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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COVID-19)自去年開始在本港及全球多個地方出現，至今已超過一
年半，疫情反反覆覆，嚴重打亂市民的生活、工作與學習。在疫情期間，不同的團體發佈有關香港市
民健康狀況的調查結果，均指出香港市民的精神健康比過去幾年差，急需各界和社會關注！

不少文獻顯示長期病患者的精神健康危機(如：患上抑鬱症、焦慮症等)較一般人高出兩倍！那麼，我們
的服務對象面對「疫情新常態」時，又是一個怎樣的狀態？

本會研究及倡議中心於去年底與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合作，訪問四百多位長期病患者，探討
他們因疫情而產生的情緒健康狀況以及他們處理這些情緒的方式。研究結果發現，就算在疫情緩和期
間，仍超過50%長期病患者出現情緒健康困擾的徵狀，包括抑鬱徵狀(30.5%)、焦慮徵狀(43.3%)。當
中，減少或沒有參與運動或戶外活動、減少或沒有與他人聯絡／參與社交活動／互助活動的人士屬高
危群組，他們的情緒健康亦顯著較差。總括而言，在疫情爆發期間，長期病患者的精神健康狀況需要
更多的關注。

社區復康網絡定期舉辦視像心理健康教育，結合靜觀、表
達藝術、養生養心的概念與手法，讓您安坐家中，淺嚐不
同的減壓、滋潤心靈的方法，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規劃
下一步！

如有興趣，請參閱本通訊24-27頁心理支援的活動資料，
亦可按入此連結https://bit.ly/3vaoeLn或掃瞄以下QR 
Code了解詳情。

「心靈承接行動」是一項為期兩年的心理健康推廣計劃，承蒙滙豐基金與不同捐助者的支持，讓本

會能引入國際新興的心理學模式——接納與承諾療法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簡

稱ACT)，有效地協助長期病患者和照顧者學習接納不能改變的事情，坦然面對當中的想法與情緒，

並能選擇如何過有意義的生活，找到真快樂! 計劃內容包括「心靈啟動課程」、「心靈深化指

導」、「日常心靈練習」、「心靈歷奇分享」、「心靈承接大使」。

活動推介:「心靈啟動課程」
早學早得益，快啲行動報名!

詳情可參考本通訊第26頁，致電相關中心報名登記；或掃瞄此QR code自行報名
https://bit.ly/3nPshtu

本計劃的三位吉祥物剛誕生，他們想藉此機會與大家 Say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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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棉心」!

我是由一塊心形表面和黃色
海綿組成，象徵心靈猶如海
綿一樣富有彈性，能夠吸收
和接納心靈中正負面的想法
和感受。

我是「雞湯」!
大家好，
我是「縮叔」!

我擁有心形雞冠，球狀身形像是
一個圓碗，黃色為雞湯顏色，
寓意心靈雞湯，希望大家每一次
的服務參與，猶如喝一口心靈雞
湯，滋潤心靈。

我天生背著一個巨大沉重的龜殼，但
仍然微笑前行。寓意每個人身上都背
負著不同程度的壓力和痛苦，例如患
病與照顧的壓力，但希望大家透過參
與計劃的服務後，能有新的方法與壓
力和痛苦共存， 繼續前行!

本會近年銳意在服務發展上善用資訊科技，
有著不少突破！因著疫情，我們加強為長期
病患者及照顧者提供多元化的網上活動，支
援服務對象持續做好身心健康管理、維持與
同路人的互助與支持，當中包括視像心理健
康教育；在過去大半年，我們舉辦接近三十
個不同主題的視像心理健康教育活動，無論
從患者及照顧者的報名反應、活動後的分
享，均是正面及鼓舞的！

以下是部份用者參與後的分享，或許也有您的心聲！

疫情令我常留在家，起初報名本著“不妨
一試”和“解悶”的心態，估不到對住個
mon的兩小時，我學到怎樣幫自己少啲鬱
悶煩躁、多啲平靜愉快...

