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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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人山人海呀！今年3月24日舉行的港島東醫院聯網義工

嘉許聚餐，於名都酒樓延開60席，有超過700位義工及嘉賓

參與，真是前所未有，盛況空前。

當日除了有聯網行政總監劉楚釗醫生出席嘉許及鼓勵義工

外，更有三十多位醫院管理層及前線同事到場支持，可見義

工為病人作出的關懷，及對醫院作出的支援，絕對得到醫院

的肯定及認同。

開幕致詞、心聲短片、頒獎、醫護人員及服務對象的心聲分

享及勉勵，實在能表達出醫院對義工的感謝。資深藝人紅姨

的精彩助慶及愛笑瑜伽的互動表演，亦令義工回味無窮。

最後，希望義工繼續努力，實踐嘉許的主題「同心關愛為病

人、攜手發放添義彩」

醫院管理局「同行有您」義工感謝日

於5月19日在伊利沙伯體育館順利完

成。當日有460多位港島東聯網義工

出席，一同見證著醫管局義工服務的

成果，感受到各聯網義工的團結及興

奮心情，大家都對能成為醫管局義工

一份子而感到驕傲，感到光榮。

特別為義工設計的T恤，正好表達港島東
聯網義工服務頂呱呱，人人Like。

今年共有43位義工得年資獎，325位得勤到獎，
134位得關懷服務獎及31個團體獲團體服務獎。

義工努力學習，用非洲鼓帶領
一眾聯網義工發輝團體精神。

譚倩紅女士及余迪夫先生的
表演，帶動全場氣氛高漲。

葛詠茵（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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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4月份新到職的梁姑娘，大

家可叫我「NORA」。相信不少中心的病

友及義工朋友都已認識了我，如果還未碰面或認識的，歡迎隨時到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打個招呼。從事社會工作已經不經不覺有十六個

