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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接 3月 18日的社區教育合作計劃，4月 9日上午，本會到訪藍田德田邨，

與明愛賽馬會德田青少年綜合服務業一眾學生或義工見面，展開第二次「互助

活動」。活動當日共有大約 35 人參加，學生、病友各半。上午，本會病到達中

心。參與活動的社工梁姑娘也一盡地主之誼，先帶領病友參觀德田青少年綜合

服務中心，才到活動室開始互助活動。 

     

   首先，義工教導病友學習扭氣球，例如:劍、狗仔等。完成的製品將會於下

午嘉年華的其中一個攤位，讓街坊排隊，即場扭氣球派發。 

   

   其後，雙方下午 1 時 30 分協助搬運物資到藍田村場地佈置。未到嘉年華開

始，已經看見藍田村的居民興高采烈到大廣場排隊參與每一個攤位活動。攤位

遊戲方面，分別有 5個-1:復活蛋製作、2:釣魚答問題、3:服務宣傳、4:人型公

仔、5:扭氣球。嘉年華終於 2點 30分開始，每一個攤位都水洩不通，氣氛良好，

反應熱烈。當然少不了，設有唱歌及舞蹈表演。唱歌方面:本會副主席陳俊傑和

委員單文偉在舞台唱會歌「自助助人」來宣揚本會的理念和目的。舞蹈方面:明

愛德田中心義工參與舞蹈表演，亦有不少觀眾觀摩他們出色的表演。 

      

    本會其中一個活動釣魚答問卷，讓街坊排隊，利用磁石魚桿釣起問題紙，

問答有關強直性脊炎的問題，答中可得小禮物。透過活動，可以讓更多公眾人

士對強直性脊椎炎初步認識，非當有意義。大約下午五時半，同學與病友拍照

留念，互相道謝，依依不捨。是次活動雖短短兩天，但讓很多人士透過活動得

着意義。 

 

 

 

 

 

 

 

 

 

 

 

報
告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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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區教育平台系列--互助活動(下) 日期﹕09/04/2012 

地點﹕明愛賽馬會德田青少年綜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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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於 2012 年 5 月 6 日星期日舉行「迪士尼樂園歡樂滿園頌親恩」，讓會

員藉此機會與家人一起到香港迪士尼樂園遊玩，感受夢幻歡樂開心的世界，一

同享受家庭之樂。活動當日有大約 300 名會員包括家屬及義工人士參加，反應

熱烈。 

  早上九時十五分左右，不少會員已在九龍塘港鐵站出口等候，一些會員亦

在理想酒店門口聚集，大家未上旅遊巴前面帶笑容有講有笑，等候所有會員到

齊，點名出發。不消一句鐘車程，大家便抵達迪士尼樂園。一下車，一眾會員

和家屬便到樂園門外四處拍攝。到十時十五分左右，一眾會員前住迪士尼樂園

噴水池與另一班自行前往的會員集合，然後影一張「香港強脊會」大合照，一、

二、三，笑。大家按照自己的種別，有秩序領取門票後，「迪士尼歡樂滿園頌親

恩」正式開始。 

  前幾天，我還擔心天氣會否下雨幸好當日天公造美，大家準備興奮的心情

進入樂園。一進樂園，便見整個「美國小鎮大街」處處都是一幢一幢古典建築，

有高有矮，令人仿如置身美國一樣。大街兩旁設有各式各樣的商店，餐廳、服

裝店、首飾店、手工藝坊、照相館，產品琳瑯滿目，各有特色。街上時有演藝

人員穿上卡通人物戲服，與遊人拍照一番，當然少不了迪士尼核心人物米奇和

米妮，吸引不少遊人駐足欣賞。 

  迪士尼分別為四個主題樂園區，一個以童話故事為主的「幻想世界」，一個

是外太空和機械科技的「明日世界」，一個則是模擬印地安部落風光的「探險世

界」，最後是剛剛落成的反斗奇兵大本營。各樂園區各有自己的遊樂設施和主題

節目。大家可以盡情地暢玩驚喜互動項目、欣賞大型巡遊及煙花匯演，還有投

入多姿多彩的節慶及主題節目，按自己的行程活動。 

  傍晚時分，迪士尼樂園各個景點都遊遍了，大家滿載而歸。今次没有回程

車的關係，會員可以安心留在樂園裡，和家人一起看煙花作為迪士尼結束之旅

的甜品。 

 

