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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及病人資源部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傳心傳意傳心傳意
社會心理支援服務 病人互助網絡 資訊及復康資源社區資源連繫 義工服務

病人資源中心

社區及病人資源部於 1995年成立，轄下有三個病人資源中心，包括癌症病人資源中心，那打素病人資源中心
及精神健康資源中心。由專業社工連結院內各病科醫護人員及不同專業，推動社會心理支援服務，並與社區
伙伴合作提供多元化復康服務，藉此協助長期病患者及家屬增強對疾病、治療及復康過程的認識；關顧病者
及家屬心理需要，生活適應及日後康復。

賦能及支援
資源中心為病人及照顧者提供病人賦能及教
育活動、心理社交及其他支援，以提升各類
病患者的自我照顧及疾病管理能力，例如新
症病人講座、社交心裡支援小組、治療小組、
過來人經驗分享及病房探訪等。

義工服務及發展
病人及家屬可接受資源中心所舉辦之培訓成
為朋輩義工，以同路人身份提供義工服務，
向病人表達關懷 ，例如於新症講座進行過來
人經驗分享，以及進行病房探訪，直接在病
房向病人及家屬提供情緒支持等。

推動醫社合作
建立不同平台以促進社區夥伴及服務使用者的參
與，引入社區資源加強病人服務，例如與社會服
務機構合作於門診部提供病人資源站服務，讓病
人能夠直接得到社區的復康資訊。

四大服務策略

病人互助網絡
資源中心協助發展及鞏固病人自助組織及互助網
絡，以支援病人及照顧者。例如聯同醫護團隊與
病人組織定期進行服務會議，訂定年度病人服務
計劃、檢討及改善有關病人服務。現時與資源中
心聯繫之長期病患病人組織及復康機構約3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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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一個人患上某個長期病時，會如何面對？ 有人會不甘心，常問為何是我，自
怨自艾。有人會逃避面對、有人會否認、但有人卻會勇敢面對。 面對順境以外的事，
人的思維及情緒往往決定了人的態度及行為選擇。

　　今年暑假一套卡通片「玩轉腦朋友」(Inside Out)，講述一個小女孩某年的特別經
歷，從而帶出主要情緒的影響，包括：亞樂、亞愁、亞憎、亞燥、亞驚（註 1）如何影響她應付預期以外的經歷及壓力。
面對疾病，一個漫長的經歷，那個情緒在主導你呢？情緒沒有好與壞，各有特點，彼此適當配搭才能活現健康的心理；
但如果你長期由亞愁，亞憎，亞燥或亞驚主導，你的生活會是怎樣呢？你想多一點正能量，病得開心些，心情輕鬆
一些嗎 ?　也許你聽過「相由心生」，「歡欣的心乃是良藥」吧。 身體固然重要，心理質素亦不能忽視。 片中還告
訴我們要珍惜、滋養、開拓每個人的資源，包括「家庭島」，「朋友島」，甚至「興趣島」等。 當我們面對治療及
復康時，家人朋友是我們最大支持及幫助 ; 發展興趣能增添更多快樂及美好回憶，累積多點快樂記憶及正面能量，
復康路上就倍感輕鬆。

　　至於累積多點正面能量這一點，「快樂軌跡 ~10個正向心理學的生活智慧」一書中，作者提
出快樂習慣是可以從我們生命的過去、現在及將來中尋找和培養。 你擁有以下 10個生活智慧的
那幾個呢？

長
期
疾
病

社會心理支援服務

＃  1. 那打素病人資源中心　2. 專科門診地庫一樓東翼病人支援站

那打素病人資源中心
電話：2595 6342  地點：主座一樓

中心社工：黃婉容，陳達偉

　　那打素病人資源中心由專業社工、跨專業團隊
及社區伙伴，提供多元化社會心裡支援服務、朋輩
義工關懷、病人賦能活動、建立互助網絡等，協助
長期病患者及其家屬積極面對疾病帶來的適應及邁
向長遠復康。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備註／合辦單位

