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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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是港島東醫院聯網成立十週

年，在這個極富意義的一年，聯網義工嘉

許典禮亦於6月17日首次舉行。當日

有超過550位義工出席，在眾多聯

網管理層及前線同事的見證下，接

受嘉許及頒授獎項。

　　說到獎項，不得不提服務35年

的郭惠珍女士（服務於東區醫院及律敦

治醫院）及一年服務達827小時的劉少端女

士（服務於黃竹坑醫院），她們從港島東醫

院聯網總監劉楚釗醫生手上領取獎座，場

面溫馨感人。此外，2010年聯網義工註冊

人數達1713人，服務總時數更達80398小

時，參與服務團體有76個，這些成績實

在令人感到驕傲。

　　典禮當中，透過訓練、服務、聯誼

活動相片集及義工心聲短片的分享，讓

人感受到港島東聯網義工處處散發著義工

正能量。而每位頒獎嘉賓於頒獎前作的「半

分鐘鼓勵」，更給予義工無限鼓勵及肯定，

這更是推動義工繼續凝聚及發放正能量的動

力。

　　此外當日更邀請到聖雅各福群

會復康服務「心飛舞團」及長洲醫

院義工黃德明伉儷作舞蹈表演，仁

濟醫院大埔地區支援中心「ROCK 

FIVE樂隊」作音樂表演，他們精

彩、專業及互動的演出更獲得全場的

歡呼喝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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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主禮嘉賓主持進行「凝聚義工正能
量」的開幕儀式。

港島東醫院聯網總監劉楚釗醫生與最
高服務年資獎及最高服務時數獎的得
主合照。站在劉醫生身旁的就是郭惠
珍女士(左5)和劉少端女士(左6)。

典禮活動於溫馨的歌聲中完滿結束。

「心飛舞團」（下）和長洲醫院義工
黃德明伉儷的演出。



　　對於患上癌症的病人

來說，要面對的壓力是很大的。首

先他們要面對身體上的不適，在

進行治療期間也要面對治療所帶來的副

作用，其不適之感只有自己知道。再者，病人

也可能要面對心理上的壓力：「自己是否成為家人

的負累？」、「我的病會否治癒？」、「如何負擔

昂貴的醫療費用？」等問題常常出現。病人很多時

都不知道可以如何減壓，令生活更加緊張。

　　不過有幾位癌症病人有這樣的分享：「在過程

中我可以好專心做創作，咩煩惱壓力都無晒！」、

「可以响呢度同唔同的病友傾偈，我覺得個人輕鬆

晒！」、「原來中心有咁多好活動可以俾我減下壓

力，真係好開心！」以上的分享，都是一些病人在參加「創藝減壓工作

坊」和「傾心吐意聚一聚」活動後的心聲。可見活動能令大家減減壓，

又可以彼此分享、互相鼓勵和學習，讓生活更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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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剛過去的4星期，逢星期五下午走近精神健

康資源中心，總會聽到響亮的擊鼓聲，那些擊鼓

聲發放著正能量，叫人精神為之一振。細問之

下，原來中心與利民會友樂坊一同為精神病康復

者提供一個名為「擊鼓晴天」非洲鼓班，這個小

組透過精神病康復者的參與，讓康復者發掘個人

潛能，重建自信，一心一意向著康復路進發；我

們更盼望小組能成為康復者走出社區的橋樑，為康

復者「鋪橋搭路」提供合適的社區復康資源，鼓勵

他們走出自己患病後的康莊大道。

（更多活動查詢：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2595 4008)）

非洲鼓聲、打動
心靈

　　每次活動後，我們常遇到這個情況：家屬在參加活動

後，會再到中心一次，探訪我們，多謝我們，我們心存感

動，因為我們為這些無助的家庭幫上點點忙、給他們找著

出路！你也遇到相關難題嗎？例如：感到與精神病康復者

相處困難重重，又缺乏精神病的知識及想找人聽聽你的照

顧心事，歡迎參加我們專為家屬而設的每月活動，一

定有一個合你意！

（更多活動查詢：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2595 4008）

鄭美莉（社工）



　　“講解清楚詳盡！我原本想問關於社區支援服

務的問題你們都解答了！”

