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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愛得「迷惘」
故事推進，阿東成為躁狂抑鬱症患者，父親成

為他的照顧者。我們看到父親因兒子病患的誤解及
擔憂，在照顧的事上感到恐懼、束手無策。面對鄰
里公眾對疾病的誤解及壓力，令父親對兒子的疾病
感到愛莫能助。由一向很少關心變為唯一照顧者，
突變的身份，讓這位「新手」照顧者無所適從。這
種迷惘無助、對疾病束手無策的困窘，是剛成為照
顧者時常遇到的狀況。

由阿東到父親，我們看到父及子照顧家人的模
式，在最初是選擇單打獨鬥，獨力負起照顧責任，
阿東的結局是淘空及傷害了自己，而父親的選擇，
是尋求同路人的力量及支援，走出他對照顧家人的
迷惘及心結！

說起『一念無明』，大概無人不熟悉。電影的
故事引起了社會極大的迴響，對於精神病患者和對
於社會不同層面如何對待精神病患者，我們有了更
深刻的體會及反省。當媒體及公眾正討論如何不標
籤精神病患者的時候，我們再往後看看：精神病患
的背後，也看到作為照顧者的困難。

愛得「忘我」
電影主角阿東，一開始帶領觀眾走進了精神病

患者的世界及困擾，同一時間，也回顧了他會患病
的原因。他的情緒及行為受他最愛的母親影響，因
為他是她唯一的照顧者。

阿東照顧母親，不是一般簡單的照料，他為了
全心照顧母親，放棄了工作；為了不想母親住院
舍，他犧牲了與女朋友的關係。當母親情緒不佳向
他發脾氣時，他默默忍受內心的煎熬，以不離不棄
的行動照顧母親心靈的痛苦。

從故事中，我們看到阿東對照顧母親的「委
身」及「忘我」，「忘我」得像是一把雙面刃，雖
讓阿東可以專注照顧母親，但同時「忘我」，讓他
忽略了自己，拖垮他的生活及一切，最後失控下傷
害了母親，愛她卻又傷害了她！照顧者那一份對家

人糾結的情感，我們又可以理解多少？

一個長期病患者的照顧者，其
責任與工作遠遠比我們想像中重及
複雜。

電影裡的情節可只是照顧者困
境的冰山一角。在現實生活中，他
們承受的壓力遠比電影中的還要複
雜。為了照顧認知障礙症的父親、
未期腎病的母親、中了風的女兒……
家人放下自己的社交、工作，經濟、
甚至付出自己的健康，全心奉獻給家
人。

專題

文采匯、馬麗霞（註冊社工） 
「SMARTCare‧有您友里」照顧者支援網絡計劃 

在照顧路上，可以不孤單
電影的照顧故事提醒了我們幾件事。

1.  照顧家人前，先關顧自己：如每日建立個人休息
時間，那怕只有15分鐘休息，安坐片刻或者合眼
小睡也可讓自己充下電。

2.  社交支援：建立個人支援網，如家人、朋友、同
路人等，分擔照顧的壓力、互相學習及支持。

3.  善用社區資源：參與社會服務機構提供照顧技巧
培訓或家居照顧服務，參與家屬互助小組，從過
來人的經驗，可以尋找不少照顧的智慧。

是個人的不幸？
還是社會資源的原因？

社會上有不少照顧者正面對電影中相同境況，這
絕不是個人不幸所引致。香港復康會研究及倡議中心
聯同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和照顧者聯盟
在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期間進行《殘疾人士和長
期病患者照顧者的經濟貢獻和負擔》的研究，受訪的
77名照顧者平均每週提供31小時的照顧；44.2%受訪
者因需提供照顧而離開職場或轉職，50%受訪者表示
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況轉差等。

縱觀以上照顧者的困境，現時提供予照顧者的資
源仍然不足夠，例如《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
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經濟支援需舒解照顧者的經
濟壓力等，然而上述措施中受惠人士非常有限。長遠
來說，若不從政策去跟進照顧者的需要，如阿東這類
照顧家人的個案，將會因為缺乏支援而發生更嚴重的
悲劇！

為支援長期病患者照顧者，我們除了鼓勵大家
繼續支持爭取改善照顧者政策外，本會亦設立了
「SMARTCare‧有您友里」照顧者支援網絡計劃，
希望透過匯聚醫、福、社、商、校的力量，發展地區
支援網絡，以行動關懷照顧者，令照顧者的身心需要
獲得適切的關注。

《SMARTCare照顧頻道》
而針對照顧者護理及身心需要，本計劃設立照顧

者資訊網站，《SMARTCare照顧頻道》內容包括：
‧家庭醫生頻道
‧中醫保健
‧走出照顧迷宮-照顧經驗分享
‧最新活動資訊
詳情可參考以下的網頁或以QR code登入：
https://goo.gl/bcEB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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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程式簡介 健康行返嚟

記錄血壓好方便，圖表顯示一目了然
登入e2care.hk 話咁易

康程式
健康管理工具血壓記錄

上一期同大家介紹了降壓食物大

本營，助你了解每日吸收幾多引致血

壓高的鈉質。

今次介紹如何利用康程式的「健

康管理工具」記錄血壓。你不單可以

記錄個人血壓，還有其他健康數據、

醫療記錄；此外，當中的行動計劃，

更能推動你將健康想法付諸行動。

「健康管理工具」是幫助你

邁向「真」健康的最佳

伙伴。

    若你已是康程式的會員，進入e2care.hk，
登入後可進入「自健工具」，找「健康管理工
具」便可輸入不同的資料記錄。

    例如你想輸入血壓記錄，便可以按「血壓記
錄」，然後按你的資料輸入。

    若你想了解過去的記錄或給主診醫生可以按「我的
生活日誌」，然後在你想看的記錄上按「詳細分析」，
便會出現有關的圖表。注意！上、下壓是分開2個圖表
㗎！

《 健 康 行 返 嚟 5 公 里
自我挑戰賽》活動完成後
有參加者表示是次活動為
他們帶來不少正面意義，
以下是部份健兒的心聲：
他《擇取了人生第一面獎
牌》、《覺得自己好Fit》
、《因為有恆心練習，終
於成功完成賽事》、《自
己平日都有練習，但見到有中風組員都咁努力行，
好感動，佢地鼓勵了我要繼續練習改善自己體能》。
而我們的健行教練亦發現《平日練習時表現無咁積極
的組員，在賽事的過程中看到其他不同病患的參賽者
積極參與，他們也顯得格外投入，盡力完成賽事。集
體運動自我挑戰真的能體現互相激勵的效果》。

健行運動是一項非常適合長期病患及體弱人士的
運動，只要每週持之以恆地進行能有效增強心臟功
能、增加血管彈性、改善肌肉力量、使關節靈活等。
我們將繼續推動更多服務使用者以健行改善體能及管
理自己的身心健康。

社區復康網絡於4月8日假
遊輪碼頭舉行了《健康行返嚟5公

里自我挑戰賽》，是次活動成功舉行
有賴瑞銀集團和雅培藥廠的贊助及運動

版圖全力支持。
當日共有400名服務使用者參加自我挑

戰賽。參加者來自各中心現有健行互助小組組
員、本年度健行訓練班學員及其他自助小組的
成員。賽前參加者都做足準備，他們除了出席
《運動心理及裝備》講座外，並參與由大會安
排於各區舉行的《練習日》，他們在健行教練
指導下為自己定下了個人健行5公里的目標。

    健康行返嚟
5公里自我挑戰賽圓滿結束

立即登入康程式

www.e2Care.hk 開始健康管理之旅

    6月開始就有手機版啦，大家可以到手機的
「PLAY  商店」免費下載「健康管理工具」，管理
健康更輕鬆。有疑問可聯絡社區復康網絡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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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病自我管理課程-精華版（共四堂）
內容： 透過檢視個人生活模式從而建立或強化運動習慣、實踐健康飲食，並善用體力原則，從而改善心臟健

康。
對象：心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7/7 - 24/8 
（10/8 除外） 逢星期四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會員：$40 
非會員：$60 

