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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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主題融入環境中
　　除了換上環保燈管，牆身地板都選用暖和而光猛的色調，配合由

設計師特別為那打素中心在接待處設計的圖案〜太陽花和飛鳥，再加

上由義工悉心打理的花卉盆栽，突顯中心主題〜愛心、活力、生命

力！齊發放、互吸引！

　　現在中心的常規服如社交心理支援服務、互助網絡、社區聯

繫、義工服務及復康資源借用已回復正常。稍後中心還加設上網服

務，為病者、家屬和義工提供多元化及更快捷的健康資訊。

歡迎您到那打素中心一趟，分享我們“新”的轉變，“新”的喜悅！

黃婉容（中心主任）

「前舖後居」增加溝通和支援
　　同事們一直都是分散坐。現在同事可以每天「聚首一

堂」，見面時間多了，亦方便一齊商討服務情況，增加溝通。

另外，接待處在職員辦公室前面，有「前舖後居」模式，遇到

突發事情也可第一時間互相補足替位。

各位朋友：

　　還記得去年（2010）夏天，我們報導了那打素中心裝修的消息及

受影響的服務安排。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三個階段約半年的裝修

工程已於12月完工，而中心運作及服務已於11月初逐步在原址恢復。

首先讓我介紹裝修後的特點吧！

服務空間得到改善及增加
　　中心詢問處地方擴闊了，為更多病人、家屬及義工提供服務查

詢，活動報名及復康資源借用。更可喜是，義工資訊閣與中心詢問

處連接，加強與義工溝通和支援。

　　以往只有一個活動室，如今我們把一間職員辦公室改裝成多用途

活動室，加強針對長者及長期病患者的電話關懷服務；並促進與社區

伙伴的合作，提供更多元化朋輩義工關懷

服務，深入發展院內服務諮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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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1月6日的義工旅行在充滿笑聲下順利舉

行，是次旅行非常特別，是由東區醫院社區及病人資源

中心和律敦治及鄧肇堅醫院健康資源中心首次聯合舉

辦，希望藉此增進醫院間義工的認識及服務上的交流。

　　當日天公有點不造美，到達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

村時已下着大雨，但這並不影響義工的熱情及興奮的心

情，看看他們的參與多投入，玩得多開心。一開始便是

熱身遊戲，義工按服務年資排成一條龍，當中有義工新

丁只服務了三個月，資深義工服務了廿六年呢！

　　接着的集體遊戲「起高樓」，更體現着義工們的合

作及團結精神，有的提供構思，有的配合實踐，很快就

見一座一座的「高樓」建成。看著這畫面，令我更要感

謝一直為醫院貢獻的義工，我們所定的服務方向，全靠

義工們為我們一一實踐，讓義工服務得以打好根基，不

斷向上發展。

　　義工朋友，多謝您！

葛詠茵（社工）、杜麗娟（活動助理）

　　「造口」是什麼來的？為何造口袋有分開口和密口？造口病人

時常會面對什麼困擾？

　　這是復康店義工們經常會遇到的疑問。有見及此，復康店邀請

本院造口科資深顧問護師何志偉先生，於今年11月13日舉辦了一個

名為「復康店義工加油站──認識造口科病人服務」義工訓練。

　　透過資深顧問護師的悉心講解和義工們踴躍的發問，讓義工認

識造口病人的症狀、治療、身體變化及心路歷程，從而理解到造口

用品對病人治療及復康的重要。除了增加有關「造口」的知識外，

義工們也藉此機會分享服務的經驗和感受，促進彼此溝通和聯繫。

經過是次訓練活動，義工能夠把所學到的知識應用到日常店務工

作，尤其解答造口用品的疑問，並明白病人的需要。

　　每年復康店會舉辦義工進階訓練，藉此加強義工對長期病患者

復康用品及身心社交需要有深入認識，得以配合治療或復康過程，

讓義工成為醫療團隊的好拍擋。如果您有興趣加入復康店義工團

隊，歡迎親臨那打素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登記。

黃婉容（中心主任）、陳瑞華（活動助理）

復 練店          工康 義 訓



　　2010年的「東區醫院日」已於11月27日（星期六）順利
舉行，當日除既有的步行籌款外，還新增了首度舉辦的慈善賣
物會，除可進一步加強與社區伙伴的合作外，亦可凝聚員工的團
隊精神。當然，我們更希望能為本院慈善信託基金籌得更多款
項，用以支持及提升醫療服務質素。

　　一如以往，慈善步行都得到不少社區伙伴的支持，今年共
有44個義工團體、病人組織、社會服務機構、學校、區議員
及居民組織的參與，推動超過1300人參與，籌款額亦非常突

