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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新面孔

加拿大亞省無障礙之旅
Break Through Tour Alberta

P.8 防衰老計劃

服務巡禮

P.14
水墨畫中助人自助

復康有您

P.10 有好專欄

為促進無障礙旅遊的交流，香港復康會接

受了加拿大友好機構之邀請，由6月30日至

7月9日進行了為期十天的「亞省探索無障

礙之旅 （Break Through Tour 

Alberta）」，探索美加地區無障礙旅遊的

可行性，了解當地無障礙旅遊的設施，拜

訪不同的無障礙服務機構及與當地殘疾人

士團體交流。代表團成員吳家榮醫生

（Gary）以及何嘉賢（Truedy）回港後分

享當中得著。

由下一期開始，香港復康會的會訊將會以電子形式發放，如果

你想繼續接收我們的會訊，請於以下連結訂閱：

你亦可以到復康會                專頁讚好及接收最新消息。

http://www.rehabsociety.org.hk/subscription/

www.facebook.com/rehabsocietypage

今期焦點

Facebook

     及       早前代表香港復康會，參與

「亞省探索無障礙之旅」，對於無障礙旅遊及

交通有不少啟發。

Gary Tru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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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焦點

香港復康會派出由副會長張偉良先生帶領的七人代表團參與是次活動，包括行動

不便人士及工作人員。旅程十天內，代表團參觀了愛民頓和卡城公車營辦單位、

機場、大學及殘疾人士康復機構，考察無障礙設施及與負責人員進行交流。成員

亦參觀了當地一些景點，包括愛民頓古堡公園、西愛民頓商場、坎莫爾鎮

（Canmore）、鱒魚養殖場及十字鐵磨購物中心（CrossIron Mills）、路易斯湖及

世界著名景點班芙（Banff）等等。他們還參加了亞省立法會慶祝150周年國慶活

動和牛仔節遊行。

Gary是本會無障礙運輸及旅遊委員會副主席，他表示今次旅程主要目的是了解當

地無障礙旅遊的情況，如設施的可達性。他讚賞當地機場設施的貼心，於設計上

會聽取殘疾人士的意見，配合他們的需求，例如選用較低的椅子及較低的閘口號

碼標示牌。

由於身兼復康巴士管理委員會副主席，Gary亦參觀了當地無障礙運輸服

務的營運單位，作為改善香港復康巴士的借鏡。他認為加拿大的復康巴 

士電腦系統能有效編配「共乘」服務，而「無障礙的士」的發展更遠比 

香港完善，可以有效紓緩殘疾人士繁忙時間對公共交通的需求， 達到相

輔相成的效果，能方便及鼓勵輪椅使用者外出或旅遊。他希望參考上述

單位的經驗，推行復康巴士改革及「共乘」概念，令資源能更有效運

用，服務更多有需要的行動不便人士。

總結這次旅程的體驗，他希望將來能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無障礙旅遊資

訊，提高政府及市民對無障礙旅遊發展的關注和重視。 

Gary表示能夠考察當地無障礙運輸服務的營運單
位，能夠大大幫助復康巴士改善服務。

Truedy在今次考察中，參觀了一個傷健
康樂中心，第一次嘗試用手推動的三輪
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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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成員 Truedy 為註冊社工，在本會職業復康及再培訓中心工作。她說是次亞省之旅，十二小時的飛

