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病人互助網絡 社區資源聯繫 義工服務 社會心理支援服務 資訊及復康資源

　　部門就著長者服務機構的需要迅速回應，為前線同工準備一

個由醫生及護士主講的「認識低溫症及長者防寒知識講座」，深

化60名參加者在此範疇的認識，將此融入到長者服務中。

　　同一時間，更向他們提供由專業醫護人員特別設計的「長者

監測簡表」及設立一條由註冊護士接聽的熱線，以提供即時的諮

詢，使前線同工更快、更有效地及早識長者出現的病狀，避免延

誤診治。

　　除此以外，港島東聯網更與東區及灣仔區的社區伙伴合作，

製作及向有需要的長者派發超過2萬份印有防寒小貼士的「冬日

護老小錦囊」及「防寒十式」提示咭，廣泛宣揚防寒訊息。

　　在剛過去的冬季，相信厚厚的棉衣已經成為大家最要

好的朋友，因為天氣實在非常寒冷！對於一群防寒力較弱

的長者來說，更是難熬！為使他們能夠安全、健康地在社

區中生活，港島東聯網早於冬季來臨前，特別發動多個社

區伙伴組織「防寒計劃」，成功喚起全城關注，在不同層

面照顧有需要的長者，特別是獨居及患有長期病的一群。

　　就趁這個機會，讓我們一同回顧當中的成果吧！

　　本部門得到社區人士及義工們的大力支持，短時間內招募超過50

名義工，並完成特定培訓，成功於2010年年底成立「冬日護老特CALL

隊」，至今已向超過200名出院的獨居長者提供及時、適切的電話關顧服

務。藉此定期的電話聯繫，讓長者更掌握禦寒知識，亦有助及早識別身

體出現早期病狀的長者，鼓勵盡快求醫。更重要的是，義工們窩心的問

候，能夠在這個寒冷的冬季為長者帶來一點點暖意吧！

曾嘉瑩（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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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在的，糖尿病在香港愈趨普遍，而且現時更

