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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1. 照顧者系列——音樂治療工作坊

日期﹕07/05/2011 至 18/06/2011
地點﹕醫院管理局大樓地下視聽活動室

本會舉辦之音樂治療工作坊於 5 月 7 日正式展開，並邀請英國註冊音樂治
療師伍偉文先生擔任工作坊導師，為今次照顧者系列活動打響頭砲。今次舉辦
音樂治療工作坊，旨在訓練病友及照顧者如何藉音樂舒緩痛症及生活壓力，並
擴闊社交圈子。
是次活動為期六堂，每堂均有二十多人參加，反應踴躍。參加者中有青年、
長者和小童，可見音樂並無年齡界限。工作坊導師採取互動和輕鬆的教學方法，
讓學員逐步釋放自我，拋開平日的生活困擾，融入音樂樂趣之中。
除此之外，導師將音樂與其他藝術結合，如作故事、搓粘土、做手工藝等，
讓學員盡情釋放自己，分享苦樂。同時導師亦教導如何選擇及運用音樂以減壓，
讓學員活動之後可以繼續自行練習。工作坊於 6 月 18 日圓滿結束，部分學員感
依依不捨，爭相與導師合照。
工作坊第一堂，伍偉文導師
介紹何為音樂治療。

伍偉文導師教導參加者如
何用音樂舒緩痛症及生活壓
力。

伍偉文導師教授參加者自製
沙鼓，圖為參加者製成品。

參加者用不同樂器演
奏，非常愉快。

工作坊結束，一眾參加者與伍
偉文導師合照。

副主席向伍偉文導師頒
授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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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照顧者系列——耳穴療法濃縮課程

日期﹕12/06/2011 至 26/06/2011
地點﹕旺角亞皆老街 40 號 2 樓

第二個照顧者活動——耳穴療法濃縮課程於 6 月 12 日正式開始。課程由梁
富泉中醫師擔任講師，主要教導病友及照顧者認識耳穴療法，藉以舒緩痛楚和
調理身體。雖然課程時間臨時作了改動，但無損眾病友雅興。整個課程全程十
二小時，共有二十多名病友及照顧者報讀。
課程內容豐富，導師詳細介紹耳穴療法歷史、耳穴穴位和保健養生知識，
如調整內臟功能、脊柱保健，以及治療失眠與情緒病等等。此外，導師還現場
示範耳穴療法，讓學員互相練習，感受耳穴療法的功效。不少參加者表示，耳
穴療法對舒緩關節痛症頗有幫助。
主席代表本會向梁醫師頒感謝狀。

梁醫師親自示範耳穴療法。

3. 照顧者系列——照顧者活動分享會
暨會員生日會

日期﹕10/07/2011
地點﹕橫頭磡中心

耳穴療法濃縮課程完結後兩星期，本會舉辦照顧者活動分享會暨會員生日
會。除了邀約照顧者系列活動的參加者出來分享、交流，還藉機會為二月至七
月生日的會員慶祝生日。
當日活動逾六十人參與。下午四時左右，照顧者系列活動的參加者陸續進
場，聚首一堂，分享音樂治療工作坊及耳穴療法濃縮課程的點滴。同時，本會
亦邀請了浸會大學社工系李建賢博士到場，讓他了解本會病友的需要。
下午六時許，大部分參加者到步，氣氛漸漸熱鬧起來。主席致歡迎辭後，
會員生日會便正式開始。工作人員從音樂治療工作坊引進不少有趣遊戲，如打
拍子等，緊張刺激，為一眾參加者帶來不少歡樂。
遊戲過後，一眾會員便為 2 月至 7 月生日的壽星合唱生日歌，慶祝生日，
並開始聚餐。咖哩牛腩、沙拉、炸豆腐、雞翼、意大利粉、炒飯、炒烏冬等，
應有盡有，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活動臨近尾聲，本會為參加者安排抽獎環節，人人都滿載而歸，皆大歡喜。
大約九時半，分享會暨生日會終於圓滿結束，大家依依不捨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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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照顧者系列——照顧者活動分享會