年頭，從兒童及青少年服務、長者服務、婦女服務、社區服務、院

舍服務到今天的病人服務實在回味無窮，心存謝意。在過去的醫院

工作中，我遇到不少「生命老師」，你們不但教懂我生命的價值，

珍惜生活及活在當下。你們的勇敢、積極、樂觀及正面的態度正是

生命中的智慧，好讓我們好好的學習。剛到任的我正為大家籌備及

計劃一連串關顧身心靈的小組活動及治療小組，包括：

除了每月及定期舉辦的新症講座，以上的課程及治療小組都歡迎病友

及家人一同報名參加。中心本年度亦準備設立電郵通訊系統以便日後

定時為你送上最新的活動通訊。

『患癌路上不孤單』我們會不斷努力讓你及家人感到支持，好讓你真

的做到與癌共舞，跳出人生美麗新一頁。我們願意細心聆聽你的需

要，歡迎於中心開放時間到來參觀及表達你的意見。

醫護講座 中醫講座 藝術治療系列 靜觀課程

經絡操課程 營養講座 音樂治療系列 笑談生死系列

淋巴按摩運動班 無火煮食示範班 香薰治療系列 朋輩義工訓練

中心職員合照2012 梁溢珈（社工）

一直以來，本部門致力連繫院內各臨床部門及院外合作伙

伴，從而提供更多適合的服務予新症病人及其家屬。自

1996年開始，已跟當時其中一個癌症全港病人互助組織合

作，推動病房關懷，新症病人分享會及合辦講座。現時，部

門分別在三間病人資源中心已聯繫超過20多個病人互助組

織，服務更多元化。作為橋樑的角色，我們十分重視與每一

個合作伙伴的關係，故此，今年四月及七月份，我們舉辦了

兩個病人組織服務交流會，以「凝聚參與，推動合作新領

域」作主題，目的是加強彼此溝通及連繫，分享服務經驗及

未來合作計劃。邀請的對象是服務長期病患者或癌症患者的

病人互助組織的核心代表及其職員。兩日共有21個病人組織

派出45位代表出席。部門經理衷心感謝各病人組織在過往

對本院病人的關懷和貢獻，特別是朋輩義工多年的付出，分

享同路人經驗，幫助病人及家屬跨越患病及治療過程中的桎

梏。與會代表踴躍發表未來合作意見，並互相交流推動病人

組織服務的經驗。

黃婉容（社工）、梁溢珈（社工）

四月份慢性病病人組織服務交流會

七月份癌症病人組織服務交流會

後記



　　「人生總有歡喜、難免亦嘗有淚」

──這句出自名曲《獅子山下》的歌詞，

正好反映了一個人的生命裡，難免高低起

跌、悲歡離合。為了提升精神病康復者與

其家人於日常生活裡的抗逆力，本院精神

健康資源中心於本年四月正式推出「《快

樂創新天》正向生活系列」，以工作坊形

式提升參加者的正向思維，培養更強的快

樂感。

　　揉合了正向心理學概念的「正向生活系列」共有七

個主題，內容包括正常思維的知識及理論，例如如何善

用個人性格優點、如何以建立樂觀思想去增強自己的快

樂感，以及如何放下執著難捨的負面思想等；另外亦有

正念思想應用、靜觀呼吸減壓法、確立人生目標與靈性

培養等啟發性練習，讓參加者能夠於認知、態度及技巧

三方面均注入正向能量。

　　「順流時抱著好心情有如乘風破浪、逆流時抱著好

心情也能千山踏破。」正是「正向生活系列」的中心主

旨。在系列中的七個主題裡，看看你是否也能夠從中找

到一些提升快樂的小貼士！

你懂得照顧自己嗎？有些長期病患者會說：

「有啊，我有定期覆診、食藥㗎！」至於他

們的家屬可能會這樣答：「每天咁忙，沒

有時間唸！」漸漸地，不少患者及照顧他

們的家人會埋怨，經常感到乏力、「周身唔

妥」、睡得不好、壓力大、很多憂慮…。聽

到這些話，你有什麼感覺？你有同感嗎？

今件5-6月份那打素社區及病人中心舉辦了兩

個「悠然自得」工作坊，焦點是從人的身心

社靈出發。藉着體驗式活動、練習、音樂、

繪畫、分享，帶出人要多愛錫及關顧自己，

在身體、營養、情緒、社交、思想等多方面

作平衡，不要忽略或偏執。此外，還要增

潤與自己關係，檢視生活節奏，學習減壓方

法，放下重担，嘗試無論什麼境況，都能抱

着悠然自得心情渡過每一天。

工作坊歡迎本院長期病患者及家屬參加，詳

情可參閱中心宣傳刊物及壁報板。期待您的

參與！

黃婉容（社工）

《輕鬆一刻鐘．壓力由我控》壓力處理工作坊

《人生有歡喜．難免亦有淚》樂觀人生工作坊

《你我有所能．做過快樂人》性格優點工作坊

《滿足於我手．感激我所有》感恩知足工作坊

《心有千千結．放下更自在》不再執著工作坊

《人生滿希望．前路由我創》活出希望工作坊

《美麗每一天．漫步人生路》快樂人生工作坊
張平（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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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對象 日期 時間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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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腫瘤科、營養部合辦

腸癌治療須知 腸癌新症病人及家屬 9/8（四） 上午10:00-12:00 2 與營養部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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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腫瘤科、營養部合辦

