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凝聚社區參與	
建立支援網絡

　　「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自95年成立

以來，致力發展多方面資源，協助病者及

家屬積極面對康復路上所遇困難，並鼓勵

康復者、義工們及復康機構的參與，組

成支援網絡，關顧病者的需要。經過多年

來的努力，已成功建立三個病人資源中心

及其五項核心服務，包括社會心理支援服

務、病人互助網絡、義工服務、社區網絡

及實質支援如復康店等。

●	緊貼社區的醫社合作

　　自2000年起，部門配合港島東聯網

在社區醫療服務的發展，策動內外伙

伴，增強社區照顧及復康服務的銜接，

廣泛地為病人增加資源。05年更加設

「社區網絡辦公室」，主力發展7個醫社

合作溝通平台及相關服務。

　　隨著服務的發展，本部門成為醫院

與社區的主要橋樑，促進醫社合作，發

展多方面資源，以關懷及支援病者，達

致「全人治療」及「以社區為伙伴」的

精神。這些都是集合各同事及內外伙伴

合作的宏願和努力的成果。

●	「傳心傳意」

　　傳心傳意的出版，旨在傳遞本部門

的服務發展及活動資訊，讓大家掌握最

新訊息外，亦將關懷及支援病者促進健

康的信念，繼續傳揚開去。

黃敏櫻

社區及病人資源部部門經理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那打素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

主座大樓一樓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東座大樓一樓

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東座大樓一樓

復康店

主座大樓地下

傳心傳意傳心傳意
社區及病人資源部

2008年10-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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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癌症病人資源中心設立
癌症心理支援服務更臻全面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主任 鄧惠霞

　　癌症治療不斷進步，增加了病人的生存機會，延長了壽命。可是病人面對癌症一樣感到十分困

難。故港島東聯網一直竭力提昇服務，以鼓勵病人積極面對癌症。我們的緊密社區伙伴－香港癌症基

金會，多年來，協助改善癌症病人支援和關顧服務，不遺餘力。早於1995年，基金會捐助百萬元，設

立及興建癌症病人資源中心和癌症病人圖書閣，為開展病人心理支援服務奠下基石。

　　今年得到癌症基金會的贊助，全新的東區尤德夫人那打

素醫院癌症病人資源中心於3月17日正式開幕，為港島東癌

症病患者及家屬提供癌症資訊及心理支援服務，成為他們在

抗癌期間及復康路上的滙聚點，服務亦因此得以擴展。

　　據癌症基金會的研究顯示，逾兩成半癌症病人曾患焦慮

症及抑鬱症，患情緒病的機會率是正常人的1.5倍。故此，

情緒紓緩和心理關顧在癌症治療和復康上是非常重要。自

1995年，癌症病人資源中心成立的初期，已透過與臨床部門

的整合，將心理支援結合於病患的治療方案之中，連結專業

團隊，為病人提供有關自我護理、壓力紓緩及營養保健的工

作坊、講座、朋輩分享會。此外，中心亦致力推動病人互助

網絡，讓病人得到朋輩的支持，發揮互助自助精神。同時，

我們積極聯繫社區病人組織及福利機構，為病人及家屬建立

長期支援網絡，將連貫協調的支援服務由醫院延伸至社區。 

加上其他支援服務及資源，包括癌症資訊、上網設施、復康

用具借用等，令患者和家屬可以獲得更全面的照顧。

李詠梅醫生陪同眾嘉賓參觀擴充了服務的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和癌症病人圖書閣。

眾多主禮嘉賓出席中心開幕典禮，為港島東癌症病
人及家屬得到更全面照顧和支援而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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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健康資源站」自2002年10月起開展，是特

