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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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海闊V關愛社區」啟動禮已於2011年10月22日於小西灣社區會堂順
利進行。這個精神健康推廣活動帶來別開生面的互動環節，講者運用多樣
化的表達，就是要讓參加者明白關心身邊的人，携手建立「關愛社區」；
關愛包括身心與精神健康，講座相信先從學習關心自己及身邊的家人朋友
出發，繼而推動社區關愛文化。

活動讓參加者從不同角度了解精神健康，參加者有來自非精神復康社會福
利機構的朋友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長者地區中心以至婦女義工組，大家
一同參與其中，我們就是想透過這個活動宣揚關心身邊的家人、鄰居、朋
友，如發現身邊的「他」精神健康出現了問題，也明白他只是病倒了。

我們深信接納精神健康建基於了解，期望更多人能夠讓社區不同的群體也
正面了解精神健康。我們願意為關懷精神健康撒下種子，期望更多人的 
參與。如有興趣進一步了解「關愛社區」閉幕禮詳情，歡迎致電2595 4008 
精神健康資源中心（東區醫院東座一樓）查詢詳情。

鄭美莉（社工）

出席嘉賓齊齊為活動揭開序幕

參加者讓飛機高飛，
表示承諾會關愛自己
及身邊的家人

愛笑瑜伽，做完人人笑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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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在手術前分享中認識那位病人，當時她還很擔心手術

後的情況，後來在病房探訪服務中遇見她，原來剛做完換骹

手術，與她攀談了一會讓她舒緩一下不安的心情，之後又在

旅行活動中遇到她，看見她已能在拐杖協助下，一步一步行

得越來越好，她說很多謝我們的鼓勵……想起當初她對手術

後的擔心，及現時的進步，心中感到很是喜悅！」

以上義工心聲，正是一群熱心的換骹病人義工，十多年來積

極關懷本院換骹病人義工服務的寫照，他們用自己的成功復

康經驗，關懷鼓勵新症病人，每年服務人數達300多人次，

包括即將接受換骹手術、或已做手術病人。

早前本中心舉辦「病房探訪服務義工訓練及分享」，讓新舊

義工聚首一堂，交流服務經驗，回顧服務成果及重溫探訪服

務技巧，新義工的加入，讓關懷力量能夠繼續薪火相傳，為服務病人繼續努力。

陳達偉（社工）

我們每個人的生
命也充滿著不同
的美好特質。

小組以不同的活動
引發組員的分享。

組員以黏土造出腫瘤
在他們心目中的外型
及分享其影響。

這個小組有別與其

他活動，我喜歡盡情分

享多於遊戲。

患病後，很多時候與人

傾談的話題總離不開病患，這

裡卻讓我有機會提到更多其他想

分享的事情，包括與家人的關

係等，實在很難得！

到現在我才發現

自己是一個忍耐力超

強的人啊！

我能夠將心底裡

的感覺講出來，心情

也變得好好。

我在這裡找到一

些能夠與我同喜同

悲的新朋友。

我們每個人也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獨特生命故事，當中遍佈

著好的或是不好的、順利的或是崎嶇的、期待的或是敬而

遠之的事情及特質，對於癌症病人來說，他們較容易被病

患遮蓋著生命中美好的特質，忽略了自己當中的努力。

有見及此，癌症病人資源中心特別邀請香港理工大學應用

社會科學學系講師列小慧博士合作，以敍事治療小組作

為介入手法，輕輕鬆鬆與癌症病人回顧生命中的一點一

滴，藉著分享癌症如何影響他們、參加者對付癌症的「計

仔」、他們生命中的VIP等，一起發掘生命中美好的人和

事，例如：有些組員發現自己有很強的忍耐力，亦有組員

被公認為很有情義的人。這些新故事有助參加者建立正面

的自我形象及找到其生活意義。

曾嘉瑩（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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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腎友都缺乏運動。其實做運動對腎友的復康十分