 

 

 

 

 

 

 

 

2. 香港迪士尼樂園歡樂遊 

日期﹕06/05/2012 

地點﹕香港迪士尼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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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治療工作坊於 5月 12日星期六開始，共兩堂。工作坊由物理治療師－

岑幸貞小姐授課。今次工作坊透過物理治療形式手法按摩，有助病患在痛楚時

可舒緩筯骨關節病症，從而減除因患病引至的壓力。物理治療師細心地一路講

解各動作的果效及一路作出示範動作教導本會的病友，參加者紛紛跟隨講師做

出相關動作，場面熱鬧非常。 

    另一方面，讓病友及病友的家屬可以從活動中學習以按摩手法來治療痛

症，並且讓參加者能夠在家中感受到痛楚亦能使用所學的手法。活動完結後，

參加者有否覺得筋骨關節痛症得以舒緩呢?如果有，請大家不斷在空餘時間多練

習。 

 

 

 

 

 

 

 

 

 

 

 

 

 

   

 

    是次講座為響應一年一度的「世界青光眼關注週」由《香港眼科醫院及香

港中文大學眼科及視覺科學系》聯合主辦，並由譚智勇教授和梁啓信副教授，

及本會的顧問醫生碧納菲醫生。主講有關治療青光眼之最新方法、以及日常生

活上需注意的地方、以免因不適當之使用以及處理眼睛方式、而引致患上青光

眼、各參加者除穫到了有關如何保護眼睛方式之外、各人更穫得紀念品一份。 

 

 

 

 

3. 物理治療工作坊 日期﹕12/05/2012及 19/05/2012 

地點﹕醫院管理局大樓-地下視聽活動室 

4. 「青光眼最新資訊-講座」醫學講座 

 

日期﹕19/05/2012 

地點﹕醫院管理局大樓 M樓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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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 4月 9日的社區教育合作計劃，5月 25日下午，本會遠矚天水圍十八鄉鄉

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探訪，活動當日共有大約 450位中一至中三學生參加。首

先透過觀賞本會播放有關介紹強直性脊椎炎之 DVD初部了解強直性脊椎炎之病

徵、病因、以及可以用什麼方式、藥物、物理治療、人際關係處理方法外。本

會各義工們更各自分享本身如何面對因患病而帶來各色各樣不便之處、鼓勵各

同學應以積極之態度學習、樂觀之心態面對未來的人生。 

 

 

 

 

 

 

 

 

 

 

 

 

另一個探訪活動、今次本會到訪之青少年中心是位於深井區的香港小童群益會

深井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活動當日共有大約 14位中一至中六青少年參加。 

本會除透過觀賞本會播放有關介紹強直性脊椎炎之 DVD初部了解強直性脊椎炎

之病徵、病因、以及可以用什麼方式、藥物、物理治療、人際關係處理方法外。 

更透過遊戲方式使青少年體驗到患者因炎症而影響到日常生活各方面的不方

便。從而體會到應該多關心別人。 

 

 

 

 

 

 

 

 

 

5. 社區教育平台系列互助活動 

--- 天水圍學校分享 
日期﹕25/05/2012 

地點﹕天水圍區學校 

日期﹕25/05/2012 
地點﹕深井區青少年中心 

6. 社區教育平台系列互助活動 

--- 深井區青少年中心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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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洲老瘦 
 

