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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生命中的

轉化與昇華

—朋輩義工服務

生、老、病、死是每人生命中都會經歷的磨練，特別是疾病，經過漫長的
治療和康復階段，對你來說，有什麼啟示或改變嗎﹖走過這人生的一大關口，
對不少人來說，都是一個重新檢示生活重心和所需的機會。於疾病面前，才
能確實感受到忙碌生活所帶來的副作用，原來生命中有更多值得我地花心思
去珍惜的，例如身邊的家人、朋友或重新尋找生命的意義。
有不少病人於治療過程中，遇上朋輩義工的鼓勵，亦因為這些經歷，令他們在
康復之後，毅然踏上朋輩義工的道路上，成就了自己生命中的昇華和轉化。這
些朋輩義工，來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齡，但卻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是病
症的過來人。朋輩義工於病人服務當中，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他們雖
然未必有醫護人員的專業知識，未必懂太多輔導技巧和理論，但他們的分享卻
是真實和感人的。他們亦都在義工服務當中，找到無可比擬的滿足感和意義。
特別是新症病人及家屬，每當聽到分享是來自同病的過來人時，總會特別振奮和留心，朋輩義工亦都施展
渾身解數，把第一身的經歷和感受與病人分享。他們的分享很真實，復康建議亦都是貼心及可行的。當朋
輩義工精神抖擻地站在他人面前分享，已經能夠給予病人及家屬信心，相信雨後總會有晴天的出現。這份
朋輩的力量，並非一般人能夠給予的。
正正因為朋輩義工對病人及家屬而言，是充滿影響力的，所以如何提升朋輩義工的知識與及溝通技巧、自
我信念都是很重要的。固此，部門特以舉辦了「心同行」朋輩義工培訓計劃 2015-2016。透過抗逆自強、
積極聆聽、裝備技巧、信念矢志、質素實踐、正向思維與及居安思危等七大的課題，請來不同的專業人士
為朋輩義工作培訓，引領更多實務技巧的討論及分享，希望可以加強朋輩義工於服務時的信心，亦都能為
病人及家屬帶來更好的朋輩義工服務。
你還是猶豫嗎？快來加入朋輩義工的團隊當中，
為生命發光發熱吧！
社工

周莉露

長期疾病

傳心傳意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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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595 6342 地點：主座一樓
中心社工：黃婉容，陳達偉

淺談活得精釆

如果你想活的精采快樂，誠意推
介以下兩本書：

細心細賞
最近痛症科病人互助組 「活得精采同學會」請來一位業餘攝影愛好
者分享她的相片。沒有什麼名牌單鏡反光機、沒有什麼長鏡頭，仍能捕
捉大自然的美，組員都讚口不絕。原來這些相片大部份是在香港的郊區、
市區內公園及東區醫院拍得的。組員都問：「點解我睇唔到既？」大家
彷如去了一次精采的旅行，心靈已陶醉在美境中。

1
灌溉心靈的

半杯水

在平日生活中，營營役役、憂心忡忡，擔心這擔心那，
你有沒有停下腳步，細心細賞身邊的事物呢？那管是一棵
樹、一片葉、一片天。原來當我們能真正「分心」一下，
專注其他事情，腦袋不能一心二用，可以暫時忘卻心中的
煩惱。你想多些快樂、心中多點平安嗎？那你可以學習活
在當下，享受此時此刻、開始慢步細賞。你將有意想不到
的收穫！

作者：沈祖堯

2

新一年，祝福您快樂、在努力治療長期病患之餘，
亦可以細賞身邊美麗事物，讓心靈舒暢。

懂得活
∼給都市人的快樂良方
作者：關秀娟

「活得精彩同學會」是那打素病人資源中心為本
院長期痛症病人而設的互助小組。希望病友能找到心
靈上支援，發揮互助自助精神，積極面對長期痛症。

社會心理支援服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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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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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活出彩虹∼腹膜透析復康課程
認由腎科醫生、腎科護士、營養師、物理治療師、
社工主講、讓腎病病人掌握洗肚後生活適應的貼士

4. 腎臟移植工作坊
認識藥物、移植後復康及生活適應的注意事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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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生活美好的一刻∼
手提電話攝影工作坊
透過簡介基本的攝影技巧，後期處理，捕捉日常生活
中美好的片段