機旅途是她人生中最長的一次。對於患有玻璃骨病和坐輪椅的她來說，旅程中她遇到不少挑戰和問題，

例如機上廁所狹小，她便要少飲水，減少如廁次數。而旅程中，她必須為參與的一些活動作風險評估，

如首次試坐用手推動的三輪單車。而當地機場的地勤人員對電動輪椅托運及轉機時轉坐輪椅的流程不

太熟悉，令到一眾團員需在機場等候良久，托運的輪椅最後也有破損。

Truedy 視這次旅程為一次學習機會，往後計劃旅程會更留意跟航空公司的溝通，仔細說明需要及安排。

她很高興能參與今次的探索之旅，將來她可把是次經驗與更多殘疾人士及長者分享，鼓勵他們不用因

行動不便而放棄旅遊的樂趣。同時，以自身的經驗，協助無障礙運輸及旅遊部計劃下一個更完善的旅

行團。

今次旅程雖然完結，但無障礙旅遊的交流尚有很多跟進工作。復康會希望在 2018 年底能邀請亞省的有

關政府部門、無障礙機構及殘疾人士到訪香港，藉此建立橋樑和交流，讓兩地行動不便人士與家屬享

受旅遊樂趣，推動無障礙旅遊的發展。

記者：義工曾英琴
部分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今次考察代表團參觀了多個團體，包括公
車營辦單位、機場、大學及殘疾人士康復
機構等。代表團特別感謝香港航空、加拿
大駐港領事館、亞省駐港辦事處等機構，
支持今次考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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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香港復康會十分榮幸得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款$845萬更

換13輛「易達轎車」。新車有3大特色：（一）車身貼上了「香

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標誌，方便大眾辨認；（二）寬敞舒

適，車廂高度提昇，連較高身之電動輪椅使用者也可照顧得到；

（三）輪椅扣鎖設備設有安全提示，進一步保障乘客的安全。

有關易達轎車服務，請致電：8106-6616。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康山中心的「SMARTCare‧有您友里」照顧者支援網絡計劃，特別為支援

港島東區長期病患者照顧者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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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照顧者隨時

隨地獲得健康資訊、保健減壓貼士、同路人經驗分享，以支援其照顧工作，減輕照顧壓力。

內容包括: 

•家庭醫生頻道

•中醫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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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本計劃剛榮獲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辦之2017年度「卓越實踐在社福」獎勵計劃頒發「十大

卓越服務獎」。 

新車落地

照顧頻道

復康巴士電召服務共乘計劃 

•善用資源，令更多有需要用戶獲得服務

•前往就診、治療的用戶獲優先安排

四人或以下（俗稱「細組」）的預約

對象

對用戶的好處

實行

預留車輛供共乘用戶使用，增加繁忙時間個人用戶獲安排服務的機會

由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正式按照「共乘計劃」細則接受用戶預約 2018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的電召服務

詳情可致電 2817-8154 與客戶服務員查詢

推行目的



6  |  香港復康會 ‧ 會訊  2017年 1 0月號 

為方便行動不便的市民於假期出外郊遊，舒展身心，復康巴士設有「週末旅遊線」。

東涌站往返大佛及大澳：自 2017 年 1 月 28 日開辦服務以來，感謝客戶的支持，由於反應良好，

現設定為「長期服務」。

新 黃竹坑站 往返 赤柱廣場：將於 2017 年 10 月 1 日開辦。

詳情請瀏覽復康巴士網頁  

預約熱線：2817-8154

中風患者往往因為活動機能下降而影響其協調及平衡力。但有了天花吊機的輔助，他們便能

安全而更放膽地進行難度較高的平衡訓練，得到更大的進步。跳彈床就是個好例子！

想了解更多，請致電鄭德炎日間復康護理中心查詢，電話：2816-0899。

週末旅遊線

中風患者都可以跳彈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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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倡議中心

Centre on Research Advocacy

由香港復康會、伸手助人協會、香港老年學會、香港理工大學活齡學院、香港理工大學耆年健康護

理中心及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合辦，「第六屆跨境安老服務研討會」將會在本年12月舉行，

詳情如下：

主題：跨境醫療如何配合跨境養老的機遇

日期：2017年12月8日(星期五)

地點：香港理工大學林百欣三號演講廳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12時半

講者:

新風天域董事長兼聯合創始人　梁錦松先生   GBS太平紳士

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　林正財醫生   BBS太平紳士

香港特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　張琼瑤太平紳士

香港工會聯合會副會長　黃國健先生   SBS太平紳士

費用：港幣50元

查詢及報名：2534 3300 謝小姐

歡迎對跨境養老服務感興趣的人士參與。

跨境安老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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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巡禮
走進服康會，了解不同服務

