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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一直致力為癌症病人及家屬提供不同類型的支援     

服務，如新症講座、癌症病人支援小組等，希望在抗癌路上為病友提供  
多一分關懷與陪伴，也勉勵他們用積極正面的態度去面對癌症。

過去一年，中心舉辦了各式各樣的活動及工作坊。中心亦鼓勵康復的  
癌症病友能以過來人身份作出分享，因此會邀請他們及其家屬在活動中   
分享面對疾病時的經驗，為其他病友帶來正面的信息之餘，彼此之間亦能

互相鼓勵、打氣，達至助人自助。

除了於室內舉行活動外，中心亦一直尋求突破。去年中心社工帶領       
病友及照顧者走出醫院，一同到廚樂體驗館製作營養食譜。很多時候，     
大家都會為選取那些營養食材給病友而感到苦惱。透過活動，正可讓參加者

了解更多不同種類的營養食材，而他們亦能親身下廚，從中體會煮食的樂

趣，也可互相分享煮食心得。

推廣生命教育亦是中心一直所重視的項目之一，以往中心社工除了      
帶領參加者參觀殯儀館、伊院安寧堂外，中心亦新增了生命教育圖書閣，

讓公眾透過書籍去了解更多有關生死的課題。去年中心更舉辦了好友       
讀書會，讓參加者在一個輕鬆的環境下分享對生死的看法，減低對生死的

忌諱。

中心內的義工亦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他們為癌症病人提供不少      
支援，和病友同行。為了加強對義工的培訓，中心在去年舉辦了「朋輩  
義工進階課程」，讓義工學習基本哀傷輔導技巧。除了義工培訓，中心亦

著重義工之間的交流，去年舉辦了不同類型的興趣活動，讓義工可以在      
活動中分享經驗，並認識新朋友。

除了醫院層面的支援，社區支援亦不容忽視。中心一直致力和社區夥伴

合作，保持良好關係，如香港癌症基金會。此外，中心亦舉辦了社區資源

分享會，把社區資源介紹給不同部門同事，加強醫社合作。

過去一年，實有賴各醫護人員及公眾對癌症病人資源中心的支持。縱然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來襲，讓大家措手不及，但不變的是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會繼續為癌症病人及家屬提供適切的支援及服務。未來中心會繼續發展，

歡迎大家給予我們寶貴的意見，並繼續支持癌症病人資源中心，與癌症  
病人同行。

鄭韻婷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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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相信每個人的生命裡，多多少少總會經歷一些重大事情。

公開考試？失戀？第一份工作？認識伴侶？

組織家庭？親人離世？失業？

時間過了，事情變成過去，淡化了，可以是沒意義的。

我們接觸的服務對象，同樣也經歷了人生一些重大事故，有患上長期病患的、有患上癌病的，

也有他們的照顧者。參與一次新生兒深切治療部的家長互助閣，父母分享早產的經歷，歷歷在目，

聽著都感到那種擔憂及徬徨。一些已畢業的朋輩家長分享他們的經驗，分享的時候感覺談得輕鬆，

但相信他們當時與這班家長無異，同樣擔憂及徬徨。對於一群朋輩關懷的義工來說，雖然事情已

過去多年，但經歷讓他們改變了對孩子的管教模式，讓他們改變了對生命的價值觀，讓他們願意

分享生命中的傷痛來幫助其他人，讓他們多了一班知心朋友。

「若不是因為孩子早產的經驗，我相信我會是個虎媽了。」

「我覺得能識到這班家長，是很特別的經驗，像曾一起共患難般，是可以交心的朋友。」

「我從來沒想過要當義工，另一半也問我為甚麼要來醫院做義工，但我認為能夠幫到其他家長，

與他們共渡最艱難的日子，很有意義。」

時間過了，事情過去了，但意義卻豐富。

我們都需要去面對自己，整理自己的經驗。資源中心在 2019年，嘗試開辦了和諧粉彩工作坊，

也有「靜觀身‧心‧靈」的活動，除了希望紓緩患者及照顧者的壓力，還希望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

讓參加者探索並觸及自己的內心世界，讓參加者找回自己的力量來面對生命中的挑戰。另外中心

亦有幸得到一群熱心的瑜伽導師義工協助，為中心提供瑜伽訓練予患有痛症、中風的人，協助

他們康復及減輕不適徵狀。除此以外，中心於 2019年繼續深化對認知障礙症患者之照顧者、中風

患者及其照顧者，以及痛症患者的支援，希望能讓他們在復康及照顧的路上有更多支援與支持。

每件事情在人生中佔多大重要都各有不同，事情過去多年，回看，或許已淡化，不妨多問問  
自己，這對你有何意義？無論起跌，都是屬於大家獨有的故事，相信大家的生命也會變得更豐富、