1. 糖尿病教育日
糖尿病基礎課程，讓新症病人掌握自我管理竅門

逢第一及

第三個週四
10:00-16:30 1 糖尿病新症病人及家屬 糖尿科

2. 慢性腎病全面睇
認識腎病的成因，血壓計正確使用方法，飲食原則及

烹調小貼士等

5/12（六） 10:30-12:30 1
內科 (腎 )覆診之
病人及家屬 

腎科

3. 腎臟透析面面觀
了解腎衰竭的治療方法﹑日常護理及飲食協調等

2/12（三） 14:30-16:30 1
內科（腎）覆診之患者（未曾接

受洗肚或洗血治療）、家屬
腎科

4. 活出彩虹∼腹膜透析復康課程
由腎科醫生、腎科護士、營養師、物理治療師、社工

主講、讓腎友掌握洗肚後生活適應的貼士

  7/11, 14/11, 
21/11（六）, 
共 3節

10:00-12:00 1 新洗肚（約半年）之腎友及家屬 腎科

5. 腎臟移植工作坊
認識藥物、移植後復康及生活適應的注意事項

10/10（六） 10:30–12:00 1  剛移植（約半年）之腎友及家屬 腎科

6. 新的一頁∼痛症小組
了解痛楚對身、心、社交的影響；學懂欣賞自己，

建立同路人互助支持

6/11, 13/11, 
20/11, 27/11
（五）

10:00-12:00 1 痛症科病人（新症）及家屬
痛症科、

院牧部

7. 女性理遺工作坊
認識症狀、治療；提升婦女面對症狀的能力

4/11（三） 10:00-11:30 1 婦女尿失禁之新症病人及家屬 外科

8. 「愛．同行」分享會
學習如何面對嬰兒夭折的哀傷歷程，並同路人彼此分

享互相支持

18/12（五） 7:00-9:00 1 面對嬰兒夭折之夫婦
婦產科伴您同行

（哀傷輔導組）

9. 社區資源幫到您
面對長期病的壓力、認識社區資源

逢週一、三及五 15:30-16:30 2 本院覆診病者及家屬

治療。復康路上⋯⋯活出快樂的智慧

「玩轉腦朋友」的情緒管理員包括
1. 亞樂 -  樂觀，散發正能量，不容易言敗，嘗試找方法解決問題。
2. 亞愁 -  悲觀，滿有負能量，凡事看差那面，未嘗試已言敗。
3. 亞憎 - 事事批評，尖酸刻薄，缺乏同情心，得罪人多。
4. 亞燥 - 衝動，火爆，容易發脾氣。
5. 亞驚 - 膽少，對新事物及改變很慌張，自亂陣腳。

註 1

過去 現在 將來

．數算恩典

．回味無窮

．樂而忘返

．樂在當下

．樂觀感

．知足不比較

．寬恕

．助人為快樂之本

．標竿人生

．滿足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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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備註／合辦單位