日期﹕10/07/2011
地點﹕橫頭磡中心

暨會員生日會

分享會中，參加者互相交流。

參加過耳穴療法濃縮課程的會員出來
分享並示範耳穴療法。

分享會也邀請新會員出來自我介紹，讓新舊
會員互相認識。

生日會員均獲贈一件會衫作禮物。圖為李建
賢博士與生日會員合照。

「唔該﹗我要再嚟一碟﹗」

生日會員一齊切蛋糕﹕大家生日快樂。
生日會食物豐富，所有參加
者都吃得津津有味。

遊戲時間，大家都依著工作人員
指令打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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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生日會抽獎禮物豐
富，人人有份，皆大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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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照顧者系列——循經按穴療法工作坊

日期﹕07/07/2011、14/07/2011
地點﹕橫頭磡中心

循經按穴療法工作坊已於七月十四日圓滿結束。是次活動共有十五人參
與，反應熱烈。工作坊由香港健康協會的黃雪美循經按穴療法導師任教，內容
充實。導師教授參加者如何揉按特定的穴位，以平衡經絡和疏暢氣血，舒緩都
市人常見的肢體疼痛，如頸肩痛、肩臂痛、肩背痛和腰膝痛等等。此外，導師
還讓參加者即場互相試範，糾正大家的按穴手法。參與的會員都表示課程內容
簡單實用，並能隨時隨地練習，有助他們舒緩痛症。
導師示範揉按穴位，參
加者全神貫注觀摩。

工作坊結束，參加者與
導師合照留念。

5. 「關節炎治療‧自療大解碼」講座

日期﹕23/07/2011
地點﹕律敦治醫院地庫

是次講座假律敦治醫院主座大樓演講廳舉行，並邀請馬繼耀醫生、胡偉珊
醫生及港島東聯網職業治療師謝姑娘擔任主講。當日近 100 人出席，場面熱鬧。
首先，馬繼耀醫生和胡偉珊醫生為大家講解關節炎藥物治療的原理和方法，然
後職業治療師謝姑娘教授大家日常關節保護的要訣及簡易伸展運動。接著香港
強脊會、B27 協進會、銀屑護關會及毅希會分別派病友上台分享其患病經歷，勉
勵聽眾積極面對逆境。最後是講座的問答環節，聽眾就關節炎症及護理方面的
疑惑向講者查詢意見。直到下午四時半，講座緩緩謝幕在一片熱烈的掌聲之中。

講座結束，病人組織代表與主講
謝姑娘教授在座聽眾伸

馬醫生(左)和胡醫生(右)

馬醫生(中)、胡醫生(右)和謝姑

展運動。

用心解答諸病友疑難。

娘(左)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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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4/07/2011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6. 香港國際中樂指揮大賽決賽音樂會

香港國際中樂指揮大賽決賽音樂會於七月二十四日舉行。本會獲香港中樂
團邀請，出席欣賞音樂會。由於門票有限，名額會優先分予本會義工病友及其
家屬，以感謝他們一直以來對本會的貢獻。下午六時左右，本會病友魚貫進入
文化中心音樂廳，欣賞中樂表演。當晚樂團指揮家和中樂樂手雲集，賽情激烈。
二胡的幽怨、琵琶的清脆、洞簫的悠揚、大鼓的激昂，隨著指揮棒揮動，各司
其職，相輔相成，渾然成章。本會病友雖大多不曉音律，當晚也聽得如癡如醉。
大約晚上十時，音樂會曲終人散，大家仍置身遙遠的時空，徘徊《古槐尋根》
的綿綿鄉思、陶醉《星河潑墨》的雄渾夜色。