舉辦地點：本院主座 1 樓那打素病人資源中心
日期

時間

對象

合辦單位

備註

逢第一及
第三個週四

10:00-16:30

糖尿病新症病人及家屬

糖尿科、營養師

2/3（三）

14:30-16:30

內科（腎）覆診之患者（未曾接受洗肚或
洗血治療）、家屬

腎科

5/3, 12/3, 19/3
（六），共 3 節

10:00-11:30

新洗肚（約半年）之腎病病人及家屬

腎科

16/1（六）

10:30–12:00

剛移植（約半年）之腎病病人及家屬

腎科

4/3, 11/3, 18/3,
27/3（五）

10:00-12:00

痛症科病人（新症）及家屬

痛症科、
院牧部

18/1, 25/1, 1/2,
15/2, 22/2, 29/2
（一）

14:30-16:30

本院長期病患者

日期

1. 糖尿病新症分享

時間

地點＃

對象

1

參加糖尿病教育日
之病人及家屬

勿糖協會

逢第一及第三個
15:30-16:00
週四

朋輩義工分享經驗，鼓勵新症病人積極控制血糖

2. 「坐享其成」椅子操
練習椅子操運動，培養恆常運動習慣

3. 腎友病友探訪
推動同病相「連」、「同行有你」的關愛互助精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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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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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戒煙互助小組
藉小組活動及戒煙人士經驗分享， 鞏固戒煙信心及生活
改變

7. 活得精采同學會（長期痛症互助小組）
讓病友之間能分享經驗、同行互助， 積極面對長期痛症

8. 「心同行、顯質素」朋輩義工訓練
工作坊（抗逆自強篇）

合辦單位

備註

27/2 （六）

14:30-16:00

2

本院糖尿病患者及家屬

勿糖協會

週三及五

11:00-12:00

3

腎科病房內的透析病人
（洗肚、洗血）及家屬

東區腎友自助會

每月一至兩次
（週二）

12:00-15: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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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週六

11:00-12: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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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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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六）

10:00-12:30

1

痛症科覆診之
長期痛症患者

痛症科

9/1（五）

13:30-17:00

8

本院服務之朋輩義工隊

12/3 （六）

14:30-16:00

2

勿糖協會員、本院糖尿病
患者及家屬

長期疾病

傳心傳意 P3

病人互助網絡

護心工程∼認識朋輩服務累積的抗逆力

9. 勿糖會員迎新會
同路人分享復康經驗及增強對協會的認識

勿糖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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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復康活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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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同「心」同樂。沿途有「您」
增強心臟衰竭病人對治療、營養飲食、運動及社區資源
多方面的認識

3. 心臟科病友港島東地區互助小組（暫名）
凝聚東區醫院覆診病人，建立互助網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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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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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腎友門球練習組
增加腎病病人的運動與趣，強身健體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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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照顧有道」工作坊
分享照顧長期病患者心得、認識社區資源

9. 緣滿人生工作坊∼積極人生：
從病人路看生活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合辦單位

備註

29/1（五）

9:30-12:00

1

本院及東華東院
心臟衰竭患者及家屬

港島東醫院聯網心臟科、社
區復康網絡及關心您的心

25/1（一）
24/3（四）

14:30-16:00

1

本院心臟衰竭患者及家屬

關心您的心

26/2（一）

14:30-16:00

1

本院心臟衰竭患者及家屬

關心您的心

23/1（六）
5/3（六）

11:00-13:00

2

已出院中風病人及其家屬

港島東醫院聯網腦內科
社區復康網絡

逢週五

19:00-21: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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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週一，四

14:30-16:30

6

腎病病人（洗肚 / 血、移植）
及家屬

東區腎友自助會

27/2（六）

10:00-12:30

2

認知障礙症患者之家屬

港島東 6 間社福機構

21/3（六）

14:30-16:30

1

本院長期病患者家屬

SMARTCare
有您友里計劃

15/1（五）

13:00-14:30

8

病人、家屬、義工

院牧部

週一至週五

10:00-13:00
14:15-17:00

7

知名講者分享面對逆境的過來人經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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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那打素病人資源中心 2. 主座大樓三樓職員休息室
7. 專科門診大樓地庫一樓東翼 8. 東座大樓地下禮堂