1. 糖尿病新症分享
朋輩義工分享經驗，鼓勵新症病人積極控制血糖

逢第一及第三個

週四
15:30-16:00 1

參加糖尿病教育日

之病人及家屬
勿糖協會

2. 舞動健康齊齊練
練習糖尿健康操，做運動健康控糖

4/10（六） 14:30-16:00 3 本院糖尿病患者及家屬 勿糖協會

3. 腎友病友探訪
推動同病相「連」、「同行有你」的關愛互助精神

週四 11:00-12:00 4
腎科病房內的透析病人

（洗肚、洗血）及家屬
東區腎友自助會

4. 腎友健體復康日
提高腎友及家屬對身心社交的關顧，

建立全人健康的生活模式

31/10 （六） 14:00-17:00 7 本院腎友及家屬
東區腎友自助會主辦；

腎科、物理治療部協辦

5. 腎友新人分享會
同路人分享洗肚後的生活適應及復康路上的社區資源

19/12 （六） 14:30-16:30 1
本院洗肚（腹膜透析）

患者及家屬
東區腎友自助會

6. 換骹病人手術前預備班新症分享
藉過來人分享、讓新症病人增強對手術及復康的認識及

信心

每月一至兩次

（週二）
12:00-15:00 6

即將接受膝關節或

髖關節置換手術新症病人
人工關節復康協會

7. 關懷骹友∼病房探訪
探訪手術後住院病人，表達慰問及分享復康心得

逢週六 11:00-12:00 5
已接受膝關節或

髖關節置換手術住院病人
人工關節復康協會

8. 戒煙互助小組
藉小組活動及成功戒煙人士分享戒煙經驗，

堅定戒煙信心及生活改變

10/12（四） 19:00-20:30 1
曾接受港島東無煙新天地

戒煙輔導服務人士
港島東無煙天地

9. 活得精采同學會（長期痛症互助小組）
 讓病友之間能分享經驗、同行互助， 積極面對長期痛症

5/12（六） 14:00-16:30 1
痛症科覆診之

長期痛症患者
痛症科

10. 梨花薈
加強患者面對復康信心，建立正向自我價值，互勉互助

12/12（六） 10:00-12:00 1
曾參加「女性理遺工作坊」

的病人
外科

長
期
疾
病

社區復康活動

病人互助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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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那打素病人資源中心　2. 專科門診大樓地庫一樓東翼病人支援站　3. 主座大樓三樓職員休息室　4. HK8腎科病房    
5. 骨科病房　6. 骨科日間病房　7. 鰂魚涌社區會堂　8. 西灣河室內運動場　9.社區復康網絡康山中心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備註／合辦單位

1. 成人哮喘護理訓練小組
哮喘病理及應對、認識及應用藥物、認識致敏原、

運動與哮喘

4/11-28/11（六） 14:30-16:00 1 哮喘病患者及其家屬
內科 (呼吸科 )、
香港哮喘會

2. 攜手護心工作坊
加強對心臟衰竭復康的知識，包括護理、藥物、運動及飲

食需知並介紹社區資源及同路人分享

4/12（五） 9:30-12:00 1
港島東醫院聯網心臟衰竭患者

及家屬

港島東醫院聯網心臟

科、社區復康網絡及

關心您的心

3. 腦友聚一聚
掌握中風後復康知識及社區資源，提升預防再中風的意識

31/10, 5/12（六） 11:00-13:00 3
港島東醫院聯網出院中風病人

及其家屬

港島東醫院聯網腦內

科及社區復康網絡

4. 慢阻肺病復康訓練班
正確認識及實踐有效的運動模式，改善運動耐力，

學習自我管理方法

課程： 2/11-7/12
（一）

重聚日：28/12
（一）

10:00-12:00 1及 9
港島東醫院聯網

慢阻肺病患者及其家屬

內科 (呼吸科 )及
社區復康網絡

5. 糖尿病友羽毛球同樂小組
鼓勵建立定期運動習慣，有效控制血糖及認識同路人

逢週五 19:00-21:00 8
勿糖協會會員或

本院糖尿病病人

勿糖協會 /
糖尿科護士作評估

6. 腎友門球練習組
學習門球技巧，鍛鍊耐力，享受團隊同樂的樂趣。

逢週一，四 14:30-16:30 8
腎友（洗肚 /血、移植）

及家屬
東區腎友自助會

7. 閒情逸致 ~腎友書法班
藉研習中國書法，提升情緒質素，減輕壓力

逢週五 14:30-16:30 1
腎友（洗肚 /血、移植）

及家屬
東區腎友自助會

8. 牛皮癬關節炎病人教育講座
認識治療最新資訊、社區資源介紹、同路人經驗分享

24/10 （六） 14:30-17:00 3
港島東醫院聯網牛皮癬關節炎

病人及家屬

本院內科及那打素病

人資源中心、律敦治

及鄧肇堅醫院內科及

健康資源中心、社區

復康網絡、銀屑護

關會

9. 「休閒小聚」認知障礙症∼照顧者工作坊
分享照顧心得、認識社區資源

7/11 （六） 10:00-12:30 3 認知障礙症患者之家屬 港島東 6間社福機構

10. 「照顧有道」工作坊
分享照顧長期病患者心得、認識社區資源

21/12 （一） 14:30-16:30 1 本院長期病患者家屬照顧者
SMARTCare
有您友里計劃

11. 「病人支援站」∼社區資源推廣服務
社區機構 /病人組織於專科門診部提供諮詢服務

週一至週五
10:00-13:00
14:15-17:00

2
糖尿科、心臟科、腎科、

風濕科、腦科等病人及其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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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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電話：2595 4165  地點：東座一樓