綜援免費30/8 - 20/9 逢星期三
備註：完成冠心病復康工作坊人士優先

心臟復康課程（第二階段）（共六堂）
內容： 由社工及物理治療師講解心臟病的病因和治療方法、飲食、藥物運用、突發事故處理、復康運動、善

用體力原則、情緒及壓力處理等。每堂均由治療師指導復康運動。
對象：心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9/8 - 13/9 逢星期三
下午2:3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60
非會員：$90 

綜援免費27/9 - 1/11 逢星期三

備註：1. 先到先得 2. 須評估

夠膽食降膽固醇計劃（共三堂）
內容： 透過講解、小組討論及家課，讓組員學習及實踐「揀飲擇食」的健康飲食模式，達到降膽固醇的效

果。
對象：心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9/7 - 12/8 逢星期六 下午2:3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

備註：1. 先到先得 2. 參加者需已完成第二階段心臟復康

冠心病復康工作坊（共兩堂）
內容： 闡釋病因和治療方法、飲食和藥物運用、突發事故處理、情緒和壓力處理。
對象：冠心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7/7 - 14/7 逢星期五 下午2:00 - 4: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16/8 - 23/8 逢星期三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27/8 - 3/9 逢星期日 下午2:00 - 4: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16/9 - 23/9 逢星期六 下午2:30 - 5: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備註：先到先得

預防復發工作坊
內容： 透過護士和社工的講解、冠心病同路人的復康經驗分享，讓冠心病患者及其家屬掌握病理、手術後的

復康要訣和社區支援服務，促進病患者參與康復及預防再次病發的危機。
對象：冠心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6/8 星期六 下午2:00 - 4: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屯門醫院特別座四樓
社區服務中心活動室 免費

備註：與屯門醫院合辦

心律不正與裝機前後自我照顧工作坊
內容： 1. 講解心律不正的成因及各種治療方法、安裝起搏器或除顫器後的護理及起居生活貼士、起搏器的保

養 2. 講者：心臟專科醫生和起搏器公司代表  
對象：心律不正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6/8 星期六 下午2:00 - 4: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備註：1. 先到先得 2. 與起搏之友合辦

「唔使再戒口?」 拆解膽固醇新指引講座
內容： 心臟科醫生講解膽固醇對血管健康的影響及膽固醇的最新指引，註冊營養師則會闡釋如何在日常飲食

中改善血脂。
對象：心臟病、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壓患者及家屬、有興趣社區人士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9/9 星期六 下午2:3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九龍觀塘翠屏道3號基督教
家庭服務中心大樓1樓禮堂 

（觀塘港鐵站D1出口）
免費

備註：1. 先到先得 2. 活動由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贊助

「你」想控糖有辦法 
內容：1. 全方位檢視個人控糖狀況，認識併發的風險指標評估及預防方法，助你制定個人控糖策略 
   2. 資深糖尿病友分享飲食與運動安排的實用貼士，掌握個人如何達至血糖穩定的方法
對象：糖尿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5/7 星期六 下午2:30 - 5: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18/7 星期二 下午2:30 - 5: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5/8 星期六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太平中心

9/8 星期三 下午2:00 - 4: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30/8 星期三 上午10:00 - 下午12: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7/10 星期六 下午2:3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備註：1. 須評估 2. 首次參與本會糖尿病服務人士優先

糖尿及高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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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針食藥無煩惱
內容： 認識常見糖尿病口服藥物及胰島素注射的作用與副作用、服用藥物時需注意的事項，並學習利用血糖

檢測與藥物治療的配合以助改善病情。
對象：糖尿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2/7 星期三 晚上7:00 - 9: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18/7 星期二 下午2:30 - 5: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備註：1. 先到先得 2. 參加者可帶同現時服用的降血糖藥出席

快人一步‧控糖達到 之 「糖友飲食心法」（共兩堂）
內容： 飛沙樂聚九龍區互助小組義工分享及交流糖尿病飲食的貼士，彼此研究烹調食物的心得與方法，如何

實踐及持續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對象：糖尿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9/7 - 5/8 逢星期六 上午10:00 - 下午12: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備註：1. 須評估 2. 首次參與本會糖尿病服務人士優先

降「壓」有方 （共兩堂）
內容： 認識高血壓的成因、治療及有效降血壓技巧，並學習實踐「減鹹提鮮」的健康飲食法，及早減低中

風、腎病等併發症發生。
對象：高血壓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1/8 - 18/8 逢星期五 晚上7:00 - 9: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22/8 - 29/8 逢星期二 下午2:30 - 5: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太平中心

14/9 - 21/9 逢星期四 下午2:30 - 5: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19/9 - 26/9 逢星期二 下午2:30 - 5: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備註：1. 先到先得 2. 參加者可帶同現時服用的降血壓藥及血壓記錄表出席

糖尿健康操（共兩堂）
內容： 全港首個由物理治療學會及香港糖尿科護士協會聯手設計之糖尿健康操，專為糖尿患者度身訂做，以

輕鬆音樂及簡單舞步組成，助你天天運動，控制糖尿。
對象：糖尿病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2/7 - 29/7 逢星期六 上午10:30 - 下午12: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4/9 - 11/9 逢星期一 晚上7:00 - 9: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3/10 - 10/10 逢星期二 下午2:00 - 4: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備註：先到先得

高血壓自我管理課程（共六堂）
內容： 學習健康飲食、情緒處理、運動、藥物管理及與醫護人員溝通等幫助患者控制病情、「自我管理」高

血壓。
對象：高血壓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5/7 - 9/8 逢星期三 晚上7:00 - 9: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60 
非會員：$90 

綜援免費

24/8 - 12/10
（21/9 及 5/10 除外） 逢星期四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27/9 - 1/11 逢星期三 下午2:30 - 5: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太平中心

備註：1. 須評估 2. 首次參加優先 *3. 先到先得

識食控糖研習班（共三堂）
內容： 讓糖尿病患者具體掌握食物換算的方法及學習善用血糖機作自我監察去調節飲食；並制定計劃以行動

作出改善。
對象：血糖控制欠佳的糖尿病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6/9 - 20/9 逢星期三 晚上7:00 - 9: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12/9 - 26/9 逢星期二 下午2:30 - 5: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備註：1. 須評估 2. 首次參加優先

自主控糖‧活得自在（共四堂）
內容： 透過檢視個人的生活習慣與血糖狀況的關係，建立個人化的對應策略，以達至生活與理想血糖的平

衡。
對象：糖尿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1/7 - 11/8 逢星期五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會員：$40 
非會員：$60 

綜援免費

12/8 - 2/9 逢星期六 下午2:30 - 5: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2/9 - 30/9  
（23/9 除外） 逢星期六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6/9 - 27/9 逢星期三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29/9 - 20/10 逢星期五 下午2:30 - 5: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備註：1. 須評估 2. 首次參加優先

風濕、痛症

工
作
坊

痛症藥物工作坊
內容：由註冊護士講解認識常見止痛藥物的作用與副作用、服用藥物時需注意的事項。                                                                    
對象：慢性肌肉關節痛症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7/7 星期四 下午2:30 - 5: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備註：1. 先到先得 2. 參加者可帶同現時服用的止痛藥物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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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坊

舒筋減壓工作坊（共三堂）
內容： 透過伸展運動及多元式放鬆練習，體驗身心放鬆「自療」緩痛功效，改善長期肌肉繃緊或壓力過大而

引致之痛症。
對象：慢性肌肉關節痛症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1/7 - 4/8 逢星期五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

2/8 - 16/8 逢星期三 晚上7:00 - 9: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16/9 - 30/9 逢星期六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太平中心

備註：1. 首次參加優先 2. 須評估

痛‧釋身心課程（共四堂）
內容：學習不同處理痛楚的身心方法，包括伸展運動、放鬆心情，以提高自療痛症的信心和動力。
對象：慢性肌肉關節痛症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6/7 - 27/7 逢星期四
下午2:00 - 4: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會員：$40 非會員：$60 

