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展社會資本發展社會資本發展社會資本發展社會資本・・・・
為照顧者的充權找出路為照顧者的充權找出路為照顧者的充權找出路為照顧者的充權找出路

Developing Social Capitals:
A Way Out to Empower Carers of 

People with Chronic Diseases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康山中心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康山中心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康山中心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康山中心 -郭燕儀女士郭燕儀女士郭燕儀女士郭燕儀女士 (中心經理中心經理中心經理中心經理)



照顧者的正面轉化照顧者的正面轉化照顧者的正面轉化照顧者的正面轉化

主要策略伙伴主辦機構



發展社會資本發展社會資本發展社會資本發展社會資本

•動員相關的界別，發揮其所長，加強對照顧
者的關注及支援

•特色：動員及組織社會已有的力量動員及組織社會已有的力量動員及組織社會已有的力量動員及組織社會已有的力量，，，，建立社建立社建立社建立社
會資本會資本會資本會資本，，，，不是單靠專業人員提供直接服務不是單靠專業人員提供直接服務不是單靠專業人員提供直接服務不是單靠專業人員提供直接服務

主要策略伙伴主辦機構



SMARTCare照顧者支援計劃照顧者支援計劃照顧者支援計劃照顧者支援計劃

主要策略伙伴主辦機構

持續發展社會資本持續發展社會資本

促進照顧者的充權促進照顧者的充權

減輕照顧壓力減輕照顧壓力 提昇照顧信心提昇照顧信心

照顧者的正面轉化照顧者的正面轉化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

由社區復康網絡管理及營運由社區復康網絡管理及營運由社區復康網絡管理及營運由社區復康網絡管理及營運，，，，增聘三位員工增聘三位員工增聘三位員工增聘三位員工

•齊齊齊齊“喜喜喜喜”動動動動：：：：
– 2011年10月 – 2014年9月

•有您友里有您友里有您友里有您友里：：：：
– 2014年10月 – 2017年9月

主要策略伙伴主辦機構



動員三個界別動員三個界別動員三個界別動員三個界別

• 醫護醫護醫護醫護

• 鄰里鄰里鄰里鄰里：：：：

– 居民組織

– 教會

• 社區社區社區社區：：：：

– 學校

– 義工團體

主要策略伙伴主辦機構

照顧者照顧者照顧者照顧者照顧者照顧者照顧者照顧者

醫護醫護醫護醫護

鄰里鄰里鄰里鄰里 社區社區社區社區



發展三個層面的社會資本發展三個層面的社會資本發展三個層面的社會資本發展三個層面的社會資本

• 認知性社會資本認知性社會資本認知性社會資本認知性社會資本：：：：

– 喚醒持份者對照顧者心理社交需要的關注，並願意出一分力
幫助照顧者得到充權

• 關係性社會資本關係性社會資本關係性社會資本關係性社會資本：：：：

– 發掘熱心人士加入參與平台、並將參與經驗宣揚、締造跨界
別合作的機會

• 結構性社會資本結構性社會資本結構性社會資本結構性社會資本：：：：

– 為各參與平台物色有潛質的領袖、讓各平台持續發展

主要策略伙伴主辦機構



