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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及病人資源部

全人關顧　積極面對
本院向以「矜憫為懷」為辦院宗旨，力求對人身、心、靈性的健全作出貢獻。本部門亦為使病人在診斷、

治療、復康及復發 /紓緩的階段得到全人關顧，發展５個核心服務，包括：社會心理支援服務、病人互

助網絡、社區資源連繫、義工服務及資訊及復康資源，務求使病人在歷程中得到持續關顧。

根據香港血友病會的資料，全港已確診的血友病患者約有二百多

人，而在本院覆診的約有 20多人。那打素病人資源中心繼去年 8

月底為血友病患者舉辦「我都做得到 ~血友病病友同樂日後，上月

再與內科（血液科）、物理治療部及香港血友病會舉辦了「易筋經

強身健體班，這個課程除了讓病友透過運動健「身」，亦可透過朋

輩、醫護人員及病人組織的分享及支持，同時健「心」，積極面對，

與病共存。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物理治療部吳潤娥經理率同事義務擔任易
筋經導師，細心講解每式重點及注意事項

參加者用心聆聽吳師傅預備的生活小貼士，並
在社工帶領下互相分享生活點滴，互勵互勉

我們畢業了 ! 病友承諾會努力練習，養成每天運動
的好習慣，並積極參與朋輩活動，延續互助精神

內科（血液科）許紫珊副顧問醫生 (左二 )十分支持
是次活動，並代表參加者致送感謝咭予物理治療部

香港血友病會每次均送
來新鮮水果支持病友

為感謝吳師傅及各物理治療
師的悉心指導，參加者一同
製作感謝咭，以表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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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　陳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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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女兒說：「那天在一個鐵路站看到一個

由高錕校長與高太拍的硬照廣告，最吸引我

注意的是那一句話，認知障礙，不可怕，只

要愛不退化。我看到很難過，因為它說出我

對爸爸患病的心底話，其實真的很難接受。」

她的眼眶通紅了，再說不出話來⋯⋯。假若

你有親人患有認知障礙症（之前名為老人痴

呆症、腦退化症），你又有什麼反應？不知

所措？徬徨？難過？日子久了，感到照顧壓

力很大？常常提心吊膽？

幾年前，高錕校長患病消息引起全城關注認

知障礙症，政府及社福界機構加強推動及改

善病者及照顧者服務，從社區教育、早期評

估、治療、照顧者 /家屬訓練及互助網絡、

關注政策等，百花齊放。這實在是病者及照

顧者的福氣！

長
期
疾
病

休閒小聚認知障
礙症照顧者分享

會

日期：2014年 6月 14日 (星期六 )

時間：10:00-12:30

地點：主座三樓
職員休息室

對象：認知障礙
症患者之家屬

報名及查詢：2595 6342

參加者對休閒小聚（2013年度）的回饋
分享會目的 同意程度

透過經驗交流，獲得照顧知識及技巧 100%

工作坊能體驗互助同行的好處 100%

工作坊有助舒緩情緒，減輕壓力 92%

工作坊增強對認知障礙症社區資源的掌握和認識 100%

藉著分享環節，家屬交換照顧心得，
提高正能量，彼此支持。

為加強病人及家屬得到適切的社區支援及促

進互助互勉，病人資源中心與區內６間社福

機構定期合辦「休閒小聚∼認知障礙症病者

照顧者分享會」。今年，「休閒小聚」將增

加次數，由一年兩次增至四次。除此以外，

本部門在專科門診部亦設有「病人支援站」，

提供服務推廣、社區資訊及書籍借閱等，使

病人 /照顧者得到更多支援。

由區內復康機構或老人服務社工講解服務特色。

與社
區聯繫、集結合作伙伴、

加強對認知障礙症病者、
照顧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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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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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備註／合辦單位

i-Health 5體重管理課程
藉小組互動、簡易步行班、飲食自我管理課程、

朋輩鼓勵，認識糖尿病及肥胖對身體的影響、訂定個人目

標、建立運動習慣、改善飲食模式

2/5-11/7（五） 19:00-21:00 1 及 23
港島東醫院聯網患有肥胖問題

的糖尿病患者

糖尿科

社區復康網絡

需由醫護人員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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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五） 9:30-12:00 1
港島東醫院聯網心臟衰竭患者