疾病使人痛苦  遊玩使人歡樂 

香港強脊會的會員都是長期病患者，自己因疾病帶來的痛苦之外，也感受

到家人愛莫能助的無限痛苦情感，這是我們病友深深的感受，在這裡不用詳細

的描述了。 

我很多朋友都說，我很多時無論發言或者寫作，所發表的東西都是過於理

性，因而，他們指我青年時是憤怒青年，老了也是個憤怒老人。這原因是我一

直為了一個理念：“鐵肩担道義，辣手著文章。”所以，得罪人多。今次的遊

玩使我感到寫文章，其實是可以從理性轉到感性的，在迪士尼樂園從入口開始，

你便見到所有的人，都是笑著拍照和笑著的和家人或朋友開懷暢談。 

這感受使我深深的覺得，為什麼在這歡樂的氣氛中，用什麼鐵肩担道義、

辣手著文章的情懷，來破壞這美好的環境，為什麼不為大家帶來無限歡樂及美

麗的回憶。 

朋友，我們坐上那觀樂號的火車，圍着迪士尼的板圖走一轉時，車上的所

有人到了古代的、現代的或未來的場景時，都發出不同國藉口音嘩嘩的歡呼聲。

在這樣的氣氛中，不管你肉體上有多大的痛苦，也不管你心情有什麼不開心的

情緒，也不管你有多少心事還在腦海裡放不下來，你會把上述的不快，全部都

拋到九霄雲外，不自覺的和大家齊齊的發出歡呼聲，也和大家一樣浸淫在愉快

的氣氛中。 

我玩到太疲倦了，再不能陪同充滿活力的女兒和太太一起，玩其他過激遊

戲。我一個人靜靜地坐在一傍，喝着帶來的紅酒，同時，我很留心在我面往來

的遊人，留意他們臉上總是帶着歡愉的表情和微笑。他們有些人是坐在輪椅上

的、扶着柺杖的，都不會為這些不便而減少了歡樂。 

朋友，我們再尋找多一些遊玩的節目，為我們香港強脊會會員和家屬帶來

歡樂吧！ 

 

 

 

 

 

 

 會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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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葉玉玲 
給寶貝的一封信 

親愛的寶貝: 

2012 的母親節是媽媽生命中最為值得紀念的一個日子,因為是您陪我渡過的第一個母親

節,1 月 12 日您來到了爸媽的身旁,爸爸幫你起的名字叫王曉晴.5 月 6 日,親愛的您帶著爸爸

媽媽參加了強脊會組織的「迪士尼樂園」一日遊,這一天你剛滿三個半月. 

小小的您,似乎對整個樂園都充滿了好奇,雖然您還沒有學會說話,但是您已經會用”咿咿

呀呀”來表達您對這一切的興奮,您眼睛睜得大大的,似乎想將整個樂園都收進自己的眼裏,

傻傻的您,看見巴斯光年,媽媽原以為您會被嚇得大哭,誰知道您竟然高興得手舞足蹈的,就連

爸爸也差點抱不住您,唯有排隊照相留個紀念.本來想著與每一個主題人物都留個紀念的,誰

知道剛與 Belle 照完之後,您這個小傻瓜竟然累到睡著了.爸媽只好找了個陰涼的地方讓您好

好睡一覺,我們也乘機好好休息一下. 

爸媽望著熟睡的您,不期然就想起您出生的第一個月,爸媽新手上路, 緊張到連 baby 打嗝都

不知道如何應對,要打電話去醫院問姑娘,姑娘話給點奶飲就可以了,這時候才記起,自己打嗝

都是飲水就沒事了.還有一次去健康院打針針,見醫生時候問醫生的問題多到醫生都沒力氣答

我們了,最後醫生說了句:”新手父母,學會放輕鬆一點吧!”爸媽現在想起都覺得好好笑. 

一路慢慢地走來,爸媽終於放輕鬆了一點,但夜晚還是不敢鬆懈,親愛的您學會了覆被子和

開始學轉身,所以爸媽半夜還是要起幾次身幫您蓋被子和擺正您的睡姿.但看見您每天都在進

步,即使再累,還是值得的, 

小小的您,在您小小的世界裏面一切都是美好的,就像這個樂園一樣,周圍都充滿著好奇與

驚喜,都是七彩繽紛的宇宙,但隨著您慢慢地長大,或許有一天您會發現公主與王子開開心心

生活下去的背後還有一個叫巫婆的人物,但請你不要害怕,爸媽永遠都會在你的身邊,為你加

油.我們會盡我們所能教導你,不管你以後將成為什麼,只要你健健康康,我們就已經心滿意足

了.不明白媽媽在和你說什麼?不緊要!你還細,只要你記住爸媽永遠都會愛你的,這就已經足

夠了. 