綜援免費9/10 - 30/10 逢星期一

備註：1. 首次參加優先 2. 須評估

關節保護及輔助用具應用工作坊
內容： 由職業治療師講解關節保護原則、工作簡化及節省體力技巧，介紹輔助用具及復康支架的選擇及應

用。
對象：風濕科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9/8 星期三 上午9:30 - 中午12: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19/8 星期六 下午1:30 - 4: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備註：先到先得

痛楚處理及運動工作坊（共兩堂）
內容：由物理治療師講解痛楚的成因、介紹家居運動、關節保護及痛楚處理方法。
對象：慢性肌肉關節痛症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8 - 8/8 逢星期二 下午2:30 - 5:00 太平中心  2639-9969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4/9 - 11/9 逢星期一 下午2:30 - 5: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9/9 - 16/9 逢星期六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6/10 - 13/10 逢星期五 下午2:30 - 5: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備註：先到先得

風濕醫‧患互動區
內容：與風濕科專科醫生真情對話、簡單關節活動能力評估、病友分享管理風濕病貼士、社區資訊介紹。
對象：風濕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9/8

星期六

下午2:30 - 5: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東區醫院主座一樓
那打素病人資源中心 免費

2/9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9/9 下午2:3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23/9 下午2:30 - 5: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備註： 1. 須評估 2. 首次參與本會風濕科活動優先 *3.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風濕科及那打素病人資源
中心合辦

講
座

課
程

「風濕科藥物與運動治療」講座
內容： 風濕科專科醫生講解免疫系統風濕病的病理及治療新趨勢；註冊物理治療師介紹及示範適合風濕科患

者的運動及其注意事項。
對象：風濕科患者、家屬及公眾人士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7/9 星期日 下午2:3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九龍觀塘翠屏道3號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禮堂
（港鐵觀塘站 D1出口）

免費

備註：1. 先到先得 2. 與風濕科自助組織合辦 3. 由 UCB藥廠贊助

風濕科地板冰壺訓練班（共四堂）
內容： 冰壺（Curling）是源自蘇格蘭的冬季奧運會項目。比賽過程鬥智鬥技巧，更需要團隊合作才能勝出。

是次推介的地板冰壼（Floor Curling），是在一般平滑的地面進行的簡易版本，透過此活動一起鍛鍊
身體，保持健康，更可擴闊社交圈子。

對象：風濕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4/9 - 25/9 逢星期一 晚上7:00 - 8: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40 非會員：$60 
綜援免費

備註：與香港風濕病基金會合辦

關節‧我自理課程（共四堂）
內容： 認識病理及不同技巧，改善關節炎節情況。內容包括：痛楚處理、運動、關節保護、有效使用藥物、

骨質疏鬆預防、行動計劃訂立等。
對象：類風濕性關節炎、強直性脊椎炎、銀屑病關節炎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8/7 - 8/8 逢星期二 下午2:00 - 4: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會員：$40 

非會員：$60 
綜援免費

2/8 - 23/8 逢星期三 下午2:3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7/9 - 12/10 
（28/9 及 5/10 除外） 逢星期四 下午2:30 - 5:00或

晚上7:00 - 9: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備註： 1. 首次參加優先 2. 須評估 3. 本課程參考由「美國史丹福大學病人教究中心」創辦的關節炎自我管
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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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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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再中風危機及康復需要評估日
內容： 認識防範再次中風的知識，透過身體測試評估，了解再次中風的危機及相關的風險因素，並明白自己

的復康需要，增強信心以面對中風後的生活。
對象：中風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8/7

星期六

上午11:00 - 下午1: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太平中心

免費 

15/7 上午11:00 - 下午1: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22/7 上午10:30 - 下午12: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22/7 上午11:00 - 下午1: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橫頭磡中心

2/9 上午10:30 - 下午12: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30/9 上午10:30 - 下午12: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備註：1. 先到先得 *2. 可有復康巴安排

「風中邁步」運動訓練課程（共六堂）
內容： 本課程專為中風或腦損後，活動能力受影響的患者而設，課程可提供全面的復康運動計劃，由教授上

下肢的復康運動，到日常生活層面的應用，有效提昇患者進行運動的信心及技巧，改善整體的活動及
自我照顧能力，並建立持續運動的習慣。

對象：中風、腦部受損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9/7 - 23/8 逢星期三
上午11:00 - 下午1: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太平中心

會員︰$60 
非會員︰$90 

綜援免費
29/7 - 2/9 逢星期六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橫頭磡中心

12/8 - 16/9 逢星期六 下午2:30 - 5: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12/9 - 17/10 逢星期二 上午11:00 - 下午1: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備註：1. 先到先得 2. 須評估 3. 可有復康巴安排

歡樂扭氣球訓練班（共三堂）
內容： 訓練班由資深扭氣球義工「奇樂義工隊」擔任，透過扭氣球去加強中風患者手部活動能力之餘，同時

亦讓參加者從扭氣球中感受助人助己的精神，以氣球將歡樂傳送予每一位參加者。
對象：中風、腦部受損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2/8 - 5/9 逢星期二 下午2:30 - 4: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

備註：須評估

肩膀保護及疼痛處理工作坊
內容：由職業治療師講解肩膀疼痛成因，簡易運動、保護方法及輔助用具的介紹。
對象：有肩膀疼痛或手部功能差的中風及腦部受損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3/9 星期三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太平中心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備註：先到先得

手部活動能力訓練工作坊（共兩堂）
內容：由職業治療師講解腦科患者常見的手部活動功能障礙，並教授家居運動以訓練手部的活動能力。
對象：中風、腦部受損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9 - 8/9 逢星期五 上午10:00 - 下午12: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備註：先到先得

「樂隨風」中風復康者合唱團
內容： 由音樂治療師透過音樂治療的方法，協助中風復康者學習「唱」的技巧，並運用聲音表達情感，增強

自信。
對象：有言語困難的中風患者及家屬（須經工作員評估）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逢星期四 上午10:00 - 中午12: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免費

備註： 1. 此活動由愛心聖誕大行動撥款，由社區復康網絡、社區文化發展中心及國際音樂治療中心聯合合
辦 2. 須評估

不再中風課程（共五堂）
內容： 認識預防再中風的要訣，掌握自我管理健康狀況的方法，減低再中風的機會。
對象：輕微中風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9 - 6/10 
（22/9 除外） 逢星期五 下午2:3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50 非會員：$75 

綜援免費

備註：先到先得

柏金遜症

「柏友同行」復康規劃導航（共兩堂）
內容： 為首次參加本會柏金遜症服務者而設，介紹病理及社區資源，由資深患者分享運動及復康心得，助你

制定個人復康策略。
對象：柏金遜症初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4/7 - 21/7 逢星期五 下午2:00 - 4: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9/8 - 16/8 逢星期三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10/8 - 17/8 逢星期四 上午11:00 - 下午1: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29/9 - 6/10 逢星期五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30/9 - 7/10 逢星期六 下午2:3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橫頭磡中心

備註：先到先得

工
作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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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金遜症太極班（共十堂）
內容： 教授專為柏金遜症患者而設計的鄭家太極十二式，增強患者的平衡力及活動能力。
對象：柏金遜症患者（須獨立步行）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5/9 - 20/10
（2/10 除外） 逢星期一及五 上午10:30 - 中午12: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會員及非會員：

$50 
綜援免費10/10 - 9/11 逢星期二及四 上午11:15 - 下午12:45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備註：1. 須評估 2. 歡迎家屬陪同 3. 與香港柏金遜症會及香港太極總會合辦 4. 由香港柏金遜症基金資助

健步運動班（共六堂）
內容： 課程內容針對柏金遜症患者而設計，教授健行的方法和技巧，改善患者的步幅和步姿、髖關節及下肢

的活動能力等。
對象：柏金遜症患者（須獨立步行）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5/8 - 9/9

逢星期六 上午10:00 - 中午12: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會員：$60 

非會員：$90
綜援免費12/8 - 16/9 大興中心

 2775-4414

備註：1. 須評估 2. 與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合辦 3. 由香港柏金遜症基金資助