推行四類項目推行四類項目推行四類項目推行四類項目

主要策略伙伴主辦機構

不同形式的不同形式的不同形式的不同形式的
宣傳及推廣活動宣傳及推廣活動宣傳及推廣活動宣傳及推廣活動

不同形式的不同形式的不同形式的不同形式的
宣傳及推廣活動宣傳及推廣活動宣傳及推廣活動宣傳及推廣活動

照顧者提供即時照顧者提供即時照顧者提供即時照顧者提供即時
支援及長期關顧支援及長期關顧支援及長期關顧支援及長期關顧

照顧者提供即時照顧者提供即時照顧者提供即時照顧者提供即時
支援及長期關顧支援及長期關顧支援及長期關顧支援及長期關顧

建立及發展不同建立及發展不同建立及發展不同建立及發展不同
的參與平台的參與平台的參與平台的參與平台

建立及發展不同建立及發展不同建立及發展不同建立及發展不同
的參與平台的參與平台的參與平台的參與平台

跨界別合作及跨界別合作及跨界別合作及跨界別合作及
領袖培訓領袖培訓領袖培訓領袖培訓

跨界別合作及跨界別合作及跨界別合作及跨界別合作及
領袖培訓領袖培訓領袖培訓領袖培訓



照顧者支援服務照顧者支援服務照顧者支援服務照顧者支援服務

即時支援 專業評估及諮詢專業評估及諮詢專業評估及諮詢專業評估及諮詢、、、、資訊提供資訊提供資訊提供資訊提供、、、、連繫至不同的地區資源連繫至不同的地區資源連繫至不同的地區資源連繫至不同的地區資源

長遠支援

配對已受訓的義工作定期聯絡、關顧同行

電話關懷

探訪

照顧者互助俱樂部 (康山大本營、柴灣區聚腳點)

義工關顧同行義工關顧同行義工關顧同行義工關顧同行

電話關懷電話關懷電話關懷電話關懷

探訪探訪探訪探訪



照顧者照顧者照顧者照顧者互助互助互助互助俱樂部俱樂部俱樂部俱樂部 (每月一次聚會每月一次聚會每月一次聚會每月一次聚會)

康山大本營、柴灣聚腳點

- 分享照顧經驗

- 身心鬆弛活動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 藝術創作(如：手作仔、水墨畫)

- 戶外活動

- 照顧技巧訓練

主要策略伙伴主辦機構



「「「「齊齊齊齊“喜喜喜喜”動動動動」」」」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 持份者(醫護人員、居民、教友、學生、企業員工)對照顧者需
要的認識與認同；物色一群有心人，持續參與支援行列

• 結連鄰里及社區組織，部份組織的領袖成為核心成員

• 建立參與平台：

– 跨界別「策導委員會」

– 「醫護專業顧問團」

– 三支「義工團隊」(個別關顧、地區推廣、照顧者同路人)

• 支援照顧者的定位：「關顧」及「互助」兩方面，成功連結一
群受助的照顧者，組成「照顧者互助俱樂部」及「街坊街里聚
腳點」

主要策略伙伴主辦機構



主要策略伙伴主辦機構





策導委員會策導委員會策導委員會策導委員會策導委員會策導委員會策導委員會策導委員會
香港復康會代表香港復康會代表香港復康會代表香港復康會代表、、、、港島東醫院聯網代表港島東醫院聯網代表港島東醫院聯網代表港島東醫院聯網代表、、、、
照顧者代表照顧者代表照顧者代表照顧者代表、、、、居民團體代表居民團體代表居民團體代表居民團體代表、、、、教會代表教會代表教會代表教會代表、、、、
學術界代表學術界代表學術界代表學術界代表（（（（每半年進行會議每半年進行會議每半年進行會議每半年進行會議））））

執行及運作團隊執行及運作團隊執行及運作團隊執行及運作團隊執行及運作團隊執行及運作團隊執行及運作團隊執行及運作團隊
港島東醫院聯網代表：社區服務統籌社區服務統籌社區服務統籌社區服務統籌、、、、