精彩。

2019 年，對你有何意義？

鍾振邦
病人資源中心  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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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及照顧者賦能及支援
中心透過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為患者及家屬提供支援，包括新症講座、健康講座、社交心理   

支援小組或治療性小組，以及各類工作坊及活動，讓患者及家屬在面對疾病的挑戰時有足夠資訊

及支援。

2019/20年資源中心共提供了 385節新症病人講座及健康講座，
服務共 5,410位患者及家屬

另外提供了 83個，共 151節的小組及工作坊，
服務共 1,191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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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及照顧者賦能及支援

生命教育：好友讀書會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近年增設「生命教育圖書閣」，以推廣生命教育。中心在2019年更舉辦了「生命教育：

好友讀書會」，邀請了《您痛故我在》作者、資深護士、生死教育學會榮譽秘書廖綺華姑娘與病人及家屬

分享好書，透過生動有趣的分享，增加病人及家屬享受閱讀的樂趣，有參加者表示活動「對生死教育認識

多了」；更有不少參加者欣賞講者「坦誠分享」，感受到講者「用真誠寫書」，可見參加者都有一個難忘

的下午和回憶。

「煮出幸福的味道」工作坊
癌症病人在治療過程中，往往會因治療的副作用而導致胃口變差，因而體重下降而影響之後的治療進程，

形成惡性循環。癌症病人資源中心舉辦了三節「煮出幸福的味道」工作坊，第一節由本院註冊營養師郭美寶

姑娘分享如何選取營養食材及煮食心得和樂趣；第二節「減壓工房」由中心社工帶領，讓病人及照顧者一同

了解壓力來源和尋找處理方法；第三節參加者一同走出醫院，到德國寶九龍灣廚樂體驗館製作《煮出幸福的

味道》烹飪書中的有營食譜。活動參與人次達 50人，當中有三分一是照顧者。參加者都認為活動可提升  
他們對煮食的興趣，有參加者更表示活動「令男生也學懂煮食。」、「這類型活動值得繼續舉辦，可令病友

互動從而增加自我信心及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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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及照顧者賦能及支援

旺蘭 � 癌症康復者
當證實患了腸癌 (第四期 )時，晴天霹靂，我無法接受，

腦中一片空白，見到癌症治療講座的海報，便到 R座 601室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索取癌症資料及活動資訊。及後，        
我參加了中心舉辦的「茶禪」，主持的兩位法師在完結

時問我有什麼感想，我回答是：「慢活，但我時日無多，

慢活有何用？」我那時已泣不成聲。有位男士過來與我

分享，他剛剛退休便患癌，更不能接受任何治療，最初

與我的反應一樣，後來想通，

故此樂觀面對。他的鼓勵使我

積極面對治療。現在我已康復，

當然也有復發的可能，患病的   
經歷，讓我明白病人的無助與

恐懼，除藥物和手術治療外，情緒更需要被關顧。     
現在當我接觸到新病友時，我可把自己的經歷告訴    
他們，互相鼓勵，廣傳助人，亦是自助精神，大家都

可以共享快樂人生。

樂活手創展藝坊：和諧粉彩體驗工作坊
表達，不一定要用言語、文字，透過圖像來表達內心所想可能來得更自然舒適。來自日本的和諧粉彩

是每個人都能輕鬆上手的藝術，參加者毋須「識畫畫」，只需藉由手指、乾粉彩及輔助工具在畫紙上揉揉

抹抹便可創造出屬於自己的藝術圖畫，為自己輕鬆減壓，帶來喜悅！病人資源中心自 2019年起舉辦
「和諧粉彩體驗工作坊」，參加者從貼畫紙、刮粉彩、構圖到用手指頭沾上顏料創作，每一步都是療癒過程。

每次完成畫作，社工均會帶領參加者互相欣賞畫作及分享創作感受。每一節的心靈探索，參加者以默默

低頭作畫開始，再以滿足、平靜、享受作結，有時參加者更會創作不同作品贈予親朋好友，傳遞祝福。

為讓參加者更容易投入創作過程，每次社工會選取生活化事物作主題讓參加者按示範去畫，有時亦設有

自由創作部份，然而參加者的創作分享皆充滿驚喜。曾有參加者利用大量深色顏料作畫後分享「用盡黑暗後

可見光明」，亦有參加者替作品畫上不同表情及眉毛時忍不住大笑，吸引同伴好奇圍觀。

若你正尋找方法建構屬於自己的寧靜空間，不妨考慮參加和諧粉彩

工作坊，讓顏色伴你走一趟心靈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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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互助與支援病友組織