行動不便，加上不想與人講太多心底話、
家事，令我一直卻步參加那些“講情緒”
的小組；視像令我熱身Warm-up，除了學
到一些照顧自己心靈的方法外，也發現“
講情緒”也不是從前想像般沉重，或許我
會嘗試參加小組！

我忙於照顧家中的兩老，根本行唔開，視
像啱晒我，俾我逐少逐少學吓點樣減壓！

那次心臟病發，我幸運地從死裡途生！朋
友常說我要珍惜第二生命、要好好活，但
我知道自己好像被一些情緒壓著，乏力前
行！似乎未需要見輔導？但單靠一己之力
又難有突破！參加了這幾場視像活動，我
淺嚐到心理健康教育，找到合適自己的方
法，知道下一步讓怎樣行！

最新消息 鳴謝 心靈「承．接」行動的捐助者：
  Baring Private Equity Asia Limited
  Rusy and Purviz Shroff Charitable Foundation
  Wong Check She Charitable Foundation
  Huaiyu Charitable Trust
  A-Zone Foundation
  Dr. Pauline Chan Charitabl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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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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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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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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場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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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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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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復發工作坊
心臟病復康視像工作坊
打針食藥無煩惱
糖尿病自我管理視像課程
預防糖尿足及腎病
血脂血壓自我管理視像課程
痛症全面睇
網上版不再中風課程
柏金遜症藥物工作坊
柏金遜症復康規劃視像工作坊
柏金遜症講座：穴位按壓與養生湯水

P.7
P.7 
P.8
P.9
P.9
P.10
P.12
P.14
P.16
P.17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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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自然禪繞
慢食．靜心體驗工作坊
舒壓按穴線上工作坊
快活養“生”視像工作坊
影．照我生
靜觀．自我關懷
心腦血管病藥物工作坊
常見健康指標工作坊
「睡得有法」認知行為小組
慢病自我管理課程(2020年版)

P.24
P.24
P.24
P.25
P.25
P.25
P.27
P.28
P.29
P.30

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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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糖尿及高血壓 8

對象：心律不正患者及家屬
講者 : 心臟專科醫生和起搏器公司代表
備註：  先到先得     與起搏之友合辦

活動編號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六8月28日0710 下午2:00 - 下午4:30

心律不正與裝機前後自我照顧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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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日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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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興中心六9月18日至9月25日0214 上午10:00  - 中午12:00 2775 4414

活動編號

糖
尿
及
高
血
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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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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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中心 2639 9969
2636 0666二9月28日至10月5日0247 下午2:30 - 下午5:00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大興中心/
網上進行 2775 4414六9月4日至9月11日0100 下午2:00  - 下午4:30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日7月18日至7月25日0708 上午10:00 - 下午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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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60
非會員$90
綜援免費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一8月30日至10月4日0716 下午2:00 - 下午4:30

心臟復康課程(第二階段) .  共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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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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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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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7月31日0093 下午2:00 - 下午4:00 2775 4414

六8月28日0094 下午2:00 - 下午4:00 2775 4414

六9月25日0098 下午2:00 - 下午4:00 2775 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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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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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須評估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2549 7744一7月5日至7月19日0123 晚上7:00 - 晚上9:00

對象：糖尿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   先到先得      參加者可帶同現時服用的降血糖藥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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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四9月16日0168 下午2:30 - 下午4:30 2549 7744

2021年7-9月號    第35期 2021年7-9月號    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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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控糖‧活得自在 . 共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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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致生活與理想血糖的平衡。

對象：糖尿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  須評估      首次參加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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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援免費大興中心 2775 4414六8月21日至9月11日0216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康山中心/
網上進行 2549 7744四7月15日至8月5日0125 下午2:00 - 下午4:30

糖
尿
及
高
血
壓

風
濕
、
痛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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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9 7744六

8月7日至9月4日
(8月21日除外)0204 上午10:00 - 下午12:30

2775 4414六7月10日至7月31日0215 上午10:00 - 下午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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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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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4四8月12日至9月2日0217 上午10:00 - 下午12:30

2549 7744三8月4日至8月25日0206 上午10:00 - 下午12:30

2549 7744一9月6日至9月27日0207 下午2:30 - 下午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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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本會糖尿課程之糖尿病患者及其家屬
備註：   參加者需已完成「自主控糖．活得自在」或「控糖有法」課程      須評估

