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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探訪服務 ~ 佛香講堂

佛香講堂是一個非牟利慈善團體，服

務理念為「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

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

淨化人心」。今年，佛香講堂希望能

將關懷服務延伸至醫院，將社區的

關懷透過義工直接傳遞給有需要的病

人。與此同時，本部門亦重整病房探訪服務，正需要招募一班願意從事病

房探訪的義工。佛香講堂能動員超過80位熱心義工參與病房探訪服務，這

真好能配合醫院的需要，共同為提升病人住院時的生活質素而作出貢獻。

服務計劃由6月正式開展，書籍捐贈、服務說明會、認識及參觀東區醫院、

義工訓練課程亦已完滿地進行，接著便是一連8個星期的病房實習，義工分

別會到15個內科、骨科及腫瘤科病房提供關懷慰問服務。藉此衷心感謝佛香講堂的義工，為本院病人提供關愛

服務。

香港心理衞生會教育中心

香港紅十字會醫護服務部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張祝珊英文中學

循道衛理灣仔長者服務中
心

東區義工組

亞洲動物基金（狗醫生）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柴灣會
所

院牧部讚美操義工隊

藝術在醫院

老朋友樂隊

教教教教教教教教 中中育中育中育中育中育中育中育中育中育 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港港港心心理心理心理理理理理 生衞生衞生衞生衞生衞生衞生會會會教會教會教會教會教會教會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

友好團體義工包括：

團體義工探訪的
力
量

張平（社工）、鄭美莉（社工）

有人聽到「精神科」三個字會敬而遠之！

我們卻認識不少義工朋友因為這三個字而每

月定期到訪醫院探望我們精神科的住院病人，為病人帶來關愛與希望。你

知道這些有心人是誰嗎？他們就是本院的友好義工團體（詳見表列），他們會在星期

一至日不同時段探訪我們精神科八個病房，透過多元化的探訪活動（例如節日探訪、與病人

外出同遊活動以及休閒式的小組活動等等），讓病人感受到關愛之餘，亦感謝他們的無私付出，

有些病人甚至會反過來關心探訪的義工，使義工為之感動。這種施與受的微妙關係，確實推動病

人的積極康復。

佛香講堂義工服務

葛詠茵（社工）



常聽到「男兒流血不流

淚」、「頂天立地」等形

容男士形象的語句。男士

的形象似乎已被定格為「硬

淨、Cool、只可理性地討論外

在問題，而不能深入地談感受」。 

但從參加「誰能明白我」男士小組的參加者身上， 

讓我認識到男士真情流露的另一個面。

組員表示認同活動名稱「誰能明白我」頗能反映他們的心境，因

為坊間缺乏特定為男士，特別是針對長期病患者的小組活動，讚

賞是次活動是個很好的機會，凝聚一班男性長期病患者，讓他們

在組內毫無顧慮地抒發感受，體現小組分享及互助精神。

陳達偉（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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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咁樣一班

男士坐埋一齊，傾

吓講吓心聲真係幾

難得！

平時我比較沉

默，但參加小組後

我發覺我講多咗

嘢。

我試吓用堂上學識

嘅情緒詞彙，同朋友及

屋企人表達自己嘅情

緒，發覺好有用。

可以喺組內暢

所欲言分享真係好，

男士都係比較收收埋

埋，唔多表達自己嘅

情緒。

從大家嘅分

享中，我能夠學到

更多自己未接觸過嘅事

物，豐富自己嘅人生

經驗。

孫詠雅（社工）、葛詠茵（社工）

可可可可可以以可以以以以咁樣咁樣咁樣咁樣一班一班班班班班班一一班一

平平平平平平時平時平時時時時我比我比我比我比較較較較

默默默默默默默默默，但但但參參加小小加

我我我我我我我發發發發我發發我 覺我我覺 講講

嘢嘢嘢嘢。嘢。嘢。。嘢嘢

「誰能明白我」男士小組是一
個嶄新嘗試，凝聚不同病類的
男性長期病患者分享交流，認
識身心靈全人健康概念，學習
如何面對情緒與感受，培養積
極思想，提升抗逆能力，及建
立健康生活習慣。

