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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1. 香港風濕病基金會「風濕緩痛嘉年華」

日期﹕10/10/2010
地點﹕奧海城二期地下主題中庭

為響應 2010 年「國際風濕病日」，本會聯同多個服務組織醫學界專業人士
參與協辦是次香港風濕病基金會的風濕 緩痛嘉 年華，宣揚正確處理風濕病的
處理方法及態度，以增進公眾對風濕病的認識。
今年適逢香港風濕病基金會成立十周年，除了傷殘奧運四面金牌得主──
張偉良先生主持開幕、2010 年英皇新秀歌唱大賽得奬者──許靖韻小姐獻唱，
起動禮上還貼上香港風濕病基金會過去十年活動的照片，回顧基金會一直以來
對風濕病患者作出的服務及貢獻。
是次嘉年華會節目豐富，吸引無數市民參觀，十分熱鬧。上午十一時左右，
各病友組織的攤位遊戲已準備就緒。本會製作了兩組電棒闖迷宮遊戲，考驗大
家雙手的定力，引來大批市民排隊挑戰。到十二時正，嘉年華會起動禮正式開
始。除了嘉賓致辭、義工嘉許禮和歌星獻唱外，還邀得多名醫學界專業人士如
李家榮醫生、吳錦鴻醫生、陳嘉恩醫生、陳國正醫師、陳羽微藥劑師及李向明
註冊營養師等主持多場健康短講。此外，現場還設有骨質疏鬆檢查、體能評估
及測試和各種資訊展覽，向市民介紹不同風濕科痛症、處理方法、病友組織以
及各種藥物及運動資訊。嘉年華會一直舉行到五時正，在一片歡笑聲之中完滿
結束。

張偉良先生與一眾嘉賓主持嘉
年華會開幕儀式

市民正挑戰本會的電棒闖迷

宮遊戲——總要定、路路通

本會遊戲攤位前已經「大排長

工作人員在台上示範舒展
筋骨的運動。

香港風濕病基金會主席游寶榮先

龍」﹗

生與本會執委及義工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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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4/11/2010
地點﹕荃灣及元朗
當日上午九時，一眾會員及家屬在金鐘和九龍塘上車後，今年本會的秋季
大旅行正式開始。旅行第一站是荃灣芙蓉山竹林禪院。禪院莊嚴宏偉，氣派非
凡。一進正門，天王殿前左側放著一尊四面神像，色彩斑斕。沿台階直上，穿
過大雄寶殿和浮屠殿，便到五百羅漢殿。殿裡羅列五百尊金身羅漢像，每尊大
小如真人，神態或慈祥、或威武、或嚴肅，栩栩如生，吸引不少參加者駐足欣
賞、拍照留念。
十一時左右，大家便上車離開竹林禪院，前往元朗大榮華酒樓用膳。是次
旅行午膳為九大簋，用料豐富，色香味俱備，頗有傳統圍村風味。除了東坡肉、
五味雞、燒鴨和豆鼓蝦外，還少不得元朗三寶之一——黃油烏頭魚。魚香、肉
香，混夾著豬油撈飯的飯香，個個吃得津津有味。大快朵頤之後，各人收拾行
裝，前往恆香老餅家製餅廠參觀，一嚐新鮮出爐的老婆餅。有些參加者更即場
買兩三盒當手信。
二時二十分左右，大伙兒浩浩蕩蕩向旅行行程最後一站——香港超域教育
片場進發。教育片場原為中學校舍，而今課室和操場已改建屋村、銀行、餐館、
警局、醫院等拍攝場景。眾人一面聽導賞員講解，一面應不同的場景佈置，擺
出不同姿勢拍攝，各自編演小故事，神情鬼馬，創意十足。臨近尾聲，導賞員
向大家介紹電影中的種種電腦特效，如分身術、坐過山車等，令人眼界大開。
大約下午四時，天色漸暗，所有參加者在片場空地拍過大合照後，便準備歸程。

