12:00 4 2595 6342

慢性阻塞性氣管疾病電
話跟進病情計劃

已出院而情況穩定的慢性阻
塞性氣管疾病病人

約每星期一至兩次 按需要而定 1 2595 6342
與內科（呼吸科）合辦，
由醫護人員轉介

同聲同氣關心您～ 
730聚會

曾接受電話跟進病情計劃之
慢性阻塞性氣管疾病之病人
及其家屬

30/7（五） 上午10:00-11:30 4 2595 6342 與內科(呼吸科)合辨

牛皮癬關節炎～ 
治療新解像資訊講座

港島東聯網牛皮癬及牛皮癬
關節炎病患者及家屬

28/8（六） 下午2:30-4:30 11 2595 6342
與內科（風濕科）、社區
復康網絡及銀屑護關會
合辦

「病人支援站」～
社區資源推廣服務

由各機構／病人組織介紹有
關服務（糖尿科、心臟科、腎
科、風濕科、腦科等）

週一至週五
上午9:30-1:00 / 
下午2:15-5:15

8 2595 6342
參與機構／病人組織當
值時間請向病人支援站
查詢

社區復康大使 癌症病人及家屬 週一至週五
上午9:30-12:00 / 
下午2:00-4:30

腫瘤科 2595 4165 與癌協中心合辦

癌症復康新體驗 癌症病人及家屬 8/9（三） 下午2:30-4:30 2 2595 4165 與癌協中心合辦

迎新會下午茶 乳癌及婦科癌新症病人 6/8（五） 下午2:00-4:30 中環癌協 2595 4165 與展晴社合辦

手工藝~利是封摺紙班 乳癌及婦科癌新症病人 3/8（二） 下午2:30-5:00 2 2595 4165 與展晴社合辦

『食出健康～識飲適
食』講座

癌症病人及家屬 24/7（六） 上午10:30-12:30 12 2595 4165 與威爾斯、伊利沙伯、
屯門、瑪麗、瑪嘉烈醫
院癌症病人資源中心及 
癌協合辦

如何面對生死～ 
輕鬆渡過每一天

癌症病人及家屬 14/8（六） 上午10:00-12:00 12 2595 4165

家屬同行～
關懷互助系列

精神病康復者家屬 28/7（三） 下午4:00-5:30 3 2595 4008
與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
處家屬資源中心合辦

家屬同行～
痊因有你系列

精神病康復者家屬 23/7, 27/8,17/9 （五） 下午4:00-5:30 3 2595 4008 與利民家庭學社合辦

家屬同行～
復康路系列

精神病康復者家屬 4/9（六） 下午4:00-5:30 3 2595 4008
與香港家連家精神健康
倡導協會合辦

「天空海闊家友站」迎
新活動~家點力量

精神病康復者及家屬 10/8, 7/9, 12/10（二） 下午4:00-5:30 3 2595 4008 與醫院精神科合辦

復康茶座（第12期） 樂民居精神病康復者及家屬
13/7（二）, 16/7（五）, 
20/7（二）, 22/7（四）, 

27/7（二）

樂民居：下午
戶外：全日

樂民居及
戶外

2595 4008
與精神科樂民居、浸信
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及扶
康會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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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

服務名稱 服務內容
服務時間
（服務要求：每星期服務一節）

病房大使 為住院病人提供關懷慰問、協助餵飯及院內購物等服務 星期一至六 上午 11:00-1:00

病人支援站
為專科門診覆診及出院病人提供院內護送、諮詢、健康資訊及 
活動報名服務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30-1:00
 下午 2:15-5:15

互心軒 為覆診癌症病人提供院內護送、諮詢、健康資訊及活動報名服務
星期一至五 上午 10:00-12:30
 下午 2:00-4:30

復康店 當值復康店，協助售賣病人用品
星期一至六 上午 11:00-1:00
星期一至五 下午 3:00-5:00

中心接待大使
‧那打素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於各中心協助接待處的運作，包括處理復康咭申請、輪椅及 
健康資訊借用手續，及解答一般服務查詢等

