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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及病人資源部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傳心傳意傳心傳意

專科門診部
專科門診大樓地下及地庫一層

精神科門診部
東座七樓

臨床腫瘤科門診部
東座地庫一層

一站式關顧、困難中的一線曙光
李太定期陪伴患有柏金遜症的丈夫到本院覆診。近期李生的病情轉差，

屢次跌倒，令李太深感憂慮。李太亦為每次安排覆診而煩惱，由於李生

行動不便，只好經常逗留家中。作為唯一的照顧者，李太深受壓力。

幸好李太在專科門診部遇到「病人支援站」義工的主動協助，找到病人

自助組織資料，讓李生與同路人分享治療經驗；李太更參加了社區復康

中心的照顧者活動，減輕壓力。義工又介紹她到院內紅十字會租用輪椅，

亦送上社區資源錦囊，讓她了解更多輪椅借用的機構資料。 

李太十分感謝義工的主動及關心，令她從一籃子的憂慮中找到曙光。看

見李太從感激目光中展露的歡顏，義工也深感安慰及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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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的故事，會否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其實長期病

患者及照顧者的需要比比皆是！院內三個門診部

的「病人支援站」，由病人資源中心聯繫復康機構

及病人組織，派出朋輩義工或職員，在病人覆診時

介紹社區資源，或與覆診病人分享過來人經驗，為

門診病人及其家屬提供一站式服務。

香港紅十字會已於本年 4底開始為港島東醫院聯網
出院病人或有需要人士提供輪椅租借服務；

請掃瞄此以下二維條碼，
獲取社區資源錦囊詳情。 

與此同時，本部門亦製作了社區資源錦囊，提供社區上其

他借用輪椅機構的資料。期盼透過各方的努力，為病人提

供一站式的關懷，讓更多像李生李太的病人在困難中找到

曙光。

社工　陳達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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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心理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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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打素病人資源中心、
港島東醫院聯網糖尿及
內分泌團隊、香港復康
會社區復康網絡於上年
底 試 辦 一 個 十 三 個 星
期 的 小 組 課 程， 名 為 
「i-health 5 體重管理課
程」。對象是港島東聯網
1型或 2型糖尿病和體重
指標高於 25的病患者。

成功＝目標＋決心＋恆心＋同路人互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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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第一及第三個

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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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養標籤知多Ｄ工作坊
認識閱讀食物標籤及換算方法，促進健康飲食

31/7,28/8（四）
19/9 (五 )

9: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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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三） 10:00-12:30 1 內科（腎）覆診之病人及家屬 內科（腎科）

移植後護理全面睇講座
針對腎病病人移植後常見問題，提升在治療及復康路

上的知識及技巧

13/9（六） 11:00-12:30 1 已接受腎腑移植手術的病人 內科（腎科）

新的一頁～痛症小組
了解痛楚對身、心、社交的影響；學懂欣賞自己，

 建立同路人互助支持

4/7, 11/7, 18/7, 
25/7（五）

10:00-12:00 1 痛症科病人及家屬
痛症科及院牧部

需由醫護人員轉介

婦女尿失禁～新症小組
認識症狀、治療；提升婦女面對症狀的能力

24/9（三）
（暫定）

10:00-11:30 1 婦女尿失禁之新症病人及家屬
需由外科醫護人員

轉介

愛．同行 ~伴您同行分享小組
認識面對胎兒夭折或流產引起的情緒、

過來人分享經驗、建立同路人彼此關懷

26/9（五） 19:30-21:00 1
婦產科「伴您同行」

之病人及家屬
婦產科轉介

第 8至 12堂：健康飲食自我
管理課程

第 2至 6堂：優質健行運動

第 13堂：大家堅持到底 , 終
於課程完成，yeah!

第 7堂：減肥，使乜驚呀！

第 1堂：當糖尿遇上肥胖，
你話點算好呢 ?