2. 秋季大旅行

參加者於竹林禪院門前涼亭合照

午膳是九大簋，非常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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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漢殿中每尊羅漢像都同真人差不多高，神態萬千

乾杯﹗我哋唔客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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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秋季旅行

日期﹕14/11/2010
地點﹕荃灣及元朗

到了超域教育片場，導賞員為參加
者介紹片場中每一場景的細節

他們像看櫥窗手機吧？其實
他們在看佈景板

導賞員正教導參加者如何利
用場景擺姿勢拍照

主席今次不當病人，要扮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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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啊跑啊，她似在後巷奔跑嗎？

旅行臨近尾聲，大家在操場拍大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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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慧的長河－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展覽

日期﹕23/11/2010
地點﹕香港國際機場亞洲國際博覽館

今年十月十二日康文署宣佈舉辦「智慧的長河–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
展覽，並開放參觀名額予社福機構申請免費參觀。本會亦向康文署申請了四十
張十一月二十三日的門票。由於門票有限，參觀名額悉數分予本會義工會友及
其家屬，以感謝他們一直以來對本會的貢獻。
當日下午二時十五分左右，參加者從太子站乘坐旅遊巴出發。大約一個小
時車程，便到達亞洲國際博覽館了。由於抵步時間比預期早，大家唯有先行各
自活動。有的到快餐店用膳，有的到附近的香港漫畫展覽廳拍照，有的到「離
島遊踪」攤位參加有獎問答遊戲，忙得不亦樂乎。
下午四時，終於輪到我們參觀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了。大家取得紀念書
簽和場刊後，便魚貫進入展覽館場。展覽館場內人頭湧湧，只為一睹電子動態
版清明上河圖之風采。本會參加者也不例外，紛紛靠近螢幕，不願錯過清明上
河圖絲毫細節，甚至就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的畫工和特效評頭論足一番。有
的更全程高舉攝影機，誓要將這個鎮館之寶帶回家。
雖然展覽的是「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但相較原畫作了不少改動。
例如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展示的不是原畫的「汴水秋風」
，而是清明時分的汴
河兩岸風光。此外，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還加插了原畫沒有的夜景，並為圖
中所有動畫配聲，使觀眾仿如置身其境，為《清明上河圖》增添不少生氣。
眾人看過展覽，還是意猶未盡，便到展覽館場外購買《清明上河圖》的袖
珍複印本和紀念品。下午六時，天色已晚，大家才依依不捨上車離開。

參加者與漫畫塑像合照

展覽館場內人頭湧湧

大家靜待橋頭童子抱豬一幕

上河圖中每個人物都刻劃

參觀過後，會員於展覽館門

離開展覽館，部分會員相約

得細緻入微、栩栩如生

外合照留念

到灣仔食秋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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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期﹕27/11/2010

東區醫院日 2010-慈善賣物會及步行同樂日

起點﹕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主座三樓
終點﹕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 A 座停車場面

一如既往，為「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慈善信託基金」籌款以改善醫院
病人服務、加強社區伙伴合作，以及凝聚員工團隊精神，東區醫院特舉辦此慈
善賣物會及步行籌款活動。是次活動本會會員反應踴躍，為東區醫院籌款出錢
出力，除了有會友參與步行外，還有會友協助籌辦慈善義賣及攤位遊戲。
活動當日清晨時分，部分會友已到東區醫院佈置慈善義賣及遊戲攤位。上
午九時正，步行籌款正式開始。參加者由醫院出發，經柴灣道至鯉魚門公園及
度假村再折返東區醫院。步行路線全程約 2.5 公里，步畢約 1 小時。步行至東
區醫院停車場之後，參加者參與慈善賣物會各項活動，如攤位遊戲、撕紙藝術
表演、手工藝品製作坊、個人保健檢查以及慈善義賣等。
攤位遊戲方面，本會出動了兩組電棒闖迷宮遊戲，並加入龍虎榜環節，吸
引公眾排隊挑戰。慈善義賣方面，本會準備了不少迷你聖誕樹、串珠擺設和珍
珠頸飾，件件手工精緻，令人愛不釋手，活動完結之前便售罄了。
直到下午四時，活動完滿結束，大家才陸續離開。是次籌款活動大家反應
踴躍，本會對為東區醫院籌得之善款相當滿意，福有攸歸，在此再次感謝諸位
會友及善長仁翁的鼎力支持和協助。