3. HK8 腎科病房

4. 骨科日間病房

糖尿科、心臟科、腎科、
參與機構 / 病人組織當值時
風濕科、腦科等病人及其家屬 間，請向病人支援站查詢

5. 骨科病房

6. 西灣河室內運動場

癌症

傳心傳意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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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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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甜復康路
茗
品
當陳先生知道自己患病的一刻，種種的情緒如波濤一般
湧入心中，彷彿是摸著黑在走人生的路。走在治療及康復的
路上，學習從悲傷到接受、從憤怒到放下、從沮喪到振作……
茗閒情小組，是癌症病人資源中心每月一次，為腸癌及胃癌的病友舉
行的朋輩聚會。經過兩年多的努力，漸漸結集了一批核心的成員，包括
中心的資深義工、腸癌及胃癌病人及照顧者，不同的身份及經歷，使得
小組分享的內容更為全面。陳先生加入了茗閒情小組後，沒想到竟是這樣
一個溫暖的大家庭，很多同路人不斷支持他、亦與他有真誠的分享及鼓勵。
於小組裡，他放下了擔憂及疑問，可以專心配合整個治療及走康復的路。有
不少的研究都指出，社交心理小組對於癌症病人的重要性，小組能夠減輕病人
的壓力、改善情緒，甚至減低復發的風險與及有效延長生命。
茗閒情小組歡迎新症病人按自己需要加入，並在社工的帶領下，彼此分享治療
的感受與及復康的心得。大家一邊交流，一邊品嚐著不同的茶，氣氛輕鬆又熱
鬧。已康復的師兄、師姐更細心的聆聽每位新病友的經歷，了解他們的擔憂及疑
問後，以自身的經歷作分享，鼓勵新病友於治療及復康路上更有信心。部份新加
入的病友，帶著擔憂和害怕的心情而來，但經過兩小時的朋輩交流之後，聽到很
多不同的經歷及心得，更重要的是，師兄、師姐的健康身體和積極心態都重新
給予了他們信心。當小組完結時，他們都重新帶著笑容去迎接之後的療程。
當越來越多病友成為小組的固定成員，亦正正代表，小組能成功凝聚同路人，
更能使大家多了癌症復康路上的伙伴。除了小組的規模漸漸擴大外，茗閒情
小組更開始積極投入癌症病人資源中心的朋輩義工服務。部份的成員成為中
心的朋輩義工，隔周到病房探訪腸癌的病友，亦希望於 2016 年出版由茗閒
情制作的健康食譜，亦都希望加入醫護人員的專業意見，讓更多的病友
可以接收到同路人的鼓勵及健康資訊。
有時候，人生的經歷確是如茗茶一樣，冷暖自知，味道有苦、有甜、
有香……但只要靜下心來，細細品嚐，苦味過後就是令人回味的
甘香。最重要的是，於癌症病人資源中心，能夠找到一班同
行者，共同茗茶說人生。
社工

周莉露

社會心理支援服務

＊歡迎港島東醫院聯網
癌症病人報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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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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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腸癌治療須知及造口病人護理分享
營養師講解腸癌營養須知、過來人分享手術後生活適應及
造口護理
4. 婦科癌護理須知
醫護人員講解手術前後、治療期間及康復後護理、過來人分
享、認識社區資源及預防下肢淋巴水腫運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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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過來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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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節：12/1、16/2 或 8/3（二）
第 2 節：23/2 或 19/4（二）
第 3 節：26/1/2016（二）
第 1 節：5/1、2/2 或 1/3（二）
第 2 節：13/1、17/2 或 9/3（三）
第 3 節：23/2（二）

時間
14:30-16:30
11:00-13:00
16:00-17:00
15:30-16:30
9:30-10:30
15:30-17:00

11/2（四）

10:00-12:00

第 1 節：15/3（二）
第 2 節：2/2（二）
第 3 節：12/1、26/4（二）
第 1 節：28/1（四）
第 2 節：25/2（四）
第 3 節：24/3（四）
第 4 節：28/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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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合辦單位

備註

乳癌新症病人及家屬

腫 瘤 科、 營 養 部、 展 晴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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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腸癌新症病人、
營養部、香港造口人
泌尿造口病人及家屬
協會
腸道造口病人
婦科癌症新症
病人及家屬
前列腺癌症新症
病人及家屬

