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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1）   轉變中的殘疾概念
世界衛生組織（世衛）於2001年5月推出

了國際功能、殘疾及健康分類（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這項健康分類系統是各地的專
業人士和復康界同工通力合作，花了約九年的時
間製定、協調和修訂，及廣泛諮詢殘疾團體的意
見。ICF分類系統揉合了醫療模式和社會模式的
框架，不但標誌着「殘疾定義」在國際的發展趨
勢和歷程，亦是與本港的發展和應用息息相關。

（2）   ICF簡介
簡而言之，ICF是一個分類系統，闡述了一

個人的功能、殘疾和健康狀態是他的健康狀況、
環境因素與個人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之綜合結
果。它提供了一個非常全面、統一及有系統的分
類，亦建立一種對健康和健康有關狀況的共同語
言，促進醫護人員、研究人員、政策制訂者及殘
疾人士的溝通。ICF能應用在人口學統計、醫療
服務、教育、政策和方案，與及倡議工作。

ICF的主要範圍分「功能和殘疾」和「背景
性」因素兩大部分： 
1.	 	「功能和殘疾」（Fu n c t i o n i n g 	 a n d	

Disability）包括「身體功能和結構」（Body	
Functioning	 and	 body	 Structure）、「活動
與參與」（Activity	 and	 Participation）兩個
因素；

2.	 	「背景性因素」（Contextual	 Factors）則包
括「環境因素」（Environmental	 factors）	
與「個人因素」（Personal	 Factors）。
整體來說，一個人的整體健康和健康相關狀

況是「功能和殘疾」、「背景性因素」兩大部分
之間的動態和相互影響之結果。 （見下圖）

（3）   ICF對長期病患者及殘疾人士的應
用和啟示

一直以來，我們看一個人的身體殘疾，多以
傳統的醫學模式（Medical Model）為主，而忽
視了殘疾人士的其他部分，缺乏了一個全人照
顧、以人為本及兼顧社會因素的視野。ICF對長
期病患者及殘疾人士、與及醫療和復康工作者帶
來非常重要的信息： 
1.	 打破了狹隘的殘疾定義和概念

 很多時候，我們自己、家人、甚至是醫療和
復康工作者，都容易戴上了一副「醫療或身
體機能」的眼鏡，非常集中於我們的健康、
身體功能及構造等狀況，而忽略了社會環境
的部分。ICF反映出我們的殘疾情況，並不
單是一個醫學和醫療的問題，而是跟社會環
境有很大的關係，可說是一個講求全人照
顧、兼顧醫療和社會的模式。

2.	 強調活動和社會參與的重要
 病患和殘疾會為很多朋友帶來很多影響，亦
會減少他們與人交往和參與社會。ICF其中
一個很重要的信息是強調活動和社會參與的
重要，包括學習、自理、家庭生活、人際關
係及社區參與等。這些參與及當中的互動都
會提升大家的功能及整體的健康狀態，尤為
重要。

3.	 突出環境方面如何造成促進或障礙因素
 殘疾朋友會因社會上無障礙的通道和設施的
提供，影響了是否能接受教育、外出就業、
獲得資訊、享受電影、參與投票及其他生
活。
 政策和服務是否能促進長期病患者獲得適當
的藥物治療、社區支援服務，或是成為他們
復康的障礙？ 

4.  大家需持續改善身體功能，管理個人的病
情、情緒及角色等。除了個人的適應和努力
外，有利的社會和環境的因素會成為大家擁
有健康生活的重要一環。

（4）   ICF在海外和香港的推行情況
ICF在歐美國家、部分亞洲地區都有不同的

實踐經驗。這都有助掌握殘疾人口及服務需要數
據、有效策劃醫療和社會政策、進行服務和活動
成效評估，最終與國際接軌。中國內地、澳門及
台灣等地都已就其地方的需要，在不同層面推行
ICF。至於香港，勞工及福利局於2016年2月表
示，政府將邀請「康復諮詢委員會」持續跟進鄰
近地區（尤其台灣）實施世衛修訂的殘疾分類的
情況，以考慮研究制定一套完善和廣為社會接受
的殘疾及其程度的定義 。

本會自2013年起一直關注ICF的發展情況，
亦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培訓和出版工作。香港
復康聯會亦於2016年5月成立工作小組推動復康
界在ICF的探索，期待日後與大家分享更多ICF的
資訊。
 香港復康會 研究及倡議中心  熊德鳳

淺談國際功能、殘疾及健康分類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

科技日新月異，社會不斷進步，單

說是我們的流動電話型號和網絡使用模

式，一年內都有極大的變化，不斷新增

功能，配合人們的生活所需。同樣地，

健康和殘疾的相關定義、服務模式都是

在不斷演變中。在國際社會上，有賴醫

療和復康的專家致力推動，以及殘疾團

體的積極參與，殘疾的定義才能受到關

注，並得以進行研究及發展，與時並

進，回應世界各地殘疾人口的需要。

國際功能、殘疾和健康分類（演譯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I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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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蛻變專欄

撰文：沙維雅工作小組

愛，從發現自己開始
有關社會福利署

《最佳執行指引》公佈
「整筆撥款儲備」及「公積金儲備」的運用

社會福利署於2000-01年起實施整筆撥款制度。而根據整筆撥款獨立檢討委員會之建
議， 各社會福利署津助之非政府機構就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及機構管治及問責等範
疇制訂《最佳執行指引》及規範用以確保機構符合《最佳執行指引》的要求。《最佳執
行指引》已於2014年4月經整筆撥款督導委員會通過，並於同年的7月1日正式生效。 