7. 「推動風濕科與痛症的關注及病人權益」
新聞發佈會

日期﹕25/07/2011
地點﹕溫莎公爵社會服務
大廈 103 室

本會六月初曾就傳統消炎止痛藥物副作用進行問卷調查，並收集了一百八
十二份問卷。七月二十五日，本會於灣仔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舉行「推動風
濕科與痛症的關注及病人權益」新聞發佈會，公佈問卷調查結果及分析，並邀
請多間報社記者出席，讓公眾了解傳統消炎止痛藥物副作用對病人的影響，藉
以喚醒社會各界對痛症及病人權益的關注。
調查發現，傳統消炎止痛藥物副作用嚴重損害其健康及工作生活。近六成
受訪者正使用傳統消炎止痛藥物(NSAIDs)以舒緩痛症，其中逾半數受訪者服用
NSAIDs 後感胃痛及消化不良，一成受訪者甚至胃出血及慢性貧血；過半數受訪
者曾因傳統消炎止痛藥物副作用求診，而一成受訪者更因而住院留醫。
發佈會當日，中大內科及藥物治療學陳家亮教授到場講解消炎止痛藥對消
化道的影響及最新治療趨勢。陳教授表示，現時醫生會同時處方 NSAIDs 和胃藥
予病人服用，但胃藥功效不大，亦無法保護腸道，每年逾 80 萬患者因服用 NSAIDs
後不適求診；又指新一代消炎藥 COX-2 抑制劑(celecoxib)較少腸胃方面的副作
用，可減八成因消炎止痛藥而引致的消化道併發症個案及小腸出血個案。不過
陳教授提醒，NSAIDs 與 COX-2 抑制劑均會增加心臟衰竭風險，需經醫生處方。
香港病人權益協會幹事彭鴻昌先生亦討論嶄新藥物對生產力的影響及醫管
局於藥物方面的資源分配等問題。彭先生指消炎藥 COX-2 抑制劑推出多年，歐
美通用，批評醫管局於更新藥物名冊及引入藥物等方面決策太慢，變相剝削病
人療法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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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推動風濕科與痛症的關注及病人權益」
新聞發佈會

日期﹕25/07/2011
地點﹕溫莎公爵社會服務
大廈 103 室

本會主席表示，一粒 NSAIDs 連一粒胃藥成本約 3 元，而一粒消炎藥 COX-2
抑制劑則要 4 元至 8 元不等，不少患者因經濟負擔而沿用傳統消炎止痛藥物，
情況堪虞。主席建議醫管局將 COX-2 抑制劑列入藥物名冊的專用藥物類別，讓
醫生處方予有需要病人。會員林銘仲先生和張文達先生皆因服食 NSAIDs 多年而
胃出血，直至改用 COX-2 抑制劑後，情況才見改善。林銘仲先生坦言，由於新
藥藥費昂貴，沒能依照醫生處方每日服藥。

逾半數受訪者
表示，服用消炎
止痛藥物之後
感胃痛及消化
不良。

消炎止痛藥物副
作用嚴重影響使
用者的健康及工
作。

由於新消炎藥
COX-2 抑制劑
(celecoxib)所費
不菲，近六成受
訪者冒險沿用傳
統消炎止痛藥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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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推動風濕科與痛症的關注及病人權益」
新聞發佈會

日期﹕25/07/2011
地點﹕溫莎公爵社會服務
大廈 103 室

主席(左)、陳家亮教授(中)和社工彭鴻昌先生(右)

主席(右)、陳家亮教授(中)與社工彭鴻昌先生(左)

於發佈會指傳統消炎止痛藥副作用多，不合時宜。

合照，並促請醫管局將 COX-2 抑制劑列入專用藥
物類別。

會員張文達先生(左)及林銘仲先生(中)均表示

本會主席、執委、病友與社工彭鴻昌先生合照。

曾因服用 NSAIDs 後不適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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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1. 照顧者系列——物理治療工作坊
日
時
地
內

活動額滿，
期：8 月 20 日及 8 月 27 日(星期六，共 2 堂)
敬請已報名人士
間：下午 3:00 至 5:30
準時出席
點：旺角亞皆老街 147B 醫院管理局大樓閣樓研討室二
容：學習陸上伸展運動，以舒緩筋骨關節痛症。