腫瘤科、外科、癌協
第 3 節於中環癌協舉行
外 科、 腫 瘤 科、 營 養 部
及癌協第 4 節於中環癌
協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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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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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四）
第 2 節：17/3（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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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癌新症病人及家屬

7. 「護胃互勉」~ 胃癌病人分享會
營養師講解胃癌須知、癌協社工介紹社區服務及過來人分享

25/2（四）

14:00-15:00

胃癌新症病人及家屬 營養部、創域會

8. 超越復發的恐懼
學習處理恐懼技巧，繼續積極的生活

22/2（一）

14:30-16:30

癌症病人、康復者或
臨床心理科
家屬

逢周三

10:30-12:30

癌症病人或康復者

10. 靜觀初體驗
講解及教授靜觀練習方法

29/2（一）

10:00-12:30

癌症病人、康復者或
家屬

11. 與社工有約「自聊．治療」故事小組
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和生活意義

3/2（三）

14:30-16:00

癌症病人、康復者

請 帶 備「 自 聊． 治 療 」
敘事週記

25/1 或 21/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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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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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24/2, 23/3（二）

14:00-16:30

腸胃科癌症病人

詳情請參閱單張

14. 與癌共舞∼活出新天地
認識香薰治療、失眠及健康飲食等等

22/1, 19/2, 18/3（五）

10:30-12:30

癌症病人或康復者

22/1：香薰治療
19/2：失眠講座
18/3：綠色廚房

15. 與癌共舞∼活出新天地（家屬篇）
過來人分享，認識社區資源及癌症飲食貼士篇

12/3（六）

10:30-12:30

癌症病人、康復者及
家屬

16. 與中醫有約∼血癌病人春夏食療保健篇
中醫師食療講座

12/3（六）

14:00-16:00

血癌病人、康復者或
心血會
家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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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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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香薰治療系列∼失眠拜拜
香薰治療師個別接見，化解病人的不安及釋放恐懼

合辦單位

22/1, 19/2, 18/3（五）

10:00-12:00

癌症病人或康復者

逢星期五

10:30-12:30
及
14:30-16:30

癌症病人或家屬

18. 樂活星期五∼圖書館計劃
為你帶來不同的藝術創作班，讓你放鬆治療帶來的緊張情緒

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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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腫瘤科、營養部、
職業治療部、創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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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參加本院舉辦的香薰
治療班及需先經社工面
試 再 確 定 報 名， 詳 情 請
參閱單張
詳情請參閱活動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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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互助網絡

日期

時間

地點 #

對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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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鼻咽癌（頭頸癌）病人及家屬、東日社會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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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辦單位

備註

乳癌病人及家屬

關懷專線：
2595 4202

1,6,7

腸癌病人及造口的癌症病人

香港造口人協會

下午 1,2,3,6,10

3. 造口病人朋輩探訪計劃 / 茗閒情義工探訪

逢週五

14:00-17:00

4. 血癌及淋巴癌朋輩探訪計劃

逢週二

10:00-12:00

1,4

血癌及淋巴癌病人

心血會

5. 喉癌病人支援計劃

逢週三

14:30-16:00

1或5

喉癌病人

香港新聲會

週一至週五

10:00-12:30
14:00-16:30

2

癌症病人及家屬

東日社、展晴社

9/1（六）

14:00-17:00

8

本院服務之朋輩義工隊

6. 互心軒
7. 「心同行、顯質素」朋輩義工訓練工作坊

社區復康活動
日期

時間

地點

20/1 或 16/3 ( 三 )

14:30-16:30

1

2. 「治療前後的中醫飲食調理」講座

29/1 ( 五 )

19:00-21:00

9

3. 「逆境人生」講座

5/3 ( 六 )

10:00-11:30

11

1. 癌症復康新體驗

4. 社區復康大使
# 1.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2. 東座大樓地庫一樓
10. 中環癌協 11. 香港小童群益會演講廳

週一至週五
3. 腫瘤科病房

4. 血科病房

9:30-12:00/14:00-16:30
5. 外科病房

6.E10 病房

對象

合辦單位

癌症病人及家屬

癌協中心

2
7.F10 病房

8. 東座地下

9. 醫管局大樓閣樓演講室

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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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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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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自在．生活