　　“我也有中風的後遺症，有時會感到手指發麻，其實只

要不太集中留意發麻的情況，整體來說對生活影響不大，如

果不說出來，別人也不知道我曾中風。”

　　“中風之後身體活動能力雖然無以前咁好，但我keep住做復康運

動，現在已恢復大部分活動能力，自己日常生活都可以應付到，算是

不錯了！”

　　從以上多位「腦友聚一聚」參加者的心聲分享可反映出：參加此

活動之後，除增加他們對中風後復康的認識外，更鞏固他們對「自我

管理」與中風後復康的重要性。

　　這個由本院腦內科、病人資源中心及社區復康網絡合辦的活動，

透過專題講座及過來人分享，讓剛出院的中風病人及家屬更了解中風

後的生活適應及如何預防再中風。

　　自2010年5月起活動採用電腦化轉介系統後，更方便病房醫護人員

轉介出院中風病人參加活動，從參加人數可反映：轉用電腦系統後轉

介成功率提升達60%，每次活動都有30多位病人及家屬參加。

　　正如社區復康網絡社工的對參加者的勉勵：患上中風對病人來

說，就像遇上突如其來的急風暴雨，但只要對風雨 (中風) 有所認識及

作好準備 (持續復康)，就不用因害怕風雨而不敢出外。

陳達偉（社工）

　　“呢個小組感覺好舒服！估唔到可以用咁輕鬆的方法去認

識生命。”“雖然條腰好痛，但係我覺得出席呢個小組好開

心！”來自兩位參加者的回應。這是「新的一頁」痛症課

程的特色，這個課程由那打素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與

麻醉科及院牧部一同舉辦，課程中社工和院牧利用遊

戲、歌曲和分享，與參加者一同重新探討和認識生

命，過程輕鬆而且舒服。

　　“有同路人的分享，可以互相扶持。”除了社工

和院牧的帶領之外，這個課程還會邀請同路人作分享，

互相打氣及扶持，透過歌聲將關愛傳揚出去。同時課程中

亦會向參加者介紹社區復康機構，讓痛症患者可以了解社區復康設施，

有助離院後參加復康治療。

　　“在人潮和圍牆下只要願意 憑著一雙手總是可以，晴朗的天空

中跨過彼此的疆界 連潮流亦會轉移”痛

症患者需要長時期與痛楚抗爭，需要無

比的勇氣和家屬朋友的支持，希望每

一位痛症患者都能夠如歌曲名稱，重

新找到自己的晴空，並隨之再出發，

活出新一頁！

繆咏荷（社工）

中風病患者及家屬社區融合計劃──

腦友聚一聚

中風專科護士莫姑娘深入淺出地向病人及
家屬介紹預防再中風講座，是活動中最受
歡迎的環節。

特別向中風病人及家屬介紹合適的社區復
康資源，讓他們更了解如何在社區中尋找
合適的資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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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之前的“東區腎友自助小組”，