好啦!就這樣吧!現在已經是深夜 3:30 分啦!媽媽看著你訓得很熟,媽媽才有時間寫這封信

給您,媽媽要睡覺啦!別忘記與所有媽媽都講句母親節快樂喔!88 

 

 

 

 

 
 

 

 

P.S.:感謝 Uncle Lam和香港強脊會

執行委員會籌劃及迪士尼樂園贊助. 

 

 會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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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明君 
 

 

我記得上一次一家人去旅行是 2 年半之前去泰國旅行。現在隨著學業，工作，

朋友的圈子愈大愈沉重，很容易便把注意力放在各方面的拼博，而最容易遺忘

的就是在身邊的家人。 

2012 年 5月 6日，香港強脊會所舉行的迪士尼之旅，令我們一家人可以再擁有

溫馨的家庭日。平日往廸士尼都會與朋友一起去，但這一次與家人去，卻有不

一樣的體驗。原來爸爸媽媽見到米老鼠都會興奮地揮手，在觀看米奇幻想曲的

時候，見到 3D 效果都會忍不住伸手在空中觸摸，見到睡公主的城堡亦會驚喜地

讚嘆，這天我們都是相信童話的大孩子。 

感謝香港強脊會讓我們一家人享受了一天奇幻的旅程。讓我想起小時候，父母

親帶我去公園玩樂的那段美好的童年。原來轉眼間十多年，我長大了，但這種

溫馨的親情，畫面，竟然可以重現，再次重溫。也許「家」就是無論過多少個

年頭，讓人感受的那份愛，可以永遠不變。 

 

 

 

蔣潔瑩 
 

今年第一年參加由香港強脊會舉辦的迪士尼同樂日, 我和我的家人都玩得盡興

而歸。 我一家都十分期待是次的活動, 可以一家人一齊去迪士尼遊玩, 是夢寐

以求的願望呢~當日的天氣十分好, 高高掛在天上的太陽伯伯, 為我們整日的

活動帶來動力。早上眾參加者扶老攜幼的準時在米奇噴水池集合, 真的很莊觀

喔! 每個家庭在熱辣辣的陽光下, 臉上都掛著大大的笑容。拍完大合照後, 每

名參加者代表都很有秩序地按著 Uncle 及一班工作人員的指示索取入場

券。  (工作人員很辛苦喔, 大汗夾細汗為我們安排旅遊巴, 入場以至吃午飯的

一齊瑣碎但重要的事宜…) 接著二話不說, 便入場玩個痛快! 在迪士尼內, 我

跟爸媽玩得最開心便是坐阿瑪遜河遊船河, 看中午的花車, 聽獅子王和米奇的

音樂劇場, 當然不能少的是欣賞晚上煙花表演(他們都非常投入, 也很享受第

一次的所有體驗~)。 能夠有一個這麼美好的家庭同樂日, 我的父母都一致贊成

香港強脊會是功不可沒的! 他們為會員 Fight 到超好活動贊助, 所有的安排都

是一眾委員及工作人員無私的時間與精神的付出。能夠看到那麼多笑容的支持, 

相信也是對眾義工的推動力呢! 希望更多會員大大支持香港強脊會的各項活

動。 

 

 會員分享 

 會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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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以下人士捐助善款給本會作行政開支: 

   羅安泰  三佰元    巫伯權  五佰元    陳淑群  三百元 

   盧寶賢  二佰元    關衛雯  二佰元    曾悅琼  二佰元 

   劉英惠  四佰元    文錫球  一佰元    黃海金  五百元 

呼籲  
「 Love Ideas HK 集思公益計劃 」 
 本會現已參加「Love Ideas HK 集思公益計劃」 

 編號是﹝902575﹞請於 2012 年 6月 18 日開始，至 7 月 8 日。 

 請登入 www.loveideas.hk請投本計劃一票 
 這個項目是否能成功都依靠你的一票。 

 <另亦可用電話投票(需要有香港電話號碼顯示) > 

 
 

因本會職員現已離職，各位會員如需報名或查詢以下活動，請致電本

會熱線或與本會執委聯絡，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活動日期： 2012年 7月 22日（星期日） 