善用社區資源邁向健

康每一天

古人有云「魚相忘乎江湖」，意思是說魚在水中暢泳時，卻會忘掉自
己是在水裡；而比起在魚缸或小魚池，魚亦因為生活在廣闊的江海湖
泊之中，才能自由暢泳。其實人和社區資源，有如魚和水的關係。很
多人生活在社區，卻不清楚社區資源；而了解和掌握更多社區資源的
人，因有較廣闊的支援網絡，所以就能在社區裡，較舒適自在地生活。
東區醫院精神健康資源中心在今季推出一套四款的「社區資源咭」，
分別介紹四個不同範疇的社區資源，包括參與義工服務、就業支援、
康體活動及家屬支援服務。社區資源咭除了提供有關服務的資訊之
外，還包含一些跟個別 範疇有關的小貼士，希望讓康復者能夠按自
己不同的需要，透過社區資源咭能夠對該範疇的社區資源有更多的了
解和掌握，擴闊自己的「江湖」。
在康復旅程上若果只憑著自己去面對，就如汪洋上泛舟一樣，孤獨無
援，但在現實中其實有很多能夠促進康復的社區資源近在咫尺，只要
你願意踏出一步，便能觸手可及！

社工

張平

重點推介活動
舉辦地點：本院東座 1 樓中心活動室

報名及查詢請電：2595 4008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對象

1. 團年快活
家友站

3/2（三）

15:00-17:00

家友站會員

2. 緣滿人生
喜樂小組

2016 年 1 月 4, 11, 18, 25 日
（逢星期一，共四堂）
地點：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柴灣海星堂

(1) 歡迎天主教徒及任
何有興趣了解天主教
之人士參加；
14:00-16:00
(2) 報名人士須由社工
/ 牧靈部職員面見評
估後才可正式參加。

合辦單位

備註

節日慶祝活動、茶聚及聚焦小組
小組以「愛」、「信任」、「平安」和「祝福」
作為主題，學習以天主教的福音精神面對因病
帶來的困苦，從「起落」中找到「喜樂」。形
式包括主題分享、小組討論、經驗分享、默觀
祈禱等。註：本活動公開予本院任何科類的人
士，參加者並不只限於精神科。

3. 積極人生
從病人路看生活

15/1（五）
地點：東座地下禮堂

13:00-15:00

有興趣之
任何人士

一位為地中海貧血症患者，另一位是紅斑狼瘡
症患者，疾病為他們帶來了重重困難與挑戰，
但兩位仍選擇在不平凡的生活中積極人生。嘉
賓講者分別是資深電視藝人和病人組織義工及
籌委。
※ 參加者當日可獲輕便午餐乙份。

4. 家屬茶聚

25/2（四）

16:30-17:30

家屬 / 照顧者

讓家屬了解社區復康資源及同路人經驗分享。

( 適合任何類別的康復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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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地點：本院東座 1 樓中心活動室

報名及查詢請電：2595 4008

活動名稱
1. 復元有法
為你提供貼士去訂立適合自己的復完計劃

日期

時間

杏花邨至灣仔居民：22/2（一）、
24/3（四）
小西灣及柴灣居民：4/3（五）

14:30-16:00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及利民會

7/3（一）

10:00-16:30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失眠講座
28/1（四）

15:45-17:00

香港家室庭福利會
（東區分會）

2. 搵工無難度
了解時下就業市場的職位供應及就業配對的重要性

3. 笑談失眠系列
透過短講、練習、運動藉以尋找幫助自己解決失眠
的方法。

瑜伽運動 A 班
5/1,19/1,2/2,
1/3,15/3 （二）

由義務導師帶領

16:00-17:00

4. 編織小組

14/1–17/3（逢星期四）
11/2 及 18/2 暫停

11:00-12:30

5. 摺紙小組

14/1–17/3 （逢星期四）
11/2 及 18/2 暫停

14:15-15:45

6. 手飾小組

12/1–22/3 （逢星期二）
16/2 暫停

14:15-15:45

7. 扭汽球小組

12/1–22/3（逢星期二）
16/2 暫停

15:45-17:15

18/3 （五）

15:15-16:45

# 可中途報名加入

* 每節具連貫

備註

11:00-12:30

瑜伽運動 B 班
12/1,26/1,23/2,
8/3,29/3（二）
笑談失眠 ~ 愛笑瑜伽
17/3（四）

8. 「即時鬆一鬆」鬆弛練習
學習鬆馳方法和技巧，改善情緒及抒緩壓力。

合辦單位

以小組活動學習新興趣
以培養日常生活寄托，
透過朋輩互相的聆聽、
分享得到情緒支援，互
助成長。

※ 報名後需接受簡單
評估才能正式參與

+ 需要組前面試

新一年，
家友站祝福
各位新年快樂，
精神健康、
幸福常在 !