出，更獲得不少獎項。在此恭喜再
次獲最高籌款額獎的余國治女

士（個人）及展晴社（組
織）、最踴躍參與獎的展
晴社、北角衛理堂幼稚
園、香港筲箕灣柴灣坊眾
會（義工團）、社會福利

署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及醫院義工團隊。

　　今年首辦的慈善賣物會共有32個攤位，包括賣物、遊戲、個人
保健、DIY角落、撕紙藝術、拍照角落及飲食攤位。其中的16個

攤位更是由社區伙伴一手包辦，從設計遊戲、預備禮物、自製
或收集義賣物品、運作攤位及維持秩序等，他們都作出完善及
悉心的安排。醫院有着這些熱心及動員能力極強的社區伙伴
作支持，真是值得驕傲。

葛詠茵（社工）、孫詠雅（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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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醫院日2010 〜

  慈善賣物會及步行同樂日

　　樂樂、Cha Cha及Lay Lay三位精靈可愛的狗醫生，神氣地披
著紅頸巾及佩帶上工作證，到本院執行親善任務，與幾十位精神
科住院病友共度了一個溫情歡娛的下午。

　　這個愛心探訪活動已是連續第三年與「亞洲動物基金」合
辦，過程中三位狗醫生各展身手，與多位院友合作表演「走8字過
雪糕筒」、「拋接球」、「用尾巴打鼓」等不同難度的遊戲，更
在分組時間與多位院友近距離親善接觸。

　　初時有些院友因怕陌生而不敢與牠們一起玩，但熟落了後都
嚷著要與三位「醫生」合照，更有一
些平日在病房內表現沉默的院友也被
氣氛感染，表現得積極起來。這次探
訪活動裡，深深地體會到三位狗醫生
以無限親切，撫慰了院友的心靈！

陳達偉（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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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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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事知多啲 

　　本年為「國際
胸肺年」，為吸引更多市民關注及了

解胸肺科疾病，由本院內科部呼吸科主辦，
社區及病人資源部、港島東醫院聯網社區網絡辦

公室協辦的「肺」之年〜「肺」事知多啲 - 健康推
廣大型活動，已於十二月十二日順利舉行。

　　活動當日可謂陣容鼎盛，先由港島東醫院聯網總監
任燕珍醫生為活動致歡迎辭，寄語市民多注重胸肺健康，

更由四位本院呼吸科專科醫生分別為市民講解慢性阻塞性肺
病、哮喘、睡眠窒息症及流感預防疫苗，加深港島東居民對

「氧」生之道的認識。

　　此外，場內更設有免費的簡單胸肺功能檢查，並邀請到香
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聖雅各福群會及多個藥廠參與，設置
全部以肺部健康為主題的遊戲攤位及呼吸科儀器展覽，喚起市民
對胸肺科疾病的關注。同時透過這活動，參加者可將信息帶回社
區，加強市民對健康之關注。

吳美慧（活動助理）、朱艷雯（活動助理）

根據香港醫院管理局-「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2008年之統計數字，香港癌症數字正在持續上
升，癌症市民也積極關注癌症治療及預防復發。近年積極在地區一同舉辦癌症教育講座，期望透
過講座提升病人對癌症的認識及康復的信心，如你有興趣了解更多，歡迎到訪就近的癌症病人資
源中心查詢！

鄭美莉（社工）

合辦機構：醫管局屬下癌症病人資源中心、香港癌症基金會屬下癌協服務中心

活動需憑券入場，活動入場券將於活動舉行前一個月開始於各中心派發

查詢電話：東區醫院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2595 4165

社區癌症教育講座 〜 最新動向社區癌症教育講座 〜 最新動向

內容 了解正確健康飲食的觀念及食療分享
從苦難中看出生活的智慧及 

癌症病人患病後的出路

日期 2011年1月8日（六） 2011年3月13日（日）

時間 下午2:30-4:30 上午11:00-12:30

地點 伊利沙伯醫院D座多用途室
醫院管理局大樓閣樓演講廳 
（九龍亞皆老街147號Ｂ）

講者 註冊營養師 胡敏慈小姐  了一法師

對象 癌症病人、家屬 癌症病人、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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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互助網絡
名稱 對象 日期 時間 地點＃ 查詢電話 備註

腎科朋輩關懷服務 
（病房探訪及電話關懷）

C4腎病病人及家屬 按需要而定 按需要而定
1或 

C4病房
2595 6342

與內科（腎科）及東區腎
友自助會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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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595 6342 必須由糖尿科護士作評估

