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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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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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12月，港島東醫院聯網及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獲得社區投
資共享基金頒發「社會資本卓越伙伴獎（企業）」，以表揚醫院作為兩
個項目的策略伙伴的貢獻，尤其在發揮網絡優勢，建立社會資本起了關
鍵性作用。

過往三年，社區及病人資源部協助策劃給予意見、推動地區不同持份者
參與、連結醫護力量；促進跨界別溝通、發展院內轉介系統、協助籌辦
講座及工作坊、發展資訊站及義工計劃等。作為醫院與社區之間的橋樑，
本部門把社區內的醫（醫護）、社（社福 /社區）、家（家屬）的強項
連結及充分發揮，有策略地為患者及照顧者建立可持續的社區支援網絡。

「家」陪同心社區網絡計
劃由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
處及利民會合辦，旨在加
強區內和諧、關注及推動
身心精神健康的氣氛，攜
手建立精神病患者及家屬
與社區的網絡。

獲獎機構代表與林鄭月娥司長及眾主禮嘉賓合照

港島東醫院聯網及東區尤德
夫人那打素醫院獲得「社會
資本卓越伙伴獎 (企業 )」，
嘉許過往推動兩個合作項目
的發展策略，善用地區網絡
優勢、貫通醫社家不同界別。

社工　黃婉容　張平

發揮網絡優勢、建立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卓越伙伴獎(企業)」
任重道遠！

兩個項目代表與
頒獎嘉賓勞福局
張建中局長合照

SMARTCare 齊喜動 ~長期病患者照
顧者支援計劃由香港復康會社區
復康網絡主辦，旨在連結社區資
源，發展照顧者互助支援網絡，並
建立照顧者平台，推動區內關注照
顧者的壓力及身心靈需要。此計劃
同時獲得「社會資本卓越計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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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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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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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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26/2, 26/3 
（四）

14:30-16:30 １
曾參加「糖尿病教育日」

之病人及家屬

需由醫護人員或

營養師轉介

腎臟透析面面觀
了解腎衰竭的治療方法、日常護理及飲食協調等

4/3（三） 14:30-16:30 1
內科（腎）覆診之患者（未曾接

受洗肚或洗血治療）、家屬

需由腎科醫護人員轉

介

活出彩虹∼腹膜透析復康課程
由腎科醫生、腎科護士、營養師、物理治療師、

社工主講、讓腎友掌握洗肚後生活適應的貼士

7/3, 14/3, 21/3 
（六）

共 3節
10:00-11:30 1 新洗肚（約半年）之腎友及家屬 與腎科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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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13/3, 20/3, 
27/3（五）
共 4節

10:00-12:00 1 痛症科病人及家屬

痛症科及院牧部合辦

需由醫護人員或

臨床心理學部轉介

女性理遺工作坊
認識症狀、治療；提升婦女面對症狀的能力

21/1（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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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生命喝采
分享生命美善，活出積極人生的秘訣

14/1, 21/1, 28/1, 
4/2, 11/2（三）

14:30-16:00 1 本院長期病患者

相聚、相知星期天
專題講座，增強面對長期病的「抗逆力」認識社區資源

逢周二 15:30-16:30
專科門診部

病人支援站
本院覆診病者及家屬

＃  1.那打素病人資源中心

凝聚參與、同心同行……

朋輩義工是病人
資源中心的重要

伙伴。那打素病
人資源中心定期

舉

辦朋輩義工訓練，
增進與朋輩義工的

溝通及保持服務質
素，2014年

6月及 10月分別舉辦了兩
個訓練。

「群策群力 ~病人支援站朋輩
義工訓練」於 6月 23日舉行，目的是

提升「病人支援
站」朋輩義工隊

對最新社區資源
的掌握，方便在

當

值時向有需要的服
務對象作適當介紹

。

「同心同行日營」
於10月18日舉行，邀請兩個

新加入「病人支援
站」

的病人組織參加
，透過模擬服務

情境及小組討論
，探討在「病人

支

援站」推廣服務及
作過來人分享服務

技巧、重溫朋輩義
工的角色。

角色扮演研習朋輩義工服務技巧

來自 10個病人組織的 40多位義工濟濟一堂參與朋輩義工訓練

「SMARTCare 齊喜動 ~長期病患者照顧者
支援計劃」的社工介紹計劃特色及發展

東區腎友自助會及勿糖協會共 28位朋輩義工參與聯合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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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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哮喘患者及家長　早產嬰兒家長　夭折嬰兒之父母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備註／合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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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頭角樂悠遊
暢遊郊野、分享經驗，推廣關愛互助精神