家居認知訓練工作坊
內容： 由職業治療師講解及教授為認知障礙症照顧者家居認知訓練的技巧。
對象：認知障礙症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9/8 星期六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免費
備註：1. 首次優先 2. 須評估 3. 須居住港島東區的照顧者 4. 活動由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

認知障礙症家居照顧技巧課程（共六堂）
內容： 與認知障礙症患者相處之道，家居照顧技巧，照顧者壓力處理以及認識相關的社區資源。
對象：認知障礙症患者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8/7 - 12/8 逢星期六 下午2:00 - 4: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60  非會員：$90
綜緩免費

備註：先到先得

步姿改善及運動工作坊（共兩堂）
內容： 由物理治療師教授協調與平衡運動，運用專為柏金遜症患者設計的視覺提示及輔助步行方法，提升活

動能力、改善平衡和預防跌倒。
對象：柏金遜症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4/9 - 11/9 逢星期一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16/9 - 23/9 逢星期六 下午3:00 - 5: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備註：1. 參加者有基本獨立步行能力（可用手杖）及有跌倒風險 2. 可有復康巴安排

柏金遜症藥物工作坊
內容：1. 專科醫生講解柏金遜症藥物的療效、副作用及服藥注意事項，並講解及示範如何填寫服藥日記 
   2. 講者：陳曉暉醫生 （伊利沙伯醫院腦神經科專科醫生）
對象：柏金遜症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6/8 星期六 下午2:3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備註：1. 先到先得 2. 參加者需帶備附有藥物名稱的藥盒或藥袋參加

「平衡舞步」運動班（共六堂）
內容： 教授7式附以音樂的「平衡舞步」、全身伸展運動及功能訓練。
對象：柏金遜症患者（須獨立步行）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2/8 - 16/9 逢星期六 上午10:00 - 中午12: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橫頭磡中心 會員：$60 

非會員：$90
綜援免費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備註：1. 須評估 2. 與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合辦 3. 由香港柏金遜症基金贊助

「腦科」坐式太極拳班（共十二堂）
內容： 由資深太極師傅教授太極拳十二式，有助行動不便的患者增強坐姿平衡、手眼協調、關節的活動幅

度、肌肉力量等。
對象：柏金遜症患者、中風、腦部受損患者 （需使用輔助步行器具者/輪椅使用者優先）

日 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3/10 - 9/11 逢星期二及四 上午11:30 - 下午1: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會員及非會員：

$60
綜援免費

備註：1.  須評估 2.  歡迎家屬陪同 3. 由香港柏金遜症基金資助 4. 可有復康巴安排

認知障礙症錦囊
內容： 討論認知障礙症患者行為的問題及討論處理方法及小貼士。
對象：認知障礙症患者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5/9 星期二 下午2:00 - 4: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緩免費

備註：1. 先到先得 2. 與青山醫院合辦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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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跌倒及運動工作坊（共兩堂）
內容：由物理治療師分析跌倒成因，並教授防跌運動和方法，增強平衡及肌力，減低跌倒風險。
對象：長期病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8/7 - 4/8 逢星期五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3/8 - 10/8 逢星期四 下午3:00 - 5: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備註：1. 先到先得 2. 須有基本獨立步行能力（可用手杖）及有跌倒風險

練力橡根操工作坊
內容：教授橡根操練習，讓參加者安全地及有趣味地運動，建立持續運動的習慣。

對象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長期病患者 22/7 星期六 下午2:00 - 4: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長期病患者
的照顧者 19/9 星期二 下午2:30 - 4: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柴灣道345號
金源洋樓商場1樓

平安福音堂
免費

備註：1. 先到先得 *2. 須居住於港島東區的照顧者並須評估，此活動由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

坐式復康運動班（共四堂）
內容： 由物理治療師教授坐式上肢及腰腹強化運動，減少下肢關節僵硬，讓行動不便的參加者坐着也可鍛鍊

體能。
對象：給使用輪椅輔助之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4/7 - 14/8 逢星期一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會員：$40 
非會員：$60 

綜援免費

28/7 - 25/8 
（18/8 除外） 逢星期五 下午2:30 - 5: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1/9 - 29/9 
（22/9 除外） 逢星期五 上午11:00 - 下午1: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備註：首次優先及有復康巴安排

腰腿強化運動20式（共四堂）
內容： 此課程針對腰腿欠缺肌力，運動耐力及腰部姿勢不良之人士而設，內容由物理治療師及健體教練設

計，透過負重運動及席上運動訓練， 提昇肌力及耐力。
對象：長期病患者（心臟科、糖尿科、風濕科及痛症優先，並須能獨立步行）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2/7 - 19/8
（5/8 除外） 逢星期六 下午2:00 - 4: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會員：$40 非會員：$60

綜援免費

備註：1. 須能獨立步行 2. 先到先得

水中運動班（非腦科）（共四堂）
內容： 學習正確及安全水中運動方法，改善健康， 並善用社區設施以建立長期運動習慣。三節暖水池及一節

公共泳池。
對象：風濕科、痛症、心臟及糖尿科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7/7 - 24/8
（17/8 除外） 逢星期四 上午10:00 - 10:45 大興中心 

 2775-4414
屯門李嘉誠護理院
水療池/公眾泳池

會員：$75 
非會員：$110 

綜援免費 
（第四堂
須自費）

31/8 - 21/9 逢星期四 上午10:00 - 10:45 康山中心 
 2549-7744

東區醫院水療池/
港島東公眾泳池

27/9 - 18/10 逢星期三 上午10:00 - 11: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九龍公園室內池

12/10 - 9/11 
（26/10 除外） 逢星期四 上午10:00 - 10:45 大興中心 

 2775-4414
屯門李嘉誠護理院
水療池/公眾泳池

備註： 1. 首次優先 2. 須抽籤及評估 3. 第四堂為公眾泳池練習日，敬請預留時間出席 

水中運動班（腦科）（共四堂）
內容： 學習正確及安全水中運動方法，改善健康，並善用社區設施以建立長期運動習慣。三節暖水池及一節

公共泳池。
對象：中風、腦部受損及柏金遜症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7/7 - 24/8 
（17/8 除外） 逢星期四 上午11:00 - 11:45 *大興中心 

 2775-4414
屯門李嘉誠護理院
水療池/公眾泳池

會員：$75 
非會員：$110 

綜援免費 
（第四堂
須自費）

31/8 - 21/9 逢星期四 上午11:00 - 11:45 *康山中心 
 2549-7744

東區醫院水療池/
港島東公眾泳池

27/9 - 18/10 逢星期三 上午11:00 - 中午12: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九龍公園室內池

12/10 - 9/11
（26/10 除外） 逢星期四 上午11:00 - 11:45 大興中心 

 2775-4414
屯門李嘉誠護理院
水療池/公眾泳池

備註： 1. 首次優先 2. 須抽籤及評估 *3. 可有復康巴安排 4. 第四堂為公眾泳池練習日，敬請預留時間出
席 

全方位健體運動班（共五堂）
內容： 研究証實運動可以有效減低血壓，控制血糖、改善體能、情緒及提升正能量，學懂正確運動方法，及

早儲蓄你的健康！內容包括拉筋，肌肉強化及帶氧運動，中等運動量。
對象：長期病患者（風濕科、心臟科、糖尿科、氣管科優先）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9 - 29/9 逢星期五

下午2:00 - 4: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會員：$50 
非會員：$75 

綜援免費

2/9 - 30/9 逢星期六 康山中心  2549-7744

5/9 - 3/10 逢星期二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16/9 - 14/10 逢星期六 上午10:00 - 中午12: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備註： 1. 須能獨立步行及有基本運動耐力 2. 首次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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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球訓練計劃（共四堂）
內容：活動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由專業教練教授門球。
對象：長期病患者 （須能獨立步行）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8 - 22/8 逢星期二 上午9:00 - 11: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大興體育館 免費

備註： 須抽籤

成人游泳訓練計劃（共八堂）
內容：活動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由專業教練教授游泳。
對象：長期病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6/9 - 25/10 逢星期三 上午11:00 - 中午12: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沙田賽馬會
游泳池 免費