為精神病康復者及家屬而設的一站式支援服務。透

過病人資源中心連結社區復康機構，派出社工到精神

科門診部，主動接觸康復者及家屬，介紹社區復康資

源及提供諮詢服務，提高對精神健康及社區資源的認

知，增強照顧技巧，促進精神病康復者重投社會，更

有效達至社區復康。現時共有來自五個復康機構的九隊社區

復康服務團隊參與「精神健康資源站」，包括：浸會愛羣社

會服務處、利民會、善導會、扶康會及東華三院等。

　　2006年4月起更擴展服務，除原有的專業社工諮詢服務

外，增設健康資訊借用服務，招募及訓練本院精神科日間

醫院及社區復康機構的康復者及病人家屬擔任義工，參與協

助服務運作，發揮互助精神。為感謝義工們兩年來的支持貢

獻，特邀請義工們聚首一堂，交流及分享服務經驗，並認定

過來人義工在資源站服務的貢獻，勉勵義工們加強參與。

復康店延展計劃
那打素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社工　葛詠茵

　　為方便「港島東聯網綜合紓緩治療日間中心」的腫瘤科病人，能以優

惠價格購買所需的營養食品及家用醫療用品，以促進康復及減輕病人的經

濟負擔，本中心發展「復康店延展計劃」，在位於鄧肇堅醫院地庫高層的

綜合紓緩治療日間中心內，增設復康店服務。

　　透過與不同部門的合作，復康店終於在2008年5月5日正式投入服務，

售賣20多種癌症病人所需的營養食品及醫療用品。

　　於2008年4月9日舉行的義工訓

練中，義工留心了解復康店的服務

流程，並認識不同貨品對癌症病人

的幫助，當然不少得實習使用收銀

的電腦系統。見到他們認真的學習

及對服務腫瘤科病人的承擔，實在

令人鼓舞及感受到人間有情。

精神健康資源站
那打素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程序統籌 陳達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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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由多位來自醫護界、社福界及地區代表的講者， 
深入探討及互相交流

									醫社合作－

				「共創健康社區」研討會
社區網絡主任 孫詠雅

　　由港島東醫院聯網及多個社區夥伴合辦的「醫社合作系列三－共

創健康社區」研討會，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十四日(星期五)在香港中央圖

書館演講廳成功舉行。當日嘉賓濟濟一堂，參加者超過四百人，座無虛

席。會上由多位來自醫護界、社福界及地區代表的講者，深入探討及互

相交流，引動合作模式，亦邀請了安老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嶺南大學社會

學及社會政策系陳章明教授從多角度分析及確認醫社合作的路向。

研討會超過400多人出席

　　本計劃以推廣「東區健康城市」為題，由東區

區議會主辦，民政事務處及港島東醫院聯網合辦於

三月一日在柴灣漁灣社區會堂舉行，以向市民傳遞

「骨質健康」的知識。

　　活動邀請了港島東醫院聯網骨科醫生講解骨質

疏鬆及腰背痛的成因及預防方法。並由由兩位舞蹈

導師及物理治療師示範合適的運動，教授在日常生

活中強化骨骼及關節的方法。

東區健康城市－

「骨質健康知多少」專題講座	
	暨健康檢查
社區網絡助理 張磬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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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心理支援服務
名稱 對象 日期 時間 地點▲ 查詢電話 備註

◆腎科透析前講座
將接受腹膜透析治療的腎病患者
及家屬

10/12(三) 下午2:30-4:30 (1) 2595 6342 必須由醫護人員轉介

◆腎科教育系列～
  慢性腎病全面睇

於本院覆診之內科(腎)的病者及
家屬或腎友的家屬

25/10(六) 下午2:30-4:30 (10) 2595 6342 請預先報名

◆活出彩虹
剛接受腹膜透析治療(洗肚) 
約半年之腎友及其家屬

8/11,15/11,
22/11(六)

上午10:00-
中午12:00

(1) 2595 6342 請預先報名

◆糖尿病教育日 糖尿病新症患者及家屬
每月第一及 
第三個週四

上午10:00-
下午5:00

(1) 2595 6342
收費：病人$20(家屬免費)， 
必須由醫護人員或營養師轉介

超市漫遊知多D 糖尿病患者及家屬 13/12(六) 下午1:30-5:30
(1)及
鄰近超級
市場

2595 6342
收費：病人$20(家屬或領取綜
援人士免費)，曾約見本院營養
師或參加「糖尿病教育日」優先

◆痛症患者～心理社交 
　支援小組

本院覆診痛症科之患者，年齡介
乎60歲以下

10月-11月 
(詳情待定)

待定 (1) 2595 6342
與麻醉科、院牧部合辦
需由醫護人員作初步評估及 
轉介

◆兒童哮喘及鼻敏感 
　講座

哮喘兒童、家長及有興趣人士 8/11(六) 下午2:30-4:30 (4) 2595 6342 請預先報名

◆早產嬰兒家長 
  講座系列

2歲或以下曾入住本院嬰兒深切
治療部的兒童家長

22/11(六) 下午2:30-4:30 (4) 2595 6342 請預先報名

◆戒煙互助小組
曾接受無煙新天地個人輔導服務
人士

12/12(五) 下午7:00-9:00 (1)
2595 6342
2595 7162

聚會設茶水及餅食招待

◆「雨後晴空」乳癌 
　病人輔導小組

新症的乳癌病人及家屬 每月兩節
上午11:00-
下午12:30

(2) 2595 4165 必須連同覆診紙登記報名

◆腸癌治療須知
接受化學或放射治療的新症腸癌
病人及家屬

23/10,11/12 
(四) 

上午10:00-
中午12:00

(2) 2595 4165 請預先報名

◆頭頸部癌症治療須知 新症的頭頸部癌症病人及家人 每月三節 上午 (2) 2595 4165 請預先報名

「頭頸部癌症治療後 
須知」工作坊

頭頸部癌症病人 25/10(六)
上午10:00-
中午12:00

(2) 2595 4165 請預先報名

婦科癌症治療須知
接受化學或放射治療的新症婦科
病人及家屬

25/10,20/12 
(六)