婦科癌症治療須知 婦科癌症新症病人及家屬 7/8（二） 下午3:30-4:30 2 與腫瘤科合辦

音樂鬆一鬆 癌症病人、康復者或家屬
4/7, 11/7, 18/7, 

25/7（三） 下午2:30-4:30 2 與癌協中心合辦

「音樂譜新生」講座 癌症病人或康復者 8/8（三） 下午3:00-4:30 2 與癌協中心合辦

「音樂譜新生」音樂治療小組 癌症病人或康復者
22/8-14/11（三）, 
12/9（三）除外 下午3:00-4:30 2 與癌協中心合辦

香薰治療系列∼失眠拜拜 癌症病人或康復者
20/9及 

27/9（四） 下午3:00-4:30 2

靜觀初體驗 癌症病人、康復者或家屬 20/8（一） 上午9:30-12:00 2

靜觀(Meditation）: 心藥的療癒 癌症病人、康復者或家屬 3/9-29/10（一）,
共8節 上午9:30-12:00 2

與癌共舞∼活出新天地 癌症病人或康復者
每月 

第3個星期五 下午3:30-5:00 2 17/8~情緒與癌症
21/9~素食選擇與癌症保養

病
人
互
助
網
絡

「東日同行」病房探訪 鼻咽癌病人 逢週三及週六
（週三）下午2:30-4:30
（週六）上午11:00-1:0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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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東日社合辦
查詢電話：2595 4202

展晴探訪 乳癌病人 逢週三及週五 週三下午及週五上午 15, 16 與展晴社合辦

展晴天地 乳癌及婦科癌新症病人 逢週五 上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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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展晴社合辦
查詢電話：2595 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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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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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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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外科病房與香港新聲會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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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東日社、展晴社合辦

展晴社迎新會下午茶 乳癌及婦科癌新症病人 22/9（六） 下午2:00-5:00 16 與展晴社合辦

東日社會員交流會
鼻咽癌病人及其家屬、 
東日社會員

21/7（六） 下午2:30-4:30 4 與東日社合辦

QQ小布袋製作班 乳癌及婦科癌新症病人、 
展晴社會員

17/7, 24/7（三）,
共2堂 下午2:30-4:30 5 與展晴社合辦

社
區
復
康
活
動

癌症復康新體驗 癌症病人及家屬 12/9（三） 下午2:30-4:30 2 與癌協中心合辦

「肺腑之言」肺癌病人分享會 肺癌病人及家屬 9/8（四） 下午2:30-4:30 2 與創域會合辦

「由死悟生」生命教育講座 癌症病人及家屬 21/7（六） 上午10:30-12:30 10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及 
癌協合辦

「中藥與食療」講座 癌症病人及家屬 19/8（日） 上午10:30-12:30 11
「平安紙與遺產管理」講座 癌症病人及家屬 14/9（五） 晚上7:00-9: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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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癌協中心合辦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活動 查詢電話：2595 4165 ＃請按後列活動地點號碼查閱

今期想同大家介紹一本描繪細緻及非常貼心的新書，作者頌恩，一位乳癌康復者以輕鬆手法及敘記的形

式與大家分享她患癌及接受治療的點點滴滴。『癌．乳．我』當中充滿著她的小智慧及實用貼士，內容

淺白，再加上她親自繪畫的輕鬆漫畫，實在是癌症患者及家人的打氣良方。有興趣的朋友歡迎於本中心

辦公時間辦理借閱手續。最後我要向作者表示無窮謝意，感謝她無私的分享及慷慨捐書予本中心。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主任　梁姑娘

地點＃ 2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4 主座大樓三樓職員休息室    5 東座大樓地庫二樓癌症病人圖書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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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室 
11 香港童軍中心十一樓1106室    15 腫瘤科病房    16 E10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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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資源中心活動 查詢電話：2595 4008 活動地點：精神健康資源

