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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復康網絡
與您「疫生而處」

「早晨！我要退出這星期開始的言語治療，因為我確診了…」這是一位

患有腦神經科疾病的會員在農曆新年前的來電；那時，他所住的屋邨正

值疫情大爆發，需要圍封強檢，而他是其中一名染疫人士。

「你好，我本來兩星期後返醫院覆診，但我想延期，醫院建議我請家人

代領取藥物，但我的家人已移居海外，有服務可幫到我嗎？」她是行動

不便的紅斑狼瘡症患者，她把求助訊息傳到中心手提電話。

「自從第五波疫情開始，我停晒運動、心情不好，什麼都不想做…」

這是同事在疫情中致電關懷長期病患的用者時，常聽到的用者近況。

「照顧我丈夫的外傭快測兩條線，我該怎麼辦？」她是一位在職

照顧者，丈夫四十多歲，數年前中風，她要上班賺取生計並要照

顧家中年幼子女。

新冠病毒疫情的第五波來勢洶洶，每隔數天便幾何級上升，疫情的大規模爆發，沒有人能置身
事外！以上幾則長期病患者及照顧者的遭遇，或許部份讀者也曾經歷。

我們會繼續緊貼長期病患者及照顧者的需要，提供更多貼心、貼地和貼切的服務，密切留意本
會e2care康程式網站(https://www.e2care.hk)或面書(https://facebook.com/e2care)，
如有查詢或需要，歡迎與社區復康網絡的服務中心聯絡。

「葵」手在家抗逆 – 關
懷居於葵涌邨的社區復康
網絡會員

回應菜價急升，發送健康飲食要求「纖」

社區復康網絡在這段時間雖然暫停了面授小組及集體活動，但同時，
我們設定了一系統服務，回應長期病患者及照顧者在疫情中的需要。
當中包括：

關懷居住在高危區域的會員，為有需要的用者作出直接支援或轉介
至所需的社區資源

1

製作　　「疫生而處」長期

病患者及照顧者生活錦囊，
並提供諮詢服務及建議

2

加開更多網上視像活動，鼓
勵用者在疫情中學習如何進
行家居運動、健康飲食、保
持情緒健康

3

家人確診，我的心很亂，

坊間的資訊繁多，令我更

亂！感謝中心同事教路、

給我指導。

正當我見到$50一斤菜心買唔落手時，收到中心傳來高纖飲食心得，專業得來貼地！

既然邊度都唔敢去，與其

在家呆坐心煩，不如學多

啲嘢、搞好健康，又可以

見吓人…

用者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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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用者在疫情期間的需要，我們有幸得到不同持份者的支持，其中，義工是我們重要的伙伴；
以下義工潔貞的分享，看看她怎樣在疫情期間，仍持續對病友及照顧者付出那一份愛！

我在2016年成為“生命彩虹”計劃的義工，探訪晚晴病友，至
今已有五年多了。第三期計劃快將展開，我實在十分期待，希
望藉着香港復康會搭建的橋樑，和志同道合的義工朋友，一起
關懷病人及家屬。我們的共同信念是：生命儘管到了最後的時
刻，也可畫出美麗的彩虹。

疫情發生之前，我們的工作是探訪社區的晚晴病友及家屬，給
予支持和慰問。我們也會去醫院探訪臨終的病友，醫護人員十
分歡迎我們到訪。因為我們探病的對象是我們的朋友，在過往
一年多的時間，我們定期上門探訪，彼此已建立友誼和信任。
他們在醫院彌留的時候，我們和病人家屬一樣，會感到無比的
傷痛。

2020年以來，關懷行動不因新冠疫情受到打擊，我們相信只要
有愛，這計劃就會生生不息，生命彩虹也不會褪色。義工們利
用視像關懐或電話慰問方式，繼續和病友保持溝通。去年本港
疫情一度緩和期間，我們又恢復上門探訪病友和家屬。探訪期
間，我們帶備搓手液和鞋套，也記緊不除掉口罩也不飲食。為
保護病人和家屬，義工們大多注射了疫苗，也有朋友主動定期
做檢測。

參與計劃的家庭十分歡迎我們到訪，我和病友太太傾談，義工
拍擋則和病友下棋，我們也會陪他用助行架在走廊學習走路。
太太參加手機攝影課程，我們還一起去維園參加實習課堂，推
着輪椅邊走邊談，其樂融融。我們最感鼓舞的是，先生肯勇於
面對自己的病情，還和太太一起去中心參加活動。

對於病情穩定下來的個案，我們要暫別他們，因為新一期計劃，
將會有新的個案。在依依不捨之餘，我們祝願病友繼續好好照
顧自己，藉着日益進步的中西醫藥和保健方法，控制病情和保
持身心健康，更希望透過各種社區服務，所有病人都得到適切
的關顧。

義工潔貞

疫情前⋯

疫情後⋯

那份愛，沒變改！

最 新 消 息

為鼓勵大家將接納與承諾治療的知識
與技巧更有效應用於日常生活中，我
們製作了一套《日常心靈練習》——
共１２條靜觀練習聲帶，幫助大家在
聲音指導下自助練習，達致專注當下
的效果，從而減少身體症狀、負面想
法和情緒為你帶來的困擾。

稍後，我們會陸續推出一小時靜觀．
速學的網上視像活動，敬請密切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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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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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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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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水上活動均取消)
三號風球或紅色暴雨警告 照常進行(康文署活動取消) 取消
八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 取消 取消

1人 - 每堂來回收費$20 2人 - 每堂來回收費$30 3人 - 每堂來回收費$40 

報名方式及繳費
先到先得
親臨 / 致電本會任何一間中心登記。
確定報名後，必須在一個星期內繳交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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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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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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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透過自動櫃員機、網上轉帳或於銀行入數，將報名費用存入匯豐銀行戶口 ：652-555764-838
請保留收據 / 銀行入數紙 / 入數證明或網上交易記錄截圖，以供查核。如不幸遺失入數證明，須重新
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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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參加者，將獲優先考慮。

抽籤活動於活動舉行前四星期截止登記（親臨 / 致電），如該天為公眾假期，則提早一天截止，登記
截止後一星期將進行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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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登記的參加者可於截止報名日期一星期後致電活動負責中心查詢「抽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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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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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將同時被
取消。

報名者須經評估後才可確實其參加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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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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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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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康巴安排
部份活動設有復康巴接送有需要人士，但最終視乎車輛安排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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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一個家庭最多提供兩個車座位，如有空位提供另一名家人的車座位。

1

颱風及暴雨訊號安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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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注意事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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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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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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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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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5