上午9:30-10:30 (2) 2595 4165 請預先報名

血癌及淋巴癌新症護理
分享會

治療中的血癌及淋巴癌病人及 
家屬

每季 下午2:30-4:30 (1) 2595 4165 請預先報名

超越復發的恐懼 完成治療的癌症復康者及家屬 1/11(六) 下午2:30-4:00 (2) 2595 4165 請預先報名

病人互助網絡活動
名  稱 對 象 日 期 時 間 地點▲ 查詢電話 備  註

羽毛球同樂日
勿糖組組員或本院糖尿病 
患者

逢週五 晚上7:00-9:00
西灣河室
內運動場

2595 6342
參加者平均分担租場費， 
由糖尿科中心轉介

◆腎科病房探訪 C4腎病患者
逢第二及四的
週三至週五

上午 
11:00-12:00/ 
下午3:00-4:00

C4病房 2595 6342 與東區腎友自助會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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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12:00/ 
下午2:30-5:00

(9) 2595 6342
參與機構／病人組織當值時
間請向病人支援站查詢

互心軒 癌症病人及家屬 週一至週五 下午 2:00-4:30 (8) 2595 4165 與東日社及展晴社合辦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15周年活動
名  稱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查詢電話 備  註

開放日 4/10(六) 上午9:30-下午5:00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2595 6349
活動詳情請瀏覽網址： 
http://www.ha.org.hk/pyneh/15thAnniversary

感恩祟拜 15/10(三) 下午3:00-5:00 東座大樓地下大堂

步行籌款 29/11(六) 上午9:30-下午3:00 本院至鯉魚門公園渡假村

(▲請按後列活動地點號碼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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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復康活動
名  稱 對 象 日 期 時 間 地點▲ 查詢電話 備  註

◆心臟衰竭～「關心一線」
  電話跟進病情計劃

已出院而情況穩定的心臟衰竭 
患者

每月一至兩次 下午2:30-3:30 (1) 2595 6342
與「關心您的心」合辦，需由
醫護人員轉介

◆腎科病房探訪 C4腎病患者
逢第二及四的
週三至週五

上午
11:00-12:00/
下午3:00-4:00

C4病房 2595 6342 與東區腎友自助會合辦

◆秋日旅行
東區腎友自助會會員、 
本院腎友及家屬

2/11(日) 待定 戶外 2595 6342
東區腎友自助會主辦，
病人資源中心協辦

◆腎科病人門球訓練
東區腎友自助會會員、 
本院腎友及家屬

逢星期四 待定
西灣河室 
內運動場

2595 6342
東區腎友自助會主辦，
病人資源中心協辦

◆睡眠窒息症講座 睡眠窒息症患者及家屬 22/11(六) 下午2:30-4:30 (10) 2595 6342 與內科呼吸科合辦

◆認識老人痴呆症課程 本院患者及家屬
25/10-6/12
(共6堂)

上午10:00-11:30
K6日間 
老人醫院

2595 6342
此活動由內科－老人日間醫院
主辦，需由醫護人員轉介

◆腦友聚一聚 已出院之中風患者及其家屬 15/11(六)
上午11:00-
下午1:00

(5) 2595 6342 與社區復康網絡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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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12:00/ 
下午2:30-5:00

(9) 2595 6342
參與機構／病人組織當值時間
請向病人支援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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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腫瘤科 2595 4165 與癌協中心合辦

癌症復康新體驗 癌症病人及家屬 3/12(三) 下午2:30-4:30 (2) 2595 4165 與癌協中心合辦

認識癌症與有機飲食 癌症病人及家屬 11/10(日) 下午2:30-4:30 (11) 2595 4165
與各醫院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合辦

癌症最新治療方法 癌症病人及家屬 8/11(六) 下午2:30-4:30 (12) 2595 4165
與各醫院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合辦

展晴專線 乳癌病患者及家屬 逢週一 下午2:00-4:30 (2) 2595 4202 與展晴社合辦

展晴探訪 乳癌及婦科癌新症病人
逢週三及 
週五

下午 外科病房 2595 4165 與展晴社合辦

展晴天地 乳癌及婦科癌新症病人 逢週五 下午 D8病房 2595 4165 與展晴社合辦

舞蹈關懷班
乳癌及婦科癌新病人或 
展晴社會員

22/9至24/11 
(一)
共10堂

下午2:00-3:30 (2) 2595 4165
收費：會員$50、 
　　　非會員$80(全期)， 
與展晴社合辦

東日關懷 鼻咽癌康復者
逢週二及 
週四

(週二)下午
2:00-5:00及
(週四)上午
10:00-1:00 

(6) 2595 4165 與東日社合辦

健身太極初班 鼻咽癌患者及東日社會員
27/6至24/10 
(五)共16堂

上午10:00-11:30 (2) 2595 4202
收費：$30(全期)， 
與東日社合辦

鼻咽癌病房探訪 鼻咽癌病人 10月
下午3:00-5:00
或
晚上6:00-8:00

病房 2595 4165 與東日社合辦

造口病人朋輩探訪計劃 造口的癌症病人 每月兩次 上午9:30-12:00 (2)或病房 2595 4165
與香港造口人協會合辦， 
請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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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5 4165 與心血會合辦