今年的「東區醫院日」將於2012年11月24日（星期六）舉行，目的為「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慈善信託基

金」籌款，以改善醫院病人服務，並加強社區伙伴合作及凝聚員工團隊精神，去年得到不少義工、病人互助

組織、社會服務機構、居民組織、學校及教會等超過40多個社區伙伴的大力支持，推動超過1400人參加。今

年以「健康生活」為主題，慈善步行路程由東區醫院出發，短線經聖馬可小學或長線經西灣河炮台，再原路

折返醫院。嘉年華則在本院二樓及三樓舉行，包括慈善義賣、攤位遊戲、DIY角落、戶外表演及頒獎典禮。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及參與東區醫院日！

2011東區
醫院日花絮

義工於攤位中幫手義賣有
機蔬菜

浩浩蕩蕩出發慈善步行

步操管樂隊的精彩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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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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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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復發的恐懼 完成治療的癌症康復者及家屬 3/11（六） 上午10:30-12:30 2 與臨床心理科合辦

香薰治療系列∼失眠拜拜 癌症病人或康復者
13/12及20/12
（四）共2節 下午3:00-5:00 2

「失眠拜拜」小組 癌症病人或康復者
8/11-29/11
（四）, 共4節 下午2:30-4:30 2 與癌協中心合辦

靜觀初體驗 癌症病人、康復者或家屬
8/10, 5/11, 3/12
（一）

下午2:15-5:15 2 內容相同，任擇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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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運動多面睇
16/11~中醫食療法
21/12~栽種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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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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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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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六） 下午2:30-4:30 4 與東日社合辦

社
區
復
康
活
動

癌症復康新體驗 癌症病人及家屬 1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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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四） 下午2:30-4:30 2 與創域會合辦

「互胃互勉」胃癌病人分享會 胃癌病人及家屬 23/11（四） 下午2:30-4:30 2 與創域會合辦

「針灸與中藥」講座 癌症病人及家屬 29/10（一） 下午7:15-9:00 11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及 
癌協合辦「健身「氣功」- 抗癌、養生、

強身」講座
癌症病人及家屬 3/11（六） 上午10: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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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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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病實戰》，顧名思義，一本真真實實地刻劃5位癌症病人與癌症共存，共

舞的心聲及印記。患上肝癌、肺癌、腸癌、乳癌和鼻咽癌的5位病人，不但勇敢面對，更坦然公開個

人的心路歷程，希望他們無私的付出，可為你同你的家人打氣，讓你不是孤獨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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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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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 香港童軍中心十一樓1106室    
 15 腫瘤科病房    16 E10病房

�� � �

舞的舞的心聲心聲聲心 及及印記記記 患上患患上上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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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資源中心活動 查詢電話：2595 4008 活動地點：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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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二） 下午3:30-5:00

由精神健康資源中心主辦

性格優點工作坊（2） 26/10（五）, 6/12（四） 下午3:30-5:00

壓力處理工作坊（3） 19/10（五）, 23/11（五） 下午3:30-5:00

感恩知足工作坊（4） 9/10（二）, 27/11（二） 下午3:30-5:00

不再執著工作坊（5） 25/10（四）, 13/12（四） 下午3:30-5:00

活出希望工作坊（6） 30/10（二）, 18/12（二） 下午3:30-5:00

快樂人生工作坊（7） 8/11（四）, 28/12（五） 下午3:3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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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0, 6/11,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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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0, 14/11, 19/12

（三）
下午4:00-5:15 與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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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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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四）, 27/11（二）, 
6/12（四）, 13/12（四） 下午3:30-5:00 與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合辦

