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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院服務新動向

伴你同行照顧路 - 
認知障礙症患者及照顧者支援

▲	病人資源中心舉辦認知障礙症照顧者論壇，邀請不同醫護人員講解認知
障礙症的復康資訊及照顧技巧

假如有一天，你的家人對身邊熟悉的人失去印象

甚至忘記自己的身份，分不清晝夜時間並影響

自我照顧能力及情緒，更有可能無法用以往的        
溝通方式與人交流；這些徵狀可能代表他 /她已
患上認知障礙症。面對這個突如其來的考驗，       
作為家屬的你有否想過如何適應這段殊不簡單的

照顧路？你懂得使用不同的社區資源支援患者及

家庭的需要嗎？

按研究顯示，現時全球每 3秒便有 1人確診認
知障礙症，而本港每 10名 70歲或以上長者便有     
1名患者，85歲以上患病比率高達三分一，近年
更有年輕化的趨勢，情況不容忽視。受病情影響，

患者的溝通能力及自理能力逐漸減弱或會令他們

缺乏信心與人交往，生活變得單調、情緒變幻   
無常。而照顧者更因著患者的狀態急需與家人

安排照顧計劃及揣摩與患者溝通的方法而感      
困擾，而在缺乏支援的情況下更容易引發情緒    
問題。

▲於病人資源中心設立社區支援服務資訊閣

▲	認知障礙症照顧者論壇當天，中心特意邀請區內不同社福機構於場內 
設置攤位介紹社區上有關認知障礙症的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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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認知障礙症患者及照顧者了解更多

病患資訊及社區支援服務，伊利沙伯醫院

病人資源中心於 2018年起提供一系列賦能
及支援服務，包括於 1月舉辦認知障礙症
照顧者論壇，邀請不同醫護人員講解認知

障礙症的復康資訊及照顧技巧，同時亦邀

請區內不同社福機構介紹社區上有關認知

障礙症支援服務；此外中心亦於 4月至 8
月期間透過舉辦「照顧者休閒雅聚」、「食

中療癒」等心理支援小組及活動與照顧者

分享照顧技巧、減壓方法及建立互助支援

網絡。為鼓勵認知障礙症患者及照顧者藉

著參與家庭活動提高凝聚力，中心亦特意

於 6月舉辦「樂聚天倫家庭攝影日」邀請病友及其家庭成員共同拍攝相片留著美好時光。中心未來將持續
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及製作資訊包予新症患者及照顧者以提供照顧錦囊及社區支援服務資訊，期望透過   
服務轉介及認識照顧技巧延緩患者認知退化及減輕照顧者壓力，與患者及照顧者同行照顧路。中心更會

積極與區內不同社福機構合作，携手為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家庭提供更全面的支援。

▲	無論疾病或健康，一家人總可齊心、樂觀渡過每一仗 !  
(2018.06.10 樂聚天倫家庭攝影日活動花絮 )

▲	患者的一眸一笑，也許就是照顧者堅持的動力 !  (2018.06.10 樂聚天倫家庭攝影日活動花絮 )

▲	家人在準備攝影前共聚暢談照顧患者的生活點滴，互相分享得著及體會。
(2018.06.10 樂聚天倫家庭攝影日活動花絮 )



4 伊利沙伯醫院
病人資源中心  互心資訊站

病人資源中心活動花絮

4 - 6月活動簡報

中風病患及照顧者復康系列  -
「風中種伴行」園藝工作坊

病人資源中心

中風病友在復康路上需面對治療帶來的後遺症

及生活上各項轉變，身心皆需時間適應。作為     
家屬，或會因病友患病後的狀態轉變及飲食安排

而蒙受壓力。病人資源中心於 2018年 6月安排
了 2節園藝工作坊予中風病患及照顧者參與， 
期望參加者利用五感與植物互相交流，又可與      
照顧者一同合作完成獨特創作，藉以增進相互