2361 2838三7月7日至7月21日0677 下午2:00 - 下午4:30 李鄭屋中心/
網上進行

2549 7744三9月8日至9月29日
(9月22日除外)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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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糖尿足及腎病
由註冊護士講解糖尿併發症，包括糖尿足及慢性腎病，讓糖尿病患者從生活起學習及實踐糖尿足及腎
病之預防及護理方法。

對象：糖尿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曾參加糖尿課程優先

2775 4414六7月17日0114 下午2:00 - 下午4:00

2021年7-9月號    第35期 2021年7-9月號    第35期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太平中心/
網上進行

2639 9969
2636 0666六10月2日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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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濕醫‧患互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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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濕科患者及家屬
備註：  須評估      首次參與本會風濕科活動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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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優先      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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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費用由風濕病基金會收取

禾輋中心

大興中心/
網上進行一8月9日至8月30日0231 下午2:30 - 下午5:00 2775 4414

香港風濕病基金會
賽馬會病人資源及訓練中心
(石硤尾)

二7月6日至7月27日1095 上午10:00  - 下午12:30

2361 2838

二9月7日至9月28日0242 下午2:30 - 下午5:00
2636 0666
2639 9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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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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中風危機及康復需要評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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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太平中心/ 2639 9969
2636 0666六7月31日0260 下午3:30  - 下午4:30 網上進行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費用

大興中心 2775 4414一7月19日至7月26日0073 下午2:30 - 下午5:00

太平中心 2636 0666
2369 9969

四8月19日至8月26日0261 下午3:00 - 下午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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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教授家居運動以訓練手部的活動能力。

對象：中風、腦部受損患者及家屬
備註：  先到先得       可有復康巴安排(只限太平中心)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四7月8日至7月22日0128 下午2:00 - 下午4:00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二8月31日至9月14日0129 下午3:30 - 下午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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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興中心五8月6日至8月20日0291 下午2:00 - 下午4:30 2775 4414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

禾輋中心二7月13日至7月27日0243 下午2:30  - 下午5:00
2636 0666
2639 9969

太平中心三9月1日至9月15日0244 下午2:30  - 下午5:00
2639 9969
2636 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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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到先得        須評估

康山中心四8月12日至8月26日0202 下午2:30  - 下午5:00 2549 7744

李鄭屋中心一9月6日至9月20日0130 下午2:30  - 下午5:00 2361 2838

大興中心五10月8日至10月22日0239 下午2:30  - 下午5:00 2775 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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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優先      須評估

三
9月1日至9月29日
(9月22日除外)0230 上午10:00 - 下午12:30 2775 4414大興中心

一9月20日至10月11日0241 上午10:00 - 下午12:30
2639 9969太平中心/ 
2636 0666網上進行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膝關節自我管理課程 . 共六堂
學習不同的身心方法，包括運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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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關節退化或膝痛患者
備註：  須評估      首次參與本會痛症活動優先      民社服務中心合辦

免費
九龍仔街坊福利會
(大坑東邨東龍樓地下)五7月23日至8月27日0127 上午10:00  - 上午11:30
2361 2838

2021年7-9月號    第35期 2021年7-9月號    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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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8月17日0246 上午10:00 - 中午12:00
2639 9969
2636 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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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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中風復康計劃 . 共十六堂
由職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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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山中心 2549 7744二7月6日至10月19日0198 上午11:00 - 下午1:00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一7月5日至10月18日0293 上午11:00 - 下午1:00

禾輋中心 2636 0666
2639 9969四

7月15日至11月4日
(10月14日除外)0259 上午11:00 - 下午1:30

會員$160
非會員$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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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風朋輩關顧員訓練課程  .  共八堂
學習欣賞及接納自己，並發掘自己正面的復康歷程，從而鼓勵其他中風患者，有信心地行中風後的復康路。

對象：有志成為朋輩關顧員的中風患者
備註：先到先得

康山中心 2549 7744三
7月28日至9月29日

0229 上午10:00 - 下午12:30(8月11日及
9月22日除外)

免費

中
風
及
腦
損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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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隨風』中風復康者合唱團 . 共兩堂(2021.7-9月)
由註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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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8日至7月22日
(7月15日除外)0193 上午11:30 - 下午12:30 康山中心