「精神健康資源閣」位於本院精神健康資源中心內，旨於為精神病康復者

及其照顧者，以及社區人士等提供不同類形有關精神健康的資訊及資源。

除了各項精神科主要病類的參考書籍外，資源閣亦備有其他有關精神健康

的書類，例如講解如何提升個人的精神健康、培養正向心理及壓力處理

等。此外，在資源閣內亦有提供社區內精神健康社會服務機構的服務資料

及最新服務及活動資訊，讓有需要之人士能夠被轉介到社區內接受適切的

精神健康服務。

開放時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1時，及下午2時至5時15分；逢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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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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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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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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10/11, 
17/11（六）, 
共3節

上午10:30-12:30 1 與腎科合辦

痛症∼新症分享小組 痛症科病者（新症）及家屬
12/10, 9/11, 
1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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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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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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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然自得∼壓力處理工作坊 本院覆診之長期病患者
16/10, 30/10 
（二）

下午2:30-4:30 1

「抗逆驕雄」男士工作坊 本院內科覆診男性在職人士 28/12（五） 下午2:30-4:30 1

人生舞台∼戲劇表達工作坊
本院覆診之長期病患者及
家屬

待定 待定 1 報名後將安排小組前面談

病
人
互
助
網
絡

腎友病友探訪 本院腎科病房內透析病人
每月兩次 
（週四）

上午11:00-12:00 5 與東區腎友自助會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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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頭角奇趣一天遊
東區腎友自助會會員、腎友
及家屬

4/11（日） 下午2:30-4:30 戶外 東區腎友自助會主辦

糖尿健步行 2012 勿糖組會員、糖尿病患者
及家屬

11/11（日） 上午8:45-2:00 戶外 與勿糖組合辦

新界樂悠遊
勿糖組會員、糖尿病患者
及家屬

16/12（日） 上午9:30-5:00 戶外 與勿糖組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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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四） 晚上7:00-9:00 1 與港島東無煙新天地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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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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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六）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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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4 主座大樓三樓職員休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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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情緒支援 星期二 下午 2:30-4:30

專科門診接待大使 為專科門診覆診者及出院病人提供院內護送、諮詢、健康資訊等服務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30-1:00
 下午 2: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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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1:00
 下午 2:00-5:00

藥房大使 在主座及專科門診藥房服務，為病人派發取藥號碼
星期一至五 上午 10:00-1:30
 下午 1:3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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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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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住院病人提供剪髮 隔星期六 下午 2:00-5:00

兒科遊戲服務 以遊戲、手工等不同方式陪伴住院病童 隔星期六 下午 2:30-4:30

紓緩關懷大使 為寧養病人提供家訪服務及協助活動推行 按需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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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房熱線 在藥房協助接聽病房熱線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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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12:30
 下午 2:30-5:00

部門助理 協助不同部門做資料輸入及文書工作 按需要而定

縫紉組 為婦產科縫紉夭折嬰兒衣服 按需要而定

朋輩關懷服務 由長期病患康復者以過來人身份擔任義工，提供病房探訪、新症分享、電話慰問、門診諮詢、服務推廣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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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職及新加入的專科 
門診接待大使

25/10（四） 下午2:30-4:30 1 2595 6342

復康店義工訓練及分享會
現職及新加入的復康店
義工

29/10（一） 下午2:00-4:00 1 2595 6342

認識精神健康教育講座
已註冊的港島東聯網 
醫院義工

30/10（二） 上午11:00-12:30 4 2595 6342

義工秋季旅行2012 已註冊的東區醫院義工 10/11（六） 上午8:30-下午5:30 昂坪、寶蓮寺、
大澳

2595 6342 名額有限， 
需繳費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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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六） 上午10:00-下午4:30 4 2595 6342

服務推廣大使義工訓練
2012 （第五、六期）

精神病康復者、家屬及 
有志服務精神科的朋友

6/10,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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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屆東區精神健康之
友」義工訓練計劃

有志服務精神科病房的
團體義工

1/12（六） 上午9:00-下午5:00 3 25954008 招募對象必須為 
團體屬下之新義工

＃請按後列活動地點號碼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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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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00 - 下午 1:00
 下午 2:00 -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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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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