現已註冊為“東區腎友自助會”（簡稱“東腎會”），今年

剛好十五歲。在這些年間，它是倚賴一群熱心的醫護人員、社工、腎友、

家屬和義工，在自助互助的精神下，努力耕耘，將會務積極推行，真使人敬佩。

　　為了慶祝東腎會成立十五載，執委們特別在四月三十日籌辦了一個熱鬧的週

年晚會。當晚有佰多人出席，大會以「懷舊」作為活動主題，除了大快朵頤，還

有多項精彩的綜藝匯演和抽獎。參加者均在一

片喜悅聲中渡過愉快的一晚。當晚出席的嘉賓

和會員都獲派發一本印刷精美的十五週年紀念

特刊。紀念特刊不是一本甚麼大著作。但它記

述了這些年來東腎會的活動和發展，也記載了

各顧問和友好的鼓勵和贈言、會員的祈望和心

聲。特刊也包括一些近年的活動相

片，提供美好的回憶。

　　能夠參與週年晚會和紀念特刊

的籌劃工作是我的榮幸。雖然我

加入了東腎會只有數年，不過從過

往參加活動中，深深體會到自助互

助的重要。只要勇於嘗試及參與，

縱然跌倒，最後總會成功，而且嘗

試當中所學習到的經驗將會一生受

用，好像製作特刊時需要追稿、配合排版等情況；籌劃晚會時學習到設計活動流

程的技巧，這些經驗不論對日後會務或是自我發展，都有一定裨益！

　　東腎會這位十五歲的年青人正慢慢成長，祝願她能夠繼續發光發熱，隨後還

有更多的十五年！

東腎會委員　李偉才

　　經過數個月的努力，冬日護老特Call隊

順利完成任務！義工們以每星期的一個電話問候、

一個窩心提醒、一個專業回應陪伴超過260名出院的獨

居長者過渡剛過去的寒冬。

　　為表示對義工們大大的感激，本院特別於2011年3月29日舉行一個義工分享

會。當天出席的義工除了逐一接受由醫院代表頒發的嘉許狀外，更把握機會互相分

享此段時間悲喜交集的心情。

　　「長者被我說服嘗試安裝平安鐘，那一刻我真的很高興啊！」

　　「聽著長者對身體情況的描述，我發現不大對勁，立即鼓勵他求醫，雖然我很擔心，

但相信他能夠盡快得到適切的治療！」

　　「長者哭著感激我們的慰問，因為平日甚少有人主動關心他；我哭著感激他讓

我們關心，並提醒他小心照顧身

體！」

　　雖然寒冬已過，義工們將會

繼續關心有需要的病人。歡迎成

為我們的其中一份子！

曾嘉瑩（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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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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區腎友自助會週年生日會 會員、本院腎友及家屬 16/7（六） 下午3:00-5:00 香港麗東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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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需要而定 按需要而定 C4病房 2595 6342 與內科（腎科）及東區腎友
自助會合辦

「糖尿病與腎」中醫講座
勿糖組組員或 
本院糖尿病病人

16/9（六） 下午2:30-4:00 4 2595 6342 與勿糖組合辦

糖尿病併發症體驗
勿糖組組員或 
本院糖尿病病人

27/8（六） 下午2:30-4:00 3 2595 6342 與勿糖組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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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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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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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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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膚樂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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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1 那打素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    2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3 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4 主座大樓三樓職員休息室
 13 西灣河室內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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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三） 下午2:30-4:30 1 2595 6342 由內科（腎科）醫護
人員轉介

活出彩虹∼腹膜透析延續
復康課程

已開始接受腹膜透析（洗肚）
約半年之本院腎友及家屬

6/8, 13/8, 
20/8（六）

上午10:00- 
下午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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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病人及家屬 2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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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一頁痛症課程 痛症科覆診患者及其家屬 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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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16/9（五） 上午9:30-12:30 1 2595 6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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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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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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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四） 下午2:30-4:30 2 2595 4165 與創域會合辦

「音樂譜新生」講座 癌症病人及康復者 19/8（五） 上午10:30-12:30 2 2595 4165

「音樂譜新生」音樂治療小組 癌症病人及康復者

26/8-18/11
（五） 

（共12節, 23/9
除外）

上午10:30-12:30 2 2595 4165

治療中或完成癌症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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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傾心吐意聚一聚 癌症病人、康復者或家屬
8/7, 5/8, 2/9
（五）

下午2:30-4:00 2 2595 4165
每次都有不同主題分
享，可以讓你輕輕鬆
鬆與大家傾心吐意

「失眠，拜拜」小組 癌症病人及康復者
1/8-22/8（一）
（共4節） 下午2:00-4:00 2 2595 4165 與中環癌協中心合辦

「我的故事」故事書 
創作工作坊

癌症病人及康復者
5/9, 26/9（一）
（共2節） 下午2:30-4:30 2 2595 4165

把自己獨特的生命故
事創作成為一本故事
書。參加者不用任何
藝術創作經驗。

精神健康全面睇 精神病康復者的家屬
13/7, 10/8, 
7/9（三） 下午4:00-6:00 3 2595 4008 與院內精神科及社區

復康機構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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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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週二、週四
及週六