有患者年輕化的跡象。有見及此，港島東醫院聯

網糖尿及內分泌科與東華東院健誼會，聯同其他

相關糖尿病的社區組織於2011年2月13日

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辦了第一屆香

港糖尿病患者研討會。活動當日安排

了專題講座、社區團體和病人自助組

的小組分享、還有不同類型的攤位遊戲

來講解糖尿病，使參加者可以從不同途

徑接收預防及正視糖尿病的資訊。

繆咏荷（社工）

糖尿病患者：「呢個
研討會內容多元化，

希望下次會有多D糖尿

病患者參加。」流露

出患者對未來活動的

期望，並同時帶出患

者希望能有更多病友

受惠的想法。

糖尿病患者家屬：「估
唔 到 研 討 會 場 有 湯 水 書

賣 ， 呢 本 書 內 容 好 受

用 ， 可 以 返 屋 企 試 下 煲

湯 。 」 復 康 店 於 當 日 設

置 售 賣 與 糖 尿 病 相 關 的

書 藉 攤 位 ， 藉 著 日 常 生

活來配合患者需要。

以下是三位出席香港糖尿病患者研討會的參加者分享：

勿糖組組員：「之前預備呢個研討會好
辛苦，同一時間又有好多其他工作要處

理，不過活動完成後真係覺得好開心！」

簡單數句說話已經道出了勿糖組組員的心

聲！雖然工作辛苦又有壓力，但令人鼓舞

的是，透過簡單的同路人分享和排排舞表

演，鼓勵糖尿病患者多做運動，推動朋輩

支援的力量。

　　本年度「天空海闊」活動由本院與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利民會及香港

家連家精神健康倡導協會3個社區伙伴

機構合辦。以「你和我」為主題，希望

喚醒社會大眾關注家庭及社區支持對精

神病康復的重要性，鼓勵康復者及家屬

發揮互助支援動力，推動社區融合的精

神；並推廣自2010年10月起在各區設立

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

　　活動高潮部分是綜藝匯演，由合辦

單位的康復者、家屬及義工擔綱演出，

以多媒體音樂劇、非洲鼓演奏、話劇及

舒展運動等不同表演手法帶出活動主

題，表演裡的動人情節及表演者的精彩

演繹，令全場掌聲不絕於耳，觀眾及嘉

賓都擊節讚賞演員的精彩演出，活現出

家庭及社區支援對康復者治療的幫助。

　　表演過後更有攤位遊戲及展覽，吸

引參加者認識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病人家屬服務及本院天空海闊家友站服

務；展覽並於活動過後的一個月持續舉

行，方便更多覆診病人及家屬參觀。

大會更出版心聲集，收錄了8篇感人文

章，道出4對康復者及家屬同行精神復

康路的感人故事。 

陳達偉（社工）

◇ 本院自2007年起與多間社區精神復康機構

攜手合作，舉辦「天空海闊」精神健康推

廣活動系列，藉著心聲晚會、出版書刊、

攝影展等多元化活動模式，讓精神病康復

者及家屬有機會表達在復康路上的心聲及

正面經驗，增強社會大眾對對康復者需要

的關注，及對精神健康的認識。



　　有過來人與自己分享他們患病時的經歷，可以減少自己對病況的
擔憂；有過來人與自己分享他們的故事，可以增加自己面對病情的信
心；有過人與自己分享他們的一切，感覺真好。你試過與過來人傾談
嗎？

　　為了裝備義工們，使他們更有信心到病房進行探訪服務，癌症
病人資源中心與東日社於2011年2月26日合辦了「病房探訪義工訓練
日」。當日，每位義工都很投入在過程之中，特別在討論如何解答常
見問題的環節中，義工們都樂於分享他們的見解和方法，使他們能在
過程中互相學習。他們積極的參與，也是為了日後在病房探訪服務
上，可以為大家提供更好的關懷服務。

　　朋輩關懷可以關心大家之餘，也可以為大家提供有關的資訊。讓
我們一起發揮關懷互助的精神，在面對病患的過程中成為別人的祝
福，也讓別人成為自己的祝福。

胡　怡（社工）

「雖然我都是抽唔到

獎，但係我地籌委義工組

終於可以打破抽唔到獎的

宿 命 ， 我 地 大 家 都 好 開

心！」來自其中一位籌委

義工的心聲，原來快樂就

是這麼簡單，「你快樂所

以我快樂」！

「我好想參與呢個跳舞

小組呀！」其中一位義工

在欣賞完跳舞環節後的反

應。義工們多才多藝，當

晚大顯「武 / 舞」功，表

演五禽戲和精彩舞蹈，台

下的義工亦相繼加入，帶

動全場氣氛。

鄭美莉（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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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新春團拜是每年義工服務的大日
子，因為來自不同服務的義工組都會聚首一
堂，藉參與活動慶祝新春，同時亦可以互
相慰問。今年亦不例外。在2011年3月4日
晚，我們在柴灣東翡翠超級漁港筵開二十六席，氣氛熱
鬧。義工們不但投入參與當晚的遊戲和幸運大抽獎，而且嘉賓們亦與眾
同樂，為活動加添歡樂氣氛。

　　一不離二，義工活動第二炮的義工嘉許禮將於2011年6月17日（五）
下午於柴灣青年廣場Y綜藝館舉行，今次嘉許禮將會第一次聯同港島東聯
網的其他醫院一齊舉行，藉此讓參加不同醫院服務的義工有一個交流的
機會。約定你一齊參與這個義工服務的大日子！

繆咏荷（社工）

　　「服務推廣大使義工訓練2011」已於29/1/2011順利完成，大部份參加
者是我們醫院的精神病康復者及照顧精神病患者的家屬，參加者積極參與訓
練，細心聆聽工作員的講解。工作員明白要由精神科病人轉化為康復者，再
由康復者轉化為義工，確實不易！別人看似細小的一步，其實已是他們的一
大步。作為精神復康團隊的一份子，我們盼望本中心能夠成為康復者在康復路
上的明燈，適時為康復者提供合適的社區資源，增強康復的信心；並在康復者
擔任義工的過程中，讓康復者發掘自己的潛能，重建自信，一心一意向著康復路
進發；我們更大的盼望是康復者能透過擔任義工的過程，用一個新的角度看自己及精
神病，從而引發康復者向前走，走進社區，走出自己患病後的康莊大道。