2549 7744四
8月12日至8月26日
(8月19日除外)0194 上午11:30 - 下午12:30 康山中心

2549 7744四
9月9日至9月23日
(9月16日除外)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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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中心
2639 9969
2636 0666三

10月6日至11月17日
(10月20日除外)0251 上午11:00 - 下午1:30

禾輋中心五9月3日至10月15日
(10月1日除外)0252 上午11:00 - 下午1:30

2639 9969
2636 0666

康山中心六7月10日至8月14日0196 上午11:00 - 下午1:30 2549 7744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網上版不再中風課程 . 共五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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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先到先得

2636 0666
2639 9969五7月30日至8月27日0253 晚上7:30 - 晚上9:00

會員$50
非會員$75
綜援免費

對象：中風、腦部受損患者及家屬
備註：須評估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歡樂扭氣球工作坊 . 共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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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精神，以氣球將歡樂傳送予每一位參加者。

會員$40
非會員$60
綜援免費

禾輋中心
2636 0666
2639 9969二8月10日至8月31日0258 下午2:30 - 下午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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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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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80
非會員$120
綜援免費

大興中心 2775 4414四
8月19日至10月28日
(9月9日、10月7日及
10月14日除外)

0118 上午9:30 - 上午11:00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二9月7日至10月26日0295 上午10:00 - 上午11:30

2021年7-9月號    第35期 2021年7-9月號    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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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職業治療師分式跌倒成因，並教授防跌運動及方法，增加平衡及肌力，減低跌倒風險。

對象：中風、腦部受損患者及家屬
備註：  先到先得      首次優先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五9月17日至9月24日0296 下午2:30 - 下午5:00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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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興中心五8月20日至8月27日0084 上午10:00  - 下午12:30 2775 4414

太平中心二9月14日至9月21日0248 上午10:00 - 下午12:30 2639 9969
2636 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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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慢食慢活
透過靜觀與慢食的體驗，學習專注當下、感受身心安定、放鬆心靈，減輕柏金遜症的徵狀。

太平中心六8月7日0249 上午10:30 - 中午12:00 2639 9969
2636 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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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好瞓一覺
因柏金遜令身體僵硬在晚上常遇到睡眠問題，透過柏友們一起分享交流，讓自己有一個較好及輕鬆睡眠。

太平中心五9月10日0250 下午2:30  - 下午4:00 2639 9969
2636 0666

對象：18至64歲中風患者、於5年內病發、沒有任何嚴重視覺/聽覺缺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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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藝身心」表達藝術為本支援計劃 . 共八堂
「樂藝身心」致力運用藝術媒介，帶領參加者透過創作藝術的過程，由自身身體出發，探索身、心、靈的每
一個部份。

免費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四9月16日至11月11日0294 下午2:30 - 下午4:00

對象：柏金遜症患者及家屬
備註：  先到先得         參加者需帶備附有藥物名稱的藥盒或藥袋參加

活動編號 費用日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柏金遜症藥物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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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0169 五8月6日 下午2:30  - 下午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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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中風課程 . 共五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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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先到先得      首次優先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四8月5日至9月2日0010 下午2:30 - 下午4:30

2361 2838六
9月25日至10月30日
(10月16日除外)0210 下午2:30 - 下午4:00

會員$50
非會員$75
綜援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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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興中心 2775 4414一10月4日至11月8日
(10月18日除外)0115 上午10:00 - 下午12:30

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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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柏金遜症初患者及家屬
備註：先到先得     

活動編號 費用日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柏金遜症復康規劃視像工作坊 . 共三堂
為首次參加本會柏金遜症服務者而設，以網上視像的形式介紹柏金遜症基本病理、復康治療方向及社區資
源，助你制定個人復康策略。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

0220 四8月26日至9月9日 下午2:00 - 下午3:30 2549 7744

2021年7-9月號    第35期 2021年7-9月號    第35期

對象：柏金遜症家屬
備註：  先到先得

如有需要，最後一節會同步進行網上和實體課，組員可選擇於網上見面或於李鄭屋中心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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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遜」者有望之照顧者工作坊 . 共三堂
為要照顧柏金遜患者人士而設：
1.

2.