11/1（日） 9:00-17:00 戶外 本院糖尿病患者及家屬 勿糖協會

腎友病友探訪
推動同病相「連」、「同行有你」的關愛互助精神

週四，五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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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閒情逸致書法班
愉悅心情、陶冶情操、淨化心靈

逢週五 14:30-16:30 1 本院腎病患者及家屬 東區腎友自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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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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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骹病人朋輩義工分享會
增強新舊義工認識，分享服務經驗

7/2（六） 10:00-12:00 1 換骹病人朋輩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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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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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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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六） 10:00-12:30 1
痛症科覆診之

長期痛症患者
痛症科

「心同行﹑顯質素」朋輩義工
訓練工作坊 (一 )

加強朋輩服務技巧、交流組織發展經驗，提昇服務

9/1（五） 13:30-:17:00 24 本院服務之朋輩義工隊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備註／合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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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五） 9:30-12:00 1
本院及東華東院

心臟衰竭患者及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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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14/3（六） 11:00-13:00 4 已出院中風病人及其家屬

與腦內科及

社區復康網絡辦

需由醫護人員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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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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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滌身心護膚減壓課程
以「身心靈健康模式」，協助腎友調適身心狀態

8/1-22/1
逢週四

10:30-12:00 23
腎友（洗肚 /血、移植）

及家屬

內科 (腎科 )、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

網絡康山中心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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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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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有道」工作坊
分享照顧長期病患者心得、認識社區資源

30/3（六） 14:30-16:30 1 本院長期病患者家屬照顧者
SMARTCare

有您友里計劃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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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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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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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西灣河室內運動場　13.骨科日間病房
　14. 骨科病房　23.社區復康網絡康山中心　24.港島東醫院聯網醫療管理及臨床科技培訓中心地下 1號及 2號研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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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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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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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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同行、顯質素」朋輩義工訓練工作坊 (一 )
加強朋輩服務技巧、交流組織發展經驗，提昇服務

9/1（五） 13:30-17:00 24 本院服務之朋輩義工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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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港島東醫院聯網醫療管理及臨床科技培訓中心地下 1號及 2號研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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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莉露

大家好，我是癌症病人資源中心的新社工—周姑娘。能夠來到東區醫院工作，是一種緣份，在早一段時間，我的家人亦都曾經試過突然患病入院，看著我生命中的巨人倒下，身為家人的我感到無助和擔心。那次的經歷，令我有很多的反省，在平日裡，我們都輕易遺忘身邊的家人，在病痛面前，我們亦往往忘記了歡笑，亦都讓疾病填滿了整個生活，但這就是它的詭計。痛苦經歷的背後，卻讓我明白到，即使在最黑暗的時間仍要繼續保持清靜樂觀的心。

有一位病友於講座上分享，她說癌症對她來說，就是一場戰爭，家人和她要攜手打嬴這場仗！她的話，令我頓悟，對，生命從來都是一場戰爭！也許，我未能完全體會你們身體上的痛楚，但我能感受到你們的喜、怒、哀、樂；我衷心的盼望，於這場人生的戰爭裡，我能夠成為大家的戰友，為大家帶來開心快樂的能量。

在往後的日子，我有很多的機會去認識大家，我亦會主力負責朋輩義工服務與及講座事宜，期望能夠認識你們每一位。祝，大家都身體健康，笑口常開。

社工　周莉露

癌
症

病人互助網絡

社區復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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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合辦單位

癌症復康新體驗 21/1或18/3（三） 14:30-16:30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癌症病人及家屬 癌協中心
「樂觀面對人生中的苦難」講座 16/1（五） 19:00-21:00 醫管局大樓閣樓演講室

「中醫食療之道」講座 20/3（五） 19:00-21:00 醫管局大樓閣樓演講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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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目一新．新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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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心理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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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0/2或 10/3（二）
第 2節：17/2（二）
第 3節：26/5（二）

14:30-16:30
11:00-13:00
16:00-17:00

乳癌新症
病人及家屬

腫瘤科、營養部、展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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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2或 3/3（二）
第 2節：14/1、11/2或 11/3（三）

第 3節：24/2（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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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日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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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症及過來人分享