備註： 須抽籤

成人水中健體訓練計劃（共八堂）
內容：活動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由專業教練教授成人水中健體運動。

對象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長期病
患者

（須能獨立
步行）

3/8 - 29/8 逢星期二及四 晚上6:00 - 7: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觀塘游泳池 
（九龍觀塘翠屏道

2號）（港鐵
觀塘站D1出口）

免費

12/10 - 
30/11 逢星期四 中午12:00 -

下午1: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九龍公園
室內訓練池

5/8 - 23/9 逢星期六 上午9:00 - 10: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屯門游泳池

心臟病、
糖尿病及
高血壓
患者

（須能獨立
步行）

22/8 - 14/9 逢星期二及四 晚上6:00 - 7: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摩利臣山
游泳池

22/8 - 14/9 逢星期二及四 晚上7:00 - 8: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摩利臣山
游泳池

4/9 - 28/9 逢星期一及四 下午5:00 - 6: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小西灣
游泳池

長期病患者

5/9 - 28/9 逢星期二及四 上午9:00 - 10: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上水

6/9 - 25/10 逢星期三 上午10:00 - 11: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沙田賽馬會
游泳池

風濕科
患者

（須能獨立
步行）

3/8 - 29/8 逢星期二及四 晚上7:00 - 8: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觀塘游泳池 
（九龍觀塘翠屏道

2號）（港鐵
觀塘站D1出口）

12/10 - 
30/11 逢星期四 下午1:00 - 2: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九龍公園

室內訓練池

備註： 1. 須抽籤 *2. 亦適合不懂游泳人士參加 #3. 港峊東醫院聯網糖尿病患者

健步行運動訓練（共五堂）
內容：由專業田徑教練教授健步行技巧，鍛鍊心肺耐力，幫助參加者建立持續的運動習慣，管理健康。
對象：中風、柏金遜症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7/9 - 12/10  
（5/10 除外） 逢星期四 上午10:00 - 中午12: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沙田運動場 會員：$50 非會員：$75
綜援免費

備註： 1. 首次優先 2. 須評估 3. 可用扶助用具，獨立步行

瑜珈伸展班（共四堂）
內容：透過瑜珈伸展動作，放鬆緊張肌肉，調適呼吸，有效改善姿勢及增强柔度。
對象：長期病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6/9 - 27/9 逢星期三 下午2:00 - 4: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會員：$40 非會員：$60 綜援免費

備註： 1. 先到先得 2. 須能獨立步行

健康行返嚟（共五堂）
內容：由專業田徑教練教授健步行技巧，鍛鍊心肺耐力，幫助參加者建立持續的運動習慣，管理健康。
對象：高血壓、高血脂或高血糖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8 - 30/8 逢星期三 晚上7:00 - 8: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深水埗
運動場

會員：$50
非會員：$75

綜援免費

5/9 - 3/10 逢星期二 晚上7:00 - 9: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沙田運動場

27/9 - 18/10 
及 15/11 逢星期三 上午10:00 -

中午12: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屯門
兆麟運動場

25/9 - 23/10
及 13/11

（2/10 除外）
逢星期一 晚上7:00 - 9: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屯門鄧肇堅

運動場

18/7 - 15/8 逢星期二 晚上7:30 - 9: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鰂魚涌公園

備註： 1. 首次優先 2. 須評估 3. 須獨立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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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覽

綜合服務 — 心理社交支援服務

課
程

綜合服務 — 運動訓練

「身心自在」減壓工作坊（共兩堂）
內容： 讓參加者認識壓力與身體和情緒的關係，透過學習減壓及放鬆心情的技巧，從而提升抗壓能力，達至

身心祥和輕鬆。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9 - 9/9 逢星期六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太平中心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備註：先到先得

29

30

綜合服務 — 心理社交支援服務

工
作
坊

工
作
坊

「釋出我情懷」藝術治療計劃 之生命成長創藝坊（共六堂）
內容： 透過不同的藝術創作媒介（如：繪畫、圖像、聲音、音樂等），增強參加者對自己的認識，透過創作

的過程，表達個人的感受及促進個人成長。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1/7 - 25/8 逢星期五 下午2:3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60 非會員：$90 
綜援免費16/8 - 20/9 逢星期三 下午2:00 - 4: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9/9 - 14/10 逢星期六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備註：須評估

「活在當下」靜觀小組（共四堂）
內容： 透過體驗式活動如呼吸練習、身體掃描及柔軟伸展運動等，幫助參加者體驗安心、安靜的感覺，並了

解自己面對壓力時的反應及作出反思，藉此提升內心智慧及情緒健康，享受生命當下每一時刻。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5/9 - 6/10 逢星期五 下午2:3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40 非會員：$60 
綜援免費

備註：1. 須評估 2. 參加者請穿著輕便服裝，和自備足夠衣物保暖（如外套或大毛巾） 

真心愛生命（共五堂）
內容： 透過人生回顧及了解預前指示、遺囑、辦理後事程序及實務知識，探討如何積極活在當下，在生命完

結前，預先作規劃。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適合有興趣深入探討生死議題的人士）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8 - 30/8 逢星期三 下午2:00 - 4: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會員：$50 非會員：$75 
綜援免費

備註：須評估

與焦慮說再見工作坊（共三堂）
內容： 認識焦慮情緒成因及與個人思想模式的關係，學習有效及簡單的方法，減低焦慮情緒。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8/7 - 11/8 逢星期五  下午2:30 - 5: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
12/8 - 26/8 逢星期六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太平中心

21/9 - 12/10
（5/10 除外） 逢星期四 下午2:00 - 4: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備註：須評估

生死茶聊
內容： 以輕鬆的茶聚，讓參加者暢談與生死相關的議題，從而打破對死亡的忌諱。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5/8 星期六 下午2:30 - 4: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太平中心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備註：先到先得

與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合
作
活
動

室內草地滾球訓練計劃（共四堂）
內容：活動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由專業教練教授室內草地滾球。
對象：中風及腦損、柏金遜症、慢性氣管病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9/9 - 10/10 逢星期二 上午11:00 - 下午1: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港島東體育館 免費

備註： 須抽籤

八段錦訓練計劃（共八堂）
內容：活動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由專業教練教授八段錦。
對象：長期病患者 （須能獨立步行）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9 - 21/10 逢星期六 上午9:00 - 10: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屏山天水圍
體育館 免費

備註： 須抽籤

器械健體訓練計劃
內容：活動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由專業教練教授各項器械運動，增強心肺功能。

堂數 對象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共六堂 糖尿病
及高血壓患者

2/9 - 21/10  
（9/9 及

7/10 除外）
逢星期六 下午3:00 -

4: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鰂魚涌體育館

免費

共八堂
長期病患者 
（須能獨立

步行）

12/9 - 7/11 
（3/10 除外） 逢星期二 上午10:00 -

11: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官涌體育館 
（佐敦寶靈街
17號官涌市政
大厦5字樓）

備註： 1. 須抽籤 *2. 首次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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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服務 — 患者及家屬教育  

工
作
坊

護士診所
內容：以全人健康為目標，提供身體檢查、藥物諮詢、個人健康評估及諮詢，擬定個人健康計劃。
對象：本會會員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4/7、30/8、15/9

上午9:40 - 中午12:00  
（敬請預約）

康山中心  2549-7744 全血脂測試
（$140）                                

糖化血紅素測試
（ $ 180）           

【健康諮詢】
$100

（不包括驗血測試）                                                                                  

18/7、21/8、19/9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20/7、22/8、22/9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25/7、24/8、27/9 大興中心  2775-4414

25/9 太平中心  2639-9969

備註： 1. 診症時間︰30分鐘 2. 全血脂測試包括總膽固醇、好、壞膽固醇及三酸甘油脂，測試者需空腹12
小時 3. 如只檢測糖化血紅素不需空腹 4. 參加者可即場獲發檢查報告乙份

腦科患者照顧錦囊－讓心休息
內容：讓家屬和照顧者能有喘息的空間，以及認識和提升管理情緒的能力。
對象：認知障礙症、柏金遜症、中風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9/8 星期六 下午2:00 - 4: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備註：先到先得