當糖尿遇上肥胖 - i - health 5 體重管理課程

先由醫院作評估及轉介。在課程開始、中段及尾段要
求病患者返回本院聚會，目的是提升病患者持續參與
動機、總結在課程中的得著，包括知識層面、日常生
活應用及面對改變的態度。另外，在地區內舉辦優質
健行運動 (quail-walk)及健康飲食自我管理課程。課程
結合醫護及社工的專業，推行一條龍服務。

首次課程參加者出席率達 84.6 ％，參加者認為：
課程夠生活化、應用程度高 
• 朋輩支持好重要。彼此鼓勵、感到「被明白」、有「共鳴感」，是促使他們持續參加的重要原因
• 課程後參加者成立了同學會，每周繼續做運動。　
今年 5-7月及 10-12月會舉行同類課程，希望更多病患者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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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復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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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備註／合辦單位

i-Health 5健體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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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病人

與港島東醫院聯網

糖尿科中心及

社區復康網絡合辦

慢阻肺病復康訓練班
正確認識及實踐有效的運動模式，改善運動耐力，

學習自我管理方法

課程：

28/7-1/9（一）
重聚日：

29/9（一）

14:30-16:30 1
本院及東華東院

慢阻肺病患者

及家屬

與本院呼吸科及

社區復康網絡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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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五） 9:30-12:00 1
本院及東華東院

心臟衰竭病人

與本院心臟科、

社區復康網絡及

關心您的心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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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20/9（六） 11:00-13:00 4 已出院中風病人及其家屬

與腦內科

社區復康網絡

需由醫護人員轉介

「休閒小聚」認知障礙症～照顧者工作坊
分享照顧心得、認識社區資源

27/9（六） 10:00-12:30 4 認知障礙症患者之家屬 港島東 6間社福機構

腎友社區復康系列

腎友門球練習組
掌握簡化孫家太極拳、建立定期運動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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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19/9 （五） 15:00-16:30 23
腎友（洗肚 /血、移植）

及家屬

內科 (腎科 )、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

網絡康山中心及

東區腎友自助會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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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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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六）
11:00-12: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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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六） 14:30-17:00 １ 腎友（新症）及家屬 東區腎友自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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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第一及第三個

週四
15:30-16:00 1

參加糖尿病教育日

之病人及家屬
勿糖協會義工負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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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21:0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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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勿糖協會」成立典禮
慶祝成立、介紹籌委成員及年度計劃

5/7（六） 12:30-2:30
本院

東苑餐廳

勿糖協會會員或

本院糖尿病病人

勿糖協會主辦 
社區及病人資源部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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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尿失禁～互助小組（暫名）
藉每季一聚，加強患者面對復康信心，

建立正向自我價值，互勉互助

30/10（四） 2:30-4:30 1
已接受尿失禁

有關治療之婦女
需由外科醫護人員轉介

活得精采同學會（長期痛症互助小組）
藉定期聚會， 讓病友之間能分享經驗、同行互助，

積極面對長期痛症

6/9（六） 10:00-12:30 1
痛症科覆診之

長期痛症患者
痛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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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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1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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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癌協　15.腫瘤科病房　16.E10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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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能量大使』、『過來人』、『朋輩老友記』、『人辦』好多朋友都會這樣稱呼我。你地估下我做

些什麼呢 ?

“我是一名癌症康復者，癌症提醒了我，自己要活得更有意義，每一天都不可以浪費。康復後，我想

如果能與同路人在一起，互相分享經驗和感受，真的很有意思。我記得在某次交流中，一位同科的病

友說，她終於找到勇氣，將自己的病情告知母親，感覺釋然多了。我替她高興，同時朋輩義工有了一

些新體會！明白我們不單可以互相扶持更可以給予新症病人勇氣。最初我只想做下義工幫下人，但原

來我們是可以生命影響生命。朋輩義工比起一般的義工更有意義，你願意參與嗎 ? ”

如果你都想成為癌症病人資源中心的朋輩義工，以生命影響生命，請參加中心舉辦的朋輩義工訓練課

程並與中心聯絡及報名。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為了解朋輩義工的服務內容，一起作足夠的裝備

及訓練。

癌
症

義工可選擇於以下服務中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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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扶持　不再害怕　同路義工　與癌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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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支援或癌症圖書館

互心軒 朋輩義工關懷探訪

新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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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心理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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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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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12/8或 16/9
第 2節：19/8
第 3節：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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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8或 2/9
第 2節：9/7、13/8或 10/9

第 3節：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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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頸部癌症治療後須知

醫護人員講解治療後

後遺証及日常護理、過來人分享

23/9（二） 15:30-17:00
頭頸部癌症病人

及家屬
耳鼻喉科

腸癌治療須知

營養師講解腸癌營養須知及過來人分享
1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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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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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四）
第 2節：23/10（四）
第 3節：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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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樂會～前列腺癌症病人及家屬支援小組
醫護人員講解前列腺癌症須知及過來人分享