義賣攤位的迷
你聖誕樹及串珠
擺設手工精緻，
全是本會義工親

一大清早，一眾會友已整

自製作。

裝待發參與步行籌款
義賣攤位外人頭湧湧，銷情不俗

本會攤位遊戲吸引不少
小朋友前來挑戰
主席與攤位遊戲優勝者合照，
他只花 20 秒便完成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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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眾義工於橋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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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1. 聖誕聯歡會及生日會
日期： 2011 年 1 月 2 日（星期日）
時間： 6:30~9:00pm
地點：九龍橫頭磡村宏禮樓地下社區復康網絡橫頭磡中心
對象：強直性脊椎炎患者及家屬
名額：80 人
費用： $15(綜緩普通會員)、

$30(普通會員及其家屬)、

$40(附屬會員及其家屬)、 $50(非會員)、
1 月份及 8 至 12 月份生日之會員$15
(每位會員只限 3 位直系親屬享有優惠)
內容：慶祝聖誕及生日、遊戲玩樂、抽獎等
報名及收費﹕
1) 請致電 2794 4803 或 8134 2018 留言(姓名、聯絡電話及參加人數)
2) 請填妥報名回條，連同銀行入數紙或劃線支票一併寄回九龍橫頭磡村宏禮
樓地下香港復康會轉「香港強脊會」或傳真至 2794 4803
3) 或現場繳付現金
報名截止日期﹕12 月 22 日前

2. 港島東聯網 AS 講座
日期：2011 年 1 月 15 日（星期六，暫定）
時間：待定
地點：鰂魚涌青協大廈或律敦治醫院(待定)
對象：香港強脊會會員及家屬
題目﹕強脊性脊椎炎與心腦血管疾病的關係(暫定）
講者﹕溫文才醫生及馬繼堯醫生
報名或查詢進一步消息請致電﹕2794 4803 或留言﹕813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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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障礙城市定向
日期： 2011 年 1 月 23 日(星期日)
時間： 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地點：香港中環——遮打道行人專用區（起點、終點及無障礙論壇地點）
目的：促進傷健人士間溝通及合作、讓市民了解殘疾人士日常生活的需要
內容：

09:00
10:00
10:30
03:00
04:30

a.m.﹕
a.m.﹕
a.m.﹕
p.m.﹕
p.m.﹕

參加者集合及分組討論
起步禮
進行定向比賽
言之有「你」--社區無障礙設施論壇
比賽頒獎禮及閉幕禮

4. 2011 年春節聯歡晚會
日期： 2011 年 3 月初
時間：晚上，待定
地點：待定
費用：待定
內容： 麻雀耍樂、卡拉 OK、遊戲、抽獎、晚宴等等
詳情將於 1 月中公佈
報名或查詢請致電﹕2794 4803 或留言﹕8134 2018

5. 歌藝興趣班
患者病情與心理質素息息相關。與其整天鬱在家中，何不如約同三五知己
唱唱歌、解解悶？人開朗了，痛症自有所舒緩。

現正接受報名

時間﹕逢星期五下午 1:30 至 5:30
地點﹕橫頭磡村宏禮樓地下社區復康網絡橫頭磡中心
對象﹕本會會員及其家屬或其照顧者

報名請致電﹕2794 4803 或留言﹕813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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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九龍公園水中運動班
日期﹕2011 年 2-3 月(共一期)
時間﹕逢星期一(6 至 7 時、7 至 8 時) 或 星期三(6 至 7 時、7 至 8 時)
地點﹕尖沙咀柯士甸道 22 號 九龍公園室內訓練泳池
對象﹕風濕科患者
費用﹕ $20/每期/每時段/每人
報名方法﹕
每時段 25 人
請於 15/1 前向本會報名