提昇好膽固醇有妙法（共兩堂）
內容：營養師和體適能導師分別指導提昇好膽固醇策略。
對象：高血脂、心臟病、糖尿病和高血壓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6/8 - 23/8 逢星期三 晚上7:00 - 9: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備註：1. 首次優先 2. 先到先得

SMARTCare‧有您友里 -  照顧者健樂日
內容： 為關心家人健康的您，提供中西醫預防中風貼士、運動減壓體驗、介紹社區資源，助您輕鬆照顧家人！
   1. 專題講座一：慎防中風先兆（講者：東區醫院專科醫生）
   2. 專題講座二：中醫預防中風小貼士
    （講者：香港防癆會中醫診所暨香港大學中醫臨床教研中心中醫師）
   3. 活力減壓健身操：5分鐘運動， 讓你身心得力
   4. 社區健康攤位：健康小測試、運動、輕鬆減壓互動體驗，了解更多社區資源                    
對象：居於港島東區的居民及照顧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6/8 星期六 下午1:55 - 5: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禮堂                                         
柴灣新廈街323號（近樂軒臺第五座） 免費

備註：座位有限， 先到先得

扶抱技巧及輔助步行器使用工作坊
內容： 由職業治療師講解扶抱技巧，教授怎樣選擇及使用輔助步行器。
對象：長期病患者的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5/9 星期二 下午3:00 - 5: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免費

備註：1. 首次優先 2. 須評估 3. 須居住港島東區的照顧者 4. 活動由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

心腦血管病藥物工作坊
內容：註冊護士講解心腦血管病患者常用藥物的效用、副作用及其用藥須知。
對象：高血壓、中風及心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2/9 星期二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21/9 星期四 下午2:30 - 5: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備註：1. 先到先得 2. 可帶備藥物或標籤進行諮詢

便秘防治工作坊
內容：由註冊護士講解便秘的成因、徵狀及藥物治療，並認識非藥物治療方法以助舒緩便秘問題。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9 星期六 上午10:00 - 下午12: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備註：1. 先到先得 2. 參加者可帶同服用的舒緩便秘藥物出席

We Care U Care - 照顧規劃導航工作坊
內容：介紹社區資源及申請方法，與照顧者設計為家人的照顧方向及計劃，分享照顧技巧小貼士。
對象：長期病患者的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8/7 星期五 下午2:30 - 4: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免費14/8 星期一 下午2:30 - 4:30或晚上7:00 - 9:00

26/9 星期二 上午10:30 - 下午12:30 
備註：1. 首次優先 2. 須評估 3. 須居住港島東區的照顧者 4. 活動由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

高血脂護理錦囊
內容：認識膽固醇及三酸甘油酯過高的成因、治療及日常生活注意事項，預防有關併發症。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1/7 星期二 下午2:30 - 5: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13/7 星期四 下午2:30 - 5: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9/8 星期三 下午2:30 - 5: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太平中心

23/9 星期六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備註：1. 先到先得 2. 參加者可帶同現時服用的降血脂藥物出席 

家居運動及被動運動示範工作坊（共兩堂）
內容： 由物理治療師講解家居運動技巧，及示範怎樣進行被動運動。
對象：照顧體弱患者之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8/9 及 22/9 星期五 下午2:00 - 4: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免費

備註：1. 首次優先 2. 須評估 3. 須居住港島東區的照顧者 4. 活動由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

綜合服務 — 患者及家屬教育  

工
作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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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服務 — 患者及家屬教育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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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綜合服務 — 患者及家屬教育  

工
作
坊

高纖低脂新煮意
內容： 講解健康飲食原則及健康烹調方法，讓參加者掌握及實踐三低一高的飲食法則，藉此達至改善心血管

疾病。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6/7 星期四 下午2:30 - 5: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備註：1. 首次參加優先 2. 請自備餐盒及食具

「睡得有法」認知行為小組（共三堂）
內容：認識睡眠衛生及學習有效改善睡眠質素的方法，協助重建健康睡眠模式。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3/7 - 27/7                    
（重聚日：17/8） 逢星期四 下午2:30 - 5: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
備註：須評估

「吾」可預計：預早計劃晚晴照顧講座
內容：提升參加者對「預早計劃晚晴照顧」的認識，並介紹一個可分享自己對晚晴照顧意願的網站。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9/8 星期六 上午10:00 - 11: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免費
備註：與香港中文大學那打素護理學院合辦

食物標籤-超市實習篇（共兩堂）
內容：註冊護士教授營養標籤的閱讀方法。第一節為課堂講解，第二節為超級市場遊（外出活動）實踐課。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6/8 - 23/8 逢星期三 上午10:00 - 下午12: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2/9 - 9/9 逢星期六 下午2:30 - 5: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13/9 - 20/9 逢星期三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太平中心

備註：1. 先到先得 2. 參加者必須先出席首堂，才可參與第二堂 

快樂品嚐「低糖甜品」
內容： 由註冊護士講解不同甜味劑的營養價值及選擇時需注意事項，並即場教你自製「低糖甜品」及分享快

樂品嚐甜食的秘方。
對象：適合體重控制人士及糖尿病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5/8 星期二 下午2:30 - 5: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27/9 星期三 晚上6:45 - 9:15 大興中心  2775-4414

備註：1. 首次參加優先 2. 請自備餐盒及食具

外出用膳你有得揀
內容： 講解外出用膳之小貼士，並由護士在茶樓即場指導揀選合適的食品，讓參加者更能掌握外出食得精明

的方法。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5/7 星期六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區內茶樓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15/8 星期二 下午2:30 - 5: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備註：1. 首次參加優先 2. 飲茶費用自付

預防中風課程 （共五堂）
內容：認識心腦血管病與中風關係，掌握病患自我管理的知識，及早預防引致中風的風險，減低中風機會。
對象：中風、高血壓及高血脂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3/7 - 10/8 逢星期四 上午10:30 - 下午12: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會員：$50
非會員：$75

綜援免費

31/7 - 28/8 逢星期一 下午2:00 - 4: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17/8 - 14/9 逢星期四 上午10:30 - 下午12: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30/8 - 27/9 逢星期三 上午10:30 - 下午12: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太平中心

備註：先到先得

改善記憶力課程（共兩堂）
內容： 由職業治療師講解記憶力系統，介紹輔助記憶的方法，制定個人記憶力訓練計劃及日常生活記憶力秘

訣。
對象：有記憶障礙的長期病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6/7 - 13/7 逢星期四 下午3:00 - 5: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6/9 - 13/9 逢星期三 下午2:00 - 4: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10/10 - 17/10 逢星期二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備註：須評估

體重管理課程（共六堂）
內容： 學習及實踐安全、有效及全面的體重控制方法，進行運動鍛鍊，融合自我管理策略，達至持久的體重

控制效果。
對象：長期病患者 （肥胖人士優先）（須能獨立步行）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30/8 - 11/10 
（4/10 除外） 逢星期三 晚上7:00 - 9: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60 非會員：$90

綜援免費
備註：須評估

標準體重有辦法（共三堂）
內容：透過理論與運動實踐，學習有效的體重控制方法及糾正坊間減肥方法之誤解。
對象：長期病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9/7 - 2/8 逢星期三 下午2:30 - 5: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
備註：須評估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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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覽

康山中心    2549-7744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大興中心    2775-4414      太平中心    2639-9969      ＊橫頭墈中心    2794-3010

    以下各病科均設有公開招募參加者的互助小組 或 患者及家屬月會，目的為讓參加
者分享及交流復康心得及經驗，促進互相支持及鼓勵；另亦設有各類運動組，鼓勵組
員建立恆常運動習慣，以提升身心健康。如有興趣，可向相關的中心查詢有關詳情。