◆骨髓移植康復者分享會 血癌及淋巴癌病人 13/12(六) 上午10:00-12:00 (2) 2595 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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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5 4165 與香港新聲會合辦，請先預約

「導引養生功」運動班 癌症病人
14/11至
19/12(五)
共6堂

下午2:30-4:00
西灣河 
文娛中心

2595 4165 與創域會合辦

編織送暖關懷行動 癌症病人 3/12(三) 上午9:30-12:30 (8) 2595 4165 與創域會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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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對 象 日 期 時 間 地點▲ 查詢電話 備  註

精神健康資源站 精神病患者及家屬 週一至週五
上午9:30-12:00/ 
下午2:30-4:00

(7) 2595 4008
與浸會愛社會服務處、 
利民會、善導會、扶康會及 
東華三院合辦

復康茶座X 精神科日間醫院康復者

25/9(四), 
3/10(五),
10/10(五), 
17/10(五),  
24/10(五)

下午2:30-4:30
樂民居及 
戶外

2595 4008
與浸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及 
善導會合辦

家屬同路人支援計劃 精神科病人家屬
29/10(三),
12月(待定)

下午4:00-5:30 (3) 2595 4008
與浸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家屬資
源及服務中心合辦

親心互牽日營2008 本院精神科病人及家屬 2/11(日) 上午9:30-5:00
西貢戶外 
資樂中心

2595 4008 與利民會及善導會合辦

活動舉行地點

院
內

(1)那打素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

院
內

(7)東座大樓七樓 精神科門診部

(2)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8)東座大樓地庫一樓

(3)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9)專科門診大樓地庫一樓東翼

(4)兒青健康東幹線　主座大樓六樓D室 (10)病理學大樓

(5)主座大樓三樓職員休息室 院
外

(11)九龍伊利沙伯醫院D座地下 多用途室

(6)東座大樓地庫二樓 (12)九龍伊利沙伯醫院M座地下 演講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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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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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2:30
　　　　　　　下午 2:30-5:00

互心軒
為覆診癌症病人提供院內護送、諮詢、健康資訊及活動報名服
務

星期一至五　　上午10:00-12:30
　　　　　　　下午 2: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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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打素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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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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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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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加入義工行列

社區復康活動

◆上述活動與本院各部門及社區復康單位合作舉辦，供本院病人及家屬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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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活動
名  稱 對 象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查詢電話

「美善生命」義工工作坊 東聯網義工 25/10(六) 下午2:00-5:00 精神健康資源中心禮堂 2595 6342

復康店義工加油站 復康店義工 15/11(六) 下午2:30-4:30 那打素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 2595 6342

資訊及支援服務
服 務 名 稱 服 務 地 點 對    象

1. 健康資訊站
免費借閱書籍、光碟、錄取帶及提供病人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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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科門診資訊站 專科門診大樓地庫一樓(近藥房)

  綜合兒童復康中心家長資源閣 東座大樓地下物理治療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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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港島東聯網病人及其家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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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 本院病人
#需由醫護人員轉介

4. 諮詢及轉介服務 各病人資源中心 本院病人及其家屬

熱帶氣旋及暴雨警告訊號下之服務安排
熱帶氣旋警告 中心開放安排

中心內講座及小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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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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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開放安排
中心內講座及小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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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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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職員將根據實際天氣情況，決定活動是否舉行或取消。負責職員將致電通知參加者有關之安排。

服務單位介紹
名　　稱 服務地點 對　象 開　放　時　間 電　話

那打素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
主座大樓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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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下午1:00
　　　　　　　　　下午 2:00-5:30
　星期六　　　　　上午 9:30-下午1:00

2595 6342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東座大樓一樓 癌症病人及家屬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30-下午1:00
　　　　　　　　　下午 2:00-5:30
　星期六　　　　　上午 9:30-下午1:00

2595 4165

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東座大樓一樓 精神科病人及家屬 ﹡星期二、三、五　下午 2:30-5:30 2595 4008

復康店
主座大樓地下

港島東聯網屬下醫院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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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5 6247

社區網絡辦公室 主座大樓二樓 社區團體及機構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30-下午1:00
　　　　　　　　　下午 2:00-5:30

2595 6263

﹡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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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