推動互助與支援病友組織
中心一直致力推動朋輩的互助支援服務，我們相信每一位病友的經驗都是寶貴的，都能轉化成為助己

助人的資源。病友自助組織更是資源中心的緊密伙伴，在他們服務的過程中，我們看到朋輩義工們一方面

幫助到很多受疾病困擾的人，同時他們也從中有不同得著。

支援病友組織
提升能力及信心
中心社工參與各自助組織的委員及義工退修

活動，並透過團體合作遊戲及分組討論，協助

委員及義工檢討現行服務、未來發展的優劣勢、

危與機，促進彼此交流，並提升義工士氣、

建立互相欣賞的文化，邁向成長。

Su K oo – 向日葵互協會義工
義工退修再一次燃點了我的初心，其中兩點「聆聽」及「設身處地」，聽起來

簡單不過的要素，卻是那麼容易的忘記與忽視。其中一個環節是讓各小組分享近日

煩心的事，我們五名組員都毫無保留的分享，我發現當全心投入聆聽時，別人的

每一句話都能刻進我心，讓自己設身處地站在別人的位置上，從而真的感動了我。

義工服務就是為了徬徨孤單無助的人提供一個表達的渠道，認真「聆聽」然後

「設身處地」，這兩要素才真正領略到病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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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互助與支援病友組織

「控糖先鋒」培訓及社區教育推廣計劃
糖盼樂互協會申請了「病友組織與醫管局資源中心協作項目」，與病人資源

中心及糖尿科中心合作，推行為期半年的「控糖先鋒」培訓及社區教育推廣計劃。

計劃招募了 10名糖尿病患者參與四節「控糖先鋒」課程，從監控血糖、用藥、
控糖飲食、情緒管理等各方面，教導參加者控制血糖的知識及技巧。完成課程的

參加者擔任「控糖先鋒」，分別到訪鐘聲慈善社陳守仁長者鄰舍中心及亞洲婦女

協進會油麻地頤老中心，透過遊戲、運動示範及小組分享，向 50名長者宣揚疾病
自我管理的重要性，並與糖尿病病友分享復康心得，互相交流經驗。

參與計劃的「控糖先鋒」在分享會中分享了他們一些得著及最深刻的經驗，

不少參加者是第一次到社區進行推廣教育活動，因此他們會擔心自己所表達出來

的資訊是否正確、會否難與社區上的長者溝通等，但當他們嘗試第一次後，均表達

出原來分享經驗並不困難，而且覺得能夠幫助別人是一件很美好的事。當中有

部分人更反思「自己要汲取更多正確的糖尿病資訊，才能夠有良好的基礎，與別人

溝通與分享。」

在活動過程，參加者在社區中遇到數位過百歲、患有數十年糖尿病的長者，

他們把糖尿病管理得十分穩定，這讓一班參加者感到十分佩服，也發現原來在

活動中，「除了自己可以成為別人的榜樣外，別人也可以成為自己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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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互助與支援病友組織

