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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C 的                本關懷 

1. Care Process 關懷過程 

2.Care Environment 關懷環境 

3. Organisation’s Culture  
    機構文化 
4. Health Care System  
    健康關懷系統 
 
                   
                        專業社工的質素、遠象及視野 

 
 
 
 
 



病人資源中心服務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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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療與康復的過程中： 

  病不單是醫治身體 – 也包括心、社、靈 
 

  病不應單靠醫院 – 也要善用社區資源 
 

  病人不應是被動的 – 而是要主動參與 

病縱是艱辛、漫長… 

也可以病得更好、可有生活質素的提升、

可有個人的成長 。 



  一切從兩個  E 出發…… 

    1. Empowerment (賦能) 
     著重個人的改變。提供賦能及教育活動、鞏固 
       互助網絡、提升義工服務質素、提升病人及照 
       顧者能力。 
 
     2. Engagement (凝聚。參與) 
        連結個人、家庭及社會系統。成立合作平台、 
        加強多元伙伴聯繫及合作。 



 病人資源中心四大核心服務 

賦能及支援 互助網絡 

義工服務 社區協作 

病人及照顧者 



1. Empowerment (賦能) 

 
 
 

 



 
 
1.1 病人賦能活動 
 
  社會心理支援課程 – (必修科) 

- 資訊幫助新症病者接納、面對 

 社會心理小組  -- (選修科) 

- 小組互動帶來思想、行為及情緒改變 

 社會心理長期的系統  -- (進階篇) 

- 互助促進持久的復康  

    

 



1.2 加強復康資訊流通及出院支援  
 • 港島東健康資訊網 

• 二維條碼卡 (QR Code card)  
• 輕觸式屏幕資訊 
• 出院支援資訊版 
• 社區資源單張、錦囊 
• 疾病/ 照顧資訊 
• 家用復康用品購買 

 



www.healthyhkec.org 



       同路人經驗分享、 
      情緒支援 

       病人支援站  

       病友組織資訊站 

 
 

1.3 鞏固互助網絡支援 



1.4 朋輩義工訓練加強服務質素  
 



2. Engagement (凝聚。參與) 

 
 
 

 



2.1 加強病人組織的參與 



資源中心 數字   已連繫之病人組織 / 朋輩義工隊 

癌症病人 
資源中心 10 

1. 東日社 
2. 展晴社（香港）有限公司 
3. 香港造口人協會 
4. 新聲會 
5. 香港心血會 

6. 香港創域會 
7. 癌協服務中心復康大使 
8. 同路人（香港防癌會） 
9. 華樂會 
10. GIST 香港胃腸道基質瘤 

那打素病人 
資源中心 22 

11. 關心您的心 
12. 香港糖尿聯會 
13. 勿糖協會 
14. 腦同盟 
15. 香港柏金遜症會 
16. 東區腎友自助會 
17. 香港哮喘會 
18. 戒煙互助小組 
19. 毅希會 
20. 香港強脊會 
21. B27協進會 

22. 樂晞會 
23. 銀屑護關會 
24. 香港地中海型貧血病協會 
25. 香港血友病會 
26. 人工關節復康協會 
27. 骨康之友 
28. 兒童及青少年糖尿病家長組 
29. 童膚樂聚 
30. 親子樂家長組 
31. 社區復康網絡義工隊 
32. SMARTCare 義工隊 

精神健康 
資源中心 4 

32. 浸信會愛羣資源中心 
       家屬義工隊 
33. 利民會聯心社 

34. 香港家連家精神健康倡導協會 
       家屬義工組 
35. 香港精神健康家屬協會 

已連繫之病人組織 / 朋輩義工團隊: 36 
 



2.2 協助成立醫社平台，推動社區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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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多元化合作模式     探索醫社合作新路向 

 
     舉辦專業訓練、 
     提升復康機構職員服務質素 
     醫社合作研討會 
     分享經驗及成果 、 
     推動更多合作可能性 
 



2.4 成為策劃伙伴、建立文化、 
       促進醫社家資源結合 
「安晴、生命彩虹」社區安寧照顧計劃 (2015 -2018) 

香港復康會主辦，藉跨界別協作及社區動員，建立全人的社會安寧照顧模式，提升晚
期長期病患者的生活質素，讓他們活得有尊嚴及有意義; 加強家人照顧
能力及減低情緒困擾。 

 
SMART Care 有您友里~長期病患者照顧者支援計劃 
(2014-2017)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主辦，凝聚區內多界別不同持份者的參與，建立更多社會資
本, 並地區成立照顧者互助俱樂部，成為家庭的聚腳點。 
 
家陪同心社區網絡計劃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主辦、攜手建立精神病患者、家屬與社區的
支援網絡， 關注及推動精神健康。 

 



  病人資源中心社工看人本關懷  
 

    並行發展、互相緊扣 
    兩個向度 : 從人出發  + 從系統出發 
    兩個策略: Empowerment + Engagement 

    建立共有概念 Shared Ownership 

    社區為伙伴 Community Partnership 

    與醫護同步 Clinical Integration 

    相信病人力量 Patient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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