香港復康會由今年七月開始，與賽馬會流金匯合

辦為期兩年的「賽馬會全城起動防衰老計劃」，

目標為提升社區人士對衰老概念的認識，並幫助

其建立防衰老的生活模式。歡迎50歲或以上人士

參加。

究竟甚麼是衰老？衰老是否年老的必然現象？香

港復康會的項目主任薛曉琪(Michelle)解釋：「年

老是指年齡的增長，是正常、不能逆轉的生命歷

程。而衰老是指身體及認知能力隨著年紀增長而

下降。身體衰老包括『缺肌症』，因肌肉流失，

及蛋白質攝取不足引致；認知能力衰老則指認知

功能衰退，影響思維、行動、記憶力和執行力。

但某些衰老機能現象是可以延緩甚至逆轉的，所

以年老並不一定等同衰老。」

衰老不但為社區人士構成生活影響，例如長者因

肌力不足而容易跌倒，若導致骨折需做手術，身

心受苦之餘，對家人、照顧者、醫療及社會服務

資源都可能構成沉重負擔。隨著人口老化，從社

區層面推動社區人士建立防衰老的健康生活模

式，可說刻不容緩。

香港中文大學及賽馬會流金匯於2014年聯合做了

一項社區衰老狀況及相關因素的研究調查。結果

發現816名受訪者中，只有35.2%屬非衰老，其餘

屬前期衰老及衰老的分別為52.4%及12.5%。此

外，研究亦發現每天持續運動1小時或以上的長者

相對於每日運動少於20分鐘的，整體心理和身體

狀況較好，較少出現衰老情況。

計劃內容包括「防衰老」講座，「防衰老」工作

坊及「全方位防衰老」訓練班。50歲或以上有興

趣的人士必須先報名參加「防衰老」講座，經評

估為衰老或前期衰老的，可因應自己時間許可選

擇參加「防衰老」工作坊或「全方位防衰老」訓

練班其中一項。

復康會的「全方位防衰老」訓練班在適健中心進

行，每節2小時的課堂分為兩部份：健體活動和健

腦活動。

健體活動由物理治療師設計，分四個階段，每階

段漸進式增加訓練強度。每堂由健體教練帶領學

員熱身，利用橡筋帶、健身球、啞鈴等健體器具

作有氧及阻力訓練，並教導學員正確的伸展、平

衡及緩和運動。Michelle補充: 「教練會按著每位

參加者的靜止心跳率、年齡和體能，釐定各人每

階段要達到的運動心跳率。訓練時參加者會配戴

中心提供的運動手錶，教練透過平板電腦監察各

人的心跳狀況，有需要時會提示學員調整運動的

速度或強度。有些學員因身體狀況，心跳率未必

適用，例如長期服用降血壓藥物的人士，教練則

會用『自覺竭力指數』（RPE）作監察。」

至於健腦活動，利用平板電腦和桌上遊戲，增強

參加者的認知能力。每堂設三個平板電腦的特定

遊戲，每個遊戲設計針對不同的腦力範疇，以訓

練學員的專注力、記憶力、鬆弛力、執行力、邏

輯思維等。24堂健腦訓練前、中、後期共有三次

測驗，以瞭解學員的學習進度。

為吸引更多社區人士參與此計劃，香港復康會適

健中心現時已聯絡了一些長者中心，稍後亦會聯

絡一些機構及私人屋苑，為其合資格員工及住戶

或安排「防衰老」講座及評估。而新一輪活動已

開始公開報名，有意參加者請密切留意，從速報

名！

防衰老　動腦防跌

賽馬會全城起動防衰老計劃

年老 = 衰老？

全城起動防衰老計劃

小班教學，照顧個別能力差異

玩遊戲，練腦筋

提升社區防衰老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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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日常防衰老生活模式？ Michelle 為我們提供以下貼士：

均衡飲食，多吃蔬果，補充充足水份

•蛋白質，如白肉、魚類及豆類

補助肌肉生長、延緩肌肉流失

•鈣質 (1000-1200mg/ 天 )，如牛奶、芝士、西蘭花

減緩骨質流失、防止骨折、幫助心臟、肌肉及神經正常運作

•維他命 D

身體需要維他命 D 才能吸收鈣

•維他命 E ( 飯後吃、搭配油脂幫助吸收 )，如杏仁、番茄

抗氧化、保護血管、增強免疫力

•維他命 C，如橙子、奇異果

增強抵抗力及增加骨膠原，令傷口加快痊癒

飲食營養

根據美國運動醫學學會對一般長者的運動指引 :