2.
日
時
地
內
講
對

「強直性脊椎炎與心血管病之關係」講座

期：8 月 20 日 (星期六)
間：下午 2:30 至 4:30
點：威爾斯醫院職員宿舍 A 座地庫演講廳
容：講解強直性脊椎炎與心血管病之關係
者：譚麗珊醫生 (風濕科專科醫生)
象：強直性脊椎炎患者及家屬 (先到先得)

詳情參閱附件

查詢或報名﹕2636-0666(麥美珊姑娘)
3. 強直性脊椎炎講座
歡迎新病友或疑似患者
期： 9 月 3 日(星期六)
參加
間：下午 2:30 至 4:00
題：病變進程與治療新資訊、對眼睛之影響
點：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25 樓演講室(北角百福道 21 號, 鰂魚涌站 C 出口)
者：馬繼耀醫生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內科副顧問醫生)
譚孟堃醫生 (眼科專科)
內 容：介紹強直性脊椎炎的病變進程與治療新資訊，以及炎症對眼睛之影響。
日
時
講
地
講

詳情參閱附件

查詢或報名﹕3106-0331
4. 「關節炎驗血的疑惑」講座
日
時
地
內
講
對

期： 9 月 10 日(星期六)
現正接受報名
間：下午 2:30 至 4:30
點：醫院管理局大樓閣樓研討室
容：講解關節炎驗血的原因及治療方案
者：李梓恩醫生 (伊利沙伯醫院風濕專科醫生)
象：類風濕關節炎、強直性脊椎炎、銀屑病關節炎患者及家屬

詳情參閱附件，查詢或報名﹕2361-2838
香港強脊會/二零一一年八月份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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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宿營
活動日期： 2011 年 10 月 15 至 16 日(星期六、日)
活動時間：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宿營
集合地點：九龍塘理想酒店／香港金鐘地鐵站
現正接受報名
集合時間：星期六下午 1:30
解散時間：星期日下午 2:00
名 額：90 名
內 容：享用中心內設施、並讓照顧者系列活動的參加者分享心得。
收 費：A﹕$30(綜緩普通會員)、
B﹕$50(普通會員及家屬)

C﹕$60(附屬會員及家屬)、

D﹕$70(非會員)

報名截止日期：9 月 15 日(普通會員優先，額滿即止)

報名詳情參閱附件

6. 香港風濕病基金會國際風濕日
日 期：10 月 16 日(星期日)
歡迎任何人士參加
時 間：上午 11:00 至下午 5:00
地 點：沙田大會堂廣場
內 容：屆時舞台將舉辦不同健康教育講座和表演，並邀請專業團體帶領現場
觀眾做各種運動操。台下設有攤位遊戲、健康檢查和展示板，讓公眾認識正確
的風濕病資訊。
健康教育講座資料如下﹕
時間
講座題目
時間
講座題目
1:15pm 類風濕性關節炎與強直性脊椎炎
3:15pm 運動示範
1:45pm 退化性關節炎及痛風
3:45pm 骨質疏鬆
2:15pm 藥物正確使用方法及貯存
4:15pm 眼睛與風濕病
2:45pm 痛風飲食及體重管理
4:45pm 風濕穴位

詳情參閱附件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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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逢星期五下午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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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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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風濕科水療練習計劃第五期

由香港風濕病基金會贊助

九龍伊利沙伯醫院
2011 年 9 月 26 日至
11 月 14 日

日期

2011 年 9 月 8 日至
10 月 27 日

逢星期一 (共 8 堂)

逢星期四 (共 8 堂)

2011 年 9 月 23 日至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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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伊利沙伯醫院
日期

2011 年 9 月 3 日至 10 月 29 日
逢星期六 (共 8 堂)

下午 2:00-2:45

G班

下午 3:00-3:45

H班

請於 23/8 前報名

柴灣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日期

2011 年 9 月 15 日至 11 月 3 日
逢星期四 (共 8 堂)