及家屬

社區復康網絡

關心您的心

需由醫護人員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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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21/6（六） 11:00-13:00 4 已出院中風病人及其家屬

腦內科

社區復康網絡

需由醫護人員轉介

腎友社區復康系列

腎友門球練習組
增加腎友對運動與趣，強身健體

逢週一 , 四 14:30-16:30 12
腎友（洗肚 /血、移植）

及家屬
東區腎友自助會

養生宜動∼腎友太極班
掌握簡化孫家太極拳、建立定期運動習慣

2/5 – 30/5（五）
30/5 （五）

15:00-16:30
11:00-12:30

23
腎友（洗肚 /血、移植）

及家屬

內科 (腎科 )
香港復康會

社區復康網絡

東區腎友自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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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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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備註／合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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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17/4, 15/5, 
5/6, 19/6（四）

10:00-16:30 １ 糖尿病新症病人及家屬
需由醫護人員或

營養師轉介

糖尿病識飲識食工作坊 （待定）
認識閱讀食物標籤及換算方法，促進健康飲食

26/6（四）
（待定）

14:30-16:30 １
曾參加「糖尿病較育日」之病人

及家屬

需由醫護人員或

營養師轉介

慢性腎病全面體
認識腎病的病徵、藥物效用及治療、量度血壓的重要

並烹調貼士，積極面對病情

10/5（六） 10:00-12:30 1 內科（腎）覆診之病人及家屬 內科（腎科）

腎友進深講座
針對透析病人常見問題，改善及提升腎病病人在治療

及復康路上的知識及技巧

14/6（六） 14:30-16:30 1 透析腎友（洗肚 /血）及家屬 內科（腎科）

痛症∼新症分享小組
了解痛楚帶來對身體、心情、社交及自我形象的影響；

發掘個人應付痛楚的自我資源

20/6（五） 12:45-14:00 9 痛症科病者（新症）及家屬
痛症科及院牧部

需由醫護人員轉介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備註／合辦單位

腎友病友探訪
推動同病相「連」、「同行有你」的關愛互助精神

逢第二及第四個

週四 及 27/4（六）
 [節日探訪 ]

10:00-16:30 １
腎科病房內的透析病人

（洗肚、洗血）及家屬
東區腎友自助會

腎友新症分享會
認識互助在復康路上的重要及病人組織的活動

27/4（六） 14:30-16:30 １ 腎友（新症）及家屬 東區腎友自助會

義工獻愛齊嘉許 暨 18周年聯歡及會員大會
慶祝生日、回顧與前膽、連繫會員

12/4（六） 10:00-12:30 1
腎友（洗肚、洗血、移植）

及家屬

東區腎友自助會主辦 
社區及病人資源部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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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17/4, 15/5, 
5/6, 19/6（四）

14:30-16:30 1
參加糖尿病教育日

之病人及家屬
勿糖組義工負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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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5-14:00 9
勿糖協會會員或

本院糖尿病病人

勿糖協會

必須由糖尿科護士作評估

糖尿病治療講座
認識糖尿病併發症

24/5（六） 14:30-16:00 4 糖尿病患者及家屬 勿糖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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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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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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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兩次

（星期六）
11:00-12:0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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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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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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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島東無煙新天地

長
期
疾
病

社區復康活動

社會心理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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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主座大樓三樓職員休息室　5.KH8腎科病房　8.專科門診大樓地庫一樓東翼　9.專科門診地庫二樓東翼　  
12.西灣河室內運動場　23.社區復康網絡康山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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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笑瑜珈俱樂部日期：2014年５月 2６日時間：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地點：東座一樓癌症病人資源中心內容： 介紹及體驗愛笑瑜珈的呼吸練習與歡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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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癌症治療後的存活期也比過去提高許多，但是罹癌後，病人難免在身體、心理甚至是人際關係