24/3（二） 15:30-17:00
頭頸部癌症新症
病人及家屬

耳鼻喉科、東日社

腸癌治療須知
營養師講解腸癌營養須知及過來人分享

12/2（四） 10:00-12:00
腸癌新症
病人及家屬

營養部、祥康之友

婦科癌症治療須知
醫護人員講解接手移前後、
治療期間及康復後護理

第 1節：3/2（二）
第 2節：17/3（二）

14:30-15:30
婦科癌症

新症病人及家屬
腫瘤科、外科

前列腺癌症護理及支援小組
醫護人員、營養師講解肺癌須知及過來人分享

第 1節：29/1（四）
第 2節：26/2（四）
第 3節：26/3（四）
第 4節：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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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四） 14:30-16:00
前列腺癌症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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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四）
第 2節：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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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協社工介紹社會服務及過來人分享
26/2（四） 14:00-15:00

胃癌
病人及家屬

營養部及創域會

超越復發的恐懼
學習處理恐懼技巧，繼續積極的生活

16/3（一） 14:30-16:30
癌症病人、
康復者或家屬

臨床心理科

八段錦 ~頭頸治療班
職業治療師教授頭頸科癌康復者八段錦

待定，共 7節 待定
已完成頭頸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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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社工有約」我的故事小組
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和生活意義

2/3, 9/3, 16/3, 30/3, 13/4 （一）
共 5節

9:30-12:30
癌症病人或
康復者

浸會大學應用社會科學學系 /
參加者須先進行面試再獲取錄
參加小組

「生命花園∼『園藝治療』分享小組
園藝治療師教授花藝及園藝、

小組分享及品茗分享

2/3-30/3（逢星期一）
共 5節

10:00-12:00
癌症病人或
康復者

按金 $100，上滿 4堂或以上，
將可在最後一堂退回全數，
詳情請參閱單張

蛻變的美麗∼癌症病人自我形象提昇小組
教授化妝、皮膚護理及染髮技巧等等

待定，共三節 14:30-16:30
癌症病人或
康復者

香薰治療系列∼失眠拜拜
香薰治療與失眠的介紹

15/1及 22/1（四）
共 2節

11:00-13:00
癌症病人或
康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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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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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一） 10:00-12:30
癌症病人、
康復者或家屬

經脈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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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4-18/5/15（逢周一）
（16/3, 6/4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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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或 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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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17/2, 及 31/3（二） 14:00-16:30
腸胃科
癌症病人

詳情請參閱單張

與癌共舞∼活出新天地
認識健康飲食及香薰治療

16/1或 20/3（五） 10:30-12:30
癌症病人或
康復者

16/1: 綠色廚房
20/3: 香薰治療

癌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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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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農曆新年的時節，最常聽到的祝福語莫過於「龍馬精
神、身體健康」，可見健康在很多人心目中都是非常重要。
可是何謂「健康」？或者曾聽過有些人說：「行得走得咪健
康囉！」但事實上是否如此？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健康」是指「不單止是沒有疾病或身體不佳，而是不論身
體、心理和社交等方面都有良好的表現。」由此可見，單
單「行得走得」，並非健康的全部。
　
近年不論醫療保健界別或者社會服務界別中有不少醫護人
員、社工及治療師等，均大力提倡「身心靈健康模式」的健康理論，指出人的身、心、靈三
個部份之間有互維影響的關係，而東區醫院更一直以「身、心、社、靈」作為推動全人照顧
的方向，希望病人不論於身體、心理、社交或靈性上均得到照顧和改善。因此若要達致「健
康」的狀態，除了準時服藥之外，還可在日常生活中從多方面著手去改善生活。

為了讓本中心《天空海闊家友站》會員能夠渡過龍馬精神的 2015年，本中心將會於一連四

期的《天空海闊家友站》會員通訊介紹如何從「身體」、「心理」、「社交」及「靈性」
四方面出發，為自己建立健康的生活。而今期打頭炮的主題就是「身體」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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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身體健康」打開健康之門的四把鎖匙

重點推介
日期 時間及地點 對象 合辦單位／備註

精神健康推廣晚會 30/1/2015（五）

晚上
7:00-9:00
中央圖書館
演講廳

任何有興趣
人士

大眾推廣精神健康訊息，內容包括關注思覺失
調、產後抑鬱症及認知障礙症，推廣及早介入
的重要性。(出席者可獲紀念品一份 )

家屬活動
舉辦地點：本院東座 1樓中心活動室／報名及查詢請電：2595 4008

日期 時間 對象 合辦單位／備註

精神健康全面睇 15/1, 12/3（四） 下午 4:30-5:15
家屬 /
照顧者

專題講座、適合復康者及家屬之社區資源、同路人分享。

「家」陪同心
家屬互助小組

29/1, 26/2, 19/3 （四） 下午 4:00-5:15 建立互助網絡，透過互助支持協助照顧者舒緩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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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神
健
康