互助小組及月會

心臟科

知心樂聚
互助小組 每兩個月聚會 康山中心

青衣之友
步行小組 每星期三聚會

李鄭屋中心八段錦健心組 每星期五聚會

器械運動
自助小組 每星期三聚會

糖尿及高血壓

香港仔健行
運動互助小組

1.  每星期聚會
2.   參加者須完成「港

島 西 病 人 自 強 計
劃」

康山中心

摩士公園
健行小組

1.  每星期聚會
2.   參加者須完成「九

龍 西 病 人 自 強 計
劃」

李鄭屋中心
李鄭屋足球場
健行小組

糖尿飛沙樂聚
互助小組

1.  每兩個月聚會
2.   參加者須完成糖尿

病患者自助課程
康山中心

每月聚會
李鄭屋中心

大興中心

每月聚會  糖尿病患
者及家屬 太平中心

風濕、痛症

風濕科
互助小組

1.  每半年聚會
2.   參加者須完成關節

炎自我管理課程
康山中心

拉筋負重
互助小組

1.  每星期聚會
2.   參加者須完成拉筋

及負重運動小組
李鄭屋中心

「活得晴朗」
系統性

紅斑狼瘡小組
每月聚會 大興中心

慢性氣管病

老友記運動組 每星期聚會
李鄭屋中心

太平中心

老友記茶聚 每月聚會
大興中心

太平中心

中風及腦損
「與風同行」
中風患者及
家人互助
運動小組

1.  每星期聚會
2.   對象為輕度及中度

中風患者及家屬
3.  參加者須通過評估

康山中心

坐式太極
互助小組 每星期聚會 威爾斯中心

防風之友
健行小組 每星期聚會

李鄭屋中心
開心唱歌學講話 每星期聚會

柏金遜症
「有柏力•
好聲氣」

言語練習小組
每月聚會 李鄭屋中心

LSVT互助小組 每月聚會
康山中心柏金遜坐式

運動互助小組 每星期聚會

香港柏金遜症會
月會 每月聚會

康山中心
威爾斯中心
大興中心
李鄭屋中心
橫頭磡中心
將軍澳區＊

香港柏金遜症會
運動互助小組  每星期聚會

手術後互助小組 每季聚會 威爾斯中心

認知障礙症

家屬雙月會 每兩個月聚會
康山中心

威爾斯中心
及太平中心

家屬月會 每月聚會
李鄭屋中心

大興中心

綜合病科

健行互助小組 

1.  每星期聚會
2.   參加者須完成優質

健行運動計劃

康山中心

大興中心

每星期聚會 威爾斯中心
及太平中心

簡化孫家
太極互助小組 每星期聚會 威爾斯中心

及太平中心

八段錦互助小組 每星期聚會 威爾斯中心

拉筋減壓
運動互助小組 每星期聚會 大興中心

香港復康會新動態

其他服務推介

職業治療復康診所

費用：$480（每次） / $2,100（5次）
地點：藍田復康徑7號藍田綜合中心地下（藍田港鐵站D1出口）
查詢：2816 0899

鄭德炎日間復康護理中心

Cheng Tak Yim Day Rehabilitation & Care Centre

目標： 提供一站式評估及個人化訓練，
提高生活自主性及獨立生活能力

特色：
•個人化復康目標及生活計劃為本
• 全面評估：認知（記憶、執行能力、

感官、專注力等）能力、手部功能、
自我照顧能力、職業復康、家居環境
改裝及輔助用具建議

• 多元化模式及主題：針對不同需要，
提 供 個 別 、 專 題 小
組、電腦及社區生活
技巧訓練

• 靈活彈性，可配合患
者恆常治療及訓練

日期：7月5日（下午2時至下午4時）
      7月11日（早上10至中午12時）
名額：30人  費用：免費
報名熱線：2772  3366  適健中心  **6月可接受報名** 

賽馬會全城起動
防衰老計劃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

  由香港復康會，流金匯，聖雅各福群會三個機構合
辦，一個期望透過社區教育，增加大眾對衰老概念的認
識，從而預防社區人士提早「衰退」情況的計劃。
甚麼是衰老？
  衰老是身體及心理儲備能力隨着年齡增長而下降的一
種臨床症狀，狀況可分為身體衰老（缺肌症）和認知功能
衰老（認知障礙症或輕度認知障礙）。
衰老的後果？
  衰老的長者有相對較高的身體
及心理健康風險，會引致增加不良
後果帶來的風險：跌倒、殘障、住
院治療、入住護理院舍，繼而增加
了照顧者負擔及醫療開支。

總裁伍杏修先生榮休

  在香港復康會服務超過23
年，一直帶領著本會服務向前發
展，同事、用者及自助組織朋友
口中的「修哥」，本會總裁伍杏修
先生在本年3月31日榮休。我們
感謝他為本會作出的貢獻，尤其
在推動長期病患者的復康及病人
自助互助運動上不遺餘力，與長
期病患者同行，與弱勢社群並肩
爭 權 益 。 在
此，祝願他退
休生活愉快、
身心康泰。

新任總裁梁佩如博士履新

  本會副總裁(服務)梁佩如博
士由本年4月1日起接替伍杏修
先生擔任本會總裁。梁博士自
1993年加入社區復康網絡工作，
及後擔任督導工作至2003年離任
進修。在2014年初重投本會擔任
復康部總監，2015年中擢昇為本
會副總裁(服務)，現獲委任為本
會總裁。梁博士在本會先後服務
多年，致力本會各部門的服務發
展工作，表現卓越。她曾在香港
大學任教，並擁有豐富社會服務
行政管理經驗，相信在她的領導
下，本會服務定能持續創新、實
踐全人復康、促進病人賦權及共
建香港、邁向共融。

復康部人事變動

1.  本會復康部總監梁玉珍女士
已於3月初離任，由本年4月
1日起廖潔嫻女士擢昇為復康
部總監。

2.  鄭德炎日間復康護理中心經
理關卓妍女士由本年5月1日
起擢昇為復康部高級經理。

3.  現任社區復網絡橫頭磡中心
經理潘友為先生由本年6月
1日起擢昇為復康部高級經
理。

4.  現任社區復網絡橫頭磡中心
副經理李儉汶女士由本年6月
1日起擢昇為社區復網絡橫頭
磡中心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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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式及繳費
1「先到先得」
1  親臨 / 致電本會任何一間中心登記。
2  確定報名後，必須在一個星期內繳交費用。
3  如未能如期繳費，則當作「未確定報名」論，如有其他後補人士，名額將自動給予後補者。
4   如未能如期繳費卻又希望保留名額者，則必須主動聯絡本會表明有關要求，倘若最終不能出席，仍必須繳

交活動全費。
5  繳費方法：

‧ 現金交到本會任何一間中心；或
‧  以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復康會」，並在支票背後寫上閣下之姓名及聯絡電話，寄回本會任何一

間中心；或
‧ 存入滙豐銀行戶口：110-8-029206

6  請保留收據 / 銀行入數紙，以供查核。如不幸遺失入數證明，須重新繳款。
7  經中心職員評估為不適合參加的人士，可透過收據 / 銀行入數紙申請退款。
8  首次參加者，將獲優先考慮。

2「抽籤」
1  抽籤活動於活動舉行前一個月截止登記（親臨 / 致電）， 如該天為公眾假期，則提早一天截止。
2  於本會各區同一季度內同一活動，每人只可登記一次，如重複登記者，其「抽籤」資格將被取消。
3  中籤人士將獲電話通知，並須於指定日期繳交費用，詳見1第2-6點。
4  已登記的參加者可於截止報名日期一星期後致電有關中心查詢「抽籤」結果。
5   凡報名參加設有首次優先名額及須評估活動，在截止報名後將會抽籤排列評估次序。工作員按評估次序先

後為參加者進行評估以確認參加資格。

3 「須評估」
1  報名者須經評估後才可確實其參加資格。
2  經評估後，確認參加資格人士將獲電話 / 致函通知，並須於指定日期繳交費用，詳見1第2-6點。

4 經濟有困難者，可申請免費參加活動，詳情可向中心職員查詢。

 注意事項
1 復康巴安排
部份活動設有復康巴接送有需要人士。
除註明外，復康巴只接載與舉辦地點同區（即港島、九龍或新界）之參加者。復康巴收費如下（只適用於註
明「可安排復康巴接送」之病類活動）：