資源中心主任資源中心主任資源中心主任資源中心主任、、、、社區網絡主任社區網絡主任社區網絡主任社區網絡主任

香港復康會代表：高級經理高級經理高級經理高級經理、、、、中心經理中心經理中心經理中心經理、、、、

項目主任項目主任項目主任項目主任、、、、社工社工社工社工、、、、服務幹事服務幹事服務幹事服務幹事

（（（（每季進行會議每季進行會議每季進行會議每季進行會議））））

醫護專業顧問團醫護專業顧問團醫護專業顧問團醫護專業顧問團醫護專業顧問團醫護專業顧問團醫護專業顧問團醫護專業顧問團
•內科內科內科內科 (腎科腎科腎科腎科、、、、老人科老人科老人科老人科、、、、
胸肺科胸肺科胸肺科胸肺科、、、、心臟科心臟科心臟科心臟科、、、、
糖尿科糖尿科糖尿科糖尿科、、、、腦內科腦內科腦內科腦內科…）、）、）、）、
腦外科腦外科腦外科腦外科
•專科門診專科門診專科門診專科門診、、、、社康護理社康護理社康護理社康護理、、、、
長者離院服務長者離院服務長者離院服務長者離院服務
•醫務社工醫務社工醫務社工醫務社工、、、、院牧院牧院牧院牧
（（（（每半年進行會議每半年進行會議每半年進行會議每半年進行會議））））

義工團隊義工團隊義工團隊義工團隊義工團隊義工團隊義工團隊義工團隊
•「「「「關懷大使關懷大使關懷大使關懷大使」」」」義工隊義工隊義工隊義工隊

•「「「「讓愛流傳讓愛流傳讓愛流傳讓愛流傳」」」」義工隊義工隊義工隊義工隊

•照顧者義工隊照顧者義工隊照顧者義工隊照顧者義工隊

（（（（設有訓練設有訓練設有訓練設有訓練、、、、定期會定期會定期會定期會
議議議議））））

照顧者照顧者照顧者照顧者照顧者照顧者照顧者照顧者
互助俱樂部互助俱樂部互助俱樂部互助俱樂部互助俱樂部互助俱樂部互助俱樂部互助俱樂部

1. 康山大本營康山大本營康山大本營康山大本營

2. 柴灣區聚腳點柴灣區聚腳點柴灣區聚腳點柴灣區聚腳點

（（（（動員動員動員動員、、、、定期聚會定期聚會定期聚會定期聚會））））

地區發展地區發展地區發展地區發展地區發展地區發展地區發展地區發展

居民居民居民居民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

教會教會教會教會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連繫六所中學連繫六所中學連繫六所中學連繫六所中學

•「「「「愛伴隨愛伴隨愛伴隨愛伴隨」」」」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主要策略伙伴主辦機構



召集人：蔡德康醫生、潘經光先生

醫護代表：黃敏櫻女士、曹巧瑩女士、
楊嬋香女士、梁機培醫生

地區代表：康梁秀賢女士、馬振聲先生、
謝俊文先生

照顧者代表：駱偉有女士

學術界代表：趙美莉博士

復康會代表：周惠萍女士、梁綺薇女士

（按需要邀請各界人士列席）

主要策略伙伴主辦機構



與東區醫院之合作與東區醫院之合作與東區醫院之合作與東區醫院之合作

轉介的主要病轉介的主要病轉介的主要病轉介的主要病房房房房
及部門及部門及部門及部門

醫醫醫醫護專業顧問護專業顧問護專業顧問護專業顧問團團團團

(每半年一次會議)