上面對巨大的改變。如何調整自己不要因為外在的風吹草動而擔心復發？如何與生命的「不確定」共存？

如何讓罹癌的經驗成為轉化自己生命的一個機會？這些都可能是罹癌病友與家屬的需要。

　　以雙月為主題的「靜觀初體驗」及「愛笑瑜珈俱樂部」，幫助病人如實接受自己的癌症、覺察生活中

引發情緒的來源，並能跳脫過去不良的思考慣性，提升正面的能量及加強支援網絡。

靜觀初體驗

日期：2014年 4月 28日 / 6月 23日

時間：上午十時至
十二時三十分

地點：東座一樓癌
症病人資源中心

內容： 講解及教授靜觀練
習法，包括：

掃視感受、出入息
念、慈悲心等

癌
症

參加者感想：

病人互助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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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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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7, 15
鼻咽癌病人及家屬、
東日社會員

關懷專線：
2595 42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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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7, 15, 16 乳癌病人及家屬

造口病人朋輩探訪計劃 逢週五 14:00-17:00 2或病房
腸癌病人及
造口的癌症病人

香港造口人協會

血癌及淋巴癌朋輩分享服務 逢週二 10:00-12:00 血科病房 血癌及淋巴癌病人 心血會

喉癌病人支援計劃 逢週三 14:30-16:00 2/外科病房 喉癌病人 香港新聲會

互心軒 週一至週五
10:00-12:30 
14:00-16:30

7 癌症病人及家屬 東日社、展晴社

#  2.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6.專科門診大樓地庫三樓西翼　7.東座大樓地庫一樓　10.醫管局大樓閣樓研討室　15.腫瘤科病房　16.E10病房

《正念減壓　愛笑瑜珈　身心支援　與癌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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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
從前不

做的事
，今天

做了。無
壓力，

放鬆心
情。

忘我，忘憂！
心平，心開，
感覺自己！  =)

回復真我
，

很開心。
有

機會釋放

情緒，正
！

感覺非常舒

服、開懷。

希望可再參

加多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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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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心理支援服務