個人資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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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修訂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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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席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之課程7

康山中心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120號康山花園第6座地下
電話： 2549 7744    傳真：2549 5727
電郵：crnkh@rehabsociety.org.hk

李鄭屋中心
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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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九龍橫頭磡邨宏禮樓地下

電話： 2794 3010    傳真：2338 4820
電郵：crnwth@rehabsociety.org.hk

禾輋中心
新界沙田禾輋邨禾輋廣場平台R9-R12室
電話： 2636 0666    傳真：2144 6660
電郵：crnwcc@rehabsociety.org.hk

大興中心
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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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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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出口
樂富港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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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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活動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我們明白疫情之下，大家難以到訪我們中心，長時間在家甚至病情也許有些反覆。
有見及此，我們在今季將隆重推出多個網上課程，讓大家足不出戶也可透過網絡參與課堂，共同為健康
努力！

大家在閱覽活動資料時，若看到活動名稱旁邊顯示        便表示這屬於網上活動，課堂只限於網上以Zoom
視像形式舉行。

而若舉辦地點一欄除中心名稱外，還寫有「網上進行」，即代表若疫情仍然嚴峻，活動將會轉為網上進
行，屆時我們的職員將會聯絡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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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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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對上列規則有最終解釋及修訂權而無須另
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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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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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新會員/續會申請表
個人資料

職員專用

會員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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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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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 申請及繳費方法

會員福利及申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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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52-555764-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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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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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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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會員               續會(只需填寫姓名及聯絡電話)
若看到活動名稱旁邊顯示        便表示這屬於網上活動，課堂只限於網上以Zoom

收肚腩-強化核心肌群運動線上工作坊 . 共兩堂
透過兩堂ZOOM視像課程，健體教練會教導如何在家中強化核心肌群並保持正確運動方法及姿勢，齊齊
收緊肚腩。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照顧者
備註：   首次優先      須評估      必須家裡有wifi及智能電話/平板電腦/電腦      懂得用ZOOM(網上視像)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四10月8日至10月15日0377 下午2:00 - 下午3:00 2549 7744

會員$60
非會員$90
綜援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高血壓自我管理課程 . 共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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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須評估     首次優先

李鄭屋中心/
網上進行 2361 2838三10月28日至12月2日0258 晚上7:00 - 晚上9:30

請確保家裡有穩定網絡及智能手機 / 平板電腦 / 電腦，並具備收音和鏡頭視像功能。
活動以Zoom網上視像方式進行，請預先安裝Zoom應用程式及懂得操作Zoom。
參與活動 / 小組期間，請勿拍攝或錄影。
為尊重個人私隱，請勿向他人公開在活動 / 小組上的資料，同時不要把相關影片上傳至
網上或社 交平台。
如對Zoom應用程序操作有疑問，可掃瞄右方QR Code觀看這段影片，如有需要，可聯
絡中心職員協助。

活動名稱
心臟病復康視像工作坊
打針食藥無煩惱
降「壓」有方
血脂血壓自我管理視像課程
糖尿病自我管理視像課程
識食控糖研習班
心靈啟動Zoom課程
照顧者ZOOM看世界-挪威篇
舒壓按穴線上工作坊
「細賞大自然」 - 五感靜觀工作坊

P.9
P.10
P.10
P.10
P.11
P.11
P.19
P.19
P.27
P.27

頁數

1

2
3

4

5

網上活動守則1

網上活動一覽2
活動名稱
慢活養 “心”視像工作坊
慢食．靜心體驗工作坊
想做．卻做不到？認識你的內在阻力
與回憶斷．捨．離
優質睡眠秘訣
外出揀飲擇食貼士
心腦血管病藥物工作坊
服藥禁忌逐個數
腎衰竭迷思

P.27
P.28
P.28
P.28
P.30
P.30
P.30
P.31
P.32

頁數

2022年4-6月號    第38期 2022年4-6月號    第38期

例子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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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糖尿病患者
備註：   須評估      首次優先      

糖尿健康操 . 共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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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日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大興中心四6月9日至6月16日0152 下午2:00  - 下午4:00 2775 4414

活動編號

糖
尿
及
高
血
壓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日4月24日至5月1日0169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大興中心 2775 4414一5月16日至5月23日0100 晚上6:45 - 晚上9:15

冠心病復康工作坊 . 共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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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先到先得     須評估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血脂血壓自我管理視像課程 . 共四堂
針對膽固醇高及血壓高的身體狀況，學習建立及保持健康生活模式，減低中風及冠心病等併發症風險。

對象：高血脂或高血壓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   首次參加優先      須評估

須全程開啟視像      須課堂前於智能手機或電腦下載Zoom程式，並具備收音鏡頭功能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會員$40
非會員$60
綜援免費

2775 4414四5月12日至6月2日0150 下午2:00 - 下午4:30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一(4月18日除外)
4月4日至4月25日

0167 下午2:00 - 下午4:30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一6月6日至6月20日0173 下午2:00 - 下午4:30

照顧有心「機」工作坊 . 共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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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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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先到先得      與起搏之友合辦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對象：糖尿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   參加者可帶同現時服用的降血糖藥出席      先到先得     

打針食藥無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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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日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活動編號

二6月14日0177 下午2:30 - 下午4:30
 2639 9969
 2636 0666

預防復發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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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與屯門醫院合辦

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大興中心 2775 4414六4月30日0097 下午2:00  - 下午4:00

大興中心 2775 4414六6月25日0099 下午2:00  - 下午4:00

大興中心 2775 4414六5月28日0098 下午2:00  - 下午4:00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

心臟病復康視像工作坊 . 共三堂
透過視像形式學習闡釋病因和治療方法、飲食和突發事故處理、以及掌握量力而為的原則。

對象：心臟病患者
備註：   須評估      從未參與線上線下的心臟病復康工作坊、冠心病復康工作坊、心臟病自我管理課程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2549 7744一5月16日至5月30日0122 下午2:30 - 下午4:30

2549 7744一6月13日至6月27日0123 晚上7:00  - 晚上9:00 

2022年4-6月號    第38期 2022年4-6月號    第38期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降「壓」有方 . 共兩堂
認識高血壓的病理及掌握改善高血壓的方法，特別著重學習實踐「減鹹提鮮」的健康飲食法。

對象：高血壓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  參加者可帶同現時服用的降血壓藥及血壓記錄表出席      先到先得

2549 7744五6月24日0141 下午2:30 - 下午4:30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二6月21日0174 下午2:30 - 下午4:30
 2636 0666
 2639 9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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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自我管理視像課程 . 共四堂
以視像方式學習糖尿病飲食、運動、作息和情緒管理和技巧，制定實踐行動計劃。