晚上 6:45-7:30

A班

晚上 7:45-8:30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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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九龍公園水中運動班
日期﹕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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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法﹕
費用﹕ $20/每期/每時段/每人
請於 15/9 前向本會報名
每時段 25 人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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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至 7:10、7:10 至 7:40、7:40 至 8:30 (共三個時段)
地點﹕藍田復康徑七號適健中心水療池
人數﹕每個時段 8 人
現正接受報名
對象﹕本會會員及其家屬或其照顧者
收費﹕$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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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查詢或報名以上之水中運動班，
後次序。
請致電﹕2794 4803 或 留言﹕8134 2018
香港強脊會/二零一一年八月份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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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九龍醫院水中運動班

張慶華慈善基金有限公司贊助

日期： 9 月 9 日至 10 月 28 日(逢星期五，共 8 堂)
時間：Ａ班 ─ 晚上 6:45 至 7:30、Ｂ班 ─ 晚上 7:45 至 8:30
地點：九龍醫院康復大樓一樓水療池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 147A)
對象：香港強脊會會員 (每班 16 人，普通會員優先)
現正接受報名
導師: 岑幸貞、邱啟政物理治療師
費用: 會員﹕$240
(出席滿 6 堂者可獲發還$200)
綜援及經濟有困難者﹕$120 (出席滿 6 堂者可獲發還$100)
備註: 中途退出或出席不足 6 堂者，恕不退款，所繳款項將撥作本活動營運開支。
注意﹕參加者須自備游泳衣、毛巾、浴袍及所需物品，並於水中運動班時間前
十五分鐘到達水療室作好準備。進入水療池前，請檢查身體，如有任何
水療禁忌情況出現，請立即通知主診物理治療師。