中心社工：梁溢珈，周莉露

癌
症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致力提供癌症資訊、心理

支援服務、復康資源，並推動病人互助網絡和社區
資源聯繫，讓病人在抗癌過程中，得到詳盡資訊和
完善支援。一站式多元化的服務，體現完善照顧和
全人治療的精神。

癌症病人作品展樂活樂活
　　要治癒癌症，除了靠醫護團隊帶

領的治療外，更需要靠自己去積極面

對及給予信心。為了能幫助癌症病人

及家屬有更好的心理準備與及情緒去

走過治療與及康復的路，癌症病人資

源中心有不同類型的治療小組，透過

音樂、園藝、敍事、舞蹈、藝術等的
手法，讓病人及家屬能夠於小組當中

建立互助網絡，加強對治病的信心，

讓他們能夠「快樂地經歷風雨」。

　　結集了不同治療小組的病人作品，

我們於九月二十三日至九月三十日舉辦了名為「樂活‧癌症病人作品展」。於九月

二十三日的開幕派對當中，邀請來醫護人員﹑病人組織﹑朋輩義工﹑病人與及家屬一

同體驗不同的治療小組。我們亦邀請來愛笑瑜伽和音樂治療師到來，為大家帶來不一

樣的體驗和示範。派對後，更有不同類型的體驗攤位，讓所有來賓可以進一步體驗治

療小組的活動。

　　實在感謝各位的支持，才能夠成功舉辦癌症病人的作

品展。更盼望各位能夠繼續支援癌症病人資源中心，有更

適切的服務給予病人及家屬，讓他們可以「病得更好」。

如想報名參加治療小組，可與癌症病人資源中心聯絡。

支持

陪伴

關懷

昇華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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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地點 # 對象 合辦單位／備註

1. 東日社∼病房探訪、電話關懷、
會員交流會

按服務而定 14:30-16:30 1,2,3
鼻咽癌（頭頸癌）病人
及家屬、東日社會員

關懷專線：
2595 42022.展晴社∼病房探訪、電話關懷、

會員交流會、展晴天地、
迎新會下午茶

按服務而定 上午／下午 1,2,3,7,9 乳癌病人及家屬

3. 造口病人朋輩探訪計劃 /
茗閒情義工探訪

逢週五 14:00-17:00 1或 6
腸癌病人及
造口的癌症病人

香港造口人協會

4. 血癌及淋巴癌朋輩探訪計劃 逢週二 10:00-12:00 5 血癌及淋巴癌病人 心血會

5. 喉癌病人支援計劃 逢週三 14:30-16:00 1或 6 喉癌病人 香港新聲會

6. 互心軒 週一至週五
10:00-12:30 
14:00-16:30

2 癌症病人及家屬 東日社、展晴社

7. 義工分享會∼
溝通從認識開始一下

18/12 14:30-16:45 1 本中心朋輩義工

社會心理支援服務

病人互助網絡

社區復康活動

舉辦地點：本院東座 1樓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查詢 /報名：2595 4165

癌症組織或互助小組的過來人義工與病
人分享經驗，互相扶持，積極面對癌症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合辦單位

1. 癌症復康新體驗 18/11（三） 14:30-16:30 1

癌症病人及家屬 癌協中心
2. 「醫療保險須知」講座∼
癌症病人篇

14/11 （六） 9:30-11:30 10

3. 社區復康大使 週一至週五 9:30-12:00/14:00-16:30 4

4. 「我和醫生有個約會」講座∼
肺癌病人講座

28/11（六） 11:30-15:30 8 肺癌病人及家屬
威爾斯親王醫院、
伊利沙伯醫院癌
症病人資源中心

#  1.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2.東座大樓地庫一樓　3.腫瘤科病房　4.東座大樓地庫一樓　5.血科病房　6.外科病房　7.E10病房   
8.馬哥孛羅香港酒店百年廳　9.中環癌協　10.香港小童群益會 502室演講廳