對象：糖尿病患者
備註：   從未參與自主控糖．活得自在課程      須評估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會員$40
非會員$60
綜援免費

2775 4414四5月12日至6月2日0149 上午10:00 - 下午12:30

2549 7744三4月20日至5月11日0124 上午10:00 - 下午12:30

2549 7744四6月9日至6月30日0126 下午2:00 - 下午4:30

2549 7744六5月21日至6月11日0125 上午10:00 - 下午12:30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

太平中心 2636 9969
2636 0666五5月6日至5月20日0130 下午2:00 - 下午4:30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四4月28日至5月12日0241 下午2:30 - 下午5:00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舒筋緩痛工作坊 . 共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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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首次優先      須評估

大興中心六6月11日至6月25日0102 上午10:00 - 下午12:30 2775 4414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風濕醫‧患互動區
與醫務專業人士真情對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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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濕科患者及家屬
備註：  須評估      首次參與本會風濕科活動優先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六5月21日0205 上午10:00   - 下午12:30

會員$40
非會員$60
綜援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痛‧釋身心課程 . 共四堂
學習不同的身心方法，包括調適思想及自我放鬆的技巧，以提高自療痛症的信心和動力，建立正面的生
活態度面對痛症。

對象：慢性肌肉關節痛患者
備註：  須評估      首次優先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六4月23日至5月14日0218 下午2:00  - 下午4:30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識食控糖研習班 . 共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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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
備註：   首次參加優先      須評估

2549 7744四5月19日至6月2日0137 下午2:30 - 下午4:30

2022年4-6月號    第38期 2022年4-6月號    第38期

會員$40
非會員$60
綜援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關節‧我自理課程 . 共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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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直性脊椎炎及銀屑病關節炎患者及家屬
備註：  須評估      首次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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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與香港風濕病基金會合辨      費用由風濕病基金會收取        * 若疫情影響，將改為家中網上進行

橫頭磡中心 2361 2838二6月7日至6月28日0206 上午10:00 - 下午12:30

2361 2838六7月9日至7月30日0220 下午2:30  - 下午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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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中風患者及家屬
備註：先到先得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談「性」「風」生? 共建親密關係工作坊
中風為患者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及障礙，當中包括性康復方面的範疇，然而對於「性」方面的康復，往
往較少患者及照顧者提及，或盡量避免去談，因此並不了解當中的重要。是次工作坊邀請了醫生、熟悉
性康復範疇的社工，與大家在輕鬆的氣氛下一起談「性」，破解謬誤，讓作為患者的你，和作為患者伴
侶的你，認識中風後在性康復方面的知識。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六4月9日0975 下午2:00  - 下午4:30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個人中風復康計劃 . 共十六堂
由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及言語治療師通過案密集式的康復訓練，協助患者可以學習及練習日常生活的
動作，可以獨立生活。

對象：65歲以下、中風2年以內的中風患者
備註：  須評估      外出堂的時間及日期在確認參加後再通知      可有復康巴士安排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一

4月25日至9月26日
(5月2日、5月9日、
6月6日、7月4日、
8月1日、9月5日、
9月12日、9月19日除外)

0244 上午11:00 - 下午1:00

禾輋中心 2636 0666
2639 9969四6月2日至9月15日0135 上午11:00 - 下午1:00

大興中心 2775 4414五
5月27日至9月23日
(6月3日及
7月1日除外)

0179 上午11:00 - 下午1:00

會員$160
非會員$240
綜援免費

中
風
及
腦
損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痛症全面睇
由專業醫護人員講解痛症的相關知識，常見痛症的成因及預防方法。

對象：慢性肌肉關節痛患者
備註：先到先得

太平中心/
網上進行

2639 9969
2636 0666二4月12日0160 下午2:00  - 下午4:00

對象：中風患者及陪同家屬 - 因功能障礙導致獨立搭乘交通工具有困難者，或信心不足者
備註：   先到先得       首次參加優先       須評估       參加者需有最基本步行能力(可使用四腳叉或士的)

課堂的第二至第五節為外出活動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社區生活技巧課程 . 共五堂
課程由職業治療師教授，與社工共同帶領中風人士進行社區實習，學習搭乘基本的公共交通工具所需的技巧
（上落巴士，地鐵，扶手電梯等），探索並遊覽不同的社區設施，提昇中風人士社區生活獨立與自信心。

會員$50
非會員$75
綜援免費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五
6月10日至8月15日
(7月1日除外)0245 上午10:00 - 下午12:30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心言相聚〉言語復康課程 . 共八堂
透過小組言語治療訓練，協助患者幫助自己改善言語技巧，重建與人溝通的信心。

對象：有言語困難之中風、腦部受損患者(病發不超過5年及有詳細醫療報告患者優先，歡迎家屬陪同)
備註：  首次參加優先      

每位參加者將有1小時的治療時間   
此課程與香港教育大學教育言語及語言病理暨學習障礙理學碩士學系合辦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三4月6日至5月25日0243 上午9:30 - 下午12:30
會員$80
非會員$120
綜援免費

會員$80
非會員$120
綜援免費

費用

大興中心 2775 4414四
4月14日至6月9日
(5月12日除外)0178 上午10:00 - 上午11:30

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中風及腦損患者步行及肌力訓練班 . 共八堂
透過資深健行教練帶領健行運動，有效鍛練下肢肌耐力及平衡力，增強外出活動及日常生活的信心，以
建立健康生活習慣。

對象：中風或腦受損患者
備註：  先到先得       首次參加優先       須評估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

禾輋中心二5月24日至6月7日0132 下午2:30  - 下午5:00
2636 0666
2639 9969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痛楚處理及運動班 . 共三堂
由物理治療師講解各種關節及軟組織(頭，肩頸，腰背，膝蓋)痛楚的成因，介紹自理痛楚的方法及預防性
的運動。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風濕科及有慢性肌肉關節痛楚的患者優先)
備註：首次優先

康山中心四4月14日至4月28日0257 下午2:30  - 下午5:00 2549 7744

李鄭屋中心五5月16日至5月30日0219 上午10:00  - 下午12:30 2361 2638

大興中心/
網上進行五5月13日至5月27日0161 下午2:30  - 下午5:00 2775 4414

2022年4-6月號    第38期 2022年4-6月號    第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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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柏金遜症患者及家屬
備註：  參加者有基本獨立步行能力(可用手杖)及有跌倒風險     首次優先     可有復康巴安排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步姿改善及功能性運動工作坊 . 共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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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鄭屋中心一5月16日至5月23日0184 下午 2:00  - 下午4:30 2361 2838