報名詳情參閱附件
會員分享

1. 我們的——音樂治療工作坊——德偉太太
6 個課時的音樂治療工作坊已圓滿結束了，首先要感謝香港強脊會給予我機會
與大家一齊參加這次音樂治疗工作坊，借此短短的 6 個課時，讓我們能更深入地
瞭解自己和學習如何包容他人。
回想起這 6 個課時裏不可不提的一定是我們的導師伍偉文先生，他的引導式
教學讓我們很快就能進入狀態，引導我們想像一些身邊平常且往往被我們忽略的
人和事。
在這 6 個課時裏，我們手腳與五臟六腑以至頭腦並用，我們一齊用樂器玩遊
戲做運動、一齊開動腦筋創作我們的故事、一齊用紙粘土製作我們的童年回憶、
一齊完成我們可愛的沙錘、最後我們還一齊大合唱。
很記得在上第二堂的時候，阿 sir 教我們唱一首叫《一家人》的歌，恰好那
天就是為了一些很少的事情跟屋企人爭吵了兩句，大家都有點不歡而散，阿 sir
叫我們認真感受一下歌詞的意思，當歌詞唱到「我知爸爸媽媽在家總會害怕，孩
兒成材時放棄這個家，怕又怕某天這出嫁女兒不想歸家。」我竟然難過得唱不下
去了，想起爸媽我是不應該跟他們爭吵的，如此簡單的道理怎麼還未瞭解呢？其
實這首歌我之前已經聽過無數遍，但膚淺得我只覺得好聽，從未瞭解其中意思。
之後阿 sir 與我們分享說：
「一家人一定會有爭執，但要互相體諒、包容，就算最
艱難的日子也會過去。」這句話就像閃電將我打醒。我覺得阿 sir 好勁，比電視
上成日講住 Magic 的人厲害得多，這也是我最深刻的一件事。
好啦！寫到這裡也是該結束的時候了，我就用伍 sir 教我們的再見歌結束吧，
會唱的朋友要一齊唱喔！「音樂時間已過去，大家歸家去，期望下次再相聚，衷
心祝福你，拜拜…拜拜…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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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分享》所有文章，純粹投稿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會立場，敬希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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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音樂治療工作坊感想——張錦燕
每逢周六我都會到屯門去探望媽媽，但最近幾星期，我早上陪媽媽飲茶
後，便匆匆忙忙趕去醫管局，參與香港強脊會音樂治療工作坊。不瞞大家，
收到會訊之初，我原無打算報名音樂治療工作坊。音樂治療，以前參與過，
全程就是聽音樂、聽音樂和聽音樂。幾經 Uncle 極力推薦，盛讚工作坊導師
專業，又指這個音樂治療興別不同，我不禁心動，想看過究竟。誰知 Uncle
所言非虛，我從來沒想過音樂治療可以這麼有趣、好玩，且一堂也沒缺席呢。
今次音樂治療工作坊，與我過往參加的大不相同。每堂都是新鮮，每堂
都充滿歡樂，絕無冷場。我們除了聽音樂、唱歌、用樂器演奏，還一起玩遊
戲、一起創作小故事、一起製作小手工，甚至互相分享感受，樂也融融。參
加音樂治療之後，大家不但心情輕鬆了、關節痛舒緩了，而且發現當中驚喜
不斷，實在不枉此行。
剛開始工作坊，大家都對音樂治療感陌生。個個病友都非常拘謹，望著
檯上的樂器而不敢輕舉妄動。我也感大惑不解﹕音樂治療不是純粹聽音樂
嗎？我們怎可能會演奏、會指揮？隨著伍偉文導師耐心鼓勵，並製作不同集
體遊戲，教導大家如何用簡單樂器和舞蹈動作表達自己，大家自信心大增，
明白到表示即使不會樂理也能玩音樂。最後一一融入音樂樂趣之中，連不少
平日較為文靜的病友也爭相出來表演、做指揮，一同創作音樂。
配合音樂玩遊戲之外，導師還讓我們參與不同的藝術創作，並藉以讓大
家分享內心世界、抒發個人感受。例如導師曾讓我們畫畫，一幅笑臉、一幅
愁容，然後向大家分享自己近日的苦與樂。又例如導師讓大家一起回憶兒時
愛好，並以此製作粘土擺設，與眾分享。我萬萬也意想不到原來我們這麼有
創作天份——一尊尊人偶、一碟碟大包、一條條海參也搓得唯妙唯肖，幾可
亂真，勾起大家不少童年回憶。同時我亦發現，原來大家思想相近，都是以
家庭、健康為重。
總言之，今次音樂治療工作坊看似不怎吸引，其實辦得很成功。工作坊
導師非常專業、用心，兼顧各人不同志趣，將音樂治療融入各種小組活動和
手工藝創作之中。讓大家能享受音樂樂趣之餘，還藉各類創作釋放自己情
緒，排解日常生活壓力，舒緩病情。大家亦從創作之中發掘了不少共同話題，
如童年生活、家庭之類，促進彼此之間了解。如果香港強脊會再開辦類似工
作坊的話，我誠意推薦大家參加，保證獲益良多，流連忘返。
六月二十三日
*《會員分享》所有文章，純粹投稿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會立場，敬希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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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能使組織充滿生機——長洲老瘦
日前筆者的女兒問筆者：香港強脊會好像很少旅行活動，筆者隨口應了係咩。
就這一問使筆者鈎起了很多的回憶，更想到組織有活動則生，無活動則死的不二
定律。多年的搞社團的經驗，可以從組織的活動多寡，看出它的活躍程度。同時，
不同的活動帶來不同效應，而在活動的安排也可看出這組織的核心動力。
就病人互助組織而言，病理的講座也要分不同的對象，而設相應不同的講座。
對剛知道自己患什麼病的病友和家屬，最希望知道的是如何護理和減輕身體的不
適，那便要和有關醫護人員，共同設定相關的講座，務使講座的內容適合病友及
其家屬，增進對有關的疾病更多的了解，從而令出席率達到預期的理想效果。相
反對一些老病號，要搞講座就要有多一些新的醫療資訊和新的治療方法和藥物，
使他們得到更多的新訊息；也可以向新病號發出訊息，告知有關的講座可以加強
對疾病在不同層面的了解。
講座對病友是需要的，也是病人組織不可或缺的指定項目，不要泛而要精，
使病友感到渴求和期待，這便是設計成功的病人組織的講座。
病友的家人更需要是全家都可以參與的活動，這種活動不但可以帶起全家的
參與，更可以使到家人之間的距離拉近。坦白說：病人在家人心目中，或多或少
都有負面的影響。在全家參與的活動中，不但減少家人的壓力而增加了和諧的氣
氛。令到平日不和諧的家，就算是短暫的和諧，也可以成為日後的酵素。所以，
筆者覺得多搞全家參與的活動，更有利於組織的成長和發展，坦白說搞這些活動，
動員的人力和物力是一個頗傷腦筋的問題。那就要看…
*《會員分享》所有文章，純粹投稿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會立場，敬希垂注。