　　我們的義工現在已於門診部當值，服務時間為逢星期一至五的下午時段，在7樓門診部與大家見面。
如想進一步了解社區精神復康資源，歡迎親臨本院東座一樓「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以下是節錄義工新春團拜參加者的分享……



傳 心 傳 意 ︱ P 4

　　與東區文藝協進會合辦的「東區醫院藝術互動計

劃」，已於2月17日及26日分別為癌症、舒緩科、精神

科及長期病患的病友提供了一個平台，讓病人透過畫

作，藉以舒發感受，更可發揮創意。

　　病友學習使用iPad創作畫作，由最初的戰戰兢兢到後

來的純熟操作，真為病友帶來不少成功感，看見畫作完成

後被即時列印及製成紀念品，喜悅及滿足之情更洋溢在他

們的臉上呢！在藝術治療師的引導下，病友逐一分享畫作

內容及表達其內心世界，這些坦誠及真摰的分享不單令人

感動，更讓人領悟更多病人的心路歷程，感受到他們的勇敢、樂觀及積極。

葛詠茵（社工）

　　如果你也想分享病友的畫作，歡迎瀏覽這個網址

http://edaf-loveinhospital.tumblr.com/，畫作更可成為

e-card，配合鼓勵字句傳送給有需要的人。

那打素病人資源中心

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社區網絡辦公室

　　最近，當大家走進我們的單位時，有否發現許多新面孔呢？

　　隨著服務的不斷擴展，及與大家很稔熟的黃姑娘（Rebecca）及鄧姑娘

（Sherman）正在休假，我們部門多了不同的新同事，繼續為大家提供服務。借

此機會，也向大家介紹一下，齊來打個招呼吧。你也許已認識了他們？Hello！

社區及病人資源部 新團隊介紹

黃敏櫻（部門經理）2011年我們有新的組合，也有新的挑戰，期望也會有你的支持！

（左起）：

臧姑娘、陳先生（社工）、

繆姑娘（社工）、黃經理、

葛姑娘（社工）、陳姑娘、

朱姑娘、袁姑娘

後排（左起）：

杜姑娘、蕭姑娘、黎姑娘

前排（左起）：

胡姑娘（社工）、黃經理

（左起）：

鄭姑娘（社工）、 

黃經理、黎姑娘

（左起）：

張姑娘、孫姑娘（社工）、 

黃經理、曾姑娘（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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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互助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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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肚）的腎病病人及家屬

8/6（三） 下午2:30-4:30 1 2595 6342 由內科（腎科）醫護
人員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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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5 6342 由醫護人員或 

營養師轉介

腎科進深教育講座
透析（洗肚或洗血）或 
已接受移植的腎友

11/6（六） 下午2:30-4:30 1 2595 6342 與內科（腎科）合辦，
內容待定

慢性腎病全面睇
仍未需要接受任何透析治
療的慢性腎病病人及家屬

14/5（五） 下午2:30-4:30 1 2595 6342 與內科（腎科）合辦，
現正接受報名

「超巿漫遊知多D」
工作坊

糖尿病病人及家屬 25/6（六） 下午1:30-5:30
1及 

鄰近大型
超級市場

2595 6342
曾約見本院營養或 
參加「糖尿病教育日」
優先

新的一頁痛症課程 痛症科覆診患者及其家屬 23/6（四） 下午2:30-4:30 1 2595 6342 痛症科、院牧部合辦

攜手護心工作坊 心臟衰竭病人及家屬 20/5（五） 上午9:30-12:30 1 2595 6342 由醫護人員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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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5 4165 由醫護人員轉介