禾輋中心二6月21日至6月28日0093 下午 2:30  - 下午5:00 2636 0666

康山中心四6月9日至6月16日0276 下午 2:30  - 下午5:00 2549 7744

中
風
及
腦
損

$200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樂隨風』中風復康者合唱團線上練習 . 共兩堂(2022.4-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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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言語困難的左腦中風患者及家屬
備註：須經工作員評估

2549 7744四4月7日及4月21日0258 上午11:30 - 下午12:30 康山中心

2549 7744四5月5日及5月19日0259 上午11:30 - 下午12:30 康山中心

2549 7744四6月9日及6月23日0260 上午11:30 - 下午12:30 康山中心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風中邁步」運動訓練課程 . 共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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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先到先得      需評估      可有復康巴安排

會員$60
非會員$90
綜援免費李鄭屋中心四5月19日至6月23日0242 下午2:00 - 下午4:30 2361 2838

太平中心六5月21日至6月25日0140 下午2:30 - 下午5:00 2639 9969
2636 0666

對象：柏金遜症初患者及家屬
備註：先到先得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柏友同行」復康規劃導航 . 共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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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你制定個人復康策略。

三5月4日至5月11日0274 上午10:00  - 下午12:30 2549 7744康山中心/
網上進行

對象：柏金遜症患者及家屬
備註：先到先得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柏住上」系列 - 開心大發現
「積極心情」是對抗柏金遜症的四大武器之一，今次活動透過同路人交流分享如何培育開心積極心情應對
柏金遜症。

六5月14日0275 上午10:30  - 中午12:00 2549 7744康山中心

2022年4-6月號    第38期 2022年4-6月號    第38期

對象：柏金遜症患者
備註：   須評估      須獨立步行      歡迎家屬陪同      與香港柏金遜症會、香港太極總會合辦
 由柏金遜症基金資助      首次優先

活動編號 費用日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柏金遜症太極班 . 共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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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50
非會員$50
綜援免費

0159
一
三5月30日至6月29日 上午11:00 - 下午12:30 兆麟體育館 2775 4414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中風患者手部訓練工作坊 . 共兩堂
由職業治療師講解腦科患者常見的手部活動功能障礙，並教授家居運動以鍛煉手部的活動能力。

對象：中風、腦部受損患者及家屬
備註：  先到先得      需評估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禾輋中心四5月5日至5月12日0134 上午10:00 - 下午12:30 2636 0666
2639 9969

大興中心 2775 4414一7月11日至7月18日0163 下午2:30 - 下午5:00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五6月10日至6月17日0249 下午2:30 - 下午5:30



對象：柏金遜症患者及家屬
備註：  與香港柏金遜症會新界西分區及基督教靈實協會合辦

柏金遜症會新界西分區會員優先

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與職業治療師對談：家居安全
與職業治療師對談，講解柏友須注意之家居安全及避免家居危險陷阱。

大興中心/
網上進行五4月8日0285 上午10:30  - 中午12:00 2775 4414

對象：柏金遜症患者及家屬
備註：  與香港柏金遜症會新界西分區及基督教靈實協會合辦

柏金遜症會新界西分區會員優先

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與物理治療師對談：肌力運用及預防跌倒
與物理治療師對談，講解如何適當運用及提升肌力，預防跌倒。

大興中心/
網上進行五6月10日0286 上午10:30  - 中午12:00 2775 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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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腦科照顧者
備註：   先到先得       (認知障礙症、腦受損、中風及柏金遜症照顧者/家屬)優先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和諧粉彩體驗工作坊 . 共兩堂
由導師教導和諧粉彩的技巧，在課堂時間放底照顧包袱，好好體驗工作坊的樂趣。

4月2日至4月9日 六0261 上午10:30  - 下午12:30 2549 7744康山中心 

對象：照顧者
備註：先到先得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舒壓按穴線上工作坊
學習及體驗呼吸練習和穴位按摩，從而舒緩壓力，提升身心健康。

禾輋中心三8月25日0887 上午10:00  - 上午11:30 2636 0666

對象：照顧者
備註：   與東區地區康健站合辦         東區居住或在職照顧者優先

先到先得         參加者需合適進行健能活動         活動會包含東區地區康健站服務介紹

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普拉提體驗工作坊
普拉提運動主要集中訓練主體軀幹肌肉，以達至肢體活動協調的效果。如能及早強化軀幹肌肉提高它們的
活動效能，便能減少痛楚並且有效防止傷患。

地區康健站
千禧廣場

六4月23日0281 下午2:00  - 下午3:30 2549 7744

對象：腦科照顧者 (認知障礙症、腦受損、中風及柏金遜症照顧者/家屬)
備註：先到先得

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輕輕鬆鬆做手工
照顧者/家屬互助小組提供一個平台讓照顧者/家屬交流照顧經驗、學習照顧技巧、彼此分享照顧心得及分擔
在照顧工作上遇到的困難，藉此互相支持和減低照顧壓力。

大興中心六4月9日0151 下午2:30  - 下午4:30 2775 4414

對象：照顧者
備註：   與東區地區康健站合辦         東區居住或在職照顧者優先

先到先得         參加者需合適進行健能活動         活動會包含東區地區康健站服務介紹

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肌筋膜放鬆及伸展運動工作坊
本體驗班重於伸展運動和筋膜放鬆，參加者將消除身體緊繃、提高身體靈活度。

康山中心五5月20日0282 下午2:00  - 下午3:30 2549 7744

對象：照顧者
備註：   與東區地區康健站合辦         東區居住或在職照顧者優先

先到先得         參加者需合適進行健能活動         活動會包含東區地區康健站服務介紹

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阻力訓練體驗工作坊 (練力帶)
本體驗班重於以有效的阻力訓練，利用練力帶以提高力量，鍛鍊肌及各肌肉群。

康山中心五6月24日0283 下午2:00  - 下午3:30 2549 7744

2022年4-6月號    第38期 2022年4-6月號    第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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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50歲或以上人士
備註：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與香港中文大學合辦

「賽馬會全城起動防衰老計劃」-特別服務項目

適健中心 2534 3533二4月26日031 上午10:00 - 下午12:30

適健中心 2534 3533二5月17日033 上午10:00 - 下午12:30

日期活動編號

衰老評估及防衰老工作坊
評估包括衰老評估問卷、肌力測試、血壓、腰圍與BMI量度；工作坊即教授防衰老之健體、健腦及營養方法。

參加者必須同意相關研究

適健中心 2534 3533 免費四5月5日032 下午2:00 - 下午4:30

費用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對象：照顧者
備註：先到先得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活學活用- Google Map及City mapper電話APP工作坊 . 共兩堂
由導師透過兩堂課程教度如何運動電話程式Google Map及CityMapper，學習如何利用兩個apps找尋自己先去
的地方及路線。