癌
症

日期 時間 對象 合辦單位／備註

1. 超越復發的恐懼
學習處理恐懼技巧，繼續積極的生活

16/11（一） 14:30-16:30
癌症病人、
康復者或家屬

臨床心理科

2. 心靈抒發∼「書法」分享小組
通過分享寫書法，培養興趣，發揮藝術潛能，
從而得以陶冶性情

25/11-23/12
（逢星期三，共 5節）

10:30-12:30
癌症病人或
康復者

癌症復發或轉移的患
者優先及需先經社工
面試再確定報名

3. 預防淋巴水腫課程
教授預防淋巴水腫及日常自理知識

1/12-29/12（15/12除外）
（逢星期二，共 4節）

11:15-12:15
完成治療的乳癌
或婦科癌病人或
康復者

按金 $100，於 100%
出席後可獲按金退
款，詳情請參閱單張

4. 八段錦 ~頭頸治療班
防治及減輕頭頸癌治療後痛楚及僵硬等

6/11/15-8/1/15
（25/12, 1/1除外）
（逢星期五，共 8節）

11:15-12:15
已完成頭頸治療
的癌症病人

職業治療部 / 費用
$340，先登記作評估
以決定是否合適參加

5. 心花怒放∼愛笑俱樂部
體驗愛笑瑜珈的呼吸練習與歡笑運動

23/11（一） 10:00-12:30
癌症病人、
康復者或家屬

6. 我和自己有個約會∼舞蹈 /動作治療小組
透過舞蹈／動作、呼吸練習、角色扮演及遊戲等，
讓參加者舒緩壓力，有助面對癌病所帶來的困擾

19/11/15-21/1/2016（二）
（共 9堂，10/12除外）

10:30-12:30
癌症病人或
康復者

詳情請參閱單張

7. 茗閒情∼癌症病人支援小組（腸胃科）
通過茗茶、過來人分享及小組活動，
讓病人能互相扶持，積極面對癌症

20/10，17/11或 22/12（二） 14:00-16:30 腸胃科癌症病人 詳情請參閱單張

8. 與癌共舞∼活出新天地
綠色廚房∼認識健康飲食

20/11（五） 10:30-12:30
癌症病人或
康復者

9. 樂活星期五∼圖書館計劃
為你帶來不同的藝術創作班，讓你放鬆治療帶來的
緊張情緒

逢星期五
10:30-12:30
及

14:30-16:30
癌症病人或家屬 詳情請參閱活動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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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推介活動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對象 合辦單位／備註

緣滿人生
喜樂小組 *

4, 11, 18, 25/1/2016
（逢星期一，共四堂）
地點：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柴灣海星堂

14:00-16:00

天主教徒及有興
趣之人士參加，
須由社工 /牧靈
部職員面見評估
後才可正式參加

小組以「愛」、「信任」、「平安」和「祝福」作
為主題，學習以天主教的福音精神面對因病帶來的
困苦，從「起落」中找到「喜樂」。形式包括主題
分享、小組討論、經驗分享、默觀祈禱等。

啟悟人生 :
從盼望出發

13/11（五）
地點：東座地下禮堂

13:00-15:00 有興趣人士
Law少是前電台唱片騎師，現為作家及創作人，至
親因精神病自殺後對絕望與盼望有重新的啟發，亦
曾將經驗出書分享。

家屬茶聚 15/10（四）, 8/12（二） 16:30-17:15 家屬 /照顧者
幫助家屬透過瑜珈鬆弛練習，與同路人交流達致彼
此支持及分享。

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電話：2595 4008  地點：東座一樓

中心社工：張平，鄭美莉

精神健康資源中心於 2008年成立，旨於設立服
務平台以凝聚及提供社區資源及復康資訊，亦
透過與醫護人員及社區伙伴等之跨專業合作，
提供多元化活動及服務，強化病人及家屬的支
援網絡，從而達到促進健康及社區融合的目標。

以提升靈性健康步向快樂人生

　　人生中總難免碰到一些令人難以承受的困難和挑戰，往往因無法控制而產生負面情緒，甚至對生命產生困
惑。「為何我生命中總是碰到不如意的事？」「為何生活裡總有亂子騷擾我內心的安寧？」「為何我每天都在
忙碌，但心裡卻感到孤單空虛？」以上的問題或許很多人都曾經問過，但 ...總是找不到答案。有些人遇到困難
會因此而跌倒，但亦有些人會視為挑戰而從中得著成長。原來擁有靈性健康的人，很多時都較容易在順逆中找
到自身內在的力量去讓內心變得安寧、自在，面對各種困難也會更有力量去面對和處理，甚至可以轉化為跨越
挑戰的力量。

　　一般而言，靈性是講求人對自己的信念、價值觀、思維及行為等的洞察，另外亦強調自己與他人、身處環境、
大自然、地球和一切萬事萬物之間互相締結著的「聯繫」，透過成就別人或其他事物讓自己找到「生命的意義」，
最常見的好例子就是義工服務，助人之餘亦令自己對生命有更多體會，讓心靈富足。靈性亦包括人對自然、超
自然和無形力量的一種「感受力」，例如人身處於壯麗的山河景色很多時會自然流露一種由衷的讚嘆，感受到
自己與天地萬物間的連繫。一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士與自己信仰裡的神之間的連繫，也是其靈性中重要的部份。