14/8（四） 14:30-16:00
前列腺癌症新症

病人及家屬
腫瘤科

「肺腑之言」～肺癌病人分享會
醫護人員、營養師講解肺癌須知、

癌協社工介紹社區服務及過來人分享

第 1節：2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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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四） 14:00-15:00
胃癌新症病人

及家屬
營養部及創域會

八段錦 ~頭頸治療班
防治及減輕頭頸癌治療後痛楚及僵硬等

待定，共七堂 待定
已完成頭頸癌治療

的癌症病人

職業治療部 /費用$340，
先登記作評估以決定是

否合適參加

香薰治療系列～失眠拜拜
香薰治療與失眠的介紹

第 1節：11/9（四）
第 2節：18/9（四）

11:00-13:00
癌症病人或

康復者

「音樂譜新生」音樂治療小組

如何透過音樂元素，提昇身心靈健康

4/7-5/9（五），1/8及 8/8
除外

15:00-16:30
癌症病人或

康復者

按金 $100，出席達 7堂
者，可獲全數退還，詳

情請參閱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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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4/9（逢周三） 11:3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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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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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13/10（逢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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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或 22/9（一） 10:00-12:30

癌症病人、

康復者或家屬

茗閒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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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19/8, 30/9（二）
共 3節

14:00-16:30
腸胃科

癌症病人

與癌共舞～活出新天地

認識運動與癌症、癌症健康飲食
18/7或 1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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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或 17/9（三） 14:30-16:30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癌症病人及家屬 癌協中心

治療前後的營養與飲食 5/7（六） 10:30-12:30 醫管局大樓閣樓演講廳

中醫與痛症處理講座 30/8（六） 14:30-16:30 醫管局大樓閣樓一號研討室

「正向心理學」講座 20/9（六） 10:00-12:00 醫管局大樓閣樓一號研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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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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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園
藝看
抑鬱焦慮情緒

聽到
從心發出的喜樂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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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直接於瀏覽程序輸入
http://www.healthyhkec.org/prc/
pyneh/psychological/beyond_bounds

精
神
健
康

在剛過去的 5月，筆者在一群抑鬱及焦慮症的患者臉上，看到

他們久違了的笑容。在整個課程裡，大部份參加者均沒有種植

的經驗，還記得在小組的第一節，最多聽到組員說：「真係得?」，

「唔係呀 ?」；到第二節回來時，他們均開心地說「真係得呀 !」

他們說時笑容燦爛，筆者知道他們從心滿足起來。

根據小組負責人林姑娘所講，種植能刺激五官，更能帶動我們

的好情緒，當看到植物一天一天長大，聽風聲吹過植物，聞到

植物的香味，用手親親花朵及泥土，甚至用香草來製作三文治，

種種經驗也在提醒我們人與大自然的密切關係，而種植亦能有

效處理失眠及情緒狀況。

香港人生活節奏急速，我們都少看自己的需要，盼望從今天起，

你也找到心中的一片天，讓自己用心細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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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黃金角」後，大家回
家開展種植了；一星期後回
來說；「分盆了。」那代表
植物長大了，參加者的心情
同步改善了。

為「我的花盤」上色，畫出
自己的心情，各有特色。

讀物推介

喜樂工程 ---以正向心理學打造幸福人生喜樂在人間

  喜樂，是從心而來

的快樂。要喜樂就要

敞開自己的心去追

尋，盡情體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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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
從心發出的喜樂笑聲

精
神
健
康

社會心理支援服務  (活動包括個人興趣、消閒、正向心理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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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屬支援 /義工服務  (活動包括認識精神健康講座、家屬互助、減壓運動、義工機會等 )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對象 合辦單位／備註

精神健康全面睇
10/7（四）
14/8（四）
18/9（四）

16:00-17:30 家屬 /照顧者
專題講座
社區資源
同路人分享

「家」陪同心家屬互助小組
31/7（四）
28/8（四）
25/9（四）

16:00-17:15 家屬 /照顧者
協助照顧者舒緩壓力，建立
互助網絡，互助支持。

同行解憂家屬小組
 3/7、17/7、7/8（四）
18/8、8/9、22/9（一）

14:30-16:00 家屬 /照顧者
幫助家屬透過瑜珈鬆弛練習
及與同路人交流達致彼此支
持及分享。

「服務推廣大使」義工訓練 2014* 2/8（六） 10:30-17:00
康復者、
家屬、
社區人士

1. 認識資源站運作
2. 推廣技巧及回應
3. 義工角色及責任
4. 防感染訓練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對象 合辦單位／備註