4月18日至4月25日 一0262 晚上7:00  - 晚上9:00 2549 7744康山中心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需評估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肩負重任-肩頸運動工作坊 . 共三堂
健體教練會教導如何改善肩頸不舒服的問題，講解理論並同時做運動，用行動減輕負擔∼

6月11日至6月25日 六0288 下午2:00  - 下午4:00 2549 7744康山中心 

2022年4-6月號    第38期 2022年4-6月號    第38期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照顧者
備註：   先到先得      參加者須年滿18歲；及能夠清晰明白與理解粵語的分享、表達、及指令

香港復康會獲得英國“ACTivate Your Life Program”的專利授權在本港獨家提供此服務

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心靈啟動Zoom課程 . 共四堂
本心理教育課程引入自英國的“ACTivate Your Life Program”，應用國際新興的心理學療法 -『接納與承
諾治療』，它強調『接納』與『行動』，提升心理靈活度和心靈彈性；幫助長期病患者和照顧者學習更好地
面對生活中難以改變的問題，避免和負面想法及情緒角力和糾纏，從而讓我們有更多的精力和時間實踐有意
義的生活，過更好的人生。

4月27日至5月18日 三0287 晚上7:00  - 晚上9:00 2549 7744

對象：照顧者
備註：先到先得

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照顧者ZOOM看世界-挪威篇
繼上次去台灣，今次我地再飛遠D！照顧者Zoom開眼界今次同你去挪威旅行 
晚上一個鐘比你有ME Time 輕鬆時間 
理解挪威照顧者政策，讓自己看看眼界

5月20日 五0289 晚上8:30  - 晚上9:30 2549 7744

護士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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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復康會會員(長期病患者或其家屬)
備註：   診症時間︰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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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只檢測糖化血紅素及尿酸不需空腹        
 參加者可即場獲發檢查報告乙份

敬請預約

全血脂測試
$140
糖化血紅素測試 
$180
空腹血糖
$10 
尿酸測試 
$20 
健康諮詢
$100 
(不包括驗血測試)

費用日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活動編號

上午9:40 - 中午12:000211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4月11日(一)、5月6日(五)
及6月10日(五)

上午9:40 - 中午12:000148 禾輋中心 2636 06664月26日(二)、5月17日(二)
及6月20日(一)

上午9:40 - 中午12:000116 大興中心 2775 44144月23日(六)、5月26日(四)
及6月25日(六)

4月14日(四)、5月26日(四)
及6月17日(五) 上午9:40 - 中午12:00 康山中心 2549 77440145

上午9:40 - 中午12:00 太平中心 2639 99690147 6月28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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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練力橡根操工作坊 . 共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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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首次優先      先到先得

大興中心 2775 4414五5月20日至5月27日0092 晚上6:45 - 晚上9:15

康山中心 2549 7744三5月18日至5月25日0119 晚上7:00 - 晚上9:30

康山中心 2549 7744三4月13日至4月20日0118 晚上7:00 - 晚上9:30

挺起胸膛-腰背運動工作坊 . 共兩堂
透過兩堂課程，健體教練會教導如何改善腰背痛的問題，教導腰背的伸展及肌力運動，改善腰背的狀態。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先到先得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康山中心六5月28日至6月4日0264 上午10:30 - 下午12:30 2549 7744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預防跌倒工作坊 . 共兩堂
跌倒的成因包括環境或身體因素，跌倒可導致骨折和身體受創。由職業治療師教授預防跌倒的方法及增
強平衡的運動。

對象：長期病患者(中風及腦部受損患者優先)，須有基本獨立步行能力(可用手杖)及有跌倒風險
備註：   首次優先      須評估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四5月19日至5月26日0199 上午10:00 - 下午12:30 禾輋中心
2636 0666
2639 9969

二4月19日至4月26日0277 下午2:30 - 下午5:00 康山中心 2549 7744

一5月23日至5月30日0162 下午2:30 - 下午5:00 大興中心 2775 4414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共三堂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

2636 0666
2639 9969禾輋中心二4月19日至4月26日0128 下午2:00 - 下午4:00

2775 4414大興中心五7月15日至7月22日0165 下午2:00 - 下午4:00

2549 7744康山中心 一6月13日至6月27日0263 上午10:30 - 下午12:30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收肚腩-強化核心肌群運動工作坊 . 共兩堂
透過兩堂課程，健體教練會教導如何強化核心肌群並保持正確運動方法及姿勢，齊齊收緊肚腩。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  須評估      首次優先

會員$50
非會員$75
綜援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健康血管計劃之健康行返嚟 . 共五堂
由田徑教練指導利用健步行訓練心肺功能和肌肉鍛鍊，協助三高人士建立安全的運動習慣。

對象：高血壓、高血脂或高血糖患者 (能獨立步行) 
備註：   首次優先      須評估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二5月3日至5月31日0170 晚上7:00 - 晚上9:00

屯門鄧肇堅運動場 2775 4414三5月11日至6月8日0182 晚上7:30 - 晚上9:30

屯門鄧肇堅運動場 2775 4414一5月16日至6月13日0183 上午9:30 - 上午11:30

坐式健體運動班 . 共兩堂
由物理治療師教授坐著進行的健體運動，針對腰腹核心肌肉，肩膀穩定訓練及維持下肢肌力，讓未能自
主步行及體能較弱的參加者也可鍛煉體能，改善活動能力。
對象：長期病患者(需用輪椅輔助或行動不便之人士)
備註：  首次優先     須評估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太平中心二6月14日至6月21日0200 上午10:00 - 中午12:00 2639 9969
2636 0666

李鄭屋中心二6月20日至6月27日0185 下午2:00 - 下午4:00 2361 2838

大興中心五7月8日至7月15日0164 上午10:00 - 中午12:00 2775 4414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肩負重任-肩頸運動工作坊  .  共三堂
健體教練會教導如何改善肩頸不舒服的問題，講解理論並同時做運動，用行動減輕負擔。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須評估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

康山中心四6月9日至6月23日0265 上午10:30 - 下午12:30 2549 7744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會員$50
非會員$75
綜援免費