新生嬰兒深切治療部
家長互助閣
我的兒子是個極早產兒，大概 25週出生，一出世

便在伊利沙伯醫院 C9新生嬰兒深切治療病房留醫，
130天後才回家。

當中經歷過的各種早產兒所面對的身體問題，突然成為新手

父母的徬徨，加上每天要面對從醫護而來的消息，孩子情況

向前進一步又退後兩步，過山車一般的心情起伏，並不是一般

足月出生嬰孩的父母能明白。

幸好我在病房認識了其他媽媽，她們都樂意分享餵母乳的

知識、孩子的經歷及曾遇過的病情，給予我心靈上很大的支持，

以及能有足夠心理準備去應付；當中有些戰友現在已變成我的

好友，繼續扶持、分擔照顧孩子的樂與怒，所以我一直都留意

家友愛的訊息，盡量給予仍在病房的同路人點點支持 /安慰。

家友愛會定期招募新義工，因為我兒子的情況漸趨穩定，自己能騰出較多時間；跟丈夫

商量後，於是決心報名，完成有關培訓，正式成為家友愛義工。

在過去一年義工經驗，很高興跟會友一起參加秋季大旅行，病房探訪，看見許多畢業的

同學仔身體狀況大有進步，有一些孩子還在努力中，都提醒我要珍惜現在所擁有的，而且

將自身的經歷幫助有需要的人。

最近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家友愛決定排除萬難，繼續支持病房的父母，所以決定

用 zoom來做互助閣。這是一種全新的體驗，隔著螢幕去關懷別人，有一定的難度及挑戰，
幸好有其他較有經驗的委員義工在場，效果都頗理想，可以抒解父母的憂心。

我覺得做義工最特別之處，總想到是自己幫人，其實同時

間亦都係別人在幫你，助人自助，從中可以重新整理自己的

思緒。當你重新走入以前天天留連的病房，重遇病房的醫生

護士，熟悉的醫療儀器聲音，病房內的程序，都會有一種

故地重遊嘅感覺，但那種驚惶失措的感覺，已被關顧別人的

愛取替。

從義工培訓及經歷當中，我學會要多聆聽，提醒自己要

謙虛、慎言，多留意別人的情緒、動作。當我回顧自身的

經歷，我相信神給予我這個特別經驗，可以藉此去幫更多嘅

人，分享愛，實踐「施比受更有福」。

我很幸運遇上一班樂意為別人付出時間、心機的家友愛

委員及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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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及發展
截至 2020年 3月為止，資源中心註冊義工共 1,554人，其中 725人於兩年內為伊利沙伯

醫院提供義工服務，並於 2019年 4月至 2020年 3月期間，服務時數更達 32,342小時，接受
服務人次達 91,416人。

重視自我關顧
促進不同服務義工間彼此交流
現時中心因應病人及醫院的需要，為不同患有長期病患者及

其照顧者提供關顧服務，透過朋輩分享、電話關懷或新症講座等

提供心靈支援，發揮同路人的互助精神。中心相當重視義工自身

的身心靈狀態，故會透過定期舉辦茶聚讓不同組別的義工互相

分享及交流服務經驗；亦會透過義工增值培訓及小組會議與義工

整理服務經驗和應對挑戰的心得，讓義工肯定自己的能力及裝備

自己，加強參與服務的信心。

善用義工技能　支援醫院服務及運作
除了關顧病人服務外，中心會與不同醫院部門合作，善用義工的技能及優勢，支援醫院服務及運作。

現時中心義工分別於藥房、專科門診、病房及行政部門等提供支援服務，不少義工分享透過參與服務增進

對醫院服務的認識，更可分擔醫護人員部份行政工作，讓他們更專注為病人提供關顧服務。

持續義工訓練支援新症病友
中心一直重視同路人的參與及朋輩關懷服務，因此癌症病人資源中心社工定期開辦「朋輩關懷義工課

程」，招募有志服務癌症病友的同路人及家屬參與義工培訓，讓他們了解義務工作的性質及作用，並建立

正確的關懷態度，與病友分享經驗，推動助人自助的精神。中心更舉辦了「朋輩義工進階訓練」，讓朋輩

關懷義工學習更有效的溝通方法、基本哀傷輔導技巧及自我關顧技巧，過去一年，受訓義工人次達8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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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及發展

Mar y Lau– 臨床腫瘤科門診義工
「在一年半的義工生涯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吳婆婆，她是肺癌病人。第一次見她已長滿

頭瘡，這是標靶藥的副作用，令她非常痕癢。第二次見她情況更嚴重，流着血水，說到傷心處更

流淚。我拍拍她肩膊、遞上紙巾，當刻感覺她信任我們才真情流露。第三次遇上是她主動過來打招

呼，她面上充滿笑容，原來減了藥，副作用少了，我衷心替她開心。每次做門診關懷時總想再遇她，

想知她安好。

回想起做義工的初心是希望以自己經歷過的和同路人分享，過程中發現原來看見他們比從前變得

開朗，更令我感受到極大的安慰。

謝謝癌症病人資源中心給我這個機會，是你們助我自助！」

社區協作及建立夥伴關係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舉辦了社區資源分享會予伊院同事參加，

邀請了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介紹其中心服務及「香港防癌會 -
賽馬會：「攜手同行」癌症家庭支援計劃」，藉以讓不同部門