  活動地點 : 香港中文大學鄭裕彤樓 

  活動時間 : 時間：上午 9時 30分至下午 5時 30 分 

  活動內容 : 舉行多埸有關風濕病之講座以及工作坊 

  參加費用： 40元正（包括午膳） 

（**綜援人士半價） 

   活動目的： 

1. 喚醒社會對風濕病的關注 

2. 加強大眾及病患者對疾病的認識 

3. 從多方面探討風濕病治療及紓緩病情的方法 

                           

  詳情請查閱風濕病患者研討會單張 

 

查詢或報名:8134 2018 

活
動
預
告 

備
忘
錄 

1.鳴謝 

1.風濕病患者研討會 2012 

正

接

受

報

名! 

現 

截

止

日

期: 

201

2年

活動報名請留意 

http://www.loveidea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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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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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每期/每時段/每人 

每時段 25人 

 
 

 

 

 

 

九龍伊利沙伯醫院 

 

日期 

 

2012 年 8 月 13 日至 

 9 月 24 日 

逢星期一 (共 8 堂) 

2012 年 8 月 2 日至 

 9 月 20 日 

逢星期四 (共 8 堂)  

2012 年 8 月 17 日至 

 10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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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8 月 25 日至 10 月 13

日 

逢星期六 (共 8 堂) 

下午 2:00-2:45 G 班 

下午 3:00-3:45 H 班 

柴灣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日期 
2012 年 8 月 2 日至 9 月 20 日 

逢星期四 (共 8 堂) 

晚上 6:45-7:30 A 班 

晚上 7:45-8:30 B 班 

 

2.九龍公園水中運動班(8月至 9月份) 

3. 風濕科水療練習計劃(第四期) 

現正接受報

名! 

截止日期: 

22/6/2012 

 

現正接受報名! 

截止日期: 22/6/2012 

 

報名方法﹕ 

請於 15/7前向本會報名 

請於 20/7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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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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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每季聚首一堂的日子了! 轉眼間便到了 7月, 這炎炎夏日香港強脊會為

大家準備了生日及分享會。在我們為會員慶生之餘, 也跟新加入的會員聊聊天,

也可互相分享強脊會的活動及日常生活之瑣事。 

日期: 2012年 7月 8 日(星期日) 

分享會時間: 下午 4:00-6:00 

生日會時間: 下午 6:30-8:30 

地點: 九龍橫頭磡村宏禮樓地下(社區復康網絡東九龍中心) 

費用：生日會員及 2012年後入會會員$20元 

其餘所有人士$40元、電話報名留位、當日到場交費 

 

 

 

 

活動內容: 

以講解、遊戲、實驗形式，認識家居隱藏的毒害、合成清潔劑的秘密；分組製

作環保肥皂 

日期: 2012年 7月 15 日(星期日) 

時間: 下午 2:00-5:00 

地點: 九龍橫頭磡村宏禮樓地下(社區復康網絡東九龍中心) 

費用：每位 20元、必需報名留位確認 

 

 

 

日常工作時間緊迫，生活壓力那麼大，在平日想彈奏樂器會友，唱出喜愛的曲

目來抒發心情嗎? 透過認識基礎樂理及彈奏技巧，音樂會友興趣班，消除壓力

樂趣多。 

日期: 2012年 9月 2, 16及 23 日(星期日) 

時間: 下午 2:00-5:00 

地點: 九龍橫頭磡村宏禮樓地下(社區復康網絡東九龍中心) 

費用：全免、必需報名留位確認 

 
以上各項活動查詢或報名:8134 2018 

 

 

2.繳交 2012 年會費 

4.  1月至 7月份會員生日會及分享會 (2012年 7月 8日) 
(2012年 7 月 8日) 

5. 環保生活知多少 (2012年 7 月 15 日) 

6. 音樂工作坊 (2012 年 9月 2,16,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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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強 脊 會 

HONG KONG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SSOCIATION 

香港將軍澳郵政信箱 65287 號 

 

 

 

 

 

 

 

 

附件﹕ 

一、風濕病患者研討會單張、報名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