以正向心理作框架，透過工作坊和短片分享的形式，融入不同覺察和紓緩活動，提昇參加者對自我照顧
的覺察力，建立平衡的身心去關懷自己和長期病患者。
介紹參加者不同社區資源，和照顧小貼士以減輕照顧上帶來的壓力。

李鄭屋中心/ 
網上進行一9月13日至9月27日0103 下午2:00  - 下午3:30 2361 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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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90 四8月5日至10月7日 上午11:00 - 下午12:30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

0208 一9月13日至11月15日 上午10:30 - 中午12:00 康山中心 2549 7744

對象：柏金遜症患者及家屬
備註：與仁濟醫院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教研中心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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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金遜症講座：穴位按壓與養生湯水
註冊中醫師講解有助紓緩柏金遜症徵狀的穴位按壓及養生湯水。

六9月25日0101 上午10:30  - 下午12:30 2361 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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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3二7月6日027 上午10:00 - 下午12:30

適健中心 2534 3533四9月9日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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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四8月5日028 上午10:00 - 下午12:30

費用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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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7日(三)、8月4日(三)
及9月8日(三)

上午9:40 - 中午12:000082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

上午9:40 - 中午12:000178 禾輋中心 2636 0666

7月22日(四)、8月20日(五)
及9月30日(四)

7月21日(三)、8月18日(三)
及9月14日(二)

上午9:40 - 中午12:000109 大興中心 2775 44147月17日(六)、8月26日(四)
及9月18日(六)

上午9:40 - 中午12:00 康山中心 2549 77440177

上午9:40 - 中午12:00 太平中心 2639 99690179 9月28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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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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4三7月7日至7月28日0135 晚上7:00 - 晚上9:00

大興中心 2775 4414一9月6日至9月27日0080 晚上7:00 - 晚上9:00

禾輋中心 2636 0666
2639 9969一8月23日至9月13日0281 上午10:00 - 中午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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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化孫家太極拳班 . 共五堂
由朋輩導師教授簡化孫家太極拳第一至第十二式，適合各科長期病患者及初學太極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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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興中心 2775 4414三7月14日至8月11日0148 上午10:30 - 中午12:00

大興中心 2775 4414一10月11日至11月8日0238 晚上7:00 - 晚上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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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水埗運動場 2361 2838二7月27日至8月24日0298 晚上7:00 - 晚上9:00

屯門鄧肇堅
運動場 2775 4414一9月6日至10月4日0116 上午9:30 - 上午11:30

屯門鄧肇堅
運動場 2775 4414三9月8日至10月13日

(9月22日除外)0117 晚上7:30 - 晚上9:30

會員$50
非會員$75
綜援免費

大興中心二7月6日至8月3日1068 下午2:30  - 下午4:30 2775 4414

李鄭屋中心二7月13日至8月10日0152 上午10:00  - 中午12:00 2361 2838

大興中心五10月8日至11月5日0237 晚上7:00  - 晚上9:00 2775 4414

康山中心三8月4日至9月1日0136 晚上7:00  - 晚上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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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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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須能獨立步行及有基本運動耐力      首次優先      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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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禾輋中心二7月20日至7月27日0271 上午10:00 - 中午12:00
2636 0666
2639 9969

康山中心四9月30日至10月7日0199 下午2:30 - 下午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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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有復康巴安排(大興中心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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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8月10日至8月17日0200 下午2:30 - 下午5:00 康山中心 2549 7744

一9月13日至9月20日0081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大興中心 2775 4414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大興中心 2775 4414六8月14日至8月21日0077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康山中心 2549 7744六8月21日至8月28日0132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康山中心 2549 7744三9月15日至9月29日
 (9月22日除外)0133 晚上7:00 - 晚上9:30

禾輋中心 2636 0666
2639 9969五9月10日至9月17日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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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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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到先得      首次參加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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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編號

腰腿強化運動20式 . 共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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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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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8 大興中心 2775 4414二8月10日至8月31日 下午2:00 - 下午4:00

0134 康山中心 2549 7744四9月2日至9月23日 下午2:00 - 下午4:00

0284 太平中心
2639 9969
2636 0666三8月25日至9月15日 下午2:30 - 下午4:30

運
動
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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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免費