　　從「身、心、社、靈」全人照顧的角度，靈性健康的培養除了是提升全人健康的四大法門之一外，亦是整
合其餘三方面的關鍵力量，所以若果擁有靈性健康這條鑰匙，人就會較容易打開「快樂」之門。

註冊社工　張平

舉辦地點：本院東座 1樓中心活動室／報名及查詢請電：2595 4008

(相片由「攝影多角度」小組組員提供 )

「攝影多角度」帶領抑鬱症及面對退休的病人透過攝影，從「多角度」去認識自己的生命，組員一同談天說地，找著人生新方向。

快樂之門的鑰匙快樂之門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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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者活動  (適合任何類別的康復者 )

舉辦地點：本院東座 1樓中心活動室     報名及查詢請電：2595 4008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合辦單位／備註

1. 復元有法
為你提供貼士去訂立適合自己的復完計劃

20/10（二）, 6/11, 11/12（五） 14:30-16:00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
務處及利民會

2. 搵工無難度
了解時下就業市場的職位供應及就業配對的重要性

7/12, 14/12, 21/12（一）
共 3堂

16:00-17:30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
務處

3. 笑談失眠系列
透過短講、練習、運動藉以尋找幫助自己
解決失眠的方法
   

失眠講座
29/10（四）

14:30-16:00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
務處及利民會 

 瑜伽運動 A班
8/10, 22/10, 5/11,
19/11, 3/12（四）

14:15-15:45

   瑜伽運動 B班
15/10, 29/10, 26/11,

10/12（四）, 18/12（五）

笑談失眠 ~愛笑瑜伽
18/12（五）

16:00-17:00

4. Ukelele夏威夷小結他體驗小組
為你提供貼士透過音樂和樂器演奏往往能夠有助舒
緩情緒，減低壓力

9/11, 16/11, 23/11, 30/11
一連 4堂，逢星期一

15:00-17:30 利民會

5. 身心保健小組（主題：太極）
保健運動對提升精神健康也可以有良好的輔助作用

27/10, 3/11（二）
共 2堂

15:15-16:45

6. 身心保健小組（主題：八段錦）
保健運動對提升精神健康也可以有良好的輔助作用

10/11-1/12（二）
共 4堂

7. 「復元之旅」藝術歷奇體驗小組
透過藝術體驗的媒介，認識及深化「復元」概念

13/11-4/12（五）
共 4堂

14:30-16:30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
務處

8. 「心安自在」情緒管理小組
配合「輕鬆」、「靜」的節奏，將我們牢固在心裏
的煩擾釋放

9/10-30/10（五）
共 4堂

14:30-16:00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
務處

9. 「即時鬆一鬆」靜觀體驗工作坊
學習鬆馳方法和技巧，改善情緒及抒緩壓力

16/12（三） 15:15-16:45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
務處

10. 與媽媽有約（產後夫婦組）
學習管理情緒、BB按摩技巧及掌握育兒社區資源

10/10及 17/10（六） 10:30-12:30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
庭服務中心

11. 與媽媽有約（產後媽媽組）
學習管理情緒、BB按摩技巧及掌握育兒社區資源

17/10（六）
31/10（六）

14:30-16:30
10:30-12:30

#可中途報名加入            *每節具連貫           +需要組前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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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
電話：2595 4342  地點：主座一樓

負責社工：葛詠茵
美善生命系列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份，也是人生必經的階段。然而，中國人甚少談論「死亡」，能從容談論死亡議題
的人不多，選擇逃避的人卻比比皆是。也許就是基於這種避而不談的態度，增添人們對死亡的疑惑，愈是
缺乏認知，莫名的恐懼愈大。

　　醫院是一個體現生死的地方，作為醫院義工，如何正面、以開放接納的態度面對死亡至為重要。因此，
港島東聯網義工服務舉辦「美善生命」系列，透過參觀及工作坊，讓義工們探索死亡之餘，更能以平安感
恩的心情活在當下、享受生命。

認識「大體老師」

　　50位聯網義工於律敦治醫院集合，浩浩蕩蕩向香港大學醫學院出發，準備認識「遺體捐贈計劃」及參
觀「人體解剖實驗室」及「人體解剖標本室」。大學職員的悉心講解，除了讓我們明白遺體捐贈計劃的意
義及程序，更透過標本讓我們認識人體的結構，更重要讓我們感受到每位「大體老師」的大愛精神。曾有
一位遺體捐贈者向學生說：「我寧願你在我身上割錯千刀萬刀，也不願見到你在病人身人割錯一刀。