關係。有家屬在參加是次活動時表示，十分珍惜在創作組合

盆栽時有機會與中風的家人共同反思生命的意義及回顧在病患中經歷的得失。而有參與活動之病人

更希望將製成品贈予不辭勞苦照顧他們的照顧者，用以答謝他們的無私付出。

抒心 • 書畫 • 工作坊

病人資源中心

書法和繪畫不只是 
藝術方式，同時也是

有助心靈平靜的妙

法。病人資源中心

於 2018 年 6 月
開始舉辦「抒心‧

書畫‧工作坊」，活動重點招募患有長期痛症之伊院病人

練習書法和繪畫傾聽自己身體的聲音並抒發個人情緒。參加

者表示十分享受練習書法的過程，有參加者期望可藉著持續

練習書法和繪畫改善身心狀態，重拾身心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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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障礙症患者及照顧者活動系列  –  
樂聚天倫家庭攝影日

病人資源中心

為讓認知障礙症患者及照顧者締造有機會聚首一堂及以充滿家

庭特色的主題共同拍攝相片留著美好時光，病人資源中心特意

於 2018年 6月 10日邀請義務攝影及化妝團體為伊院認知障礙
症患者及其家庭拍攝全家福，為參加者攝下動人、溫馨一刻，   
並透過參與家庭活動增添一份家庭凝聚力與親密感。有當天   
出席活動的家庭成員表示，拍攝家庭照是一家人的心願，可惜

一直未能達成。今次各家庭成員知悉相關活動後相當興奮，    

立即相約時間及構思拍攝主題。家庭成員在拍攝當日均表示十分享受拍攝過程及家庭成員分享部份，

同時亦感恩中心舉辦相關活動，希望中心日後能更多家庭活動予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家庭，令更多人受惠。

「耳疾及護耳」中醫講座

遺康社

遺康社於2018年 4月28日於伊利沙伯醫院 D座
多用途室舉辦了「耳疾及護耳」中醫講座，

冀邀請註冊中醫師從中醫的理論探討耳疾包

括耳鳴、頭暈 ( 耳性眩暈 )、耳水不平衡、失
眠等問題並介紹中醫的診治方法，吸引超過 80
人出席。是次講座邀得博愛醫院 –香港浸會
大學中醫教研中心（油尖旺）丁燕華註冊中

醫師主講，丁醫師詳盡講

解各個耳疾的症狀及診

治 手法，並即場示範穴
位按摩，參加者可即時    
學習紓緩症狀的技法。

「把握生命的分秒：
急性中風的治療及護理」講座

腦友匯

腦友匯於 2018年 5月 27日於伊利沙伯醫院     
舉辦了「把握生命的分秒：急性中風的治療及

護理」講座，並邀得伊利沙伯醫院伊利沙伯    
醫院神經外科顧問醫生張豐青醫生及屯門醫院

腦神經外科部門主管任廣銳醫生分享有關急性

中風的治理及復康資訊，吸引超過 150人出席。
當日參加者均把握機會踴躍發問有關中風黃金

治療時間及復康要訣，兩位主講嘉賓皆用心    
解答，參加者均表示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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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資源中心活動一覽

7 - 9月活動資訊

病人資源中心 / 組織活動

活動名稱 對象 日期及時間 地點 費用

「護肝保腎

有妙法」

中醫講座

伊院病人、

家屬及有興趣之

社區人士

28/7/2018 (六 )
下午 2:00 - 4:00

 (下午 1:45 開始入場 )

伊院 M座
地下 2號室

全免

活動內容 : 1) 探討生活習慣、飲食與肝腎功能狀態的相互關係
 2) 講解現代都市人常見之肝腎疾病：
  例如便秘、脫髮、水腫、遺尿等
 3)  建議中醫食療、如何調整生活習慣以達護肝保腎