日期 時間 對象 合辦單位／備註

「雨後晴空」乳癌病人小組

醫護人員、營養師講解乳癌須知

及過來人分享

第 1節：8/4、20/5或 10/6
第 2節：15/4或 17/6
第 3節：29/4

14:30-16:30
11:00-12:30
16:00-17:00

乳癌新症病人

及家屬
腫瘤科、營養部

頭頸部癌症治療須知

醫護人員、營養師講解頭頸部癌症須知及

過來人分享

第 1節：1/4、13/5或 3/6
第 2節：9/4、14/5或 11/6

第 3節：24/6

15:30-16:30
9:30-10:30

16:00-18:00

頭頸部癌症新症病

人及家屬

腫瘤科、營養部

第 2節於主座一樓
營養部舉行

腸癌治療須知

營養師講解腸癌營養須知及過來人分享
10/4或 12/6（四） 10:00-12:00

腸癌新症病人

及家屬
營養部

婦科癌症治療須知

醫護人員講解接受電療的婦科癌須知
1/4或 3/6（二） 14:30-15:30

婦科癌症新症病人

及家屬
腫瘤科

前列腺癌症護理及支援小組

醫護人員、營養師講解前列腺癌須知、

癌協社工介紹社區服務及過來人分享

第 1節：22/5（四）
第 2節：26/6（四）
第 3節：24/4（四）
第 4節：28/8（四）

14:30-16:00
15:00-16:30
14:30-16:00
14:30-16:00

前列腺癌症新症病

人及家屬

外科、腫瘤科、營養部

及癌協

第４節於中環癌協舉行

「肺腑之言」∼肺癌病人分享會

醫護人員、營養師講解前列腺癌須知、

癌協社工介紹社區服務及過來人分享

第 1節：26/6（四）
第 2節：17/7（四）

14:00-15:00
14:30-16:00

肺癌新症病人

及家屬

腫瘤科、營養部、

職業治療部及創域會

護「胃」互勉∼胃癌病人分享會

營養師講解胃癌營養須知及過來人分享
26/6（四） 14:00-15:00

胃癌新症病人

及家屬
營養部及創域會

香薰治療系列∼失眠拜拜

香薰治療與失眠的介紹

第 1節：12/5（一）
第 2節：15/5（四）

11:00-13:00 癌症病人或康復者

蛻變的美麗∼癌症病人自我形象提昇小組

重拾健康美麗形象，以克服因治療對身體影響

第 1節：5/6（四）
第 2節：12/6（四）
第 3節：19/6（四）

14:30-16:30 癌症新症病人
正接受化療及電療的

病人優先

眾樂樂

透過音樂元素，提昇身心靈健康
7/4（一） 11:00-12:30

癌症病人或

康復者

「音樂譜新生」音樂治療講座

如何透過音樂元素，提昇身心靈健康
27/6（五） 14:30-16:30

癌症病人或

康復者

如欲參加音樂治療小組

必須出席此講座

參加者無需通曉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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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0/4（逢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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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觀初體驗

講解及教授靜觀練習方法
28/4或 23/6（一） 10:00-12:30

癌症病人、

康復者或家屬

經脈操

由十二經脈操和奇經八脈操組成，

以練習為主，並輔以理論

19/5-28/7（逢周一）
（2/6除外，共 10節）

第 1組 :
15:30-16:45
第 2組 :

16:45-18:00

癌症病人、

康復者或家屬

按金 $100，上滿 8堂或
以上，將可在最後一堂

退回全數，詳情請參閱

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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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一） 10:30-12:00

癌症病人、

康復者或家屬

茗閒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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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27/5, 17/6（二）
共 3節

14:00-16:30
腸胃科

癌症病人

與癌共舞∼活出新天地

認識癌症，中醫淺談失眠與放鬆運動
16/5（五） 10:30-12:30

癌症病人或

康復者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合辦單位

癌症復康新體驗 21/5(三 ) 14:30-16:30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癌症病人及家屬

癌協中心

「逆境人生」講座 4/4(五 ) 19:00-21:00 醫管局大樓閣樓演講廳 癌症病人及家屬

「香薰治療與身心健康」講座 20/5(二 ) 18:30-20:30 醫管局大樓閣樓演講廳 癌症病人及家屬

「正電子掃描」講座 14/6(六 ) 14:30-16:30 醫管局大樓閣樓演講廳 癌症病人及家屬

社區復康大使 週一至週五 9:30-12:00/14:00-16:30 東座大樓地庫一樓 癌症病人及家屬

癌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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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選擇的快樂「放題」

只要利用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
掃描這個二維條碼，便能馬上
瀏覽到家友站的最新動向！

家友站亦會邀請會
員代表出席不同的

交流活動，收集會
員

對服務的意見，讓
服務能夠更加切合

到會員的需要和興
趣。

精
神
健
康

近年飲食界湧出一股「放題」潮流，意思是只需付出一

個價錢，便可隨便選擇自己喜愛的食物，直至自覺足

夠為止。其實「放題」這個詞彙來自日語，本來是「任

由當事人按自己的喜好去決定和進行」的意思。本院精

神健康資源中心的《天空海闊家友站》亦同樣鼓勵其會

員猶如吃「放題」一樣，按自己的需要和喜好去選擇復

康資源，以定立更切合自己需要的復元計劃。如果你想

知道家友站的「活動放題」有甚麼活動可以選擇，就一

定要留意與會員通訊一樣每季出版的《家友推介》，那

麼不論家友站或社區機構舉辦的活動都可以一覽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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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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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神
健
康

康復者活動 舉辦地點：本院東座 1樓精神健康資源中心活動室
查詢 /報名：2595 4008

家屬 /義工活動
日期 時間 對象 合辦單位／備註

「精神健康全面睇」家屬講座
（包括專題講座、社區資源、同路人分享）

10/4（四）
17/5（六）
12/6（四）

16:00-17:30
11:00-12:30
16:00-17:30

家屬
香港家連家精神健康倡導協
會、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利民會

同行解憂家屬小組 *
幫助家屬透過鬆弛練習及同路人交流達致彼此支持及分享。

24/4（四）
22/5（四）
19/6（四） 

15:45-17:15 家屬 須出席組前面試

「家」陪同心家屬互助小組
協助照顧者舒緩壓力，建立互助網絡，互助支持。

24/4（四）
29/5（四）
26/6（四）

16:00-17:15 家屬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精神科個人義工交流會
義工分享經驗的苦樂