「整筆撥款儲備」泛指各津助機構收取社會福利署的整筆撥款後扣除社會福利署指
引內可扣減的認可費用後所得之盈餘。本會訂定了以下原則及政策應用於社會福利署下
整筆撥款津助的服務單位，即社區復康網絡及輔助就業服務。「整筆撥款儲備」的使用
原則如下：
1.  用於持續改善慢性病患者、殘疾人士及其家屬的服務，令他們得享更佳質素的生活。 
2.  用於建立有競爭力的員工團隊，可維持或加強服務。
3.  用於改善服務及發展所需的硬件及軟件。 
4.  儲備的運用應符合長遠財務的可延續性及可行性目標。 

機構「整筆撥款儲備」將使用於以下範疇：
1.  履行與社會福行署津助僱員簽訂的合約協議，包括定影及非定影員工，使每位員工每

年獲薪酬調整的安排。 
2.  推動新服務、創意計劃及填補未被滿足的服務需求。 
3.  員工發展及培訓，應付不斷轉變的服務需求。 
4.  購置設備及儀器去建立及加強各種系統。
5.  原則上，保留的「整筆撥款儲備」應不多於每年津助額的百分之二十五。

本會復康委員會每年檢討和討論如何管理及運用「整筆撥款儲備」以及「公積金儲
備」以配合服務的發展。並備有財務報告、財務計劃等文件。本會亦備有內部文件，說
明管理及監察整筆撥款儲備的政策及程序，讓員工知悉有關程序。

截至2016年3月末，「整筆撥款儲備」及「公積金儲備」的狀況如下：
1.  「整筆撥款儲備」為港幣$3,450,000
2.  「定影員工公積金儲備」虧損為港幣$88,000（已向社署申請增補撥款）
3.  「非定影員工公積金儲備」為港幣$1,407,000

本會製備了運用「公積金儲備」的方案，目的是優化員工薪酬及挽留資深員工，方
案經過員工諮詢獲得贊同，並由本會復康委員會會議通過。本會將「公積金儲備」，按
合資格員工的工作年資，向其發放一次性的額外供款，而供款已於2015年10月向合資格
員工發放。本會將會定期檢討有關方案以確實本會財政穩健。

備註：
• 「定影員工」即於2000年整筆撥款制度實施前已受聘的員工。
• 「非定影員工」即於2000年整筆撥款制度實施後新聘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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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復康網絡早年開始運用
「沙維雅模式」推出「踏上彩虹
路」人際關係小組，及後發展針
對個人成長，自我認識的「回到
心靈的家」個人成長課程，已有
十多年的時間。在我們帶領小組
的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每個
人都會不斷地在某一些生命課題
上打轉，讓自己感到不安、困惑、痛苦及
無奈。箇中的原因，莫過於是我們對自己
的認識不夠多，未能了解自己內心的真正
需要。舉例而言，我們身邊總會有人慣常
不斷地為別人作付出，卻往往忽略了自己
的家人或朋友，其實他們也正等待着你的
關心和支持。倘若我們慣常以討好方式與
他人相處，期待從別人身上獲得自己渴望
以久的肯定和欣賞，到最後可能也是碰到
一鼻子的灰，因得不到別人的認同容易使
自己陷入自我否定的狀態，那麼我們要怪誰呢？跟
自己「過不去」的人，真正又是誰呢？

很多時候，過往的成長經歷告訴我們，要贏
得父母的愛、別人的肯定和認同，必須要讀書成

績好、做事能幹、懂得取悅他人、賺更多的
錢……。然而日子久了，人生經驗會告訴我
們，倘若仍以這樣的方式生活，繼續期望從
別人身上獲取愛、肯定和認同，即使我們再
多的努力，最終也是枉然的。不斷地往外追
求別人的肯定，說到底是為滿足自己的需
要，抑或是為了療癒自己內心的傷口？正因

如此，認識自己是我們學習「愛自
己」的第一步。

怎樣學習愛自己，逐漸打開自己
的心結呢？其中一個可行的方式，便
是讓自己的心靜下來，與自己和解。
當你能坦然面對自己、接受自己、
放下過去未滿足的渴望，你便開始
感到自在，
愛便會悠然
而生，因為
只有愛，人

才會變得寬容，正因為有
愛，人才會生活得輕鬆。
懂得愛自己，才能給予你
生活的力量。

社區復康網絡抽籤活動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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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報名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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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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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觀養心工作坊（共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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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抒發內心情緒及加強身心的連繫，藉此

舒緩病患帶來的壓力與痛楚。
對象：心臟病患者及其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4/3 - 11/3 逢星期六 上午9:30 - 中午12: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備註：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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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 16/2 逢星期四 下午2:00 - 4: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26/2 - 5/3 逢星期日 上午10:30 - 下午1: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5/3 - 12/3 逢星期日 下午2:00 - 4: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17/3 - 24/3 逢星期五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備註：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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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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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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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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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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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1. 須評估 2. 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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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善用體力原則來改善心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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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 4/5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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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完成冠心病復康工作坊人士優先