1. 帶氧運動

   改善心肺功能 ( 行樓梯喘氣 ?) 如急步行、游泳、跳舞

2. 阻力訓練增強肌力 ( 行樓梯唔夠力 ?) 及肌耐力 ( 買餸         

拎得耐無力 ?) 、器械訓練、配合橡筋帶、啞鈴或利用

自身體重

3. 伸展運動

   增加柔軟度及舒緩痛症

4. 平衡力訓練

   減低跌倒和骨折的風險，如單腳站立、太極

健體

1. 提升正面情緒，保持心境開朗，放鬆心情

2. 提升自我價值，多與家人朋友相聚，建立關係

3. 嘗試新事物，鍛鍊大腦理解語言的能力

4. 維持充足睡眠及作息定時

5. 訓練多感觀，如一邊聽音樂 ( 聽覺 )，一邊嗅花香

( 嗅覺 )、一邊聽雨聲 ( 聽覺 )，一邊打節拍 ( 觸覺 )

10 月 24 日 ( 星期二 ) 上午 10:00 – 12:00

11 月 17 日 ( 星期五 ) 下午 2:30 - 4:30

地點：藍田復康徑 7 號香港復康會適健中心

查詢及報名： 2772-3366 / 2534-3533

健腦

防衰老三寶

現正接受報名！

防衰老講座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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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bi March 2017 已於6月18日至24日舉行了，7天跑250公
里，背負自己所有物資，徒步於新疆的戈壁沙漠中，回想這
個艱辛賽程，實在令人難忘！

我們在三千米的天山上遇著隆隆不斷地打雷，頂著零度的低
温雨點，狂風不斷撲面而來，上高落低那陡峭濕滑的山路，
真的令人吃不消。

最關鍵的一役是魔鬼城82公里的長征之旅，更令我感受良多！當天氣温高達攝
氏51度至54度（據說比去年升高了10度），走在賽道上，迎著熾熱的風，
面上的肌膚像被火燙著，嘴唇開始乾裂，心裏實在感到恐懼！

我們不敢跑動，只是如常慢行，以便保留體力，避免中暑的危機！每次撐到檢查站時，我便爭取時間休
息，盡量補充水份。直到5號檢查站時，已是傍晚9時許，氣温也有41度。太陽下了山，我們吃過熱飯，
休息過後，體力稍為恢復過來，便起來追趕餘下的賽程。

崎嶇不平的沙漠賽道，夾雜著沙坑，走起來絕不容易。好不容易撐到8號檢查站，只餘10公里賽程了。
天色開始光亮起來，可是昨天炙熱的賽道經歷突然湧上心頭，頓感徬徨! 我們急忙踏上賽道，慌忙急
行，走著走著.....這段路怎麽像沒有盡頭！

馮錦雄
香港截肢者體育會

今年初，政府決定終止資助由香港無障牙科學會所舉辦的「盈愛‧笑容服務」。多年來，我們關注殘疾
人士，尤其智障人士於無障牙科服務的龐大需求，同時急需為這類服務尋找一條「出路」，但政府今次
的決定卻倒行逆施，再一次令我們失望，我對此感到極度憤怒。幸好，隨著多個月來不同殘疾人士、家
長團體和立法會議員等向政府施予壓力，無障牙科服務的去向似乎稍為出現一點轉機。

首先，政府已經決定將對「盈愛服務」的資助延長一年，讓仍然於隊伍輪候的一千多名服務使用者先完
成所需治療；第二，政府有意將無障牙科服務撥作為衞生署轄下的一項特別計劃，尋求關愛基金以外的
資源支持運作，並計劃邀請兩間非牟利慈善團體和私家醫院 (包括香港無障牙科學會和播道醫院)參與計
劃，以擴展本地無障牙科服務；第三，菲臘牙科醫院計劃於今年第四季舉辦有關無障牙科的課程，邀請
於非牟利牙科服務單位任職的牙醫接受共二十四節的培訓，讓他們對服務有特殊需要人士的知識和技巧
有進一步掌握。