的同事對有用的社區資源有更深的認識，以便掌握到資訊應用

在日常工作上，並促進醫院與社區之間的合作。

除此之外，中心亦會透過日常的新症講座，邀請不同的社區夥伴如香港癌症基金會介紹服務，讓癌症

病人及家屬更掌握社區資源訊息，以協助他們在社區上得到支援。中心更是轉介的角色，過去一年，中心

共轉介了 240名有需要的癌症病人及家屬轉介去合適的社區服務組織。

義工鬆一鬆　充電再出發
義務工作是一份長遠、持續的有意義工作，長期參與義務工作後，偶爾也要為自己

「充充電」，做一些自己喜歡的活動，避免感到倦怠 (burn-out)，失去動力。癌症病人
資源中心為癌症服務的義工安排了不同類型的活動，例如：「繩結蜻蜓

匙扣」、「DIY驅蚊水」及「桌面生態魚瓶」，邀請義務導師與義工分享
製作方法，過程中義工更可以認識到不同服務的義工朋友，彼此分享參與

服務時的感受和得著，彼此支持和鼓勵。參與的義工表示這些「充電活動」

能使注意力更集中，學習更專注，完成的作品讓自己感到很有成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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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中心未有因疫情停下來，
繼續與你同行
因為疫情的發展，醫管局已於 2020年 1月 26日啟動「緊急應變級別」措施，為減少到醫院

的人流，所有義工服務以及中心的實體小組及活動均要暫停。然而中心知道雖然疫情嚴峻，但其實

病人的需要卻沒有減少，中心在這段期間繼續與大家同行。

提供網上講座、小組、工作坊
資源中心在疫症期間，將部份實體的活動及講座轉為

網上進行，讓病人及家屬可以在家透過應用程式 ZOOM
參與，如︰各類癌症新症講座、認知障礙症新症分享會、

供癌症病人及照顧者參與的午間放鬆練習、乳癌病人分

享小組、照顧者加油站、供長期病患者及照顧者參與的

植物拓印工作坊、供照顧者參與的「同聲同氣」小組等。

另外，資源中心還鼓勵自助組織在這段時間透過電話

及網上平台繼續支援新症病友，分別有一些癌症自助組

織透過 ZOOM及電話進行關顧，家友愛也透過 ZOOM
舉辦網上家長互助閣。

與你「疫」境同行單張
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大家難免感到不安及

焦慮。有見及此，癌症病人資源中心社工為

癌症病人和家屬設計了與你「疫」境同行的

單張，提醒大家在疫情下也要保持心理健康。

單張內有四大要點，每個要點皆運用了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英文名字簡寫作開頭，分別

是 Calm保持冷靜、Physical health保持健康、

Relax放鬆練習和 Contact保持溝通。面對疫情

消息，大家都要「停一停、諗一諗」，讓自己

有時間去消化不同的信息。雖然外出時間減少，

大家仍要保持均衡飲食，閒時在家做適量的

運動。單張內也提供了衛生署的放鬆練習，

有需要時可登入網址，觀看相關片段。最後

提醒大家閒時要和家人、朋友保持聯絡，互相

支持，一起渡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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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中心服務

抗疫錦囊
病人資源中心也設計了抗疫錦囊，附上不同網上的資源介紹及連結，還分享一些心靈小語，   

為各位在疫情期間打打氣。

服務安排
•	 兩所病人資源中心會維持星期一至五，早上 10時至下午 6時開放。

•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恆常服務不變，包括復康用品租借、假髮租借、提供癌症小冊子等。

•	 病人資源中心維持索取社區資訊小冊子及單張服務，其他服務暫停。

•	 為了保障大家健康，中心放置了酒精搓手液供大家使用，而公眾進入中心時亦需要填寫

 健康申報表。

抗疫錦囊 (第一輯 ) 抗疫錦囊 (第二輯 )

如欲重溫抗疫錦囊內容，請掃瞄以下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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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香港》

由於新型冠狀肺炎病毒殺到，來勢洶洶，香
港正面臨極大的考驗。

縱然，我們有強大的醫護團隊，默默緊守崗
位診治病者，守護着大家的健康；縱使我們
有社福界的社工，給予我們情緒的支援，提
點鼓勵我們，安守家中，合力同心抗疫。

在反覆嚴峻的疫情下抗疫，有賴市民與政府
通力合作，聽從政府的呼籲，戴口罩，勤潔
手，少外出，暫停聚會。防疫不鬆懈，同心
竭力，遏止疫情！

香港的復原，有賴市民通力合作，做好自己
本份。積極面對齊防疫。為己為人，大家聯
手抗疫，努力加油啊！

鄰里、義工、醫護互關心 抗逆之心堅如金！

齊鼓掌！勝利之聲在迴響，歡欣歌聲更響亮。

阿燕

彩色空間： 希望疫情下，被分隔開的

 距離也有不同的色彩照耀

心裏常感恩，
每天都係賺來的！
好好咁開心過渡
每一天。

阿菁

疫情聚集唔好制
罰款二千好閉翳
外出口罩記得帶
洗手廿秒乾淨哂

陳銓

2020年是
天降大任於
全人類的一年，
風雨過後必有彩虹。

Kit

堅信愛會贏，
守望相助！加油，
希望疫情早日結束

瑞蓮

衛生知識不能錯
個人防護齊做妥
互助能把愛傳播
疫境自強同跨過

惠娥

新冠肺炎病毒飄忽，反覆無常，大家

留家避疫，保護自己所愛。其實幸福

就是埋在習以為常的生活裏。

大家齊心合力，戰勝疫情 !!!
加油、加油…!