鰂魚涌體育館 2549 7744三8月6日至9月24日0085 上午11:00 - 中午12:00

鰂魚涌體育館 2549 7744一10月11日至11月29日0086 晚上7:00 - 晚上8:00

兆麟體育館 2775 4414二10月12日至11月2日1226 晚上7:00 - 晚上9:00

大埔墟體育館 2639 9969
2636 0666二10月5日至11月23日0273 上午10:00 - 上午11:00

會員$50
非會員$75
綜援免費

李鄭屋中心五8月6日至9月3日0155 上午10:00  - 中午12:00 2361 2838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全方位健體進階班 . 共五堂
健體教練以「全方位健體運動班」內容為基礎，指導參加者做進階的肌肉鍛練及帶氧運動，中、強等運
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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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完成「全方位健體運動班」並有八成出席率      
             須能獨立步行及連續做帶氧運動15分鍾或以上      須評估  

免費
渣華道體育館六7月3日至8月21日0111 上午10:00  - 上午11:00 2549 7744

大興體育館一8月2日至8月23日1220 下午3:00  - 下午5:00 2775 4414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身心伸展訓練計劃 . 共四堂
活動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本會協辦。由專業教練教授身心伸展訓練，以增加關節的空間及活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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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中風、柏金遜症患者
備註：  首次優先     須評估

活動編號

健步行運動訓練 . 共八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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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日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會員$80
非會員$120
綜援免費

0272 大埔文娛中心 2639 9969
2636 0666三

8月25日至10月20日
(9月22日除外) 上午9:30  - 上午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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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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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7 港島東體育館 2549 7744四8月5日至9月23日 上午11:00 - 中午12:00

0083 大興體育館 2775 4414三9月1日至10月27日
(9月22日除外)

下午2:00 - 下午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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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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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日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免費1227 良田體育館 2775 4414四7月8日至7月29日 上午9:00  - 上午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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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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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港島東體育館  2549 7744一8月4日至9月29日
(9月22日除外) 下午3:00 - 下午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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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理
支
援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六7月24日至7月31日0145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大興中心/ 
網上進行 2775 4414三9月8日至9月15日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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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2636 0666
2639 9969五8月13日0235 上午10:00 - 上午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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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2361 2838六8月14日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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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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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 鰂魚涌體育館 2549 7744六10月2日至11月20日 下午3:00 - 下午4:00

2021年7-9月號    第35期 2021年7-9月號    第35期

免費

費用日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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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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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編號

0276 三9月1日至10月27日
(9月22日除外) 上午10:00 - 上午11:00 大埔泳池 2639 9969

2636 0666

0274
二
四

9月2日至9月30日
(9月21日除外) 上午9:00 - 上午10:00 粉嶺泳池 2639 9969

2636 0666

0113 四9月2日至10月28日
(10月14日除外) 晚上6:00 - 晚上7:00 摩利臣山游泳池 2549 7744

0112 四9月2日至10月28日
(10月14日除外) 晚上7:00 - 晚上8:00 摩利臣山游泳池 2549 7744

0277 三9月1日至10月27日
(9月22日除外) 上午11:00 - 中午12:00 大埔泳池 2639 9969

2636 0666

0131 五8月6日至9月24日 上午10:00 - 上午11:00 九龍公園
室內訓練池

2361 2838

0158 四10月7日至12月2日
(10月14日除外) 中午12:00 - 下午1:00 九龍公園

室內訓練池
2361 2838

0157 四10月7日至12月2日
(10月14日除外) 下午1:00 - 下午2:00 九龍公園

室內訓練池
2361 2838

0151 五8月6日至9月24日 上午11:00 - 中午12:00 九龍公園
室內訓練池

2361 2838

0088 二9月7日至10月26日 上午10:00 - 上午11:00 小西灣游泳池 2549 7744
活動編號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2361 2838六7月31日0140 上午10:00  - 中午12:00

費用日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大自然禪繞
大自然禪繞活動(Zentangle in Nature)揉合傳統禪繞畫，並與大自然聯繫，達致放鬆及減壓的效果。參
加者不用有繪畫基礎，只要有筆與紙，便能在家居進行此減壓活動。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   先到先得       

請自備一枝墨水針筆(0.2mm至0.5mm較佳)、一枝鉛筆、2張8cmX8cm的正方形紙、1支棉花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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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理
支
援