重要，能鍛鍊體魄、強身健體。 多年來，本院腎科、

社區及病人資源部、邀請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一

同推廣社區運動復康計劃，舉辦不同的運動班，如太

極班、健體舞及器械健體訓練計劃，又積極轉介腎友

參加東區腎友自助會的門球小組及步行小組。 我們希

望洗腎及移植的腎友都有機會做運動、並享受其中的

樂趣。

另外，「活力動感嘉年華」是一個集結醫院、社區伙

伴、病人組織及藥廠力量的大型攤位及集體活動，藉此

推廣運動好處多，鼓勵腎友積極參與。上年，活動由東

區腎友自助會主辦，反應熱烈、獲得很好的評語！

做運動好輕鬆、樂趣多, 又結識到新朋友。如果你都希

望參與上列的運動計劃，歡迎與本院腎科(C4)或本部

門聯絡。我們期待你的參與！

繆咏荷（社工）

腎友做運動是天方夜譚？

步行小組在維多利亞公園做完熱身，
準備出發啦！

做完熱身運動，
腎友繽紛嘉年華
正式開始！

看！東區腎友自助
會義工正在帶領輕
鬆健體運動。

太極班練習，
各位師兄弟，
請指教！

健身教練正在教授腎友器械健體的
基本技巧及安全須知。

門球這玩意，
一玩就愛上！

「估唔到門球呢項運動咁有趣！不過易學難精，要慢慢鍛鍊。」

「洗腎後都無機會出汗，宜家玩完室外門球，

可以出一身汗，感覺好舒服！」

「學咗幾堂太極之後，成個人精神咗，體力又好咗，而且仲可以

同其他腎友邊學邊交流，真係一舉幾得！」

「估唔到黎健身室做GYM係咁開心，我以後會多D黎做運動，強身健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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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解義工們嘩嘩聲？原來是義工出席2011年10月9日一日遊的心聲。

義工旅行是義工福利之一，為感謝義工們對病人及醫院無私的奉獻，亦

藉此提供機會讓義工彼此認識、增進友誼及交流服務上的點點滴滴。

旅行當日天朗氣清，我們先向大埔海濱公園進發，及後遊覽香港鐵路博

物館、香港科學園巨型金蛋廣場及天際100觀景台，更於香港科學園享

用自助午餐，大家開開心心的享受了一天。如果您也是本院義工一份

子，希望明年見到您啦。

葛詠茵（社工）

「東區醫院日2011」已於11月26日（星期六）順利舉行，

當日除了步行籌款外，更有首次以環保為主題的綠色嘉年

華，包括各類型的攤位及戶外表演，除進一步加強與社區

伙伴的合作外，亦可凝聚員工的團隊精神。我們更希望能

為本院慈善信託基金籌得更多款項，用以支持有需要的病

人及提升醫療服務質素。

今年的慈善步行都得到不少社區伙伴的支持，共有44個義

工團體、病人組織、社會服務機構、學校、居民組織及私

人機構的參與，推動超過1400人參加，籌款額亦非常突

出，更獲得不少獎項。在此恭喜再次獲得最高籌款額獎的

余國治女士（個人），醫院義工服務團隊更獲得最高籌款

額獎（組織）及最踴躍參與獎（義工組織）兩個獎項，其

他獲得最踴躍參與獎有展晴社、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

家長教師會、北角居民協會及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福

利辦事處。

綠色嘉年華共有35個攤位，包括特色禮品及有機蔬菜義

賣、遊戲、DIY、健康檢測、撕紙藝術、速畫及小食攤位

等。當中24個攤位更是由社區伙伴及醫院義工服務團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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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年華會中的戶外表演，除了本院的同事外，更邀請了幼

稚園、中學及社區伙伴預備了豐富的節目，為嘉年華作精

彩的表演。

感謝各義工團體、病人組織、社會服務機構、學校、教

會、居民組織及私人機構的熱心參與，讓醫院得到社區伙

伴的大力支持！

葛詠茵（社工）、孫詠雅（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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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對象 日期 時間 地點＃ 查詢電話 備註

社
會
心
理
支
援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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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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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病人及家屬 2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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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症新體驗 痛症科新症患者及其家屬 10/2, 9/3（五） 下午12:45-2:0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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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16/3（五） 上午9:30-12:00 1 2595 6342 由醫護人員轉介

病
人
互
助
網
絡

勿糖組新春團拜
勿糖組組員或 
本院糖尿病病人

待定 待定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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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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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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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節置換知多少」講座
已接受膝關節或 
髖關節置換手術病人