輕鬆 •靜心 •
寫好字
硬筆書法
工作坊

伊院病友及照顧
者優先；有興趣
之社區人士

14/8/2018至 18/9/2018
逢星期二

上午 10:30 - 12:00

伊院病人

資源中心
全免

活動內容 :參加者可透過學習硬筆書法訓練耐性及靜心、止念、
調息等技巧以修養性情，從而改善個人情緒及紓壓壓力

舒緩痛症自我
管理系列 –  
瑜伽體驗
工作坊

伊院痛症病友
及其照顧者

27/9/2018至 1/11/2018
逢星期四 (待定 )

下午 3:00 - 4:00 (待定 )

伊院病人

資源中心
全免

活動內容 :由專業義務瑜伽導師帶領參加者利用椅子協助練習
瑜伽伸展操及呼吸法，期望參加者透過持續練習舒緩腰背痛困擾！

認知障礙症患者
及照顧者系列之
食中療癒

認知障礙症患者
家屬及照顧者

28/7/2018 (六 )
下午 2:00 - 4:00

伊院 R座
6樓 603室

全免

活動內容 :學習製作簡單有營的食物，與同路人下午茶
並分享減壓心得

遺康社

活動名稱 對象 日期及時間 地點 費用

「泌尿婦科及
盆腔器官垂脫
知多少」講座

遺康社會員及
有興趣之
社區人士

25/8/2018 (六 )
下午 2:30 - 4:30

伊院 D座地
下多用途室

全免

活動內容 :透過醫生及護士的講解讓公眾人士認識泌尿婦科及
盆腔器官垂脫的成因、病徵、治療及預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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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及查詢：3506 6536報名及查詢：3506 6536

前腺會

活動名稱 對象 日期及時間 地點 費用

前列腺癌新症講座暨
同路人分享會

伊院前列腺癌病友
及其家屬

14/7/2018 (六 )
上午 10:00 - 下午 1:00

伊院 R座
6樓 603室

全免

活動內容 :由泌尿科及腫瘤科醫生講解前列腺癌的治療安排，
以及病友分享治療及康復的歷程及心得

前列腺術後尿失禁
治療及護理

伊院前列腺癌病友
及其家屬

21/7/2018 (六 )
下午 2:30 - 4:30

伊院 M座
地下演講廳

全免

活動內容 :由泌尿科醫生及護師講解前列腺手術後尿失禁的治療及護理方法

家友愛

活動名稱 對象 日期及時間 地點 費用

家友愛週年大會

家友愛會員
25/8/2018 (六 )
下午 2:30 - 4:30

待定 全免

活動內容 :慶祝家友愛成立兩週年、會務及財務報告、講座

腦友匯

活動名稱 對象 日期及時間 地點 費用

「家居防跌錦囊
及運動」

腦友匯會員及
伊院神經內、外科病友

28/7/2018 (六 ) 
下午 2:30 - 4:30

伊院 D座
地下多用途室

全免

活動內容 :由物理治療師講解家居摔跌成因及分享防跌運動，
改善身體協調和平衡力

腦力扭波大作戰 

腦友匯會員及
伊院神經內、外科病友

3/8/2018 (五 )
上午 11:00 -中午 12:30

伊院病人資源

中心會議室
全免

活動內容 :由義務導師教授基本扭氣球技巧及簡單造型製作

周年大會

腦友匯會員及
伊院神經內、外科病友

16/9/2018 (日 )
時間 :待定

待定 待定

活動內容 :慶祝腦友匯成立 25周年、會務及財務報告、精彩綜藝表演、抽獎
**詳情請參閱 8月下旬寄出之宣傳單張 (只限已登記之腦友匯會員 )

或於 8月下旬致電病人資源中心查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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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增值秘訣」講座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中心與醫院營養部合作舉辦「營養增值秘訣」講座，邀請本院註冊    
營養師郭美寶小姐為癌症病人及家屬講解治療期間應如何選擇健康、