順流時抱著好心情有如乘風破浪、逆流時抱著好心情也能千山踏破。為了讓康復者和照顧者都可以享受快樂

人生，精神健康資源中心將會舉辦共有七個主題的《正向生活系列》，學習如何快樂自在，享受生命。

社
會
心
理
支
援
服
務

正向生活系列
康復者系列

名稱 日期 時間 備註

樂觀人生工作坊（1） 19/7（四）或27/9（四） 下午3:30-5:00

順流時抱著好心情有如乘風

破浪、逆流時抱著好心情也

能千山踏破。原來順流也

好，逆流也好，都可以享受

快樂人生！如何以正向的生

活態度、快樂自在的心情享

受生命，讓我們一起經驗、

一起領悟！

性格優點工作坊（2） 8/8（三） 下午3:30-5:00

壓力處理工作坊（3） 12/7（四）；15/8（三）或13/9（四） 下午3:30-5:00

感恩知足工作坊（4） 2/8（四） 下午3:30-5:00

不再執著工作坊（5） 29/8（三） 下午3:30-5:00

活出希望工作坊（6） 14/9（五） 下午3:30-5:00

快樂人生工作坊（7） 25/7（三）或21/9（五） 下午3:30-5:00

「愛．自己」快樂劇場小組
  *必須出席組前面試

9/8 – 6/9（逢周四）（共5堂） 下午3:30-5:00

家屬系列
名稱 日期 時間 備註

壓力處理工作坊 6/7（五）、3/8（五）或5/9（三） 下午4:30-5:30 透過正向生活系列工作坊，

讓家屬照顧康復者的同時亦

能學懂照顧自己樂觀人生工作坊 27/7（五） 下午4:30-5:30

名稱 對象 日期 時間 備註

精神健康全面睇 精神病康復者的家屬 17/7, 7/8, 4/9（二） 下午4:00-6:00 與院內精神科及 
社區復康機構合辦

病
人
互
助
網
絡

家陪同心家屬互助小組 精神病康復者的家屬 18/7, 22/8, 12/9（三） 下午4:00-5:15 與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合辦

同賀中秋慶祝會 家友站會員 22/9（六） 上午11:00-12:00 天空海闊家友站主辨

社
區
復
康
活
動

同行有法∼與康復者的相處技巧 精神病康復者的家屬 19/9（三） 下午4:30-5:30 與利民家庭學社合辦

職前就業工作坊 精神病康復者 24/7及31/7（二） 下午3:30-5:00 與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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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打素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活動 查詢電話：2595 6342  ＃請按後列活動地點號碼查閱

地點＃ 1 那打素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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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西灣河室內運動場    13 骨科日間病房    14 骨科病房

名稱 對象 日期 時間 活動地點＃ 備註

社
會
心
理
支
援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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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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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六） 下午1:30-5:30 4及超級市場 曾約見本院營養師或參加
「糖尿病教育日」優先

腎臟透析面面觀
內科（腎）覆診之患者（未曾
接受洗肚或洗血治療）、家屬

19/9（三） 下午2:30-4:30 1 與腎科合辦

活出彩虹∼腹膜透析復康課程
新洗肚（約半年）之腎友及
家屬

4/8, 11/8, 18/8
（六）共3節 上午10:30-12:30 1 與腎科合辦

偷得浮生半日閒 洗血病人及家屬 23/9（日）（暫定） 下午2:00-4:30 1 與腎科合辦

痛症∼新症分享小組 痛症科病者（新症）及家屬
13/7, 10/8, 14/9

（五）
下午12:45-2:00 9 與痛症科、院牧部合辦

新的一頁∼痛症課程 痛症科病者（舊症）及家屬
28/9, 5/10, 

12/10, 19/10
（三）共4節

上午10:00-12:00 1 由痛症科轉介與痛症科、
院牧部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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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與骨科合辦