糖尿及高血壓

工
作
坊

快人一步‧控糖達到 之 「糖友飲食心法」（共兩堂）
內容： 由飛沙樂聚九龍區互助小組義工分享糖尿病飲食貼士，交流烹調食物的心得與方法及如何在日常生活

中持續實踐。
對象：糖尿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1/2 -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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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糖全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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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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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星期六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10/2 星期五 下午2:3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17/2 星期五 晚上7:00 - 9: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8/3 星期三 下午2:00 - 4: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23/3 星期四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太平中心

備註：1. 須評估 2. 首次參與本會糖尿病服務人士優先

糖尿健康操（共兩堂）
內容： 由物理治療學會及香港糖尿科護士協會聯手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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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血糖。
對象：糖尿病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4/2 - 3/3 逢星期五 晚上7:00 - 9: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備註：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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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得舒適」康程式入門工作坊
內容： 透過網上學習平台－康程式，學習「得舒飲食」（DASH），在家輕鬆實行降壓飲食。
對象：高血壓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0/2 星期一 下午2:30 - 4: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免費

備註：先到先得

打針食藥無煩惱
內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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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簡介血糖機的選擇及使用，學習如何配合藥物治療以助改善病情
對象：糖尿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7/3 星期五 下午2:00 - 4: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25/3 星期六 上午10:00 - 下午12: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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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高血壓護理錦囊
內容： 長期血壓偏高容易出現中風、腎病等併發症。認識高血壓成因、徵狀、治療及管理技巧，能預防有關

併發症。
對象：高血壓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9/2 星期四 下午2:30 - 5: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25/2 星期六 上午10:00 - 下午12: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備註：1. 先到先得 2. 參加者可帶同現時服用的降血壓藥物出席

自主控糖 AB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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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 28/2 逢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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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 17/3 逢星期五 下午2:3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1/3 - 22/3 逢星期三 晚上7:00 - 9: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22/3 - 19/4
（29/3 除外） 逢星期三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備註：1. 須評估 2. 首次參加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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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 28/3 逢星期二
下午2:30 - 5: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太平中心 會員：$60 
非會員：$90 

綜援免費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13/3 - 24/4（17/4 除外） 逢星期一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備註：1. 須評估 2. 首次參加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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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血糖機作自我監察去調節飲食；並制訂計劃以行動

作出改善。
對象：完成本會糖尿課程之糖尿病患者及其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0/1 - 24/1 逢星期二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

15/2 - 1/3 逢星期三 晚上7:00 - 9: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18/2 - 4/3 逢星期六 下午2:30 - 5: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2/3 - 16/3 逢星期四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備註：須評估

工
作
坊

風濕、痛症

與狼共舞工作坊（共兩堂）
內容： 講解疾病管理資訊、靜觀練習如呼吸練習及柔軟伸展運動、病友分享等，以幫助參加者增加與病同行

的信心。
對象：系統性紅斑狼瘡症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4/1 - 21/1 逢星期六 下午2:3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備註：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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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肌肉骨骼痛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6/2 - 2/3 逢星期四
下午2:30 - 5: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太平中心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3/3 - 17/3 逢星期五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備註：1. 首次參加優先 2. 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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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風濕性關節炎、強直性脊椎炎、銀屑病關節炎及系統性紅斑狼瘡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4/1

星期六

下午2:30 - 5: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18/2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25/2 下午2:00 - 4: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25/3 下午2:3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備註：1. 須評估 2.  首次參與本會風濕科活動優先

活動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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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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關節保護運動及痛楚處理方法。
對象：慢性骨骼痛症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6/2 - 13/2 逢星期一 下午7:00 - 9: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4/3 及 18/3 星期六 上午10:00 - 中午12: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太平中心

22/3 - 29/3 逢星期三 下午2:3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備註：先到先得

關節‧我自理課程（共四堂）
內容： 認識病理及不同技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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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關節炎節情況。
對象：類風濕性關節炎、強直性脊椎炎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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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 2/3 逢星期四

下午2:3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40 
非會員：$60 

綜援免費

28/2 - 21/3 逢星期二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太平中心

10/3 - 31/3 逢星期五 晚上7:00 - 9: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16/3 - 6/4 逢星期四 下午2:00 - 4: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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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症患者自我管理課程（共四堂）
內容： 學習不同處理痛楚的身心方法，減少痛症 對日常生活的負面影響。學習以正面的態度處理痛楚，令你

更有信心自療痛症。 
對象：慢性痛症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2/2 - 15/3 逢星期三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會員：$40 非會員：$60 
綜援免費

備註：1. 未曾參與「痛症患者自我管理課程」優先 2. 須評估 

「從中醫角度看疼痛治療」講座
內容：由註冊中醫師講解如何使用中醫方法，治療及處理痛症。
對象：風濕科或慢性痛症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8/3 星期六 下午2:30 - 4: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免費

備註：1. 先到先得 2. 與防癆會中醫診所合辦

知「足」常樂 — 風濕科足部護理工作坊及個別諮詢服務
內容： 1. 由足病診療師講解風濕科患者常見的足部問題及正確的足部護理方法，並為患者提供足部檢查及評

估服務 2. 講者：足病診療師
對象：風濕科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1/3 星期六 下午2:00 -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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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活動與九龍西聯網足病治療部合辦 3. 下午3:30 - 5:30為患者個別足部檢查及評估
服務，需時約15分鐘