太平中心六
4月9日至5月14日
(4月16日除外)0129 下午2:00 - 下午4:30 2639 9969

2636 0666

大興中心二4月12日至5月10日0090 下午2:00 - 下午4:00 2775 4414

大興中心五7月8日至8月5日0108 晚上7:00 - 晚上9:00 2775 4414

康山中心四5月5日至6月2日0120 下午2:00 - 下午4:00 2549 7744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全方位健體運動班 . 共五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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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科及氣管科優先)
備註：   首次優先      須能獨立步行及有基本運動耐力
             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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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械健體訓練計劃 . 共八堂
活動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本會協辦。由專業教練教授各項器械運動，增強心肺功能。

對象：長期病患者(須能獨立步行)
備註：   須抽籤        首次優先         須能獨立步行

此課程為基礎器械健體課程，完成後並不符合登記康文署健身室使用者資格，敬請留意！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免費

兆麟體育館 2775 4414四6月2日至6月23日0104 下午2:00 - 下午4:00

楊屋道體育館  2361 2838五
6月10日至8月5日
(7月1日除外)0197 上午10:00 - 上午11:00

上午11:00 - 中午12:00

會員$40
非會員$60
綜援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瑜珈伸展班 . 共四堂
透過瑜珈伸展動作，放鬆緊張肌肉，調適呼吸，有效改善姿勢及增強柔度。

對象：長期病患者(風濕科、心臟科、糖尿科、氣管科優先)
備註：   須能獨立步行      首次優先      先到先得

康山中心 2549 7744二6月7日至6月28日0121 下午2:00 - 下午4:00

大興中心 2775 4414一5月16至6月6日0091 上午10:00 - 中午12:00

2022年4-6月號    第38期 2022年4-6月號    第38期

活動編號

腰腿強化運動20式 . 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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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負重運動及蓆上運動訓練，提昇肌力及耐力。

對象：長期病患者(糖尿病、心臟科、風濕科及痛症患者優先)
備註：  首次優先     須評估     須能獨立步行(可用手杖)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

共四堂
會員$40
非會員$60
綜援免費

費用日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0103 大興中心 2775 4414三6月8日至6月29日 下午2:00 - 下午4:00

0117 康山中心 2549 7744六4月23日至5月7日 上午10:00 - 中午12:00

對象：長期病患者
備註：  首次優先     須抽籤     須能獨立步行

活動編號

羽毛球訓練計劃 . 共四堂
活動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本會協辦。由專業教練教授羽毛球。

費用日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免費
0270 港島東體育館  2549 7744三6月1日至7月20日 下午1:00  - 下午3:00 

0238 顯徑體育館
2636 0666
2639 9969三6月22日至7月13日 上午10:00 - 中午12:00

活動一覽 . 綜合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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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

共4堂
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太極訓練計劃 . 共八堂
活動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本會協辦。由專業教練教授太極拳。

對象：長期病患者
備註：   須能獨立步行      首次優先      須評估

鰂魚涌體育館 25497744三6月1日至7月20日0268 下午3:00 - 下午4:00

港島東體育館 25497744四6月9日至6月30日0269 上午10:00 - 中午12:00

對象：長期病患者
備註：  首次優先     須抽籤     須能獨立步行

活動編號

乒乓球訓練計劃 . 共四堂
活動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本會協辦。由專業教練教授。

費用日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免費0234 港島東體育館 2549 7744二6月7日至6月28日 上午10:00  - 中午12:00

對象：長期病患者
備註：  首次優先     須抽籤     須能獨立步行

活動編號

健體舞訓練計劃 . 共八堂
活動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本會協辦。由專業教練教授健體舞。

費用日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免費

0237 顯徑體育館
2636 0666
2639 9969三5月11日至6月29日 下午3:00  - 下午4:00 

0254 大埔墟體育館
2639 9969
2636 0666五6月10日至8月5日 上午10:00 - 上午11:00

0253
上水保榮路
體育館

2639 9969
2636 0666二6月7日至7月26日 上午10:00 - 上午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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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長期病患者
備註：  首次優先     須抽籤     須能獨立步行

活動編號

室內草地滾球訓練計劃 . 共八堂
活動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本會協辦。由專業教練教授。

費用日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免費0266 港島東體育館 2549 7744二6月7日至7月26日 上午11:00  - 下午1:00

2022年4-6月號    第38期 2022年4-6月號    第38期

對象：長期病患者
備註：  首次優先     須抽籤     須能獨立步行

活動編號

八段錦訓練計劃 . 共四堂
活動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本會協辦。由專業教練教授。

費用日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免費

共八堂
免費0198 保安道體育館 2361 2838五7月7日至8月25日 上午10:00  - 上午11:00

0232 港島東體育館 2549 7744一6月6日至6月27日 下午3:00  - 下午5:00 

0233 港島東體育館 2549 7744六7月2日至8月20日 上午10:00  - 上午11:00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  首次優先     須抽籤     須能獨立步行

活動編號

普及體操訓練計劃 . 共八堂
活動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本會協辦。由專業教練教授。

費用日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免費

共四堂
免費

0240
上水保榮路
體育館 

2639 9969
2636 0666三6月8日至7月27日 上午9:00  - 上午10:00

0255 大埔墟體育館
2639 9969
2636 0666四6月9日至6月30日 上午10:00  - 中午12:00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  首次優先     須抽籤     須能獨立步行

活動編號

徒手健體訓練計劃 . 共八堂
活動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本會協辦。由專業教練教授徒手健體。

費用日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免費0267 鰂魚涌體育館 2549 7744五7月8日至8月26日 下午3:00 - 下午4:00

對象：長期病患者
備註：  首次優先     須抽籤     須能獨立步行

活動編號

草地滾球訓練計劃 . 共八堂
活動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本會協辦。透過有系統的訓練，令學員正確地掌握草地滾球基本技術。

費用日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免費0105
湖山草地
滾球場 2775 4414三6月8日至6月29日 晚上7:00  - 晚上9:00 

對象：長期病患者
備註：  首次優先     須抽籤     須能獨立步行

活動編號

優質健行訓練計劃 . 共八堂
活動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本會協辦。由專業教練教授健行。

費用日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免費0190
荔枝角公園
(第三期)
優質健行徑

2361 2838四6月2日至7月21日 上午10:00  - 上午11:00

對象：長期病患者、心臟病、糖尿病、高血壓及風濕科患者
備註：  首次優先     須抽籤     須能獨立步行     適合不懂游泳人士參加

後備活動：徙手健體訓練計劃*

活動編號

成人水中健體訓練計劃 . 共八堂
活動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本會協辦。由專業教練教授水中健體。