換骹病人手術前預備班新
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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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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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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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由糖尿科護士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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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人工關節復康協會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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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人工關節復康協會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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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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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晴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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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腄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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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2: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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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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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三） 下午2:30-4:30 1 2595 6342
由內科（腎科）醫護
人員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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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595 6342
由醫護人員或營養
師轉介

「超巿漫遊知多D」 
工作坊

糖尿病病人及家屬 26/3（六） 下午1:30-5:3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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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一頁痛症課程 痛症科覆診患者及其家屬 31/3（四） 下午2:30-4:30 1 2595 6342
痛症科、院牧部合
辦

攜手護心工作坊 心臟衰竭病人及家屬 28/1, 25/3（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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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定（五） 晚上7:00-9:00 1
2595 6342 
2595 7162

由醫護人員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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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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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頸部癌症治療後
須知」工作坊

頭頸部癌症病人 22/2（二） 下午4: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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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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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定 待定 2 2595 4165 與創域會合辦

音樂鬆一鬆 癌症病人、康復者或家屬 待定 待定 2 2595 4165

＃請按後列活動地點號碼查閱
社會心理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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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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腎科腎友及家屬 待定 下午2:00-3:0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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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六）
26/2（六）

上午11:00-1:00 1及4 2595 6342
與內科（腦內科）及社
區復康網絡合辦

社區教育系列～風濕科
強直性脊椎炎藥物治療
新趨勢

強直性脊椎炎患者及其家屬 15/1（六） 下午2:30-5:00 11 2595 6342

港島東聯網內科（風
濕科）、社區復康網
絡、律敦治健康資源
中心、B27協進會、香
港強脊會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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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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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595 4165 與癌協中心合辦

癌症復康新體驗 癌症病人及家屬 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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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五） 下午2:00-5:00 10 2595 4165 與展晴社合辦

手工藝班～十字繡
治療中的乳癌及婦科癌病人
及展晴社會員

4/1, 11/1（二） 下午2:30-5:30 10 2595 4165 與展晴社合辦

食出健康 癌症患者及其家屬 8/1（六） 下午2: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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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及癌協合辦樂觀面對人生中的苦難 癌症患者及其家屬 13/3（日）

上午11:00-
12:30

13 2595 4165

家屬同行～
關懷互助系列

精神病康復者家屬 2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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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11/2（五） 下午4:00-5:30 3 2595 4008 與利民家庭學社合辦

精神健康全面睇 精神病康復者家屬 8/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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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二） 下午4:00-5:30 3 2595 4008 與醫院精神科合辦

會友聚一聚
精神病康復者
（只限已入會康復者）

20/1（四）, 18/3
（五）

下午4:00-5:30 3 2595 4008

天空海闊家友站主辦
服務推廣大使義工訓練
2011

精神病康復者、
家屬及社區人士

29/1（六） 上午9:00-1:00 3 2595 4008

「天空海闊你和我」
暨「精神健康綜合社區
中心」推廣月

精神病康復者、家屬及社區
人士

19/2（六） 下午2:30-5:00 3 2595 4008
精神科、社區及病人
資源部、職業治療部
合辦



歡迎加
入義工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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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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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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屆精神健康
之友」義工訓練計劃

18歲或以上社區團體義工
15/1, 
22/1, 

29/1（六）
下午2:30-下午5:00 3 2595 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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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六）
上午10:00-下午

4:30
4 2595 6342

腎科病房～朋輩關
懷服務訓練課程

本院腎病病人及家屬，有志
參與關懷腎友服務

1月 待定 1 2595 6342
與內科（腎科）及東區腎友
自助會合辦

服務推廣大使 
義工訓練2011

精神病康復者、精神病患者
的家屬、有志服務精神科康
復者的人士

29/1（六） 上午9:00-12:00 3 2595 4008

參加者必須經過面試，義工
將被安排於精神科門診部
及病房等候區當值，派發宣
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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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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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婉容、朱艷雯、蕭喬青

1 那打素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 6 專科門診大樓地庫三樓西翼 11 律敦治醫院演講廳

2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7 東座大樓地庫一樓 12 伊利沙伯醫院D座地下多用途室

3 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8 專科門診大樓地庫一樓東翼 13 醫院管理局大樓閣樓演講廳

4 主座大樓三樓職員休息室 9 骨科日間病房 14 西灣河室內運動場

5 東座大樓地庫二樓 10 東座大樓地庫二樓癌症病人圖書閣 15 社區復康網絡康山中心

活動舉行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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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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復康資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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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開放安排
室內講座及小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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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