中風及腦損

工
作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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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星期六

上午11:00 - 下午1: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免費

21/1 下午3:00 - 5: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太平中心

18/2 下午2:00 - 4: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18/2 下午2:30 - 4: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18/3 下午2:00 - 4: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備註：1.先到先得 *2.可安排復康巴

課
程

預防中風課程（共五堂）
內容： 認識心腦血管病與中風的關係，掌握病患自我管理的知識，及早預防引致中風的風險，減低中風的機

會。
對象：中風、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及心臟病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8/1 - 15/2 逢星期三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會員：$50 非會員：$75 
綜援免費

備註：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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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30/3 逢星期四 下午2:30 - 4: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50 非會員：$75 
綜援免費

備註：先到先得

〈字字珠璣、食得安樂〉言語治療課程（共十堂）
內容：透過言語治療，協助患者改善言語及吞嚥能力，重建與人溝通的信心和提高進食的安全及質素。
對象：中風或腦創傷患者（病發不超過五年及有詳細醫療報告患者優先，歡迎家屬陪同）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3/3 - 29/5
（17/4 及 1/5 除外） 逢星期一

上午11:00 - 下午1: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會員：$100 
非會員：$150 

綜援免費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14/3 - 23/5
（4/4 除外） 逢星期二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橫頭磡中心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大興中心  2775-4414

備註： 1. 首次參加優先 2. 可安排復康巴
   3. 此課程由香港大學言語及聽覺科學系學生於臨床導師督導下進行

活動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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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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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 29/3 逢星期三 下午2:3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橫頭磡中心

會員︰$60
非會員︰$75 

綜援免費
25/2 - 8/4

（11/3 除外） 逢星期六 上午10:30 - 下午1:00

備註：1. 先到先得 2. 須評估 3. 可安排復康巴

開心扭氣球工作坊（共三堂）
內容： 工作坊由中風過來人擔任義務導師，發揮助己助人的精神。色彩繽紛的氣球是快樂的促進劑，中風患

者也可以扭出美麗的氣球，另外，也可藉此訓練手部肌肉，並增強創造力和專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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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 3/3 逢星期五 下午2:30 - 4: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30

非會員：$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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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辦
   2. 須評估

中風太極運動班 （共六堂）
內容： 太極有助增強中風患者的平衡、手眼協調、關節的活動幅度、肌肉力量及生活素質等。由朋輩導師教

授簡化太極，全部動作可在椅子或站立練習，讓行動不便的中風患者，也能享受練習太極拳的樂趣和
好處。

對象：中風、腦部受損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4/2 - 31/3 逢星期五 下午2:00 - 3: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會員：$60

非會員：$90 
綜援免費

備註：1. 須評估 2. 可安排復康巴

柏金遜症

工
作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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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及 17/1 星期二 下午2:30 - 5: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14/2 及 28/2 星期二 上午10:30 - 下午12: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3/3 及 17/3 星期五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4/3 及 18/3 星期六 下午2:3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橫頭磡中心

備註：1. 須有基本獨立步行能力（可用手杖）及有跌倒風險 2. 可安排復康巴

柏金遜症藥物工作坊
內容： 由註冊護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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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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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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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需帶備附有藥物名稱的藥盒或藥袋出席

柏金遜症言語治療工作坊
內容：簡介柏金遜症對言語能力的影響，初步認識及體驗言語治療方法，協助患者學習及改善發聲技巧。
對象：原發性柏金遜症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0/1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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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及輔導學系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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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柏金遜症基本病理及社區資源，由資深患者分享運動及積

極復康心得，助你制訂個人復康計劃，掌握解決「症狀循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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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 25/2 逢星期六 下午2:3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橫頭磡中心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24/2 - 3/3 逢星期五 下午2:00 - 4: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9/3 - 16/3 逢星期四 下午2:30 - 5: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22/3 - 29/3 逢星期三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備註：先到先得

活動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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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金遜症正念瑜伽研究計劃（共八堂）
內容： 由導師教授正念瑜伽或肌力訓練，以改善柏金遜症活動能力及情緒。
對象：柏金遜症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7/3 - 12/5 
（14/4 除外） 逢星期五 上午9:30 - 10:30（肌力訓練） /  

上午11:30 - 下午1:00（靜觀瑜伽）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免費

備註： 1. 須評估 2. 與香港中文大學合辦 3. 以抽籤形式決定參加正念瑜伽或肌力運動組別 4. 參加者需沒
有正在進行其他藥物研究行為治療 5. 必須同意參與問卷評估研究

柏金遜症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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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2/2016
- 9/2/2017 

（31/1/2017 除外）

逢星期二
及四 上午11:30 - 下午1: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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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安排復康巴 4. 由柏金遜症基金資助

「有聲有晰」柏金遜症言語治療課程
內容： 1. 簡介柏金遜症對言語能力的影響，初步認識及體驗言語治療方法 2. 協助患者學習及改善言語的技

巧，重建與別人溝通的信心 
對象：原發性柏金遜症患者

堂數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共八堂 17/1 - 14/3
（31/1 除外） 逢星期二 下午2:00 - 5:00 