心
理
支
援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2549 7744五9月3日至9月10日0223 晚上7:00 - 晚上9:00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快活養“生”視像工作坊 . 共兩堂
運用正向心理學及傳統養生的概念，學習如何在生活中培養出愉快的生活元素，增添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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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非會員$90
綜援免費

2361 2838李鄭屋中心四7月15日至8月19日0299 下午2:00 - 下午4:30

2639 9969
2636 0666太平中心四8月26日至9月30日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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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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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須評估

活動編號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2775 4414五9月10日至9月17日0222 下午2:00  - 下午4:00

費用日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影．照我生 . 共兩堂
以藝術表達的方式，暢談對生死的看法。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須評估     

活動編號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2361 2838六9月25日0141 上午10:00  - 中午12:00

費用日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靜觀．自我關懷
你常覺得自己不夠好？很在意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很少關心自己？
靜觀自我關懷正切合你所需。在這兩小時內，導師與你講解靜觀自我關懷的理念與方法，助你學習如何
建立內在的穩定、愛惜自己的態度。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先到先得       

免費

2361 2838李鄭屋中心一7月19日至8月9日0149 下午2:00 - 下午4:00

2361 2838橫頭磡中心五8月6日至8月27日0144 晚上7:15 - 晚上9:15

2775 4414大興中心二8月24日至9月14日0146 上午10:00 - 中午12:00

2549 7744康山中心二8月3日至8月24日0203 上午10:00 - 中午12:00

2361 2838藍田適健中心六9月4日至9月25日0166 下午1:30 - 下午3:30

2639 9969
2636 0666太平中心六7月24日至8月14日0209 下午2:00 - 下午4:00

2636 0666
2639 9969禾輋中心六9月11日至10月2日0192 上午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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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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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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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1 2838三8月18日至9月8日0126 晚上7:00 - 晚上9:00

2361 2838李鄭屋中心六10月9日至10月30日0173 上午10:00 - 中午12:00

會員$60
非會員$90
綜援免費

大興中心 2775 4414四8月12日至9月16日0221 下午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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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賞。生命」表達藝術小組 . 共六堂
以表達藝術治療手法，提升個人對生死的態度、個人預備及認識生死，從而反思生命意義及價值。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   須評估      首次優先

會員$40
非會員$60
綜援免費

大興中心 2775 4414三7月28日至8月18日0182 下午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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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著健心 . 共四堂
結合愛笑瑜珈及正向心理學之原素，與參加者進行不同的練習，學習以正向的態度面對生活。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   須評估      首次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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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病科  -  患者及家屬教育 綜合病科  -  患者及家屬教育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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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支
援

患
者
及
家
屬
教
育

會員$20
非會員$30
綜援免費

李鄭屋中心/
網上進行 2361 2838五9月3日至9月10日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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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鬱焦慮是甚麼? . 共兩堂
簡介抑鬱和焦慮的定義、徵狀、影響和治療方法。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須評估

患
者
及
家
屬
教
育

活動一覽 . 綜合病科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2549 7744康山中心五8月13日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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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秘防治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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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先到先得      參加者可預備服用的舒緩便秘藥物出席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2775 4414大興中心二8月17日0154 上午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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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治骨質疏鬆症
由註冊護士講解骨質疏鬆的成因，治療及預防方法，並教授預防骨質疏鬆之保健運動。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先到先得

2021年7-9月號    第35期 2021年7-9月號    第35期

免費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三9月8日至10月20日
(9月22日除外0142 晚上7:15  - 晚上9:15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欣賞。生命：表達藝術與生死教育」計劃 . 共六堂
以表達藝術治療手法，提升個人對生死的態度、個人預備及認識生死，從而反思生命意義及價值。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   須評估      與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合作

免費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
二
五8月17日至9月10日0089 下午2:00 - 下午3:30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耆幻藝行」計劃 -藝術治療課程 . 共八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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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抑鬱情緒，和促進個人成長。

對象：有輕度至中度抑鬱徵狀及認知能力正常的長期病患者或照顧者
備註：   須評估      與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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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山中心四9月9日0170 上午10:00  - 下午12:30 2549 7744

太平中心二9月7日0268 下午2:30  - 下午5:00 2639 9969
2636 0666

五7月30日0164 下午2:30  - 下午4:30 2549 7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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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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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6 0666
2639 9969三8月4日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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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健康指標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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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先到先得       如有實際需要患者可陪同