費用日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免費

0106 屯門游泳池 2775 4414二6月7日至7月26日 上午10:00  - 上午11:00

0107 屯門游泳池 2775 4414二6月7日至7月26日 上午11:00  - 中午12:00

0109
屏山天水圍
游泳池 2775 4414一7月11日至8月29日 上午9:00  - 上午10:00

0110
屏山天水圍
游泳池 2775 4414一7月11日至8月29日 上午10:00  - 上午11:00

0193*
觀塘游泳池
(後備地點：
瑞和街體育館)

2361 2838
二
四6月14日至6月23日 晚上6:00  - 晚上7:00

0195*
觀塘游泳池
(後備地點：
瑞和街體育館)

2361 2838
二
四6月7日至6月16日 上午10:00  - 上午11:00

0194*
觀塘游泳池
(後備地點：
瑞和街體育館)

2361 2838
二
四7月14日至7月26日 晚上7:00  - 晚上8:00

0196*
九龍公園游泳池
(後備地點：
九龍公園體育館)

2361 2838五6月10日至7月29日 上午10:00  - 上午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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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2361 2838六4月23日0248 上午10:30 - 中午12:00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舒壓按穴線上工作坊
學習及體驗呼吸練習和穴位按摩，從而舒緩壓力，提升身心健康。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   先到先得       首次優先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2549 7744六4月30日0279 上午10:30 - 中午12:00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細賞大自然」 - 五感靜觀工作坊
大自然常給予人啟發和力量，透過五感靜觀方法幫助自己尋回內心的平靜與力量。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   先到先得       自備一張所拍攝的大自然相片       如手上有植物花材也可一併帶同上課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2361 2838六6月18日0204 上午10:30  - 下午12:30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與回憶斷．捨．離
歲月流逝，很多舊事已過，但留下了不少回憶；有些回憶美麗、有些卻令我們裹足不前。
這個週末早上，就讓我們一起探討如何與回憶來個健康的斷．捨．離吧！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  首次優先      先到先得

會員$60
非會員$90
綜援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有招無慮-焦慮情緒管理課程 . 共六堂
本課程主要結合認知行為療法、身心靈綜合調養方法和靜觀療法協助長期病患者和家屬面對焦慮情緒，
掌握應對技巧。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但未曾參加過「心情新角度」和「規條新角度」課程）
備註：   須經組前問卷評估，對象是輕度至中度焦慮症狀的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認知能力正常（不適合腦部認知功能受損的患者參加）

2549 7744康山中心一6月6日至7月11日0280 下午2:00 - 下午4:30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2636 0666
2639 9969三6月8日0216 下午2:30 - 下午4:00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慢食．靜心體驗工作坊
透過慢食(Mindful Eating)與靜觀體驗，學習專注當下，感受身心安定，自在輕鬆的狀態。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   先到先得       每人自備小型易食水果一個 (例如香蕉或蘋果) 也可，以進行慢食活動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2549 7744五5月13日至5月20日0278 下午2:30  - 下午4:30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慢活養 “心”視像工作坊 . 共兩堂
讓大家認識應快則快，應慢則慢的生活節奏，促進健康平衡的生活方式。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  首次優先      先到先得      請自備紙和筆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2361 2838六5月21日0203 下午2:30  - 下午4:30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想做．卻做不到？認識你的內在阻力
計劃多多，卻未可付諸實行？周身刀、識好多，卻用不到？
原來，每個人的內心都有一些阻力，令致計劃沒被實踐、方法沒被應用。
這個週末下午，讓我們齊來覺察這股內在阻力、打破僵局。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  首次優先      先到先得      請自備紙和筆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六5月7日至5月14日0247 上午10:00  - 下午12 :30

大興中心 2775 4414三6月8日至6月15日0101 上午10:00  - 下午12 :30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身心自在減壓工作坊 . 共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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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療)。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須評估

2022年4-6月號    第38期 2022年4-6月號    第38期



心
理
支
援

30

活動一覽 . 綜合病科

綜合病科  - 心理支援 綜合病科  -  患者及家屬教育29

患
者
及
家
屬
教
育

活動一覽 . 綜合病科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

2361 2838李鄭屋中心六5月21日至6月4日0172 下午2:00 - 下午4:30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提昇好膽固醇有妙法 . 共三堂
營養師和社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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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先到先得      首次優先

2775 4414六4月23日0111 下午2:30 - 下午4:30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優質睡眠秘訣
由註冊護士簡介睡眠生理學、糾正常見謬誤、服用安眠藥的注意事項及掌握提昇睡眠質素的方法，以改
善個人的健康狀況。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先到先得

2775 4414六5月21日0113 上午10:30 - 下午12:30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外出揀飲擇食貼士
由註冊護士講解外出飲食陷阱和健康之選，讓參加者明智選擇餐廳類型和食品，以實行健康飲食原則。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先到先得

2022年4-6月號    第38期 2022年4-6月號    第38期

2639 9969
2636 0666二5月24日0175 下午2:30  - 下午4:30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心腦血管病藥物工作坊
認識心腦血管病藥物的作用及副作用，減少及除去用者在平日生活中對服用藥物的謬誤，以協助參加者控
制病情。

對象：高血壓、中風及心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   先到先得       可帶備藥物或標籤進行諮詢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免費

2361 2838二4月19日至5月10日0250 下午2:30 - 下午4:30

2636 0666
2639 9969禾輋中心五

5月13日至6月10日
(6月3日除外)日0201 上午10:00 - 中午12:00

2361 2838李鄭屋中心五5月6日至5月27日0252 下午2:30 - 下午5:00

2361 2838藍田適健中心四4月21日至5月12日0251 上午10:30 - 下午12:30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心靈啟動課程 . 共四堂
本心理教育課程引入自英國的“ACTivate Your Life Program”，應用國際新興的心理學療法 -『接納與
承諾治療』，它強調『接納』與『行動』，提升心理靈活度和心靈彈性；幫助長期病患者和照顧者學習
更好地面對生活中難以改變的問題，避免和負面想法及情緒角力和糾纏，從而讓我們有更多的精力和時
間實踐有意義的生活，過更好的人生。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照顧者
備註：   先到先得        參加者須年滿18歲；及能夠清晰明白與理解粵語的分享、表達、及指令

香港復康會獲得英國“ACTivate Your Life Program”的專利授權在本港獨家提供此服務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抑鬱焦慮是甚麼? . 共二堂
了解抑鬱和焦慮症的定義、徵狀、影響和治療方法。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須評估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一6月13日至6月20日0214 下午2:00 - 下午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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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食物標籤 - 超市實習篇 . 共兩堂
學習閱讀食物標籤的方法，以助掌握選購較為健康的加工食品，協助減少影響病情。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   先到先得       參加者必須先出席首堂，才可參與第二堂