 

 

2 氧氣樽支援
部份活動設氧氣樽支援，如有需要，請於報名時提出。

3 颱風及暴雨訊號安排
1   為保障各參加者的安全，當活動舉行前三小時仍懸掛以下風暴或暴雨警告訊號時，活動將作以下安排：

2   當天文台宣佈在未來數小時內將懸掛八號或更高風球，或將會發出黑色暴雨警告訊號，在此期間所有活動
將會全部取消。

3   參加者需考慮各區之天氣、道路及交通等情況決定是否出席該項活動。如有任何疑問，可致電各中心查詢。

颱風或暴雨訊號 戶內活動 戶外活動
一號風球或黃色暴雨警告 照常進行 照常進行（戶外水上活動均須取消）
三號風球或紅色暴雨警告 照常進行 取消
八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 取消 取消

人數 每堂收費 備註
1人 $20（來回）

一個家庭最多提供兩個車座位，如有空位始提供另一名家人的車座位。2人 $30（來回）
3人 $40（來回）

報名須知其他服務推介

助殘疾 鳳凰展翅 豐盛人生

藍田開班

訓練內容包括：

•PowerPo
int

•個人素養
•Excel •普通話／英文

•基礎電腦
•Word

課程進行期間，亦會就學員能力，有機會安排參與行業相關的電腦工作坊，如速記、中文寫作等
完成課程後，預期得到的工作包括：

接待員及
 實用文職工作基礎證書程

所有職位空缺會因應僱主當時對人力資源的需求而有所改變，敬請注意。參與課程可獲培訓津貼（此活動由ERB資助）

請致電 2816 6112 / 2816 6133
課程專為長期病患及傷健人士而設

大學附屬機構
職位：電話訪問員

工作時間：一至五，晚6:30-10:30

工作地點：西環（近港鐵站及

          巴士總站）

薪金：$45-$60/小時

特點：時間彈性，時薪理想

醫療機構
職位：文員

工作時間：每周22或44小時

工作地點：荃灣、葵涌、青衣、

          大埔

薪金：待定

特點：全兼職均可，地點選擇較多

美容集團
職位：文員

工作時間：一至五，

          早10:00-晚6:00，長短週

工作地點：荃灣

薪金：$8,000-$10,000

特點：歡迎肢體殘疾人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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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山中心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120號康山花園第
六座地下
電話：2549-7744  傳真：2549-5727
電郵：crnkh@rehabsociety.org.hk

李鄭屋中心
九龍深水埗李鄭屋邨孝廉樓地下
電話：2361-2838  傳真：2748-0892
電郵：crnlcu@rehabsociety.org.hk

橫頭磡中心
九龍黃大仙橫頭磡邨宏禮樓地下
電話：2794-3010  傳真：2338-4820
電郵：crnwth@rehabsociety.org.hk

威爾斯中心
新界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職員宿舍B座
10樓B室（南面入口）
電話：2636-0666  傳真：2144-6660
電郵：crnpw@rehabsociety.org.hk

大興中心
新界屯門大興邨興昌樓26-33號地下
電話：2775-4414  傳真：2775-3979
電郵：crnth@rehabsociety.org.hk

太平中心
新界上水太平邨平治樓地下
電話：2639-9969  傳真：2639-2356
電郵：crntp@rehabsociety.org.hk

4 退款
1   如活動因颱風或暴雨警告訊號而取消，本機構將就該活動安排退款。倘若有關活動需要事前繳付按金、營

費、膳食等費用，則須按營舍方面之退款安排才作最後決定。
2   報名申請一經接納後，名額不得轉讓給其他人士。除活動取消或報名不被取錄外，所繳費用恕不退回。若

活動取消，必須出示收據方可獲退款。

5 個人資料
各參加者向本會提供之個人/家庭資料，只作為活動報名及宣傳之用。

6 缺席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之課程
為更有效善用資源，凡缺席由本會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合辦之課程三成或以上，不論是否具有原因或預先通
知，該參加者將在課程完成日起一年內不可透過本會報名參加任何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本會合辦之活動。

7 活動修訂
各活動之細節或會因個別原因而作出修訂，如因此未及通知服務使用者，敬請原諒。

報名須知

中文姓名：       男      女 患者      家屬

主要病科： 患病年期： 其他病科（如適用）：

出生年份：           年

通訊地址（只適用於本港地址）：

聯絡電話： 緊急聯絡人及電話：

本人欲以 電郵 郵遞 方式收取貴會資訊（只可二選其一，如選擇電郵收取服務通訊，可獲豁免會費）

電郵地址：

申請豁免會費者適用 綜合社會保障檔案號碼： 到期日：         年      月      日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會員申請表

如會籍逾期，會員將不會收到每季服務通訊    www.rehabsociety.org.hk

香港公益金會員機構

個人資料個人資料

•若不能按時出席聚會或活動，須事先通知有
關職員

•不可在中心內吸煙、飲酒、賭搏、吵鬧或粗
言穢語

•使用設施及器材時，必須先得到本會職員同意
•愛護公物，未經許可不得擅取
•不可向本會會友或職員推銷及售賣商業產品

或服務
•請勿餽贈金錢、禮物、紅封包等予本會職員
•須在指定日期辦理續會手續，逾期作自動退

會論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會員

有權查閱及修改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會員如
有任何個人資料更改，須通知本會職員

福利
•定期收到服務通訊
•以會員價參加社區復康網絡服務
•以優惠價使用適健中心服務
•以優惠價購買部份華康產品

申請資格
•長期病患者或其家屬
•持香港居民身份証人士

費用
•會費每兩年港幣三十元正
•如選擇以電郵收取服務通訊，可獲

豁免會費
•凡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之人士，

皆可申請豁免會費；申請者必須出
示有效証明文件方獲批准（郵寄申
請者請附有效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証
明文件副本）

申請及繳費方法
•申請者需填妥申請表格，連同回

郵信封及支票/銀行存款收據，寄
回或親臨各中心辦理手續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復康
會」；或存入本會匯豐銀行之儲
蓄戶口號碼：110-8-029206

終止／退出「會員」手續
•會員可隨時退出／終止其會籍

•逾期而未辦理續會手續者，則視
作自願終止其會員資格。［鑑於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其個人
資料亦會隨之被銷毀］ 

•會員若有違反本會守則或對他人
構成滋擾或危險，本會有權終止
其會員資格；所繳費用，恕不退
回

會員福利及申請辦法會員守則

本會對上列規則有最終解釋及修訂權而無須另
行通知。

l  填表前請先細閱各項福利及守則    l  為方便輸入電腦，請用中文正楷填寫

收據編號： 輸入電腦：   完成        發出會員証：郵寄/到取    完成        服務評估編號：

進行服務評估中心：  向專職同工發出服務評估表格：   完成

負責職員簽署：  日期：

職 員 專 用 會員編號：HKSR-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本會收集閣下的個人資料，目的是作活動紀錄、分析統計及推廣之用途。閣下對提供個人
 資料純屬自願，而本會將確保儲存的個人資料準確及獲適當保護並儲存。

申請人簽署： 日期： 
如對本會有任何意見，歡迎致電顧客意見熱線2337 2448



姓名：

機構（如適用）：       職位（如適用）： 

新地址（如適用）：

電話：      傳真：
      如不欲收到香港復康會的宣傳品，除了                                   ，請在左方方格內加上   號 
      如屬本會會員，請註明會員編號：
      如欲以電郵取代郵遞方式收取通訊，請在左方方格內加上   號，並註明電郵地址：

      閣下亦可選擇以網上方式通知我們：登入香港復康會網址
    （首頁〉復康〉社區復康網絡〉服務通訊〉提供電郵地址及意見）或以手機登入

職員專用

＊會員／用者編號： 收件日期： 負責職員姓名：

更改資料通知
如欲更改郵寄地址或選擇以電郵方式收取通訊，
請填妥下列表格，把本表格寄回：

「九龍藍田復康徑7號香港復康會藍田綜合中心
1樓7-8室收」或傳真至2855 1947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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