合適的食物去增加營養及提升抵抗力。

療程伴你鬆一鬆  之歐洲拼貼 x 證件套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中心於 2018年 4月 6日及 4月 13日舉辦了「歐洲拼貼 x
證件套」，由義工教授製作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證件套，

讓病友能一邊製作小手工，一邊與同路人分享及交流。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活動花絮

4 - 6月活動簡報

「癌症病人的春夏食療與保健」
中醫講座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中心與博愛醫院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教研中心於
2018年 4月 14日「癌症病人的春夏食療與保健」
中醫講座，從中醫角度分享癌症病人於春夏季的

食療及保健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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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酵素工作坊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中心於 5月 31日舉辦「環保酵素工作坊」，教授如何利用果皮造成天然的清潔劑，材料簡單又環保。

天然染髮工作坊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中心於 2018年 6月 4日舉辦「天然染髮工作坊」，教授如何利用天然材料自制染髮料，病友們互相
分享，交流扮靚心得。

健康春季一天遊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中心於 2018年 6月 2日舉行「健康春季一天遊」，與百多名病人及家屬暢遊錦田鄉村俱樂部、參觀
麵食展覽館及錦上路跳蚤市場，共渡一個愉快的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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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病人資源中心活動一覽

7 - 9月活動資訊

活動名稱 對象 日期及時間 地點 費用

治癌須知

預備接受癌症治

療的病人及家屬

11/8/2018 (六 )
8/9/2018 (六 )

上午 11:00 - 下午 1:00

伊院 R座
6樓 603室

全免

活動內容 :介紹臨床腫瘤科部門、癌症治療及復康心得；
醫生答問時間；社區資源介紹

放射治療護理

講座之

「何謂放射

治療？」

所有初次接受

放射治療病人及

家屬

19/7/2018 (四 )
16/8/2018 (四 )
20/9/2018 (四 )

上午 11:30 - 下午 12:30

伊院 R座
6樓 603室

全免

放射治療介紹、護理須知及參觀放射治療部

大笑瑜伽

俱樂部

本院癌症

病人及家屬

14/9/2018 (五 )
上午 11:30 - 12:30

伊院 D座
地下多用途室

全免

活動內容 :結合瑜伽呼吸、伸展和各種笑的動作，以趣味的方式
一同大笑，學習身體放鬆法及進行瑜珈式呼吸練習

**活動不適合孕婦、嚴重心臟病及六個月內動過手術人士參加 **

音樂鬆弛

工作坊 之
 輕輕鬆鬆、
齊放鬆

本院癌症病人

13/7/2018至 1/8/2018
逢星期五

上午 11:00 - 1:00

伊院 R座
6樓 601室

全免

活動內容 :音樂治療師將透過音樂活動配以呼吸法，如音樂律動、
音樂想像法、發聲按摩法等，協助參加者發掘內在的能力來放鬆

並轉移心情，使焦慮或緊張的情緒得以紓緩，

獲得平靜、自在、愉悅的心境

「無懼復發」

支援小組 –
 輕鬆談生死

本院五年內癌症

擴散或復發之病

人及家屬

16/7/2018 (一 )
下午 2:30 - 4:30

伊院 R座
6樓 601室

全免

活動內容 :以輕鬆的活動去回顧自己的生命歷程及探討死亡

肺癌病友支援

計劃之「肺癌

患者中醫飲食

指導」

本院肺癌病人及

家屬

28/7/2018 (六 )
下午 3:30 - 5:30

紅磡香港理工

大學蔣震劇院
全免

活動內容 :講解肺癌患者的防癌健康飲食原則、中醫飲食宜與忌、
抗癌治療期間飲食注意事項、適合肺癌患者的中醫食療

**此活動與其他癌症病人資源中心合辦，請致電 3506 5393索取
門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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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及查詢：3506 5393