我們期望無障牙科成為每名牙醫的基本培訓項目，並應該由香港大學牙醫學院 
增設專科，培訓為有特別需要人士服務的牙醫。無障牙科服務一直被包裝為社
會福利項目，逐漸忽略其「醫療」的本質。當醫療服務為市民權利的一部分，
我們又豈能夠讓無障牙科服務繼續被邊緣化，讓政府繼續剝削我們的權利？
長路漫漫，就讓我們繼續與殘疾朋友「奪」權！

張超雄
立法會議員（新界東）

有好專欄
友好寫的，當然有好專欄

長征戈壁沙漠馬拉松

無障牙科服務的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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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收到兩張主題樂園免費門票，因為快到期和只可平日使用，想起有位朋友講過想去，便致電相約前往。

朋友年長加上身材較胖，而且雙腳關節有少許毛病，行動有些不便，所以我一早已打算於園內借用輪椅。她
不好意思說不需要，不想我太辛苦（因為我也有輕微行動不便）。我說樂園地方大，而且天氣較熱，坐輪椅
會輕鬆一些，我靠著輪椅扶著亦行得好些！我們的輪椅樂園之旅正式開始。

我便按計劃跟著園內活動時間表，依照先後次序去玩，希望可以玩多一些。我們一邊走一邊傾談，我問她之
前有沒有來過，她說跟其他團體來過，不過覺得樂園內工作人員不是太友善，而且園內東西又貴。一直走著，
朋友最初還說之前有來過樂園玩，但很快就改口，說這個、那個都沒有玩過。我感到好奇，為甚麼不知道園
內的景點？不是說曾經來過嗎？

她解釋，之前跟其他團體來，到達時間不會太早，而且沒有義工帶領他們去玩，只是影完集體相就自由活動，
三小時左右便要跟會車走。由於她走路慢，每次都不能走得太遠，都是在附近走走。她說沒有人會像我，大
熱天時也不介意汗流浹背，推她四處看。

話說回頭，今次遇到的職員都很有禮貌，沒有像朋友之前遇過的。除了職員，我們參與的活動經常都會有義
工陪同幫助。有家長想和小朋友在暑假一起做義工，這當然是好事，但是考慮做義工的原因，不應該是有沒
有蓋章來報義工時數，亦不應該介意活動是否室內進行、有沒有冷氣。

自問做了十多年義工，從沒有想過甚麼回報，因為我不覺得自己是義工，不會
當是工作交差。夏天天氣熱太陽曬，流汗是很正常的事。我只知道答應了就希
望幫到別人，盡力做到最好。

同一個樂園，帶著不同的目的前往，真心真意結果一定不一樣。

李國柱
共融網絡

無障行者

真心，不是交差

No.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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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參與合辦的「第十二屆港島東醫院聯網醫社合

作研討會」，今年主題為「整合與革新─促進健康　

固本復元」，本會派出復康部代表與醫護人員分享

「安晴‧生命彩虹社區安寧照顧」服務計劃，以及於

當日設置服務推廣攤位。

活動剪影

醫社合作

香港復康會獲得八達通卡有限公司延續資助，推出

新一期「八達通復康交通資助計劃」，由即日開始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為合資格的領取綜援之輪椅使

用者提供點對點的易達轎車服務，方便他們到醫院

覆診及參加社交活動。新聞發佈會已於 5 月 11 日順

利舉行。

服務詳情：

新一期交通資助

曾肇添護老院龍鳳茶樓於 5 月 27 日正式開業了！院舍會預訂酒樓的中式點心，再由院舍廚師協助蒸熟

點心，讓行動不便的院友不用外出亦可享受茗茶的樂趣。

龍鳳茶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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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香港復康會特此鳴謝以下善長及善心機構於 2017 年 5 月 1 日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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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聘」就業連網委託研倡中心進行「殘疾人士與長期

病患者就業情況調查 2017」，並於 7 月 6 日舉行新聞發布

會。研究指出受訪的殘疾人士欠缺向上流動的機會，倡議

增加對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的就業支援服務。

研倡中心代表聯同無障礙旅遊聯席於 7 月 18 日，出席香港旅遊業

議會轄下出外旅遊委員會小組的交流會，會上與香港旅遊業議會副

主席徐王美倫女士、香港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太平紳士、立法

會旅遊界功能組別議員姚思榮先生、以及各旅行社的代表就本港的

無障礙旅遊發展進行探討。

研倡中心

鄭德炎日間復康護理中心連續第七年與香港大學言語治療系合作，於 9 月開始為一

眾中心服務使用者提供新一季為期十堂的一對一的言語治療訓練。

言語治療訓練

曾肇添護老院於 2017 年 9 月 2 日舉行七周年院慶。當日邀請到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安老服務）彭潔玲