9/5（五） 15:00-16:30 現職義工
適合為精神科服務的所有現
職個人義工

團體義工訓練∼進階篇
探訪技巧訓練、實務經驗分享

14/6（六） 09:00-13:30 團體義工
適合為精神科服務的所有現
職團體義工

日期 時間 對象 合辦單位／備註

「康復樂同行」精神健康講座
提供小貼士訂立更切合自己需要的復元計劃

26/4（六）
13/5（二）
10/6（二）

11:00–12:30
15:30- 17:00
11:00–12:30

康復者 定時定點活動，歡迎隨時加入

擁抱生命園藝小組
透過園藝種植重建個人對生命的正面態度

7/5-28/5 
（逢周三）

15:30-17:00

抑鬱症及
焦慮症之康復者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須出席組前面試

活得輕鬆小組
讓受抑鬱 /焦慮症困擾的人士，認識自己的負面情緒

8/4-29/4 
（逢周二）

14:30-16:30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心放寬．能得力」身心健康管理小組
認識抑鬱及焦慮症的復元、健康知識、舒緩壓力方法及

社區資源

9/6-30/6 
（逢周一）

14:30-16:30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重新得力─精神健康管理小組
認識精神分裂症的復元、健康知識及社區資源

9/5-30/5 
（逢周五）

14:30-16:30
精神分裂症
之康復者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Fun Fun工作坊
透過時下流行的工作如：咖啡拉花、插花等技巧，

重新認識時下就業機會
30/5（五） 15:30-17:00 想了解就業市場的康復者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織出友情天」編織小組
和一班同聲同氣的朋友一起編織，讓生活找到寄托

逢周一 14:30-16:00 康復者 定時定點活動，歡迎隨時加入

「創意無限」手工藝小組
學習製作不同手工藝，培養新嗜好作為寄托，

亦可為生活增添趣味

手飾製作：
逢周一
扭汽球：
逢周二

11:00-12:30
14:30-16:00

康復者 定時定點活動，歡迎隨時加入

輕鬆樂聚
以小組形式定期相聚，讓同路人一起結伴歌唱、

談天說地

16/4（三）
30/4（三）
14/5（三）
11/6（三）

14:30-16:00 康復者 定時定點活動，歡迎隨時加入

老友狗狗齊暢聚
一班「狗醫生」到訪，你可以牠們接觸、

遊戲及拍照留念
13/6（五） 14:30-15:30 康復者及家屬 請自備相機

即時鬆一鬆
在互相分享生活中的壓力，學習一些能應用到的

鬆馳方法和技巧

23/4（三）
21/5（三）

14:30-16:00 康復者

笑談失眠系列
透過短講、遊戲及愛笑瑜伽藉以了解

壓力及笑談失眠的方法

11/4（五）
28/5（三）
20/6（五）

15:30-17:00 康復者 /家屬 香港家庭福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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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工
服
務
義工訓練及活動
　　　   點滴回顧

重點推介

醫護同事藉此機會感謝義工的貢獻，
彼此分享交流，令服務更臻完善。

在年初一的日子，義工透過家訪，將溫
暖送給離院的獨居長者，非常有意義。

當值不同日子的義工
聚首一堂，可見專科門
診接待大使陣容龐大。

義工專心學習製作襟
花之餘，又可建立友
誼，看我們多開心。 

藥劑部對義工的照顧及支援，備受讚
賞，真是義工服務的好伙伴。

復康店義工分享會及聚餐
23/1/2014

支援長者離院綜合服務家訪義工隊
31/1/2014

專科門診接待大使分享會及聚餐
24/1/2014

義工增值班 – 花藝創作

藥房義工分享會及聚餐
20/2/2014

生命教育工作坊
日期：12/6(四 )
時間：下午 2:30-4:30
地點：東區醫院
對象：港島東醫院聯網註冊義工
報名及查詢：2595 6342

輪椅操作及認識助
行器具

日期：28/5(三 )