22/10（六） 下午2:30-4: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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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兒童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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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區
復
康
活
動

「養生宜動」太極班 本院腎科腎友及家屬
13/2, 20/2, 27/2

（一）
17/2, 24/2（五）

下午3:00- 4:30 11 2595 6342 與內科（腎科）及社
區復康網絡主辦

腦友聚一聚 已出院之中風病人及其家屬
11/2（六）
2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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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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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打素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活動

地點＃ 1 那打素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    3 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4 主座大樓三樓職員休息室    8 專科門診大樓地庫一樓東翼    
9 專科門診地庫二樓東翼    11 社區復康網絡康山中心    12 西灣河室內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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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對象 日期 時間 地點＃ 查詢電話 備註

社
會
心
理
支
援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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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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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頸部癌症後治療須知 頭頸部癌症新症病人及家人 2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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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二） 下午3:30-4:30 2 2595 4165 由醫護人員轉介

音樂鬆一鬆 癌症病人、康復者或家屬
7/3, 14/3, 

21/3, 28/3（三） 上午10:30-12:30 2 2595 4165

病
人
互
助
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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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晴社迎新會下午茶 乳癌及婦科癌新症病人 17/3（六） 下午2:00-5:00 中環癌協 2595 4165 與展晴社合辦

手工藝班∼十字繡
乳癌及婦科癌新症病人、 
展晴社會員

6/1（五） 下午2:00-5:30 5 2595 4165 與展晴社合辦

展晴專線 乳癌病人及家屬 逢週一 下午2:00-4:30 2 2595 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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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日電話關懷 鼻咽癌病人 逢星期三 下午2:30-4:30 2 2595 4165 與東日社合辦

造口病人朋輩探訪計劃 造口的癌症病人
隔週五及 
按需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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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區
復
康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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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三） 下午2:30-4:30 2 2595 4165 與癌協中心合辦
「如何幫助癌症病者增強
免疫力」講座

癌症病人及家屬 5/2（日） 上午10:00-12:0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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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來做個開心快活人」
講座

癌症患者及其家屬 2/3（五） 晚上7:00-8:30 10 2595 4165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活動

名稱 對象 日期 時間 地點＃ 查詢電話 備註

社
會
心
理
支
援
服
務

精神健康全面睇 精神病康復者的家屬
5/1（四）

8/2, 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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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復者的快樂秘笈 精神病康復者 16/2（四） 下午3:30-5:00 3 2595 4008

照顧者的快樂秘笈 精神病康復者的家屬 15/3（四） 下午4:30-5:30 3 2595 4008

社
區
復
康
活
動

天空海闊V∼
關愛社區閉幕禮

精神病康復者及家屬 3/2（五） 下午6:30 中央 
圖書館

2595 4008
與精神科、職業治療
部及3個社區復康 
機構合辦

家屬同行講座∼ 
社區復康資源介紹

精神病康復者的家屬 11/1, 21/3（三） 下午4:30-5:30 3 2595 4008 與利民家庭學社合辦

「不怕焦慮」認知治療小組 焦慮症康復者 7/3-25/4（三） 下午3:00-5:00 3 2595 4008 與香港家庭福利會合辦
重新得力∼家屬如何協助
康復者融入社區

精神病康復者的家屬 14/3（二） 下午4:30-5:30 3 2595 4008
與浸信會愛羣社會 
服務處合辦職前啟動工作坊 康復者 21/2, 28/2（二） 下午3:00-5:00 3 2595 4008

就業講座 康復者 13/3（二） 下午3:30-5:00 3 2595 4008

精神健康資源中心活動

地點＃ 2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3 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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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醫院管理局大樓閣樓演講廳    13 醫院管理局大樓閣樓研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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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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00
 下午 2: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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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屆「東區精神健康
之友」義工計劃

社區團體義工 14/1（六） 上午9:30-下午5:00 3 2595 6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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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六） 上午10:00-下午4:30 4 2595 6342

港島東聯網義工嘉許及
聚餐

港島東聯網現職註冊義工 24/3（六） 待定 待定 2595 6342 必須繳費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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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上網服務 那打素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 主座一樓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東座一樓

本院病人及其家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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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婉容、繆咏荷、朱艷雯、蕭喬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