腸癌治療須知 腸癌新症病人及家屬 14/4, 9/6（四） 上午10:00-12:00 2 2595 4165 由醫護人員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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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5 4165 由醫護人員轉介

「頭頸部癌症治療後
須知」工作坊

頭頸部癌症病人 21/6（二） 下午4:00-6:00 2 2595 4165 由醫護人員轉介

婦科癌症治療須知 婦科癌症新症病人及家屬 12/4, 7/6（二） 下午3:30-4:30 2 2595 4165 由醫護人員轉介

「肺腑之言」
肺癌病人分享會 肺癌病人及家屬 28/4（四） 下午2:30-4:30 2 2595 4165 與創域會合辦

護「胃」互勉
胃癌病人分享會 胃癌病人及家屬 13/5（五） 下午2:30-4:30 2 2595 4165 與創域會合辦

音樂鬆一鬆 癌症病人、康復者或家屬
8/6, 15/6, 22/6, 

29/6（三） 上午10:30-12:30 2 2595 4165
由音樂治療師教授
（參加者必須出席 
第一堂）

創藝減壓工作坊 癌症病人、康復者或家屬 4/6, 11/6（六） 上午10:30-12:30 2 2595 4165 透過藝術創作助你
輕鬆減壓

身心健康體驗之旅
精神病康復者及家屬 
（能一同出席者優先）

22/6（三） 下午4:15-5:15 3 2595 4008 與香港家庭福利會東
區分會合辦

「家倍有愛」精神復康
同行者教育課程

照顧精神病患者的家屬
3/6-29/7 
（逢週五）

下午4:00-6:00 3 2595 4008 與利民家庭學社合辦

＃請按後列活動地點號碼查閱
社會心理支援服務

名稱 對象 日期 時間 地點＃ 查詢電話 備註

東區腎友自助會15周年
紀念暨周年大會晚宴

會員、本院腎友及家屬 30/4（六） 下午6:00-9:30 酒樓 2595 6342 與東區腎友自助會合辦

腎科病房～朋輩關懷服務 C4腎病病人 按需要而定 按需要而定 C4病房 2595 6342 與內科（腎科）及東區腎友
自助會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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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595 6342 必須由糖尿科護士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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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中午12:00-
下午3:00

骨科日間
病房

2595 6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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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一及
第三個星期六

下午2:30-4:00 骨科病房 2595 6342 與人工關節復康協會合辦

兒童及青少年糖尿家長
互助小組～朋輩關懷服務

糖尿病病童及家長 按需要而定 按需要而定 1 2595 6342

童膚樂聚～朋輩關懷服務 濕疹兒童及家長 按需要而定 按需要而定 1 2595 6342
親子樂家長組～朋輩關懷
服務

早產嬰兒家長 按需要而定 按需要而定 1 2595 6342

愛心家長組～朋輩關懷服務 唐氏綜合症兒童及家長 按需要而定 按需要而定 1 2595 6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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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5 4165

展晴專線 乳癌病人及家屬 逢週一 下午2:00-4:30 2 2595 4202 與展晴社合辦



傳 心 傳 意 ︱ P 6

社區復康活動
名稱 對象 日期 時間 地點＃ 查詢電話 備註

腦友聚一聚 已出院之中風病人及其家屬
9/4（六）
21/5（六） 上午11:00-1:00 4 2595 6342 與內科（腦內科）及

社區復康網絡合辦

認識腦退化症課程
有照顧腦退化症患者的家屬
及照顧者

7/5-4/6（六） 上午10:00-12:00 K6日間 
老人醫院

2595 6342 K6主辦，由醫護人員
轉介

休閒小聚～
腦退化症照顧者工作坊

腦退化症病人及家屬 25/6（六） 上午10:00-12:00 1 2595 6342 曾參加「認識腦退化
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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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5 6342 與內科（呼吸科） 
合辦，由醫護人員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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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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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595 4165 與癌協中心合辦