康復者活動 （適合任何類型的康復者）
舉辦地點：本院東座 1樓中心活動室／報名及查詢請電：2595 4008

日期 時間 合辦單位／備註

復元有法 逢星期一 下午 2:15-3:45
學習及分享編織技巧。
（已懂編織之會員亦可一起參加）

「從曙光出發」
正向心理小組

9/1, 16/1, 23/1, 30/1（五）
共 4節

下午 2: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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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談失眠系列

愛笑瑜伽
25/2（三）

下午 4: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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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出健康協會及義務瑜伽導師

瑜伽運動體驗 A班
8/1, 22/1, 5/2, 5/3, 19/3（四）

下午 2:15-3:45
瑜伽運動體驗 B班

15/1, 29/1, 12/2, 26/2, 12/3（四）

身心愉快
八段錦 *

6/1, 13/1, 20/1, 27/1
一連四堂，逢星期二

下午 3:15-4:45
八段錦體驗工作坊。
（註：八段錦是一套八式由專業人士認可的簡單運動，
任何年齡的人士均可以練習，達至身心健康的功效。）

齊歡唱

歌唱小組 #* 8/1, 22/1, 12/2, 5/3, 26/3 （四） 下午 2:30-4:00
一起享受唱歌（粵語及國語流行曲）的樂趣，並由導師指
導歌唱技巧。

 編織組 #
1-3月逢星期一連續性小組

下午 2:15-3:45
學習及分享編織技巧。
（註：已懂編織之會員亦可一起參加）

摺紙組 # 下午 3:45-5:15 學習摺紙手工。

手飾組 #
1-3月逢星期二連續性小組

下午 2:15-3:45 學習編織手繩及簡單手飾製作。

扭汽球組 # 下午 3:45-5:15 學習以長型汽球扭製不同汽球作品。

即時鬆一鬆 28/1（三）, 27/2（五）, 18/3（三） 下午 3: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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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組為抑鬱症及焦慮症之康復者而設）

與抑鬱有約 +* 4/3, 11/3（三） 下午 3:00-5:00
透過表達藝術及 BB按摩，讓我們與產後抑鬱媽媽打氣，
一同抗壓解憂。（本小組 /為產後抑鬱症媽媽而設）

#小組名額滿後可加入等候名單，當有空位時由中心抽籤方式中途加入小組　　　*每節具連貫性　　　+需要組前面試

其他活動
舉辦地點：本院東座 1樓中心活動室／報名及查詢請電：2595 4008

日期 時間 對象 合辦單位／備註

老友狗狗齊暢聚 20/3（五） 下午 2:30-3:30
康復者及
家屬

一班「狗醫生」到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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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推廣大使」

義工訓練 2015 + 18/4（六）

上午 10:30-1:30 康復者、
家屬、
社區人士

1. 認識精神健康資源站運作
2. 服務推廣技巧及回應
3. 義工角色及責任
4. 防感染訓練

下午 3:00-5:00

「心同行﹑顯質素」朋輩
義工訓練工作坊 (一 )

加強朋輩服務技巧、交流組織發
展經驗，提昇服務

9/1（五） 下午 1:30-5:00
本院服務之
朋輩義工隊

此活動在港島東醫院聯網醫療管理及臨床科技
培訓中心地下 1號及 2號研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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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
電話：2595 4342  地點：主座一樓

負責社工：葛詠茵

日期：十一月十五日（星期六）   天氣：

100位義工在天清氣朗的一天，參與義工秋季旅行前往東平洲、塔門進行生態地質探索，東

平洲的奇趣「千層糕」頁岩、更樓石、及塔門的呂字疊石等，看後都令人不禁讚嘆大自然的

奇妙。義工們一邊欣賞沿途風景及奇石，一邊說說笑笑增進感情，令人窩心。在船上遇到風

浪，大家互相照顧不適者，處處發揮互助精神，令人欣慰。

是次旅行的主題是環保生活，藉此鼓勵義工透過節約電力、節約用水、減少廢物、廢物分類、

環保購物、減少廚餘等方法去保護環境，為保留大自然的美景出一分力。

日期：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六）   天氣：

一年一度的東區醫院日，當然不少得一班愛醫院的義工參與支持。義工們出錢出力，推動
親戚朋友組隊參與慈善步行，共籌得港幣七萬五千多元，是歷年最高的籌款額，並再次獲
得大會頒發「最高籌款額獎 (團體 )」及「最踴躍參與獎 (義工組織 )」二個獎項。勁！叻！
抵錫！

正向生活嘉年華部份，義工除了籌辦遊戲攤位，帶出義工精神的元素，更有多位義工協助
大會其他攤位的工作，有的協助蔬菜統營處賣菜、有的協助撕紙叔叔「敏叔」推廣這手藝、
有的協助運作吹氣城堡等。總之，大家就是眾志成城為醫院。Yeah!