「美善生命」義工工作坊

　　「美善生命」工作坊主要介紹二人三囑，「二人」即是分享人生意義及作人生回顧，「三囑」即是介
紹遺囑、預囑、叮囑。透過參加者的積極參與及分享，為自己的生命作出與別不同的回憶及整理，進而推
動大家對死亡有正面的認識，及鼓勵大家為死亡作準備。讓我們分享一下參加者的心聲⋯ 

•	透過「美善生命」工作坊，對於人生終結之安排有所認識，從中可以學識正面處理及預備。

•	對生命意義加深認識，自主做好三囑，不給親人顧慮。

•	令我更積極準備自己的死亡，令我思想上深入面對，我今天發掘到自己原來可以這樣面對死亡，可以
預先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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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名稱 服務內容
服務時間

（服務要求：每星期服務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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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5:30

病房探訪 為住院病人提供關懷慰問及情緒支援 星期二　　　　下午 3:00-5:00

專科門診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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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大堂接待
於大堂及急症室支援病人、家屬及訪客，協助解答查詢、
引路、護送及輪椅借用等服務

星期一至五　　下午 11:30-2:30

物理治療部接待
於物理治療部支援病人及家屬，負責解答查詢、維持秩序
及引路，並協助一般文書工作

星期一、五　　上午 9:00-12:30
星期二　　　　下午 1:30-5:00

普通科門診接待 為普通科門診病人提供諮詢、健康資訊等服務
星期一至六　　上午 9:15-12:00
星期一至五　　下午 2:00-4:30

中心接待 於病人資源中心協助接待處的運作，及解答一般服務查詢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30-1:00
　　　　　　　下午 2:00-5:00

電話慰問服務 以電話形式為出院病人提供關懷慰問 星期一至六　　上午 10:00-1:00

剪髮服務 為住院病人提供剪髮 星期六　　　　上午 9:3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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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精神科門診病人提供活動及社區資源介紹、書籍借閱等
服務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00-11:30
　　　　　　　下午 2: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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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紓緩科關懷服務 為晚期癌症病人提供探訪、康樂活動、臨終關懷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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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物包裝 在藥房工作，數算及包裝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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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房退藥 將病房剩餘藥物分類數算，以節省資源 星期一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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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至六　　上午 9:30-12:30
　　　　　　　下午 2:30-5:00

兒童遊戲包製作 協助設計及製作兒童遊戲包 隔星期二　　　下午 3:00-5:00

洗衣房服務 協助分類及整理乾淨衣服
星期一至五　　上午 10:00-12:30
　　　　　　　下午 2:30-4:30

部門支援 協助不同部門處理資料輸入及文書工作
星期一　　　　上午 9:30-12:30
星期四　　　　上午 10:00-12:30

縫紉組 為婦產科縫紉夭折嬰兒衣服 按需要而定

義
工
服
務

歡迎加入義工行列

可以在醫院做義工，令我感到很充實而又有意義，
與病人傾談時分享他們的人生經驗，使我獲益良多。
從談話中令他們得到心情舒緩，這是我最開心的事。

義工
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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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東醫院聯網社區服務
電話：2595 6263
負責社工：鄭慧然

本聯網於 2005年成立了「社區服務」，統籌並
建立了貫串整個聯網的七個醫社合作平台及十一
個專科小組，不但組合及促進了醫社團隊院內外
溝通，更集中制定合作模式，加強社區延展復康，
改善轉介系統，確認社區復康服務重點，提升病
人及家屬自我管理意識，亦發掘更多的資源。

　　今年港島東醫院聯網與十六個社區伙伴合辦醫社合作研討會 (十 )，
於 2015年 7月 11日在港島東醫院聯網培訓中心完滿舉行。研討會嘉
賓雲集，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太平紳士及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
梁栢賢醫生太平紳士為研討會拉開序幕。當日有超過四百二十多位來
自醫療界、社福界、私家醫生、病人組織、區議會及學者等出席，互
相交流經驗，分享港島東聯網內不同形式的醫社合作計劃及運用社區
資源的經驗，從而提昇醫社服務的接軌及配合病人在社區復康的需要。