（個別分時段進行）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80 

非會員：$120 
綜援免費

共十堂 18/1 - 29/3
（1/2 除外） 逢星期三 上午10:00 - 中午12:00 

（個別分時段進行）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會員：$100 

非會員：$150 
綜援免費

共八堂 19/1 - 23/3
（2/2 及 9/2 除外） 逢星期四 上午10:00 - 下午1:00 

（個別分時段進行） 大興中心  2775-4414
會員：$80 

非會員：$120 
綜援免費

備註： 1. 須評估 2. 家屬陪同優先 3. 須每星期完成最少四小時自我聲線練習 4. 與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
及輔導學系合辦

認知障礙症

認知障礙症

工
作
坊

工
作
坊

課
程

認知障礙錦囊
內容：與認知障礙患者溝通技巧及行為問題處理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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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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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先到先得

認知障礙錦囊 -「社區資源及如何選擇院舍」工作坊 
內容：認識社區資源及選擇院舍的要訣，以減低照顧壓力及提升照顧質素。 
對象：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4/1 星期六 上午10:30 - 下午12: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會員：$10 非會員：$20  綜緩免費 

備註：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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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壓力處理及過來人照顧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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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 25/3 逢星期六 上午10:00 - 中午12: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瑪嘉烈醫院

會員：$60 
非會員：$90 

綜援免費

備註：須評估

綜合服務 — 運動訓練

工
作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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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 13/1 逢星期五

下午2:3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6/2 - 13/2 逢星期一 康山中心  2549-7744

3/3 及 17/3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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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病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3/1 星期五 下午7:00 - 9: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7/2 星期二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4/3 星期六 大興中心  2775-4414

備註：先到先得

照顧者簡易舞蹈工作坊
內容： 與新創建愛心聯盟舞蹈義工隊合作，教授照顧者學習簡易舞蹈，以輕鬆的方式令照顧者舒緩壓力。
對象：長期病患者的照顧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5/2 星期六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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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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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服務 — 運動訓練

工
作
坊

綜合服務 — 運動訓練

「健康血管計劃」之山野達人行山技巧工作坊
內容： 由註冊物理治療師講解長期病患者行山技巧和預防傷患秘訣，以及認識如何運用穴位按摩，迅速舒緩

行山後疲勞。
對象：長期病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5/2 星期六 下午3:3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備註：是次活動由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贊助                                                                                                                           

課
程

坐式健體運動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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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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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 10/3
（3/3 除外） 逢星期五 上午10:30 - 下午12: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會員：$40 非會員：$60 

綜援免費

備註：1. 首次優先 2. 須評估 3. 可安排復康巴

器械健體訓練計劃（共四堂）
內容：活動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由專業教練教授器械健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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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 25/1 逢星期三 下午2:00 - 4: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友愛體育館 免費

備註：須抽籤

活動一覽

照顧者徒手操工作坊
內容： 透過學習徒手操，讓照顧者安全地及有趣味地運動，建立持續運動的習慣。
對象：長期病患者的照顧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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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居住於港島東區的照顧者 2. 須評估 3. 活動由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

健步行運動訓練（共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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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病患者的照顧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3 - 22/3
（15/3 除外） 逢星期三 上午10:00 - 中午12: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鰂魚涌公園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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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血管計劃」之山野達人行山實戰篇
內容： 透過行山運動，提昇心肺功能和促進心血管健康，並讓參加者享受郊遊之樂。
對象：長期病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4/3
星期六 下午1:3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城門水塘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每次收費計算）18/3 鰂魚涌郊遊徑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出席25/2/2016「健康血管計劃」之山野達人行山技巧工作坊 2. 須評估
   3. 參加者需自行前往集合地點 4. 是次活動由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贊助

我和春天有個約會－體驗行山樂
內容：  行動不便都可以行山？只要有充足的事前準備，以及選擇合適的行山路徑，循序漸進，即使行動不便

也可以到戶外走走，重拾生活樂趣。
對象：中風、腦部受損、柏金遜症及長期痛症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5/3 星期日 上午9:00 - 下午12: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新界東行山徑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備註：1. 須評估 2. 步行能力稍遜/需用手杖輔者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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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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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 11/2
（28/1 除外） 逢星期六 上午10:00 - 中午12: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會員：$50 
非會員：$75 

綜援免費

10/2 - 10/3 逢星期五 下午2:30 - 5: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太平中心

27/2 - 27/3 逢星期一 下午7:00 - 9: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17/3 - 7/4 及 13/4 逢星期五 
（13/4 星期四） 上午10:00 - 中午12: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17/3 - 21/4
（14/4 除外） 逢星期五 下午3:0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備註：1. 須能獨立步行 2. 首次優先 3. 須評估

柔力球訓練計劃 （共八堂）
內容： 柔力球是結合了太極、網球和羽毛球的運動，有助放鬆肩頸關節肌肉，舒展筋骨，改善平衡力和手眼

協調能力。活動由資深柔力球教練教授。
對象：長期病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1/1 - 15/3 
（1/2 及 1/3 除外） 逢星期三 下午2:00 - 4: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博康社區會堂 會員：$80 非會員：$120 
綜援免費

備註：1. 先到先得 2. 須獨立步行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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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段錦訓練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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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 28/2 逢星期二 上午10:00 - 中午12: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大埔墟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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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專業教練教授水中健體。