活動名稱 對象 日期及時間 地點 費用

「癌症與中醫治

療 � 治療後中醫
養生調治之道」

講座

本院癌症病人及家屬
4/8/2018 (六 )
上午 10:00 - 12:00

醫院管理局

大樓閣樓演講廳
 (九龍亞皆老街 147號 B)

全免

活動內容 :討論癌症治療後中醫養生之道，
作調治所需，紓緩治療後的副作用。當中設有問答環節

**此活動與其他癌症病人資源中心合辦，請於 7月 3日起致電 3506 5393索取門票 **

療程伴你

鬆一鬆 之 
歐洲拼貼餐桌墊

本院癌症病人

(正接受治療病人優先 )

10/8/2018 (五 ) 及
17/8/2018 (五 )

上午 11:00 - 下午 1:00

伊院 R座
6樓 601室

全免

活動內容 :利用歐洲拼貼的方法把美麗的圖案餐紙巾剪裁，拼貼在餐桌墊

預囑生命之旅 之
「生前‧身後」 
活動 (一 )

本院癌症病人及家屬
11/8/2018 (六 )

上午 10:30 - 下午 1:00
伊院 M座

地下 2號會議室
全免

活動內容 :「認識器官捐贈」講座及參觀安寧堂講解器官捐贈
介紹遺體認領程序、參觀伊院安寧堂

「從心出發」

正向心理小組

本院女性癌症病人

17/8/2018 至 21/9/2018
逢星期五

下午 2:30 - 4:30

伊院 R座
6樓 601室

每位 $30

活動內容 :透過藝術創作去認識自己； 學習鬆弛練習和靜觀練習，放鬆身心；
與同路人分享處理問題的心得

「假髮配戴及

護理」講座

本院癌症病人及家屬
20/8/2018  (一 )
下午 2:00 - 3:30

伊院 R座
6樓 601室

全免

活動內容 :講解配戴假髮技巧、清洗及護理方法等

認識

「音樂治療」

工作坊

本院癌症病人
24/8/2018(五 )

上午 11:00 - 下午 1:00
伊院 R座

6樓 601室
全免

活動內容 :簡介音樂治療是甚麼、音樂初試探及玩奏樂器

療程伴你

鬆一鬆 之 
蓮花燈

本院癌症病人

(正接受治療病人優先 )

31/8/2018 (五 ) 及
7/9/2018 (五 )

上午 11:00 - 下午 1:00

伊院 R座
6樓 601室

全免

活動內容 :製作手工蓮花燈

戲劇治療工作坊 
之 大人都要玩

本院癌症病人

5/9/2018至 26/9/2018
逢星期三

上午 11:00 - 下午 1:00

伊院 R座
6樓 601室

全免

活動內容 :透過遊戲及演戲，釋放心中的陰霾，學習專注及放鬆身心

報名及查詢：3506 5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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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對象 日期及時間 地點 費用

茶禪
本院癌症病人及家屬

6/9/2018 (四 )
上午 11:00 - 下午 12:30

伊院 R座
6樓 601室

全免

活動內容 :透過茶禪活動放鬆身心

「疲勞的中醫

調理」講座

本院癌症病人及家屬
8/9/2018 (六 )
下午 2:30 - 4:30

伊院 M座地下
演講廳

全免

活動內容 :講解如何從中醫角度，處理癌症治療後出現的疲憊及食欲不振，
如何透過中醫飲食調理的方法，去舒緩疲勞及增強體質

「平安紙與

財產管理」

講座

本院癌症病人及家屬
8/9/2018 (六 )
上午 10:00 - 12:00

香港社會服務

聯會禮堂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號
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