會員$10
非會員$15
綜援免費

2775 4414二8月10日0153 上午10:00  - 中午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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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心養生保健課程 . 共五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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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先到先得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五8月6日至9月3日0175 上午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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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肪肝的預防及護理 . 共三堂
了解脂肪肝的成因、影響、預防及治療方法。

對象：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請穿著輕便服飾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

李鄭屋中心 2361 2838一9月6日至9月20日0075 下午2:00 - 下午4:30

綜合病科  -  患者及家屬教育29

患
者
及
家
屬
教
育

會員$30
非會員$45
綜援免費

2361 2838李鄭屋中心六9月4日至9月18日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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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日期活動編號 星期 時間 舉辦地點及查詢電話

慢病自我管理課程(2020年版) . 共六堂
課程源於美國史丹福大學及經成效驗証，包括認識慢性健康問題帶來的身心症狀、學習運用各種「自我管
理」技巧，建立個人復康目標及行動計劃。

對象：慢性病患者及家屬
備註：課程由慢病自我管理的促導員帶領

會員$60
非會員$90
綜援免費

2361 2838五8月20日至9月24日0143 上午10:00 - 下午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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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山中心五9月10日至9月17日0171 下午2:30 - 下午5:00 549 7744

李鄭屋中心三
五9月24日至9月29日1033 下午2:00 - 下午4:30 2361 2838

禾輋中心二8月10日至8月17日0270 上午10:00 - 下午12:30 2636 0666
2639 9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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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程式 好介紹

您有否有過與身邊親友分享患病帶來的困難及心
情，希望得到明白及支持但卻失望而回呢?

如果有的話，一個同路人的團體就能給你最大的
支持。大家可以利用康程式內 「尋找自助組織」
功能，便能找到屬於您病科的病友組織。

## 如您想了解多些病人自助組織
可以如何幫助你，請掃瞄以下
QR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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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1 2838三8月4日至8月25日0049 下午2:00 - 下午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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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在 當 下 」 
最 感 動 您 的 愛 情 故 事

投 票 結 果 公 佈
本會於今年1-3月期間，舉行「愛在當下」活動，藉此鼓勵長期病患者及配偶，把握當下向對方表達愛與感
謝，並向其他同路人分享相處之道。我們收到多份投稿，從中輯錄了21個動人心弦的愛情故事。感謝大家
踴躍投票，以下是獲得最高票數的三位故事得獎者，篇幅有限，我們節錄了他們分享的部份內容。三對夫
婦在拍攝日接受本會訪問，稍後會上載他們的現身說法，大家密切留意！

我們看見不少長期病患者與配偶，明明著緊對方，出口卻
總是傷人！尤其在疫情期間，真的多見面多磨擦⋯

較早前，本會康山中心與香港家庭福利會合辦YouTube
直播節目 – 

愛在當下：為何愛在心裡．卻是口角多？
講者分享如何改善夫婦溝通方法、增進家人關係！

如想重溫精彩內容，歡迎您：
按入連結：http://y2u.be/S_th24SYTNk 或

掃瞄QR Code：

此外，為答謝所有參加者，我們於3
月下旬舉辦視像活動 - 低糖朱古力工
作坊，鼓勵他們製作後與家人分享，
讓大家的生活加添甜蜜愛意！

婚姻是相愛、包容、體諒，一生一世，白頭到老。
我是傳統女人，一生只愛丈夫顏潘華一人。
不為明天而煩惱！不為昨天而嘆息！只為今天更美好！
現在的日子是每天能相見才是我的幸福。

Ying Ting Esther Wong

愛是永不止息！
我倆結婚45載，都是長期病患者，
互相扶持，幫助及體諒。
信鎏，我愛您，支持及照顧您。
                        愛您的太太，燕群

錢燕群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手牽手睇日落，好溫暖的感覺。有您
在旁，何懼近黃昏，感恩有您，才可享受當下美景！

蔡菊芬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手牽手睇日落，好溫暖的感覺。有您
在旁，何懼近黃昏，感恩有您，才可享受當下美景！

蔡菊芬

此外，為答謝所有參加者，我們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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