感謝各位醫護人員堅持不懈、盡心竭
力地為每一位病人努力！

我們深深感受到你們所付出的愛與關
懷！感謝你們！

盼望你們持守工作的同時，更要好好
保護自己的身體！

祝福你們平安健康喜樂！

防疫 ▪抗疫
生命何價 ?

各人務必注重環境衛生，保持個人清
潔、持續運動、持升抵抗力、避免病
原體侵犯……

我們要提升生命的價值，好好照顧自
我及家庭，在可能的情況下，幫助鄰
里及社會弱小，儘可能發揮人類有限
生命的力量。

因為有：

細心、耐心、愛心的
醫謢；

我們要：

小心、恆心、關心身
邊人

疫境過後，充滿陽光
。

沙翁

勤洗手，戴口罩，
COVID-19病毒
一定走 !

大家一齊加油 !加油！
再加油！

Yin

抗疫要做好，口罩要戴好，

清潔要做足，為已及為人，

世界多美好 !

因病毒疫情擴散嚴重，令大家感

到健康重要，祝願病毒早日消

失！幸有醫護團隊不眠不休照顧

的無我精神、感恩，祈願疫情不

要持續擴散，我們再在社交再

聚，不幸病患者加油，你我他身

體健康平安喜樂！

從 2003年的沙士病毒到今年的
冠狀病毒都充分體驗到醫護人員
不顧染上病毒的危險，只有一個
目的就是拯救患病的人，這種精
神，絕對值得我們的敬佩。祝你
們百毒不侵，身體健康！

加油 !

人人做大廚
留在家中，發揮創意，

創作新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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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9 / 2 0 年度財務報告
病人資源中心 ($)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

19/20年度部門捐款收入： 12,245 360,214

19/20年度總支出： 281,199 289,733

捐款戶口儲備 (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 )： 2,279,127 314,745

支出比例

伊利沙伯醫院病人資源中心管治架構

九龍中醫院聯網

病人支援及義工發展督導委員會

成員名單

病人支援及義工發展督導委員會主席

陶黎寶華教授

李華珍女士

委員

陳麗雲教授

梁佩如博士

梁健平博士

梁華勝太平紳士

梁梓敦先生

黃錦洪醫生

翟偉樑醫生

張豐青醫生

羅錦燕女士

關兆煜先生

黃偉賢先生

方漢英女士

熊裕勤女士

李淑麗女士

李美玲女士

胡婉儀女士

17%
病人與照顧者賦能及支援

推動互助及支援病友組織

義工服務及發展

行政及其他支出

14%

31%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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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9 - 2 0 實習社工
中心乃各大院校培訓社工學生的訓練場地，中心的服務亦有賴以下實習社工的

努力協助，我們謹此致萬二分謝意 !

香港大學 HKU 5–7.2019
周允中

香港城市大學 CITYU 9.2019–3.2020
周耀煒

馮梓瑜

香港理工大學 POLYU 9.2019–3.2020
張曉彤

鄭佩玲

合作伙伴 (排名不分先後 )

1. 香港癌症基金會

2. 兒童癌病基金

3. 香港癌症基金會服務中心 (北角 )
4. 香港癌症基金會服務中心 (黃大仙 )
5. 香港癌症基金會服務中心 (天水圍 )
6. 香港癌症基金會賽馬會服務中心 (葵涌 )
7.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8. 社會福利署 (九龍城及油尖旺 )
9. 香港紅十字會醫護服務部

10. 救世軍油尖長者綜合服務油麻地長者社區服務中心

11. 香港聖公會黃大仙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12. 香港聖公會樂民郭鳳軒綜合服務中心

13. 聖公會聖匠堂長者地區中心

14. 東華三院黃祖棠長者地區中心

15.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竹園馬田法政牧師長者綜合
 服務中心

16.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彩虹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17. 香港家庭福利會長者及照顧者心理健康服務