「踏出新一步」換骹病人分享會
膝關節或髖關節置換手術
出院病人

12/5（六） 下午2:30-4:00 1

悠然自得∼壓力處理工作坊 本院覆診之長期病患者
9/8, 23/8（四）
13/9, 27/9（二） 下午2:30-4:30 1

「誰能明白我」男士小組 本院內科覆診男性病人 24/8-14/9（五） 上午10:00-12:00 1

「抗逆驕雄」男士工作坊 本院內科覆診男性在職人士
21/8（二）,  
21/9（五） 晚上7:00-9:00 1

戒煙互助小組
曾接受港島東無煙新天地
戒煙輔導服務人士

16/8（四） 晚上7:00-9:00 1 與港島東無煙新天地合辦

相約星期二∼美樂心靈之旅
本院覆診之長期病患者及
家屬

11/9, 18/9,  
25/9（二） 下午2:30-4:30 1 報名後將安排小組前面談

漫步樂韻間∼音樂工作坊
本院覆診之長期病患者及
家屬

22/9（六） 
（暫定）

上午10:30-12:30 1 報名後將安排小組前面談

病
人
互
助
網
絡

「食物換算要知道， 
揀飲擇食冇難度」講座

勿糖組會員、糖尿病患者
及家屬

21/7 (六) 下午2:30-4:00 1 與勿糖組合辦

「糖尿病藥物治療」講座
勿糖組會員、糖尿病患者
及家屬

15/9 (六) 下午2:30-4:00 1 與勿糖組合辦

新人及照顧者分享會
東區腎友自助會會員、腎友
及家屬

4/8 (六) 上午10:00-12:00 1 與社區及病人資源部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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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由糖尿科護士作評估

「血從那裡來」教育講座
東區腎友自助會會員、腎友
及家屬

8/9（六） 下午2:30-4:30 4 與腎科、社區及 
病人資源部合辦

風濕科病人教育講座∼骨質疏
鬆－病徵、治療與日常生活護理

港島東醫院聯網風濕科覆
診病人及家屬、有與趣人士

25/8（六） 下午2:00-4:30 4 港島東醫院聯網、社區復康
網路及有關病人組織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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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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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與人工關節復康協會合辦

以下服務對象的朋輩關懷服務按需要而定，歡迎聯絡本中心安排。
● 兒童及青少年糖尿病患者及家長　　● 兒童濕疹患者及家長　　● 早產嬰兒家長　　● 唐氏綜合症家長　　● 夭折嬰兒之父母

社
區
復
康
活
動

腦友聚一聚 已出院中風病人或其家屬
28/7（六） 
8/9（六） 上午11:00-1: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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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內科（呼吸科）合辦，
由醫護人員轉介

換骹病人電話關懷 接受關節置換手術後之患者 每星期一次 上午11:00- 12:30 1 與骨科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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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0/
下午2:15-5:00 8 參與機構／病人組織當值

時間請向病人支援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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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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中環癌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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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推廣大使 在精神科專科門診及收症房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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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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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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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科門診接待大使分享
會及訓練

現職及新加入的專科門診 
接待大使

13/7（五） 中午12:30-下午3:00 1 2595 6342

暑期學生服務計劃簡介
及訓練

面試後獲甄選的暑期學生 17/7（二） 下午2:00-5:00 1 2595 6342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義工服務招募

癌症復康病人、癌症病人家屬
及 有興趣社區人士

20/7-17/8
（逢周五）、
共五節

上午11:00-下午1:00 2及17 2595 4165

有興趣報名義工可
於7月10日前填妥報
名表交中心梁姑娘
以安排面見。

「美善生命」義工工作坊 已註冊的港島東聯網醫院義工 31/7（二） 下午2:00-4:30 1 2595 6342

「家有康和樂」馬場參觀 已註冊的港島東聯網醫院義工 2/8（四） 上午10:00-下午3:00 沙田馬場 2595 4342
如報名人數超出限
額，會以抽籤形式選
出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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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六） 上午10:00-下午4:30 4 2595 6342

服務推廣大使義工訓練
2012（第二期）

精神病康復者、家屬及有志
服務精神科的朋友

15/9（六） 中午12:30-下午4:30 3 2595 4008 服務地點：精神科門
診部及收症房門外

＃請按後列活動地點號碼查閱

每當病人說聲「多謝」或報我一個由心的笑容，我真有

說不出的滿足和喜悅。開心的是我真的幫到對方。
義工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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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9:00 - 下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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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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黃敏櫻、黃婉容、朱艷雯、蕭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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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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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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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座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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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座一樓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東座一樓

　本院病人
＃需由醫護人員轉介

4. 疾病資訊上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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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