下午2:30-4:30/ 
上午1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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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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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1 那打素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    2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3 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4 主座大樓三樓職員休息室 
5 東座大樓地庫二樓    6 專科門診大樓地庫三樓西翼    7 東座大樓地庫一樓    8 專科門診大樓地庫一樓東翼 
9 東座大樓地庫二樓癌症病人圖書閣   10 醫院管理局大樓閣樓演講廳    11 律敦治醫院主座大樓地庫一樓演講廳    
12 醫院管理局大樓研討室2

社區復康活動
名稱 對象 日期 時間 地點＃ 查詢電話 備註

腦友聚一聚 已出院之中風病人及其家屬 9/7（六）, 17/9（六） 上午11:00-1:00 4 2595 6342 與內科（腦內科）及 
社區復康網絡合辦

健體舞訓練計劃 適合已接受腎臟移植的患者 9/7-27/8（六） 上午11:00-12:00 鰂魚涌 
體育館

2595 6342 與內科（腎科）及 
社區復康網絡合辦

關節炎治療‧ 
自療大解碼講座

關節炎患者及家屬 23/7（六） 下午2:30-4:30 11 2595 6342

與內科（風濕科）、
社區復康網絡、香港
強脊會、毅希會、銀
屑護關會及B27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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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0/ 
下午2: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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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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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下午2:00-5:00 中環癌協 2595 4165 與展晴社合辦

繽紛香皂製作班
治療中的乳癌及婦科癌病人
及展晴社會員

13/7（三） 下午2:15-4:15 9 2595 4165 與展晴社合辦

利是封花燈製作班
治療中的乳癌及婦科癌病人
及展晴社會員

2/9, 9/9（五） 下午2:00-4:45 9 2595 4165 與展晴社合辦

認識正電子掃描 癌症患者及其家屬 16/7（六） 上午10:30-12:3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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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灸與中藥 癌症患者及其家屬 13/8（六） 上午10:00-11:30 10 2595 4165
從死悟生： 
如何從容為死亡作準備

癌症患者及其家屬 3/9（六） 下午2:30-4:30 12 2595 4165

離院後⋯社區復康服務
知多少？

精神病康復者的家屬  20/7, 21/9（三） 下午4:00-5:30 3 2595 4008 與利民家庭學社合辦

如何與有精神困擾的家人
有效溝通

精神病康復者的家屬 28/9（三） 下午4:00-5:30 3 2595 4008
與浸信會愛羣社會服
務處家屬資源及服
務中心合辦

會友聚一聚
精神病康復者 
（已入會康復者優先）

11/7（一）,  
20/9（二） 下午4:00-5:30 3 2595 4008 天空海闊家友站主辦

認識精神健康小組 精神病康復者的家屬
18/7~17/8
（一及三）

上午4:00-6:00 3 2595 4008
與浸信會愛羣社會服
務處家屬資源及服
務中心合辦

家屬茶聚一刻鐘 精神病康復者的家屬
25/7, 29/8, 
26/9（一） 下午4:00-5:30 3 2595 4008 天空海闊家友站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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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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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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六） 上午10:00-下午4:30 4 2595 6342

換骹病人病房探訪服務
分享會

換骹病人病房探訪服務義工 9/7（六） 下午3:30-5:00 4 2595 6342 與人工關節復康協會
合辦

服務推廣大使義工訓練

義工招募對象包括康復者、家
屬及有志服務精神病患者的社
區人士，訓練後義工將於本院
精神科門診部及病房探病等候
區，協助覆診病人認識及善用
社區復康資源。

23/7（六） 上午9:00-下午1:00 3 2595 4008 天空海闊家友站主辦

急症室大使義工訓練 有志參與急症室義工服務人士 27/8（六） 上午9:30-下午4:3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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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3 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4 主座大樓三樓職員休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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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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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 下午 1:00
 下午 2:00 - 5:15
星期六 上午 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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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00 - 下午 1:00
 下午 2:00 -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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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15

復康店 主座大樓地下 2595 6222 港島東醫院聯網長期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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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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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島東醫院聯網長期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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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委員會：黃敏櫻、胡　怡、繆咏荷、朱艷雯、蕭喬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