全免

活動內容 :此講座將跟你分享平安紙的訂立及法律效用、
無訂立遺囑去世者的遺產分配和有關嚴重病況病人的財產管理

**此活動與其他癌症病人資源中心合辦，
請於 8月 8日起致電 3506 5393索取門票 **

「玩藝術‧

減下壓」

工作坊

本院癌症病人
8/9/2018 (六 )
下午 2:00 - 5:00

伊院 R座
6樓 601室

全免

活動內容 :放鬆舞動、簡單畫作、圖象聯想、音樂默想和心得分享等

音樂治療小組 之
「音樂玩奏賞」

本院癌症病人

14/9/2018至 30/11/2018
逢星期五

上午 11:00 - 下午 12:30

伊院 R座
6樓 601室

每位 $60

活動內容 :音樂初體驗、音樂 / 歌曲欣賞、唱歌、玩奏樂器、
音樂與想像鬆弛法、Music Holding、發聲按摩

**必須先參加 8月 24日之認識「音樂治療」工作坊 **

「義乳之選擇

與配戴」講座

本院乳癌病人
26/9/2018 (一 )
下午 2:00 - 3:30

伊院 R座
6樓 601室

全免

活動內容 :介紹義乳的種類及功能、胸圍及義乳的選擇及社區資源介紹

天然牙膏工作坊

本院癌症病人

(只限首次參加者 )
28/9/2018 (五 )
下午 2:30 - 4:00

伊院 R座
6樓 601室

全免

活動內容 :講解及學習如何自製天然牙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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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 / 活動花絮
4 - 6月活動簡報

義工季度興趣班  -  
羊毛篤篤迎復活

病人資源中心

為推動義工之間的聯繫和互動，中心分別於

2018年 4月 16日舉辦了義工季度興趣班，邀
請義工擔任義務導師帶領其他義工一同製作

羊毛氈飾品慶祝復活節。有參加活動之義工

表示透過參與興趣班

可認識不同崗位的義

工，增進義工間之

友誼及聯繫，對

他們投入義工

服務有幫助。

家友愛家長互助閣
同路人義工訓練

病人資源中心

為加強對新生嬰兒深切治療部的家長的支援，

中心分別於2018年 5月12及19日舉辦了同路人
義工訓練，讓各位義工們在服務前有更好的

裝備，準備好自己的服務心態及技巧。參與的

義工均表示訓練讓他們發現自己平常忽略了的

地方，也更能明白不同父母的情緒反應及需要。

朋輩關懷義工訓練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為加強對腫

瘤科病友及

家屬的支援，

中心招募癌

症病友及家

屬，參與為

期四節的義

工訓練，並

於七月至九

月期間進行

實習。新義

工分別參與

臨床腫瘤科

門診關懷服務、病房探訪、同路人支援小組及

新症分享等，與病友分享復康心得，提供

支援。中心期望能繼續招募更多過來人為腫瘤

科病友及家屬提供支援，歡迎有志服務癌症

病人的癌症康復者或家屬參與！

義工增值訓練︰與服務對象溝
通技巧、特殊情況及投訴處理

病人資源中心

為加強伊互行

義工的服務

質 素， 且 更

有效的提供

服務，中心於

2018 年 5 月
24日舉辦了一次進階訓練，以角色扮演的
形式去學習如何處理服務對象的查詢，並

探討如何有效的處理特殊情況。

 義工服務 / 活動一覽

7 - 9月活動資訊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活動名稱 對象 日期及時間 地點 費用

義工增值訓練：
與情緒病人
溝通技巧篇

本院服務癌症病人之
義工

21/7/2018 (六 )
下午 2:30 - 5:00

伊院 R座
6樓 603室

全免

活動內容 :認識情緒病人的一般特性、學習與情緒病人的溝通技巧

報名及查詢：3506 5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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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聯繫 / 特別活動花絮

認知障礙症社區資源展覽

中央護理部  及  病人資源中心
為使更多有需要人士了解社區上支援認知障礙症

患者及家屬的服務，資源中心榮幸邀請到 7間社會
服務機構到醫院擺設服務介紹攤位，向公眾人士及

醫護介紹相關服務，提供即時的諮詢及報名服務。



特別活動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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