對象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長期病患者
9/2 - 30/3 逢星期四 

下午4:0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九龍公園
室內訓練池 免費

風濕科患者 下午5:00 - 晚上6:00

備註：1. 須抽籤 2. 亦適合不懂游泳人士參加 3. 須能獨立步行

影照我心拍攝創作小組（共四堂）
內容：透過隨意拍攝及外出拍攝，以攝影表達自我，增加欣賞事物的角度，培養正面生活態度。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4/2 - 7/3 逢星期二 下午2:30 - 5: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會員：$40 非會員：$60 
綜援免費

備註：須評估綜合服務 — 心理社交支援服務

調養心靈成長課程（共六堂）
內容： 學習基本的身心靈全人健康概念、認識中醫情志對身體的影響、感悟心靈富足及學習感恩；並配合靜

觀練習及六字訣等手法，以改善個人的情緒狀況及促進精神靈性的成長。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5/2 - 22/3 逢星期三 下午2:30 - 5: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會員：$60 非會員：$90 
綜援免費

備註：須評估

自在生活課程（共四堂）
內容：透過輕鬆的小組活動，以「快樂七式」讓長期病患者及家屬經驗快樂，並建立積極開心的生活態度。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6/2 - 9/3 逢星期四 下午2:00 - 4: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會員：$40 非會員：$60 
綜援免費

備註：先到先得

瑜伽訓練計劃（共四堂）
內容：活動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由專業教練教授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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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 27/2 逢星期一 上午10:00 - 中午12: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
（西營盤東邊街北18號） 免費

備註：須抽籤

活動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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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服務 — 心理社交支援服務

工
作
坊

愛自己。從「身」出發（共兩堂）
內容： 在營營役役的生活中，很多時候我們都忽略了照顧自己的身心健康。透過體驗活動，讓我們跟自己身

心連繫，找到屬於愛鍚自己的「身」方法，讓生活增添多一點的輕鬆及自在。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8/3 - 15/3 逢星期三 下午2:30 - 4: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備註：1. 先到先得 2. 須評估

《身心靈綜合調養體驗工作坊》
內容： 透過不同的體驗活動，讓參加者學習調適身體、心理及精神靈性及了解三者的互為關係，從而提昇

身、心、靈的健康。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8/1 星期三 下午2:30 - 5: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備註：先到先得

「起居作息及安眠」工作坊
內容： 透過整合傳統東方文化及中醫學養生觀念，讓參加者掌握起居作息及飲食養生之道，強調「起居有

常」及「飲食調養」的重要性，以達至保養身體。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適合有興趣提升睡眠質素的人士）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8/1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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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活時刻 ：我手影我心工作坊
內容：透過隨意拍攝表達，增加正面及欣賞事物的生活態度。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5/2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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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先到先得

課
程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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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服務 — 心理社交支援服務

藝術「家」減壓坊（共三堂）
內容： 透過日常生活會接觸到的家居用品，配合不同的藝術形式（如：音樂、繪畫、手工藝） 進行創作，讓

參加者有一個輕鬆的空間表達感受、探索自我、舒緩壓力。（無須藝術經驗）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5/3 - 29/3 逢星期三 下午2:30 - 5: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太平中心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

備註：須評估

養心養生保健課程（共五堂）
內容： 透過認識中醫養生原則、學習及掌握在生活中可實踐的「養生」技巧，像穴位按摩、保健動作及重整

生活細節，從而提昇身心健康及管理慢性健康問題的自信心。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0/2 - 20/3 逢星期一 下午2:30 - 5: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會員：$50 非會員：$75 
綜援免費

備註：先到先得

心腦血管病藥物工作坊
內容：註冊藥劑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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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星期六 下午2:30 - 5: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備註：1. 先到先得 2. 可帶備藥物或標籤進行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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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 13/1 逢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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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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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21/2、17/3

上午9:40 - 中午12:00   
（敬請預約）

大興中心  2775-4414
【首次】全血脂測試 （$140） 

糖化血紅素測試 個人（ $ 180）                                              
團體~10人或以上（$162）         

       【健康咨詢】$100
（不包括驗血測試）

【覆檢】$60
（驗血測試另計）

18/1、23/2、29/3 康山中心  2549-7744

20/1、25/2、20/3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24/1、17/2、28/3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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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
程

講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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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 24/3 逢星期五 晚上7:00 - 9: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60 

非會員：$90 
綜援免費

18/2 - 25/3 逢星期六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5/4 - 17/5 
（3/5 除外） 逢星期三 下午2:3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備註：須評估

常見健康指標工作坊
內容： 由註冊護士講解常見的健康指標如三酸甘油脂、尿酸、高/低密度膽固醇等，並按病科介紹各項檢查指

標。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9/1 星期四

下午2:30 - 5: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14/2 星期二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太平中心

備註：1. 先到先得 2. 參加者可帶備健康報告出席

活動一覽

「吾」可《預．計》
內容： 由香港中文大學那打素護理學院副教授講解「預早計劃晚晴照顧」的資訊，讓參加者能預早反思對將

來晚晴照顧的期望，及早為自己人生晚期的醫療照顧作打算。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4/1 星期六 下午2:30 - 4: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免費
10/3 星期五 晚上7:00 - 8: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11/3 星期六 下午2:30 - 4: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太平中心

15/3 星期三 上午9:30 - 11: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備註：1. 先到先得 2. 與香港中文大學知識轉移基金支持項目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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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服務 — 患者及家屬教育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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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資訊大搜查工作坊（共兩堂）
內容： 透過認識及即場使用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了解有關長期病、飲食及運動等資訊，以使做好自我管