18. 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19. 嗇色園可聚耆英地區中心

20.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21. 房協長者安居資源中心

22. 聖雅各福群會

23. 拔萃女書院

24. 藝術在醫院

25. 關心您的心

26. 新健社

27. 香港哮喘會

28. 心血會有限公司

29. 香港造口人協會

30. 祥康之友

31. 蕙蘭社

32. 地中海貧血兒童基金

33. 前列腺基金會

34. 電訊盈科

35.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36. 瑪麗醫院癌症病人關顧支援組

37. 瑪嘉烈醫院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38. 威爾斯親王醫院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39. 屯門醫院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40. 基督教聯合醫院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41. 九龍醫院病人資源中心

42. 香港眼科醫院病人資源中心

43. 香港佛教醫院病人資源中心

44. 東華三院廣華醫院健康促進中心

45. 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陳淨錦病人資源中心

46. 博愛醫院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教研中心 (油尖旺 )
47. 九龍中聯網伊利沙伯醫院寧養中心

48. 伊利沙伯醫院院牧事工

49. 天主教牧靈部

50. 覺醒心靈關顧服務

51.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52.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53.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54. 香港乳癌基金會

55. 全球華人乳癌組織聯盟

56. 東華三院「善壽服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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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資源中心 /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捐贈表格 ) PRC / CPRC (Donation Form)

伊利沙伯醫院 

Queen Elizabeth Hospital

(為方便文書處理，請盡量以英文正楷填寫 Please fill this form in BLOCK LETTERS for record processing)
(請於適當方格內加上「」Please  put  a " " in  the  boxes  if  appropriate)

 本人 / 本機構樂意捐助「病人資源中心」
 I/We want to support Patient Resource Centre

 本人 / 本機構樂意捐助「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I/We want to support Cancer Patient Resource Centre

 A. 捐款金額 (港幣 ) Donation Amount: HK$        

   支票  By Cheque
   附上支票乙張 A cheque (號碼 No.                                                                                       )  is enclosed.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 醫院管理局  –  伊利沙伯醫院 」。
   Please make crossed cheque payable to "Hospital Authority - Queen Elizabeth Hospital"

   現金 In Cash (請勿郵寄現金  Please DO NOT MAIL CASH, 核實金額為準 Donation amount is confirmed after verification)
如欲以現金捐款，善長可親臨伊院主座會計部大堂之收費處辦理，或 以信封裝載捐款並封口投入位於伊院範圍內 (G座地下急症室、D座地下、
C座地下、R座地下、B座地下或 B座三樓 ) 的伊利沙伯醫院慈善信託基金捐款箱內。Cash donation can be made through the Main Shroff Office on 
1/F, Main Block, Queen Elizabeth Hospital or cash donation can be dropped off together with the donation form in a sealed envelope at any of the Queen 
Elizabeth Hospital Charitable Trust (QEHCT) donation boxes installed at the hospital (Accident & Emergency Department G/F Block G, G/F Block D, G/F Block C, 
G/F Block R, G/F Block B or 3/F Block B).

 B. 捐贈物品 Donated Item:          

  估價 Estimated Value:  
* 若捐贈物品不被接納，本院會通知捐贈者取回；若該物品於兩星期內未被領回，本院有權自行處理。
If the donated item is not accepted, QEH will contact the donor to take back the item. The hospital reserves the right to dispose of the item if it is not taken back 
within 2 weeks.

 需要致謝信  A thank you letter is required.

 捐贈詳情  Donation Details

捐贈人資料 Donor Particulars
 以個人名義捐款 Individual Donor  以機構名義捐款 Corporate Donor

善長芳名或機構名稱 (先生 / 女士 / 太太 )

Name of Individual or Organization: (Mr / Ms / Mrs)

聯絡人姓名 (如與上述不同 ): (先生 / 女士 / 太太 )

Name of Contact Person (If different from above): (Mr / Ms / Mrs)

地址 Address:

電話 Tel: 電郵 Email:
身份証號碼 : 
HKID No. :