義工動感日記義工動感日記

你估佢地影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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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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11:3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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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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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衣房服務 協助分類及整理乾淨衣服
星期一至五　　上午 10:00-12:30
　　　　　　　下午 2: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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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義工的日子裡，生活十
分充實，有機會接觸新的事
物，結識新的朋友，這是我
最大收穫

歡迎加入義工行列

義工

聲心



傳心傳意	P10
醫
社
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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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島東醫
院聯網

醫社合作
備嚴寒

為了準備寒冬
的來臨，港島

東醫院聯網與
一眾社區伙伴

舉行策略會

議。當中的成
員有本聯網總

監、醫護主管
、衛生署、社

會福利署、

東區及灣仔區
民政事務署、

東區及灣仔區
議會、香港醫

學會及長者

地區中心，會
議上各單位分

享了各種的防
寒措施和服務

上的配合。

在 2014年 12月 2日，本單位
攜同社會福利

署舉辦了「長
者防寒知

識講座」，由
東區尤德夫人

那打素醫院內
科副顧問醫生

陳銳堅醫生

及資深護師鄧
皓茵姑娘主講

，分享了冬天
長者常見的健

康問題及護

老錦囊，今年
更加設長者皮

膚護理技巧，
吸引超過百位

機構前線員

工及義工參與
，反應熱烈，

參加者均表示
講座內容豐富

，獲益良多。

今年亦得到香
港基督教青年

女青年會送上
過千條的頸巾

，為有需要

出院的長者帶
來溫暖。

冬日護老錦囊
1.　 密切留意天氣情況，加穿適當的禦寒衣服，確保頭、
頸、手、腳溫暖

2.　 適量進食熱量較高及容易消化的熱飲品和食物，避
免高脂肪及高膽固醇的食品

3.　 飲用足夠的水份，塗水份潤膚膏，保持皮膚滋潤4.　 避免長時間置身於寒冷環境和寒風中5.　 緊急藥物隨身帶備，以防急需

港島東醫
院聯網

醫社合作
備嚴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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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
目
病
人
系
列

“哎呀，我又唔記得食藥喇！”以上這句說話，有沒有似
曾相識的感覺呢？

作為一個醒目病人，相信服藥要遵照醫生指示定時定量、
服前先檢視及核對包裝上的標示資料等基本注意事項你一
定知道。但你又知不知對很多病人，特別是經驗尚淺的長
期病人來說，服藥最大的難度竟然是忘記服藥。

按時服藥有妙法？

最近有一位醒目的病人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對策，跟大家分
享一下。她說以前自己常常忘記服藥，令到自己的糖尿病
控制不好，直到她兒子替她在隨身攜帶的手機上設置了每日
定時鬧鐘，任何時候任何地點，只要鬧鐘一響便立即服藥，
她忘記服藥的頻率便減少了。希望這個小貼士也幫到你！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如有疑問，請向你的醫生 /藥劑師查詢。

　　- 花心思，醒目服藥知多 D

醒目病人系列

本部門製作了一系列「社區資源錦囊」助你了解區內的社會服務，尋求適切的協助。社區
資源錦囊還配有二維條碼，方便大家利用智能手機瀏覽錦囊內容。

家居清潔、膳食及簡單護理對剛出院或體較弱的人士及其家人可能會是一個難
題，今期為大家介紹家居照顧的錦囊，錦囊內載有不同機構為有需要之傷病者，
提供以上服務的資訊及聯絡資料。有需要的人士，可直接聯絡有關機構查詢服
務。

社區資源錦囊
家居照顧

你可利用智能手機掃描右方二維條碼或登上網頁 http://www.healthyhkec.org瀏
覽各個社區資源錦囊內容。

如欲索取社區資源錦囊單張，歡迎前往本部門 3個資源中心索取。

主座一樓
那打素病人資源中心  
電話：2595 6342

東座一樓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電話：2595 4165

東座一樓
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電話 : 2595 4008

社區資源錦囊

社工　陳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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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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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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打素義工中心 主座一樓 2595 4342 有興趣投入義工服務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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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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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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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