禾輋中心三5月18日至5月25日0168 下午2:30   - 下午5:00 2636 0666
2639 9969

李鄭屋中心三5月11日至5月18日0212 下午2:00   - 下午4:30 2361 2838

康山中心五5月20日至5月27日0143 下午2:30   - 下午5:00 2549 7744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標準體重有辦法 . 共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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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須評估

禾輋中心一5月16日至5月30日0171 晚上7:00   - 晚上9:30 2636 0666
2639 9969

康山中心五6月10日至6月24日0146 晚上7:00   - 晚上9:30 2549 7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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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預防脂肪肝工作坊
由註冊護士講解脂肪肝的成因、影響、預防、控制及治療，從而提升參加者預防脂肪肝的意識。

對象：高血壓/糖尿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先到先得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大興中心 2775 4414四6月23日0115 上午10:30 - 下午12:30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高血脂護理錦囊
認識高血脂的病理及掌握改善高血脂的方法及了解改善血脂的策略。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   先到先得       參加者可帶同現時服用的降血脂藥物出席

一6月27日0176 下午2:30   - 下午4:30 2639 9969
2636 0666

禾輋中心一5月30日0166 下午2:30   - 下午5:00 2636 0666
2639 9969

康山中心五6月10日0142 下午2:30   - 下午5:00 2549 7744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一5月9日至5月30日0213 下午2:00 - 下午4:30

康山中心 2549 7744五6月9日至6月30日0144 下午2:30 - 下午5:00

會員$40
非會員$60
綜援免費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睡得有法」認知行為小組 . 共四堂
學習非藥物方法改善睡眠質素，包括「睡眠限制法」、「情境控制法」及「睡眠日誌」調整睡眠時間，
了解個人想法對失眠的影響，重建健康睡眠模式。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  首次參加優先     須評估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服藥禁忌逐個數
由註冊護士講解常見藥物的服藥須知和禁忌，提升安全服藥意識。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先到先得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2775 4414六5月28日0114 上午10:30  - 下午12:30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腎衰竭迷思
由註冊護士講解腎衰竭之成因、病徵、治療及預防方法，提升參加者預防腎衰竭的意識。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先到先得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2775 4414六4月30日0112 下午2:30  - 下午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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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
糖尿病患者對「糖尿腎」欠警覺性 
醫患溝通充滿挑戰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於去年11月上旬，透過網上問卷成功訪問了153位糖尿病患者，了解他們對糖尿病誘發慢性腎
病(糖尿腎)的認識，以及醫生溝通所遇到的挑戰。結果發現：

醫生是病人在管理糖尿病路上的重要伙伴，良好的溝通必不可少。透過運用不同的溝通技巧及工具，及邀請其他相關
人士協助等的「醫患溝通法寶」，讓病人與醫生擁有更多優質的溝通時間，達至理想的病情管理。

六成糖尿病患者沒有或不知道需接受腎功能檢查三分一未曾跟醫生提及「糖尿腎」：此外，大部份患者(84%)由於
不了解相關症狀，於是感到難以向醫生表達腎功能衰退情況，這些都顯示糖尿病患者對「糖尿腎」欠缺警覺性。

醫患溝通充滿挑戰：九成受訪者都曾經在醫生問診的過程中，未能輕易回應醫生的提問，主要由於找不到合適的
詞語表達(39%)及記性不佳(34%)。與此同時，最多受訪患者都希望向醫生了解檢查報告的內容，及跟醫生討論
病情日後的發展及併發症，可是診症時間緊迫往往令病人未能成功向醫生提出討論。

提升溝通效率：大部份患者(69%) 認同增加個人管理糖尿病的知識及技巧，可提高醫患溝通的效率；此外，邀請
專科護士及藥劑師協助講解疾病治療資訊，也被不少受訪者視為有效改善溝通的方法。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資深社工暨培訓顧問劉素琼指出：「良好的醫患溝通是控制糖尿病的重要一環，
這次調查卻發現糖尿病患者與醫生對話時，因著病人自身及其他客觀因素出現各種困難，最終影響病情管
理。」有見醫患溝通仍存在不少改善空間，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與病人資訊平台「康心摯友」一同舉
辦「醫患糖尿醒『腎』Coffee Talk」座談會，邀請病人及來自不同專科的醫生走出診所，一起探索可讓病
人與醫護人員一同改善溝通技巧的方法。

低效醫患溝通　疾病管理缺失重要一環

其中一位參與座談會的醫生、內分泌及糖尿科專科醫生周振中醫生指出，糖尿病是影響全身組織的慢性疾
病，可誘發多個器官發生併發症，例如心衰竭及腎衰竭，因此糖尿病管理不僅止「治療糖尿病」，而是透
過控制糖尿病病情，去保護其他器官及組織，包括在藥物治療上，現時的新型糖尿藥如 SGLT2 抑制劑，也
在控糖之餘，為心臟及腎臟提供保護。

為了貫徹這治病概念，周振中醫生建議醫患雙方溝通時，留意以下重點：
共同訂立治療目標：在確診糖尿病初期，醫患雙方共同制定個人化的治療目標及進程，並以此作為日後
的溝通框架，讓雙方的討論內容更具體集中，提升整體溝通效率與及控病效果。

循可信任的渠道增進疾病知識：不論線上線下都有不少專業醫護機構及病人組織，提供糖尿病各類資訊，
病患可在診症室以外增進相關知識，與醫生討論病情更加暢通無阻。

共訂治療目標及進程成溝通框架　令討論更具針對性

另一位參與座談會的醫生、腎病科專科醫生何繼良醫生指出，糖尿病是引致腎衰竭的主因，約四成糖尿病
患者會併發慢性腎病，帶來皮膚痕癢、疲倦、水腫、氣喘等徵狀。然而早期慢性腎病症狀並不明顯，故此
糖尿病患者欲盡早預防併發症發生，勤做檢測是不可缺少的。此外何繼良醫生還提出以下建議促進雙方溝
通，達致理想的病情管理：

記錄血糖血壓：患者在覆診前至少記錄一星期的血糖及血壓數據，幫助醫生快速掌握患者的病情。

利用簡單指標評估病情：一些簡單指標已能扼要呈現個別器官的狀況，例如詢問檢查蛋白尿的程度和腎
功能期數，便知道腎臟的健康狀況。

邀請其他醫護人員參與病情管理：專科護士、藥劑師及營養師，可向患者講解疾病知識、服藥需知及飲
食管理方法，讓患者可在診症室內集中跟醫生討論治療方案。

記錄血糖血壓不可少　簡單指標快速理解腎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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