癌症復康新體驗 癌症病人及家屬 15/6（三） 下午2:30-4:30 2 2595 4165 與癌協中心合辦

傾心吐意聚一聚 癌症病人、康復者或家屬 6/5, 3/6（五） 下午2:30-4:00 2 2595 4315
每次都有不同主題分
享，可以讓你輕輕鬆
鬆與大家傾心吐意

迎新會下午茶 乳癌及婦科癌新症病人 6/5（五） 下午2:00-4:30 9 2595 4165 與展晴社合辦

手工藝班
治療中的乳癌及婦科癌病人
及展晴社會員

待定 待定 待定 2595 4165 與展晴社合辦

骨髓移植知多少 癌症患者及其家屬 16/4（六） 上午10:00-12:00 12 2595 4165
與威爾斯、伊利沙伯、
屯門、瑪麗、瑪嘉烈醫
院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及癌協合辦

平安紙與財產管理 癌症患者及其家屬 27/5（五） 晚上7:00-9:00 10 2595 4165

中醫食療及湯水 癌症患者及其家屬 6月 待定 待定 2595 4165

家屬同行～
痊因有你系列

精神病康復者的家屬 11/5,15/6（三） 下午4:00-5:30 3 2595 4008 與利民家庭學社合辦

精神健康全面睇 精神病康復者的家屬 13/4,4/5,8/6（三） 下午4:00-6:00 3 2595 4008 與醫院精神科及地區
復康機構合辦

會友聚一聚
精神病康復者
（已入會康復者優先）

3/5（二） 下午4:00-5:30 3 2595 4008 天空海闊家友站主辦

擊鼓晴天
精神病康復者
（已入會康復者優先）

6/5~27/5（五） 上午3:45-5:45 3 2595 4008 與利民會精緻健康
綜合服務中心合辦

名稱 對象 日期 時間 地點＃ 查詢電話 備註

展晴探訪 乳癌病人 逢週三及週五
週三下午及 
週五上午

E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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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0 6 2595 4165 與展晴社合辦

東日關懷 鼻咽癌病人 逢週二及週四
週二下午及 
週四上午

5 2595 4165 與東日社合辦

「東日同行」病房探訪 鼻咽癌病人
隔週二、週四
及週六

下午2:30-4:30/
上午11:00-1:00

腫瘤科 
病房

2595 4165 與東日社合辦，由醫護
人員轉介

造口病人朋輩探訪計劃 造口的癌症病人 逢週一 下午2:00-5:00 2或病房 2595 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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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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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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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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1:00
 下午 2:1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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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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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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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健康資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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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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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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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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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訓練及活動
名稱 對象 日期 時間 地點＃ 查詢電話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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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11/6（六） 上午10:00-下午4:30 4 2595 6342

「東日同行」義工訓練
有興趣成為義工的鼻咽癌
康復者、東日社會員

14/5, 21/5（六） 上午10:30-12:30 2 2595 4165 與東日社合辦

家友同盟義工訓練2011 精神病康復者或照顧者
第1節 18/5（三） 下午4:00-6:00 3

2595 4008 詳情請向本中心查詢
第2節 19/5（四） 下午3:00-4:30 律敦治

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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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那打素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 5 東座大樓地庫二樓 9 東座大樓地庫二樓癌症病人圖書閣
2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6 專科門診大樓地庫三樓西翼 10 醫院管理局大樓閣樓演講廳
3 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7 東座大樓地庫一樓 11 西灣河室內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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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伊利沙伯醫院M座地下演講室

活動舉行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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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座大樓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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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座大樓一樓 2595 4165 癌症病人及家屬

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東座大樓一樓 2595 4008 精神科病人及家屬 星期一至五 下午 2:00 - 5:15

復康店 主座大樓地下 2595 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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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島東醫院聯網
社區網絡辦公室

主座大樓二樓 2595 6263 臨床部門、社會服務機構、社區團體 不適用

服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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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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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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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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委員會：黃敏櫻、胡　怡、繆咏荷、朱艷雯、蕭喬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