　　今屆研討會的主題是「醫社同行十載情 齊心共創健康路」，當日
內容亦相當豐富，全日合共二十九個演講。醫社合作研討會今年已經
來到第十屆，為回顧過往十年的醫社合作，今年的研討會主題演講分
別邀請了醫療和社福界代表，探討「醫」、「社」在醫療系統和社區
照顧的配合。此外，專題演講亦邀請了醫院、病人及基層及社區醫療
的前總監，回顧及前膽醫社合作的發展。而下午的環節分別有四個講
座同時進行，四個主題均是近年來熱門的話題，包括「從病人的角度 
構建長者友善社區」、「實踐出院新計劃 改善癒後新生活」、「資訊
科技能為健康管理開拓新境界嗎 ? 」及「在回顧中前膽 – 與照顧者牽手
同行」。研討會透過答問及討論環節，講者與參加者的互動及交流，
共同探討醫社合作進一步的方向。此次研討會的花絮及嘉賓演講資料
已上載於「港島東健康資源網」(http://www.healthyhkec.org/)。

　　為協助病人有更佳的社區復康，港島東醫
院聯網一直致力推動醫社合作，加強與多元伙
伴的聯繫及合作，推動社區為本的社區醫療服
務，使病人在社區得到持續的照顧。有見長者
服務機構提出希望能加強員工的長者照顧技
巧，本聯網社區服務及言語治療服務為長者服
務機構同工於 2015年 7月 24日 (東區尤德夫人
那打素醫院 )及 8月 19日 (律敦治醫院 )籌辦
了「港島東吞嚥及餵飼技巧訓練課程 2015」，
以協助機構同工從醫療角度更了解長者在吞嚥
及餵飼技巧，從而進一步提升照顧長者的服務
質素。參加者反應熱烈， 共有一百一十多位參
加者參與了是次訓練，大部分參加者均同意課
程有助增強吞嚥及餵飼的知識及技巧。

東區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律敦治醫院

港島東吞嚥及餵飼技巧訓練課程2015

港島東醫院聯網醫社合作研討會 ( 十 ) 

醫社同行十載情
齊心共創健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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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門製作了一系列「社區資源錦囊」助你了解區內的社會服務，尋求適切的協助。社區
資源錦囊還配有二維條碼，方便大家利用智能手機瀏覽錦囊內容。

同病相「連」，在患病期間，若有同路人互相打氣，互相支持，那份同理互助的精神，
有效減輕痛苦及促進康復。今期為大家介紹「病人組織」錦囊，錦囊內載有不同病
科的病人組織資料。有需要的人士，可直接聯絡有關組織查詢服務。

你可利用智能手機掃描右方二維條碼或登上網頁 www.healthhkec.org瀏覽社區資源
錦囊內容。

如欲索取社區資源錦囊單張，歡迎前往本部門 3個資源中心索取。

　　上一期為各位醒目病友介紹了本
部門 3 個病人資源中心與本院院牧部
合辦了『緣滿人生』系列工作坊，今
期繼續有至醒活動推介給各位！

　　除了『緣滿人生』系列工作坊，我
們還以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及無宗教
四個不同的主題舉辦四個分別名為「歡
欣小組」、「向日葵小組」、「喜樂小
組」及「同行小組」的小組，盼為病人
心靈增添力量和打氣，各位醒目病人可
按各自的宗教追求而參加所屬的小組。

病人組織錦囊

主座一樓
那打素病人資源中心  
電話：2595 6342

東座一樓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電話：2595 4165

東座一樓
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電話 : 2595 4008

醒目病人系列

活動推介

『緣滿人生小組』2015-2016

復康資源何處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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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

資訊及復康資源服務

熱帶氣旋及暴雨警告訊號下之服務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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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資源中心
編輯委員會：黃敏櫻、陳潔明、朱艷雯、蕭喬青

上述部份活動與本院各部門或社區復康機構合辦，活動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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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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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打素資訊站
　．癌症資訊站
　．精神健康資訊站
　．病人支援站

那打素病人資源中心　　主座一樓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東座一樓
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東座一樓
專科門診大樓地下中央登記處
專科門診大樓地庫一樓東翼（近抽血站）

本院病人及其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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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用假髮等

那打素病人資源中心　　主座一樓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東座一樓

本院病人

4.疾病資訊上網服務
那打素病人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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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 服務地點 電話 對象 開放時間

那打素病人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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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 2595 6263 臨床部門、社會服務機構、社區團體
辦公時間　　　上午 9:00-下午 1:00
星期一至五　　下午 2:00-5:15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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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