精神健康

康復者活動

義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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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秋季旅行
義工們熱愛大自然並支持環保，故今年的旅行路
線，定為南生圍生態導賞暨有機體驗之旅。85 位義工
在十一月二十一日 ( 星期六 ) 浩浩蕩蕩地出發，先前往
元朗的南生圍。南生圍是香港僅有一片仍未被破壞的土
地，裡面種植了不少桉樹及一大片的蘆葦叢，亦是了解
基圍及河灘生態理想之地。十一月份，更是候鳥到訪香
港的季節，義工們可於南生圍觀賞到不同種類的候鳥。

義工服務
電話：2595 4342 地點：主座一樓
負責社工：葛詠茵

下午前往粉嶺有機農場學習有機耕種及認識不同
香草功能。義工們更可分小組於農場內學習製作洛神
花果醬、香草小盆栽及茶果。農場主人更非常慷慨，
贈送有機香茅給每一位義工，真是滿載而歸。

醫院遊戲義工招募

歡迎有耐
性、 喜 歡
與小朋
友 溝 通、
又能逢星
期一
午提供服務
的人士參加 下
。

暑假期間，有幸與「藝術在醫院」合作，為專科門診部等候覆診的兒童提供「創
意藝術工作坊」，除可提供空間給兒童發揮創意，更可舒緩等候覆診時的緊張情緒。
為使這有意義的服務得以延續，那打素義工中心得到「智樂兒童遊樂協會」的支持，
將於 2 月為有志加入服務的義工提供訓練，並可於 2 月下旬開展定期服務。

訓練詳情
2 月 1 日 ( 星期一 )
下午 3 時
認識遊戲對病童的重要性
體驗遊戲帶來的樂趣
掌握簡單與病童溝通及相處技巧
導師：
智樂兒童遊樂協會 醫院遊戲師
報名及查詢：2595 6342
日期：
時間：
訓練內容：

歡迎加入義工行列
服務名稱

服務內容

義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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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時間
（服務要求：每星期服務一節）
上午 10:30-1:00
下午 2:30-5:30

1. 復康店

當值復康店，協助售賣病人用品

星期一至六
星期一至五

2. 病房探訪

為住院病人提供關懷慰問及情緒支援

星期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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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至五
資訊等服務

上午 9:30-1:00
下午 2:00-5:00

4. 醫院大堂接待

於醫院大堂支援病人、家屬及訪客，協助解答查詢、引路、 星期一至五
護送及輪椅借用等服務

上午 9:30-1:00
下午 2:00-5:00

5. 物理治療部接待

於物理治療部支援病人及家屬，負責解答查詢、維持秩序 星期一、五
及引路，並協助一般文書工作
星期二

上午 9:00-12:30
下午 1:30-5: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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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15-12:00
下午 2:00-4:3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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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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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剪髮服務

為住院病人提供剪髮

星期六

上午 9:30-12:30

星期一至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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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10:00-1:30
下午 1:30-5:00
上午 10:00-12:45

星期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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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至五
服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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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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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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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藥物包裝

在藥房工作，數算及包裝藥物

16. 藥房熱線
17. 病房退藥

星期一至五

下午 3:00-5:00

上午 9:00-11:30
下午 2:00-4:30
上午 10:00-12:30
下午 2:00-4:30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00-12:00
下午 1:00- 4:00

在藥房協助接聽病房熱線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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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至六

上午 9:30-12:30
下午 2:30-5:00

隔星期二

下午 3:00-5:00

星期一至五

上午 10:00-12:30
下午 2:30-4:30
上午 9:30-12:30
上午 10:00-12:30

18. 病歷檔案部文職工作 協助檔案整理及文職工作
19. 兒童遊戲包製作

協助設計及製作兒童遊戲包

20. 洗衣房服務

協助分類及整理乾淨衣服

21. 部門支援

協助不同部門處理資料輸入及文書工作

星期一
星期四

22. 縫紉組

為婦產科縫紉夭折嬰兒衣服

按需要而定

義工
心聲

參與醫院義工服務多年，令我獲益良多，真的
是助人為快樂之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會
努力！加油！感恩！