理。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5/2 - 4/3 逢星期六 下午2:30 - 5: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免費

備註：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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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星期三 晚上7:00 - 9: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27/2 星期一 下午2:30 - 5: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4/3 星期六 上午10:00 - 下午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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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藥物出席

心律不正工作坊
內容：講解心律不正的成因、症狀及相關治療方法，並提供心臟保健之日常生活小貼士。
對象：長期病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5/1 星期三 晚上7:00 - 9: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備註：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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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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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安眠自然有法」實踐工作坊（共四堂）
內容： 由中醫師講解及示範，讓參加者正確認識中醫睡眠養調原則和學習各種調治方法，鼓勵透過實踐，探

索適合自己的方法，以改善失眠症狀，提升生活質素。                  
對象：長期失眠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4/2 - 14/3 
（7/3 除外） 逢星期二 上午10:00 - 下午12: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40 非會員：$60 

綜援免費

備註：1. 先到先得 2. 須評估

簡易穴位按壓及拍打工作坊
內容：由註冊中醫師講解及示範簡易穴位按摩及拍打方法以舒緩痛症。                  
對象：長期痛症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8/3 星期六 下午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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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仁濟醫院香港浸會大學中醫教研中心西九龍中醫中心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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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 19/1
逢星期四

下午2:30 - 5:0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16/2 - 23/2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8/3 - 15/3 逢星期三 下午2:30 - 5: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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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居急救常識工作坊（共兩堂）
內容： 由註冊護士教授家居急救知識，包括燒傷、休克、創傷等。介紹急救物料，以實習形式教導傷口處理

及包紮方法。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1/1 - 18/1 逢星期三 晚上7:00 - 9: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備註：先到先得

健康血管計劃之高纖飲食工作坊
內容：透過親身製作高纖美食，了解高纖飲食對血管健康的好處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增加進食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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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星期五
下午2:00 - 4: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晚上7:00 - 9:30

備註：1. 首次優先 2. 食材費每位$10 3. 是次活動由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贊助

新春小食製作工作坊
內容： 由註冊護士講解選購及製作新春食品時的注意事項，並以健康飲食為原則，教授如何製作一些應節的

健康小食。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其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0/1 星期五 晚上7:00 - 9: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活動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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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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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 21/2     
（重聚日：14/3） 逢星期二

下午2:30 - 5: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23/2 - 9/3      

（重聚日：23/3） 逢星期四 康山中心  2549-7744                   

備註：1. 須評估 2. 首次參加優先

「識飲識食」健康飲食課程（共四堂）
內容： 由註冊護士講解，透過超市遊、家課等，讓參加者掌握健康飲食法則，達至改善健康、控制體重及

妥善管理長期病。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糖尿病患者除外）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7/2 - 10/3 
（重聚日：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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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 3/4 

（重聚日：24/4）         逢星期一 大興中心  2775-4414

備註：1. 先到先得 2. 第三及第四節為外出活動；第四節外出用膳為自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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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 25/2 逢星期六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大興中心  2775-4414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6/3 - 20/3 逢星期一 晚上7:00 - 9: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備註：須評估

改善記憶力課程（共二堂）
內容：認識記憶力系統，介紹輔助記憶的方法，製定個人記憶力訓練計劃及日常生活記憶力秘訣。
對象：有記憶障礙的慢性病患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7/2 - 24/2 逢星期五 下午2:30 - 5:00 大興中心  2775-4414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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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運動鍛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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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 15/3
逢星期三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會員：$60 
非會員：$90 

綜援免費15/2 - 22/3 晚上7:00 - 9:30 李鄭屋中心  2361-2838

備註：須評估

「你」管理健康工作坊 - 中醫保健：強身健體篇
內容： 由註冊中醫師講解保健養生之道，另設有網上健康學習平台介紹，令你更輕鬆自在掌握自我管理健康

的方法。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社區人士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1/1 星期三 下午2:30 - 5:0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香港復康會賽馬會學習及支援中心
（新界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職員宿舍

B 座（南面入口）10 樓 A 室  ）
免費

備註：先到先得

<十年‧匯萃>‧都市人：「肌‧關‧骨‧絡」知多啲（II）講座
內容： 由專科醫生講解都市人常見之「肌」肉、「關」節、「骨」骼及經「絡」的疾病資訊，講座設有健康

檢查站，讓參加者更了解個人健康狀況。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社區人士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25/3 星期六 下午1:00 - 4:30 威爾斯中心 
 2636-0666

大埔鄉事會路 2 號大埔社區
中心一樓禮堂 免費

備註：1. 先到先得 2. 與大埔醫院合辦

中醫義診
內容：註冊中醫師為參加者把「平安脈」，並提供健康諮詢。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8/2 星期六 上午10:30 - 下午12:30 康山中心  2549-7744 免費

備註： 1. 此講座與香港防癆會中醫診所合辨 2. 每位參加者的諮詢時間約十分鐘，時段的安排會在報名時登
記

中醫如何處理泌尿系統問題
內容： 由中醫師講解從中醫角度如何處理泌尿系統問題，例如尿頻、便秘等病患者常見的問題，以加強照顧

者照顧家人的信心。
對象：長期病患者的照顧者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17/2 星期五 上午10:00 - 中午12:00 康山中心  2549-7744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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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
程