星期一至五 上午 10:00-1:00
 下午 2:00-5:00

藥房大使 在專科門診大樓/主座大樓藥房服務，為覆診者派發取藥號碼
星期一至五 上午 10:30-1:00
 下午 2:30-5:00

癌症病人圖書閣 當值癌症病人圖書閣，協助借還、整理及包裝書籍
星期一至五 上午 10:00-12:30
 下午 2:00-4:30

剪髮服務 為長期住院或有需要的病人剪髮 星期六 下午 3:00-5:00

兒科遊戲服務
以遊戲、手工、圖畫等不同方式，陪伴住院病童，紓緩壓力及 
協助適應住院

星期六 下午 2:30-4:30

精神健康資源站 派發活動宣傳單張及解答基本查詢 星期一至五 下午 2:30-4:15

活動支援服務 籌辦及協助推行病人及義工活動 按需要而定

消毒物品包裝組 為中央消毒物料供應部包裝消毒物品
星期一 上午 9:30-12:00
星期三 下午 2:00-4:00

藥物包裝組 在藥劑部內工作，包裝藥物，減輕門診病人輪侯藥物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00-12:00
 下午 1:00- 4:00

退藥服務 將病房剩餘藥物分類數算，以節省資源 星期一至六 上午 9:30-12:30

病歷檔案部文職工作 協助檔案整理及文職工作
星期一至五 上午 10:00-12:30
 下午 2:30-4:30

朋輩關懷服務
由長期病患者及康復病人以過來人身份擔任義工，透過探訪、組織講座及活動，鼓勵新症病者抒發內心憂慮， 
增加信心，積極面對疾病和治療，發揮互助的精神。

義工訓練及活動
名稱 對象 日期 時間 地點＃ 查詢電話 備註

義工基礎訓練課程
已於港島東聯網醫院登記
之義工，並有志參與關懷病
人服務

8/9（六） 上午10:00-下午4:00 4 2595 6342

喜「樂」義工訓練 港島東聯網醫院義工 25/9, 2/10（六） 下午2:30-4:30 律敦治醫院 2595 6342

上述部份活動與本院各部門或社區復康服務機構合辦，活動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歡迎加入 
義工行列



電郵：pyneh_prc@ha.org.hk　　網址：http://www.healthyhkec.org/

通訊處：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主座一樓  那打素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

編輯委員會：黃敏櫻、鄧惠霞、黃婉容、朱艷雯、蕭喬青

1 那打素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 5 東座大樓地庫二樓 9 K6日間老人醫院

2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6 專科門診大樓地庫三樓西翼 10 西灣河室內運動場

3 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7 東座大樓地庫一樓 11 青協大樓1002-1003室

4 主座大樓三樓職員休息室 8 專科門診大樓地庫一樓東翼 12 醫院管理局大樓閣樓演講廳 

活動舉行地點

中心開放安排
中心內講座及小組活動

（如活動舉行前3小時仍懸掛）
戶外活動

（如活動舉行前3小時仍懸掛）

熱 帶 氣 旋 警 告

1號 照常開放 如常進行 如常進行

3號 照常開放 ★ 活動取消

8號或以上 停止開放 活動取消 活動取消

暴 雨 訊 號

黃色 照常開放 如常進行 ★

紅色 照常開放 ★ 活動取消

黑色 停止開放 活動取消 活動取消

熱帶氣旋及暴雨警告訊號下之服務安排

★ 本部門將根據實際天氣情況，決定活動是否舉行或取消，並通知參加者有關安排，敬請留意。

名稱 服務地點 電話 對象 開放時間

那打素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 主座大樓一樓 2595 6342
長期病患者及其家屬、 
有興趣投入義工服務人士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30 - 下午 1:00
 下午 2:00 - 5:30
星期六 上午 9:30 - 下午 1:00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東座大樓一樓 2595 4165 癌症病人及家屬

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東座大樓一樓 2595 4008 精神科病人及家屬 星期一至五 下午 2:00 - 5:30

復康店 主座大樓地下 2595 6222 港島東聯網屬下醫院的長期病患者
星期一至五 上午 11:00 - 下午 1:00
 下午 3:00 - 5:00
星期六 上午 11:00 - 下午 1:00

港島東醫院聯網
社區網絡辦公室

主座大樓二樓 2595 6263 臨床部門、社會服務機構、社區團體 不適用

服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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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支援服務
服務名稱 服務地點 對象

1. 健康資訊站 
免費借閱書籍、光碟、錄影帶及提供病人組織、社區資源等資料

本院病人及其家屬

　那打素資訊站 那打素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 主座一樓

　癌症資訊站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東座一樓

　精神健康資訊站 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東座一樓

　病人支援站 專科門診大樓地庫一樓東翼（近抽血站）

　綜合兒童復康中心
　家長資源閣

東座大樓地下物理治療部內

2. 復康用品售賣服務 
提供病人家用醫療用品及營養飲品等

復康店
　港島東聯網病人及其家屬
　需由醫護人員轉介

3. 復康用品借用服務 
借用＃輪椅、假髮等

那打素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本院病人
＃需由醫護人員轉介

4. 諮詢及轉介服務 各病人資源中心 本院病人及其家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