醫舍合作

傳心傳意 P10
本聯網於 2005 年成立了「社區服務」，統籌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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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病人及
家屬善用社區資源的意識，促進康復。

港島東醫院聯網社區服務
電話：2595 6263
負責社工：鄭慧然

伴老共行晚期路 公開講座
長者服務機構鑑於社區人口老化，對於照顧長者的服務需求增加，為了提供更好的服務，固希望能
加強員工在照顧長者的技巧。本聯網社區服務、港島東社區老人評估服務及紓緩治療團隊積極回應長者
服務機構的需要及加強社區的支援，於 2015 年 10 月 22 日籌辦了「伴老共行晚期路 公開講座」，以協
助機構同工更了解長者在晚年時期的需要及有關醫療服務，從而進一步提升照顧長者的服務質素。此活
動共吸了 55 位院舍及社福機構同工參加，他們對講座內容表示讚賞，大大增加了照顧晚期長者及相關
醫療服務的認識。2015 年 10 月 22 日籌辦了「伴老共行晚期路 公開講座」，以協助機構同工更了解長
者在晚年時期的需要及有關醫療服務，從而進一步提升照顧長者的服務質素。此活動共吸引了 55 位院
舍及社福機構同工參加，他們對講座內容表示讚賞，大大增加了照顧晚期長者及相關醫療服務的認識。

認識香港醫療系統
為加強少數族裔人士了解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及普通科門診的服務，港島東醫院
聯網社區服務及家庭醫學及普通科門診部於 2015 年 11 月 18 日為少數族裔居民籌辦了參
觀活動。透過走訪普通科門診及醫院內各單位，讓他們認識基本門診預約、急症室的使用、
入院手續及住院須知概念。參加者都表示此行增進了對香港的醫療系統有更深入的認識。

港島東醫院聯網輆下的普通科門診陸續
設立「病人資訊站」。資訊站內設有桌上
電腦、輕觸式螢幕設計電腦系統及打印
機，市民大眾可以在站內印刷各類疾病基
本知識、疾病自我評估、健康飲食及社區
資源等資訊，費用全免。作為醒目病人，
下次路過普通科門診，不防參觀一下病
人資訊站並列印有用的資料參考吧！
病人資訊站地址：
柴灣普通科門診
地址：香港柴灣康民街 1 號地下
西灣河普通科門診（將於 2016 年中旬投入服務）
地址：西灣河太康街 28 號一樓
貝夫人普通科門診（將於 2016 年中旬投入服務）
地址：灣仔皇后大道東 282 號鄧肇堅醫院社區日間醫療中心地庫高層

社區資源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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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上有很多團體均有設立不同的熱線以解答病人或家屬的疑問及提供電話輔導服務。今期為大
家介紹「諮詢

輔導服務」錦囊，錦囊內載有不同團體的熱線資料。有需要的人士，可直接致電

有關熱線接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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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目病人系列

傳心傳意 P11

醒目病人系列

傳心傳意 P12

資訊及復康資源服務
服務名稱

服務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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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科門診病人支援站

對象

那打素病人資源中心
主座一樓
本院病人及其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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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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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康用品等

那打素病人資源中心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主座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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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主座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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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講座及小組活動
（如活動舉行前 3 小時仍懸掛）

中心開放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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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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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單位
名稱

服務地點

電話

對象

開放時間
上午 9:00- 下午 1:00
下午 2:00-5:15
上午 9:00- 下午 1:00

那打素病人資源中心

主座一樓 2595 6342 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星期一至五

那打素義工中心

主座一樓 2595 4342 有興趣投入義工服務人士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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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東座一樓 2595 4008 精神科病人及家屬

上午 9:00- 下午 1:00
下午 2:00-5:15

星期一至五
復康店

主座地下 2595 6222 港島東醫院聯網長期病患者
星期六

上午 10:30- 下午 1:00
下午 2:30-5:30
上午 10:30- 下午 1:00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00- 下午 1:00
下午 2:0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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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上述活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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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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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