 編織組︿ 逢星期一 14:15-15:45

康復者

一起編織、一起聊天，讓生活找到寄托。

摺紙組︿ 逢星期一 15:45-17:15 學習摺紙手工，培養興趣。

手飾組︿ 逢星期二 14:15-15:45 學習編織手繩及簡單手飾製作。

扭汽球組︿ 逢星期二 15:45-17:15 以長型汽球扭製不同汽球作品。

齊歡唱歌唱小組︿
31/7（四）
28/8（四）

14:30-16:00
一起享受唱歌的樂趣，並由導師指道歌唱技巧（粵語
及國語流行曲）。

老友狗狗齊暢聚 17/9（五） 14:30-15:30 康復者及家屬
一班「狗醫生」到訪，你可與牠們接觸、遊戲及拍照
留念 (請自備相機 )。
合辦機構：亞洲動物基金

即時鬆一鬆
24/7（四）
29/8（五）
24/9（三）

14:30-16:00
 抑鬱症及焦慮  
  症之康復者

學習鬆馳方法和技巧，一起進行鬆馳練習，改善
情緒及抒緩壓力。

靜觀減壓課程 + 9/7-27/8（三）
（共 8節）

14:30-17:00
協助參加者應付壓力、了解自己，平衡生活態度，
促進身心健康。
合辦機構：香港家庭福利會

媽媽寶寶大本營 + 5/7-26/7（六）
（共 4節）

9:30-11:00
產前產後抑鬱症媽媽

及其子女

認識及體驗不同的減壓方法，促進參加者的親子
合作及親子親密感。
合辦機構：利民會

FunFun工作坊 + 25/7及 1/8（五） 15:30-17:00 40-59歲之康復者
透過認識時下流行的工作如咖啡拉花、插花等技巧，
認識時下就業機會。
合辦機構：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笑談失眠系列

瑜伽運動體驗
31/7（四）

25/8，29/9（一）
14:30-16:00

康復者
（新報名人士優先）

透過短講、練習、運動藉以了解壓力、身體與失
眠的關係，從而尋找幫助自己解決失眠的方法。
合辦機構： 香港家庭福利會、笑出健康協會及   

義務導師

愛笑瑜伽
27/8（三）

16:00-17:00

失眠講座
17/9（五）

15:30-17:00

「康復樂同行」
精神健康講座 #

12/7（六）
12/8（二）
16/9（二）

11:00-12:30
 15:30-5:00
11:00-12:30

康復者

提供小貼士如何訂立更切合自己需要的復完
計劃。

「讓身心飛翔」
情緒壓力管理小組 * 4/7-25/7（五） 14:30-16:30

辨識及應付壓力與情緒的方法，並建立屬於自己
的壓力管理技巧。
合辦機構：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活得輕鬆小組 *  4/8-25/8（一） 14:30-16:30 抑鬱症及焦慮症之康復者
以「認知治療法」幫助參加者認識自己的負面情
緒及固有的思想陷阱。
合辦機構：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只需選擇以上任何一節            *每節具連貫性           +需要組前面試           ︿可中途報名加入 

喜樂工程 ---以正向心理學打造幸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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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工
服
務