 捐款港幣一百元或以上可獲發收據作扣稅用途。除特別註明外，捐
款收據將按上述善長芳名或機構名稱發出。

 Donation receipt will be issued for donation of HK$100 or above which 
is tax-deductible. The donation receipt will be issued to the name of 
individual or organization provided above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本表格所收集閣下的個人資料將嚴格保密處理，並只會向病人資源中心、癌症病人資源中心及伊利沙伯醫院提供，以用作與籌募相關事宜及發出收據的目的。
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由於病人資源中心、癌症病人資源中心及伊利沙伯醫院擬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 (即你的姓名和聯絡資料 )進行慈善募捐，我們需先取得閣下的同意，但本院在未得到
閣下的同意之前不會如此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
使用個人資料作籌募推廣  如閣下願意繼續支持病人資源中心、癌症病人資源中心及伊利沙伯醫院的慈善工作，並同意我們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為病人資源中心、癌症病人資源中心及伊利沙伯醫院
進行慈善募捐，請於下方空格簽署。如閣下 不同意，則無需簽署。
閣下有權隨時查閱和改正病人資源中心、癌症病人資源中心及伊利沙伯醫院持有關於閣下的個人資料。如要行使上述權利或不欲再收到病人資源中心、癌症病人資源中心及伊利沙伯醫院有關慈善募
捐的推廣資訊，請 致電  3506 6434  與病人資源中心負責人 或  3506 5393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負責人聯絡。
Your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in this form will be kept strictly confidential and made available only to PRC, CPRC and Queen Elizabeth Hospital (QEH) to use for purposes relating to donation matters and for issuing 
receipts.
Under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PRC, CPRC and QEH need to obtain your consent as we intend to use your personal data (i.e. your name and contact data) for solicitation of donations for charitable 
purposes to PRC, CPRC and QEH but will not so use your personal data unless your consent is received.
Use of Personal Data for Solicitation of Donations Please sign in the space below if you agree to support the charity work of PRC, CPRC and QEH and the use of your personal data for solicitation of donations to 
PRC, CPRC and QEH.  If you find such use not acceptable, then your signature is not required.
You have rights of access and correction with respect to your personal data held by PRC, CPRC and QEH. If you wish to exercise these rights or you do not wish to receive any promotional materials on solicitation for 
donations to PRC, CPRC and QEH afterwards, please contact IC of PRC at 3506 6434 or IC of CPRC at 3506 5393.

本中心或會於網站 /其他途徑列出善長芳名或機構名稱，以作
鳴謝。如不同意，請於以下註明。
The Centre may acknowledge donations on the website or other 
means. If you do not agree, please indicate below.
 我不同意貴院鳴謝本人  / 機構的捐款
 I do not agree to have my donation / don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acknowledged by Hospital

捐贈人簽名
Signature of the Donor:

日期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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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沙伯醫院  病人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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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貼上
郵票

Stamp Here

<< 請沿虛線對摺及以膠紙封口  Please fold here and seal with tape>>

多謝您的慷慨捐贈 !

Thank you for Your Generous D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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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善心人士及機構團體於 2019年 4月 1日至 2020年 3月 31日期間，以物品或金錢形式捐出

二仟元或以上予本中心作服務之用。在此本中心謹向各善心人士及團體，致萬二分謝意。

(名單排名不分先後，如有錯漏，祈為指正 )：

中心職員： 鄭韻婷、鍾振邦、黃麗賢、湯蕙瑜、李詠竹、辛佩如、梁芷琳、利舒寧、包慧芬、
 勞滿意 *、馮玉萍 *、馮寶生 *
*兼職同事

鳴謝

捐贈復康用品或禮品贊助 ( 二仟元或以上 )

Synergy Education

Ms. Leong Fu Lai : Red Cherry Moon Co

Mr. Ho Ka Kit, Hermes: HS. Aesthetic Workshop

Ms. Valerie Cheung: HS. Aesthetic workshop

Mr George Ng @ Dr. Hair

Andiappan Yoga Community Ltd

Hong Kong Cancer Fund

Nestle Hong Kong Ltd

Society for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United Italian Corp. (HK) Ltd

支票或現金 ( 二仟元或以上 )

Hong Kong Cancer Fund
李碧玉女士

林美莉女士

梁錦榮先生

莫麗珍女士

陳娟女士

趙長成先生

黎容女士

鄺美錦女士

除以上各位善心人士及團體外，還有其他捐款額低於二仟元的善心人士，或是協助中心擔任義務

導師的團體及義工，在此本中心同樣謹向各位致萬二分謝意。

伊利沙伯醫院  病人資源中心
九龍加士居道 30號
日間醫療中心閣樓 5室

<< 請沿虛線對摺及以膠紙封口  Please fold here and seal with tape>>

多謝您的慷慨捐贈 !

Thank you for Your Generous D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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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資源中心

中心地址：九龍加士居道 30號
 伊利沙伯醫院

 日間醫療中心閣樓 5室
中心電話：3506 6434
　　傳真：2332 4585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中心地址： 九龍加士居道 30號
 伊利沙伯醫院

 R座 6樓 601室
中心電話： 3506 5393
　　傳真： 3506 5392

督印人︰鍾振邦

編輯委員︰鄭韻婷、黃麗賢、湯蕙瑜、李詠竹、辛佩如、梁芷琳、利舒寧

病人資源中心服務
及活動資料

病人資源中心
Facebook 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