女士、醫院管理局港島西聯網總監陸志聰醫生、曾肇添慈善基金有限公司董事曾永華律師及本會主席陳麗

雲教授蒞臨主禮。今年除了與院友及其家屬一同慶祝院舍七歲生日之外，亦是馥馨庭園正式啟用的大日子！

承蒙曾肇添慈善基金捐助興建「馥馨庭園」，庭園位處

麥理浩復康院四樓平台，並於 2017 年 9 月 2 日舉行

啟用禮。花園除服務本院長者及親友外，亦開放給

復康院病友觀賞及休憩之用。希望老友記和親友一

齊參與種植活動，親手打理屬於自己的小花圃，齊

齊做個城市新潮農夫。

七周年院慶及馥馨庭園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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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認為，這幾幅作品算是比較好的，但初初覺得自己畫
得很好，後來對自己要求提高了，便覺得不合格，有很多
要改善的地方。課堂上導師教完之後，便要靠自己在家練
習。會訊刊出的這幾幅畫，其實是白玉多次練習之後的成
果。

有次白玉的啟蒙老
師看見她畫的一幅
畫，他說看得出初
初畫那幅畫時，是
很不開心，但慢慢
畫著畫著，放鬆了
心情，便變得開心
了。所以得出結論
是：畫水墨畫可以
讓自己心情平靜下
來。

患有高血壓的白玉，既是復康會的服務使用者，參

與了復康會的自我管理的課程，後來更成為義工，

參與「SMARTCare‧有您友里」照顧者支援網路計

劃（簡稱「SMARTCare‧有您友里」）。

「SMARTCare‧有您友里」開設了一個照顧者的俱

樂部，開設興趣班，包括水墨畫、烹飪、運動等。

白玉自少已十分喜歡水墨畫，但苦無機會學習，最後決定加入水墨畫興趣班。

於是，由三年前開始，她便成為水墨畫班的大師姐，從第一期開始便已參與，從不缺席。亦曾和班組同

學，一起參觀其他名家的畫展，觀摩學習。這些班組讓照顧者擁有屬於自己的個人時間，釋放一下壓

力。在與照顧者的會面中，大家有時閒聊時會產生共鳴，便把平日的情緒宣洩出來。以白玉本身的經歷

為例，白玉曾經同時間需要照顧三名病患的親人，透過與照顧者分享，便順便把自己的經驗告訴其他照

顧者，親身示範縱使有多忙，仍然可以抽空出來參與班組。

白玉認為畫畫可以抒發情緒，當情緒得以抒發，

對於做義工幫其他照顧者，或照顧家人時，便有

莫大幫助。白玉坦言，有時照顧者或朋友分享不

開心的經歷，她的情緒亦會有所波動，但畫畫可

以幫助她將專注力放在畫畫上，這亦是畫畫令她

可抒情寫意、平復自己的情緒的好處。正如白玉

所說，大家普遍將關注放在病患者身上，而照顧

者則較少得到關注和幫助，比患者更辛酸。所以

照顧者要減壓，必須靠自己走出來。而正因為每

個人的興趣不同，興趣組有不同的班組，有的煮

食、有的運動，各適其適。

除了參與水墨畫班之外，白玉早年讀了一個專為

照顧長期病患者的課程，學懂照顧者如何照顧自

己。學成之後去醫院做分享會，亦有做家訪義

工。本來懦弱、沒自信、不懂拒絕別人的她，變

得敢於面向群眾說話，包括把自己不開心的經歷

與人分享，信心增強了不少。白玉作為義工，最

能感受到「施比受更有福」。總的來說，白玉認

為最大得益的是她自己。

SMARTCare 照顧者義工
水墨畫中助人自助

復康有您
認識成就復康會的每一位

記者：義工黃奕龍

畫畫能使情緒平復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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