義工服務
電話：2595 4342  地點：主座一樓

負責社工：葛詠茵

不經不覺，以港島東醫院聯網名義舉辦的義

工嘉許典禮已第四年，每年都有眾多義工及

嘉賓出席，今年亦不例外地有超過 730位

義工及嘉賓參與 3月 20日於名都酒樓舉行

的嘉許典禮。今年的主題是「欣賞愛  愛欣

賞」，除了透過義工服務將愛傳遞，亦希望

能透過義工帶動人與人之間彼此欣賞及尊重

的訊息，培養和諧氣氛，為義工服務的意義

邁向另一層次。

典禮中除了有聯網行政總監劉楚釗醫生出席

嘉許及鼓勵義工外，更有四十多位醫院管理

層及前線同事到場感謝義工，致送年資獎勳

章、勤到獎紀念品及團體服務獎感謝狀給各

得獎者，足見義工為病人作出的關懷，及對

醫院作出的支援，絕對得到醫院的肯定及認

同。

義工嘉許聚餐 2014義工嘉許聚餐 2014

合作
守時

持續
進修

無私
奉獻

不計較

服務
認真

有禮

愛心

和諧
包容

熱誠

盡責

義工服務統
籌委員會為

大家送上

義工服務元
素果子

32

聯網行政總監劉楚釗醫生致謝詞後，一連串頒獎儀式展開。

薛家燕女士與一眾朋友表演助
慶，充滿動感。

典禮能順利圓滿結束，實有賴一班活動支援
義工的協助，他們大多數亦時得獎者呢！

榮幸地邀請到 Joe Junior到場支

持義工，令熱鬧氣氛
推至高峰。 

義工願意持著這 12個重要元素，
提供具質素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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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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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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1:00 
　　　　　　　下午 2: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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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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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需要而定

活動支援 籌辦及協助推行病人及義工活動 按需要而定

藥物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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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
工
服
務

歡迎加入義工行列

以下活動歡迎「港島東醫院聯網註冊義工」參加

輪椅操作及認識助行器具
日期：2/8（六）
時間：上午 11:30-12:30
地點：東區醫院
報名及查詢：2595 6342

認識 「無言老師」
日期：22/8（五）
時間：下午 1:15-5:45
地點：東區醫院 / 中文大學
報名及查詢：2595 4342

「生命教育」工作坊
日期：25/9（四）
時間：下午 2:30-4:30
地點：東區醫院
報名及查詢：2595 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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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ealthyhkec.org/港島東健康資源網

一直為醫院及社區提供最新資訊的港島東健康資源網，經過連串的整理及設計，換上了色彩豐富的版面。
希望能夠更有效地將醫社合作的消息及健康資源分類，令瀏覽人士更加清晰及容易找到有關資料。

請即登入以上網址或掃瞄 QR 
code瀏覽更多港島東健康資訊。

社
區
服
務

港島東醫院聯網社區服務
電話：2595 6263
負責社工：鄭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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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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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網提供的健康資源包括： 
主要內容

醫社合作研討會 最新醫社合作研討會的消息及過去研討會的資料及回顧

醫生協作計劃 醫院與社區伙伴協作的服務計劃

社區服務介紹 社區服務機構服務介紹及活動詳情

資源中心 醫院及普通科門診轄下病人資源中心服務介紹及活動詳情

義工服務 醫院義工服務詳情

復康店 復康器材借用及醫療用品售賣服務詳情

健康學堂 疾病護理知識及健康生活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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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照顧者訓練及糖尿管理証書課程

為達到醫院與社區之間的無縫合作，港島東醫院聯網社區服務聯同醫院部門及社福機構分別舉辦了癌症照
顧者訓練及糖尿管理証書課程兩個課程，促進醫護及社福界之間的溝通及交流。

癌症照顧者訓練系列

2014年 4月 2日一個風大雨大的星
期三下午無阻 70多位社區照顧服務
的同工參與由港島東醫院聯網社區服
務、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臨床腫
瘤科及癌症病人資源中心連同社會福
利署及 8個長者服務機構舉辦了一個
給社區照顧服務及院舍前線照顧服務
員的培訓課程 - 癌症照顧者訓練系列。
目的是將連貫協調的支援服務由醫院
延伸至社區及提供無縫的癌症社區照
顧服務。

社
會
服
務

為了提供更新及更適切的交流及培訓給與社區的照顧者，東
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臨床腫瘤科更會提供每月一次的癌症
照顧者訓練系列。目的為協助提昇社區照顧癌症病人的能力
並適切地協助癌症病人身心社靈及全人照顧作好踏入社區的
準備。

糖尿管理証書課程

醫療界的知識日新月異，為使糖尿病人在社區復康及自我管理的路上走得更容易，港島東醫院聯網糖尿科
團隊及社區服務合辦了為期四節的糖尿管理証書課程，讓社區伙伴認識糖尿管理及照顧上的新知識及醫社
之間的合作。課程報名及出席人數反應熱烈，參加者都表示增加了照顧糖尿病患者的信心。
最近，港島東醫院聯網糖尿科團隊更獲得醫院管理局頒發的優異團隊獎。肯定了港島東醫院聯網糖尿科團
隊多年來的付出，為及港島東醫院聯網內的社區及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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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

資訊及復康資源服務

熱帶氣旋及暴雨警告訊號下之服務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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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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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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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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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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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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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