時間：上午 11:30-12:30

地點：律敦治醫院

對象：港島東醫院
聯網註冊義工

報名及查詢：2595 6342

義工服務
電話：2595 4342  地點：主座一樓

負責社工：葛詠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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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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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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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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10:30-12:30 
　　　　　　　下午 12:30-2:30 
　　　　　　　下午 2: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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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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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物包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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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門支援 協助不同部門做資料輸入及文書工作 按需要而定

縫紉組 為婦產科縫紉夭折嬰兒衣服 按需要而定

歡迎加入義工行列
義工心聲：在做義工的日子裡，生活十分充實，有機會接觸新事物，結識新朋友，這是我最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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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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女性除了要照顧家庭外，大部份還需外出工作，往

往忽略了休息、運動及自身健康問題。有見及此，東區

醫院聯同筲箕灣柴灣坊眾會於 2014年 2月 22日合辦了

一個名為「身心健康展英姿」社區活動，希望藉此提高

市民對婦女健康的關注。當日活動超過 200人參與。活

動內容非常豐富，有多個由資深護士、物理治療師及營

養師主講的健康講座，加深觀眾們對婦女健康的認知。

除了靜態的講座外，同時亦有氣功運動示範，過百名參

加者隨著講者在舞台上的示範，學習養生保健的運動，

場面十分熱鬧。此外，港島東醫院聯網的社區伙伴亦十

分支持此活動，他們舉辦不同的攤位遊戲及派發健康單張，讓參加者獲得更多有關婦女健康的資訊。同時，

東區醫院的跨專業團隊亦舉辦多個健康檢測攤位，例如骨質密度檢測、血糖及脂肪比例測試、乳房自我檢

查等等，讓參加者更加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提高參加者對自身健康的關注。

「身心健康展英姿」社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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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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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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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醫院與社區的溝通及合作，港島東醫院聯網社區服務已成立多年，已發展多項社區復康計

劃、合作模式及轉介系統等等，讓病人從中獲得更適切的持續社區照顧。隨著人口持續老化，本港

的認知障礙症（前稱老人痴呆／腦退化症）患者的數量不斷飆升，令大眾對認知障礙症的關注提高。

除了藥物治療，復康治療亦非常重要。有見及此，港島東醫院聯網社區服務的長者平台於今年 3月

成立了關注認知障礙症的工作小組。工作小組成員包括醫生、護士、專職醫療、私家醫生及提供認

知障礙症服務的社會福利服務單位，合力為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家屬提供適切的持續社區照

港島東醫院聯網　社區資源錦囊　認知障礙症

於港島東各區都設有提供認知障礙症服務的社會服務單位，他們主要的服務如下：

除了以上認知障礙症服務外，地區上安老服務的聯繫及支援、社區教育、 個案管理、外展及社區網絡工作、

長者支援服務隊、健康教育、教育及發展性活動、發布社區資訊及轉介服務、義工發展、護老者支援服務、

社交及康樂活動、飯堂膳食及洗衣服務、偶到服務。

有關各社會服務單位詳情請瀏覽 http://www.healthyhkec.org/resources/elderly/others/ 或

掃瞄右方 QR Code登入港島東健康資源網或向個別服務單位作出查詢。

早期檢測
家居訓練 到戶訓練

日間照顧 照顧者
支援

給認知障礙症照顧者的鼓勵
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是艱巨而長期的工作，多關注自己的健康，保持與社會的聯繫，在適當時尋求家人及社區的支援。

給認知障礙症患者
的鼓勵

多動腦筋，建立興
趣，勤做運動都

可以延緩病情。正
面積極，尋找支

援，保持樂觀積極
的心態！

社
會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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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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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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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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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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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由醫護人員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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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帶氣旋及暴雨警告訊號下之服務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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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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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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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