7.風濕科水療練習計劃第一期

由香港風濕病基金會贊助

九龍伊利沙伯醫院
2011 年 1 月 10 日至
日期*

3 月 14 日
逢星期一 (共 8 堂)

2011 年 1 月 13 日至
3 月 17 日

2011 年 1 月 14 日至
3 月 18 日

逢星期四 (共 8 堂)

逢星期五 (共 8 堂)

晚上 6:00-6:45

A班

C班

E班

晚上 7:00-7:45

B班

D班

F班

柴灣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日期*
晚上 6:45-7:30
晚上 7:45-8:30

由於星期二之A班及B班第一期並無
物理治療師主持，將暫停一次。

2011 年 1 月 13 日至 3 月 17 日
逢星期四 (共 8 堂)

第二期則照常舉行。

C班
D班

收費：全期 $240.00 （共 8 堂）【綜援及醫療收費減免受助人半費】
(所有課堂均不設退款)

請於 12 月 22 日前報名

8.藍田適健中心水中運動班
以小組形式練習水中運動動作，以鍛鍊及保持關節、肌肉及周邊軟組織的
靈活度﹔更可利用池水的暖度來舒緩關節及肌肉痛楚。
時間﹕逢星期五晚上 5:45 至 6:35、6:45 至 7:35、7:45 至 8:35 (共三個時段)
地點﹕藍田復康徑七號適健中心水療池
現正接受報名
人數﹕每個時段 8 人
對象﹕本會會員及其家屬或其照顧者
收費﹕$80/人/期/時段(四晚為一期)
備註﹕每位合資格人士只可報一個時段，每時段如人數超出以上限額，本會將以抽籤決定先
後次序。

如欲查詢或報名以上之水中運動班，
請致電﹕2794 4803 或 留言﹕8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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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分享

1. 「港自助．講發展」自助組織研討會
本會主席，兩位副主席，秘書及委員何國玲和羅潔儀，於 10 年 10 月
24 日參加由香港復康會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辦的「港自助‧講發展」自助組
織研討會。
在第一部份的主題討論請來了三位重量級的講者。各人對現時自助組
織側重自助互助，少於扮演倡導角色而發表意見。病人互助組織聯盟主席
曾建平先生簡介了香港病人組織的歷史，並建議組織在集體層面參與倡
導，例如爭取參與醫管局的政策制定。香港復康會副總裁伍杏修先生指出
病人爭取政策改善是不能由他人代替，而服務機構是可以在提供資訊、環
境分析、動員和培訓方面協作。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張超雄
博士提醒組織要保持自省精神，提升個人身份並擴大公民公義意識，透過
倡導這種社會運動，克服社會勢力不平等的無助感。台下各組織回應了他
們面對的限制，例如缺乏時間，經驗和技術等。各講者鼓勵組織要持之以
恆，假以時日必定會有成果。
在第二部份的四個工作坊，由資深的組織代表與一眾組織作分題的討
論。新聲會及腎友會分享以誠意維繫新會員及持續人力培訓以維持委員的
更替。本會主席與慧進會交流如何在組織中建立自助互助的信念。卓新力
量以自我倡導形式，透過一些主流的活動，如音樂和話劇，爭取社會參與。
他們除了即場為與會者來帶來很多歡樂亦給固有的倡議模式開闢新路向。
香港黏多醣小組分享他們成功爭取病人用藥的經驗。他們回顧當時有
利的時機，以單一議題及帶出的正面意識等元素。而肌健會及康青會交流
了他們建立社區關系網絡及形象的心得。與會者於完場時都對今次研討會
的質素高度評價，各人均對組織日後對內及對外發展的知識提高而獲益良
多。
香港強脊會秘書吳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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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海金先生、黃霆鏘先生

壹仟元正

莊少蓮女士

貳佰元正

 多謝以下人士代表本會參與東區醫院日 2010 步行及攤位籌款﹕
張錦燕女士

趙麗方女士

潘劍雲女士

王月英女士

鍾展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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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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