4. 耳穴療法濃縮課程感想——陸連福
筆者女朋友係強脊性脊椎炎病患者，已經確診接近十三年，響一齊走過呢段
期間，其實已經用了很多不同藥物治療方法，眼見她每次病痛起來，心裡滿不是
味兒，自從出現了生物製劑藥物，帶來了曙光，確實令她減輕了不少痛楚。她提
到香港強脊會將會邀請一位耳穴療法專家舉辦一個課程，心想既然藥物可以幫助
治療，其他方法都可以一試，希望可以從中對耳穴治療有多一點認知。
筆者陪她上第一天課程，認識到梁富泉老師，感受到他是一位非常專業醫師，
梁老師從介紹認識耳部結構及分析穴位位置根據及準確度，確實令到筆者對耳穴
療法有多一點認識。及後在其餘課堂的講解示範，梁老師態度認真及一直強調耳
穴療法如配合其他治療法對病患者有更好的治療效果。
對於舉辦是次課程的香港強脊會各位執委亦須感謝，感謝他們在於繁忙工作
背後，對其他會員帶出一些新鮮的事物。好讓會員接觸到一些可以幫助他們的治
療法及親身體驗，達到一些治療及舒緩的效果。感謝委員的努力，今後繼續發揮
強脊精神，自助助人，尋找更多可以對各位會員有更好幫助的治療方法，多謝。
*《會員分享》所有文章，純粹投稿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會立場，敬希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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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鳴謝
備忘錄

 多謝以下人士捐助善款給本會作行政開支﹕
 陳淑炎

貳佰元正

 黃惠珍

伍佰元正

 多謝張慶華慈善基金有限公司贊助本會水中運動班經費。
 多謝楊森大藥廠贊助本會印刷今期會訊。
 多謝以下藥廠贊助本會會員生日會禮物(排名不分先後)﹕
羅氏大藥廠香港有限公司

賽諾菲安萬特香港有限公司

美國輝瑞科研製藥有限公司

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楊森大藥廠

2. 執行委員會招募
本會明年將舉行 2012 年周年大會，為促進本會發展，現正招募有志之士加
入執委會，為一眾會員服務。凡有意熱心貢獻本會者，歡迎毛遂自薦，致電向
本會報名，為本會發展出力。

3.「照顧者系列」活動預告
最近社署再次撥款，以協助病人自助組織為其會員家屬及照顧者提供支援
和訓練，舒緩他們於照顧方面的壓力。而今音樂治療工作坊、耳穴治療濃縮課
程、循經按穴工作坊已然圓滿結束，第一次照顧者活動分享會亦告一段落。血
管操工作坊、物理治療工作坊現正進行中。接下幾個月，本會將為照顧者系列
籌備更多有益身心的活動，敬請各位會友密切留意將來會訊，並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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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宣傳單張】8 月 20 日「強直性脊椎炎與心血管病之關係」講座
二、 【宣傳單張】9 月 3 日強直性脊椎炎講座
三、 【宣傳單張】9 月 10 日「關節炎驗血的疑惑」講座
四、 【報名表格】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宿營
五、 【活動宣傳】香港風濕病基金會《關懷》第十三期
六、 【報名表格】九龍醫院水中運動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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