醫院醫院醫院醫院人員的參與人員的參與人員的參與人員的參與

腦內科、腎科、
心臟科、糖尿病
科、醫務社會服
務部、病人資源
中心、院牧

第一次: 2012.08.28 •委派代表參與醫護委派代表參與醫護委派代表參與醫護委派代表參與醫護
專業顧問團專業顧問團專業顧問團專業顧問團

•辨識有需要的照顧辨識有需要的照顧辨識有需要的照顧辨識有需要的照顧
者並者並者並者並作作作作轉介轉介轉介轉介

•專科門診專科門診專科門診專科門診 /病房樓病房樓病房樓病房樓
層層層層作作作作宣傳推廣工作宣傳推廣工作宣傳推廣工作宣傳推廣工作

第二次: 2013.03.05

第三次: 2013.09.17

主要策略伙伴主辦機構



醫護專業顧問醫護專業顧問醫護專業顧問醫護專業顧問團會議團會議團會議團會議- 2013.09.17

主要策略伙伴主辦機構



與東華東院之合作與東華東院之合作與東華東院之合作與東華東院之合作

•與東華東院病人資源中心合辦

•每兩個月舉辦一次「生活新路向」之講座

•東華東院之醫院宣傳

主要策略伙伴主辦機構



與香港防癆會中醫診所之合作與香港防癆會中醫診所之合作與香港防癆會中醫診所之合作與香港防癆會中醫診所之合作

•已合辦兩次的中醫講座

•10月底將傾談2014年的合作計劃，如義診服務

與私家醫生之合作與私家醫生之合作與私家醫生之合作與私家醫生之合作

•2013.08私家醫生參觀本中

心，並支持日後轉介之合作

主要策略伙伴主辦機構



主辦機構 策略伙伴

�地區活動

�會議

Stage 2: 爭取合作機會



主辦機構 策略伙伴
第一次地區活動: 讓愛流傳-中秋送暖金源樓 27/9/2012

1.座頭協助物色屋苑照顧者

2.送上中秋禮物包與服務單張

3.社工介紹服務, 義工與街坊傾談

4.與有需要的照顧者進一步聯絡



主辦機構 策略伙伴
參與屋苑中秋晚會活動 29/9/2012

1.認識區內各屋苑法團及委員會

2.送上中秋禮物包與服務單張

3.接觸街坊: 介紹機構及計劃服務



主辦機構 策略伙伴
輪椅及扶抱技巧基礎訓練班 (12/2012)

1.參加者: 柴灣區不同屋苑法團及委員會委員

2.了解SMARTCare活動模式

3.體會照顧者的照顧工作



新翠花園2013/5

輪椅及扶抱技巧知識工作坊

策略伙伴主辦機構

樂軒臺2013/4

輪椅及扶抱技巧知識工作坊

地區照顧者照顧技巧活動

輪椅及扶抱技巧知識工作坊



主辦機構 策略伙伴
讓愛流傳 -月圓送暖到怡翠 9/2013



主辦機構 策略伙伴
出席居民團體聯誼活動

1.Informal 會面

2.互相了解及認識

3.傾談合作



主辦機構 策略伙伴
出席居民團體聯誼活動



主辦機構 策略伙伴



「「「「有您友里有您友里有您友里有您友里」」」」重點重點重點重點

• 持續發展現有的參與平台、提昇成員角色

• 發掘領袖，使其能當家作主

• 將成功經驗擴展

• 成立新的參與平台：地區關注組

• 締造更多跨界別的合作機會

• 善用現有資源

主要策略伙伴主辦機構



• 照顧者互助俱樂部照顧者互助俱樂部照顧者互助俱樂部照顧者互助俱樂部：：：：

–義工及照顧者能夠當家作主

–更多「街坊街里聚腳點」

• 義工團隊義工團隊義工團隊義工團隊：：：：

–有領袖，能夠當家作主

–有新血，代代相傳

• 地區關注平台地區關注平台地區關注平台地區關注平台：：：：

–成立平台，落實「聚腳點」的發展

主要策略伙伴主辦機構



• 醫護專業顧問團醫護專業顧問團醫護專業顧問團醫護專業顧問團：：：：

–確立適合急症醫院(東區醫院)及復康醫院(東華
東院)的協作模式

–顧問團能納入醫社合作平台的常規架構

• 校園行動組校園行動組校園行動組校園行動組：：：：

–成立中學生義工隊

–於學校進行推廣及教育

主要策略伙伴主辦機構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康山中心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康山中心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康山中心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康山中心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康山中心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康山中心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康山中心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康山中心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地址地址地址地址：：：：鰂鰂鰂鰂魚涌英皇道魚涌英皇道魚涌英皇道魚涌英皇道1120號康山花園第六座地下號康山花園第六座地下號康山花園第六座地下號康山花園第六座地下

(太古港鐵站太古港鐵站太古港鐵站太古港鐵站E3出口轉左出口轉左出口轉左出口轉左)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25497744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傳真傳真傳真傳真：：：：25495727

電郵電郵電郵電郵：：：：電郵電郵電郵電郵：：：：crnkh@rehabsociety.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