工
作
坊

健康血管計劃之「脂」味無窮工作坊
內容：透過親身製作低脂小食，了解長期攝取過高脂肪對健康的影響；亦掌握日常實踐低脂飲食的方法。
對象：高血脂、心臟病、糖尿病和高血壓患者及家屬

班別 日期 時間 負責中心 舉辦地點 費用

A班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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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班 下午2:30 - 5:00

備註：1. A班為先到先得，沒參加3/12日的低脂小食工作坊者可優先參加B班 2. 食材費每位$10
   3. 是次活動由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贊助

活動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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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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症患者
互助小組 每月聚會 太平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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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服務推介

善心演出：

香港復康會慈善粵劇2017
《牡丹亭驚夢》

訂票詳情，請留意活動海報。

  香港復康會與鳴芝聲劇團再度攜手合作，連
續第四年舉行慈善粵劇籌款活動。今年我們會為
中風患者言語治療的社區支援服務及公眾教育籌
募經費，並藉活動教育大眾認識有關疾病和鼓勵
患者多參與社交活動，積極融入社區生活。

日	 	 期︰2017年2月12日（星期日）
時	 	 間︰下午1時30分	
地	 	 點︰北角新光大劇場
籌款目的︰	活動扣除成本後，收益作本會發

展中風患者的言語治療復康及公
眾教育服務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童心同行」身心靈親子健康工作坊
  濕疹乃本港常見的兒科皮膚病，主要徵狀
包括紅腫、痕癢、脫皮、起水泡、滲液等，令
孩子及其父母相當困擾。患有濕疹孩子的父
母，在照顧上亦遇到不少情緒壓力。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
康網絡」與「香港大學社
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將舉辦一系列的親子健康
工作坊，透過個人及親子
身心活動，讓大家學習身
心自助技巧，接納及面對
病患帶來的影響，提升家
長應對子女濕疹症狀的能
力，從而促進親子關係，
改善家庭生活質素。 

內容：身心靈健康的知識及自助技巧
	 	 	 如何管理濕疹徵狀及情緒
	 	 	 如何在濕疹的挑戰中學習成長	

對象：患有濕疹的兒童（6-12歲）及其一位家長

日期：兩次半天的工作坊及兩次日營	 	
	 	 	 日期待定	 第一班：復活節假期
	 	 	 	 	 	 	 	 第二班：暑假

地點：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轄下中心或香港大學

查詢：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電話：2636	0666（周先生）
	 	 	 	 	 	 2794	3010（文姑娘）
	 	 	 香港大學
	 	 	 電話：3917	5526

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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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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 時間 主題 講者 地點 查詢報名

11/01/2017（三）
14:30	-	17:00

中醫保健：
強身健體篇

古鎧綸（註冊中醫師）
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	中醫學學士
及生物醫學理學士（一級榮譽），
曾獲英國外	交部志奮領獎學金，
留學英	國劍橋大學。個人網誌《中
醫爸爸》。	

香港復康會賽馬會
學習及支援中心 2636-0666

19/01/2017（四）
10:00	-	12:30

血壓管理：
降壓廚房

邱美玲
（康程式註冊營養師）

香港復康會賽馬會
學習及支援中心

2549-7744
23/01/2017（一）
10:00	-	12:30

血糖管理：
算算醣

社區復康網絡	 康山中心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120 號
康山花園第 6座地下

11/01/2017（三）
14:00	-	16:30

社區復康網絡	 大興中心
新界屯門大興邨興昌樓
26-33 號地下

2775-4414
或登入
e2care.hk
網上報名

 費用全免，先到先得  歡迎任何有興趣人士報名  每位參加者獲贈紀念品一份

康程式推廣系列：

「你」管健康工作坊
內容：1	 健康主題工作坊
   2	 	教你用康程式「健康管理工具」管理自己嘅健康數據及

醫療記錄	

社區復康網絡會員及家屬，可以透過康程式平台瀏覽不同資訊：	
１. 糖尿病、高血壓及減肥管理自學課程
２.   有超過200條視頻助你做好疾病管理，內容包括飲食、運動、

過來人分享、自助組織服務及互助小組帶領技巧等
３.  不同健康管理工具，教你選擇降血壓食物、醣質換算及全方位

記錄健康數據
４.  一經登入，隨時在網上了解自學進度
５.  還有多款手機應用程式供下載
６. 網上登記參加社區復康網絡舉辦的活動
	 	 我們準備為每一位會員開設康程式登入帳戶，讓你隨時使用。
稍後會透過你提供的電郵或手機號碼，發送選擇開設康程式登入帳
戶訊息給閣下，若你暫時不需要我們為你設立帳戶，煩請於2017年
1月20日或前透過電郵或手機短訊回覆，當我們收到你的指示，便
會取消為你設立帳戶的安排。
	 	 如有任何查詢，可向各社區復康網絡中心	 或	 康程式工作室
（電話：2682-6997）職員聯絡

康程式  e2Care

其他服務推介

一個由香港
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建立的網上健康管理平台已為你
開通，誠邀你啟動登入程序，發
掘更多自我管理健康資訊。

本會得到香港賽馬會資助，
結合資訊科技 及 二十多年推動社
區復康服務經驗，建立了「康程
式」網上健康管理平台，已於

本年正式投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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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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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