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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腰背痛面面觀講座 

    本會兩位代表於八月十五日出席慢 

性腰背痛面面觀講座，當日活動出席人 

數約二百五十人。主講醫生分別為風濕 

科專科何令研醫生及骨科專科李威鴻醫 

生，講座內容包括坐骨神經痛、椎間盤 

突出等都是常見的腰背問題，症狀與強 

直性脊椎炎相似，患者的腰背等部位會感到持續的痛楚，由兩位醫生

探討其分別和治療方法。講座反應熱烈，聽眾積極發問有關問題。其

後由本會副主席上台介紹本會資訊和舉辦的活動及致送錦旗予何令研

醫生。 

骨關節炎的藥物與手術講座 
    本會代表於九月十二日出席骨關節炎的藥物與手術講座，是次講

座內容講授骨關節炎(退化性關節炎)是常見的的勞損性關節毛病，藥物

治療和各種骨科手術都有助改善病情。由風濕科專科楊貽瑋醫生及骨

科專科李威鴻醫生兩位醫生講解骨科手術的做法與成效及常見的藥物

治療與保健產品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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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紙手工班 
    大家好！我係呀偉！一連四堂的摺紙班快完結了。真想

不到自己在這方面，也可以為大家服務。更想不到學員的專

注力及藝術感都那麼高！看到他們的進步及成果，真的讓我

不得不向他們致敬。由第一堂的手工班，大家都摸不着頭腦，

到今天已有不錯的成績了，進步比我想像中快得多！ 

 

    教導過程中，我也學懂很多東西！更被他們燃燒起，我

對摺紙的藝術天分。現在我的作品一件比一件好，一件比一

件精細！都是拜他們的毅力同努力的結果。 

 

    在此，希望各會員也像我們一樣，用自己的毅力來尋找

出自己的才能！因為我相信，我們病患者在毅力上，總比一

般人強，希望大家也能活出當下！ 

 

單文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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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殘盟主席交流分享 
    9 月 20 日在香港復康會的邀 
請下，本會主席有幸與中國殘盟主 
席張海迪女士會面交流分享。會面 
中各會代表互相介紹組織的成立、 
宗旨及目標等。本會主席講解本會 
舉辦的水中運動班對強直性脊椎炎 
患者的幫助及成效給予張主席了解

更多。是次交流會面亦是張主席期望與出席的組織代表交流中，吸收

香港病人自助組織的經驗及往後可作更多交流的機會。 
     整體會議正面，雙方都獲益良多，而最大的得益莫過於藉與張主

席的會面，讓張主席了解更多國內患有強直性脊椎炎的朋友的需要，

包括廣州的強直性脊椎炎病患者希望可以成立強直性脊椎炎的病人自

助組織。 

同行.參與〜 

東區醫院病人組織服務交流會 2015 
    東區醫院於 9 月 21 日舉行同行.參與~病人組織服務交流會活動，

亦是東區醫院病人組織服務成立二十週年紀念日，本會代表亦有出席

參與其中。是次交流重點分享過往病人自助組織與東區醫院合作的成

功例子，促進各病人自助組織對病人推廣教育的了解及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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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外治法治療強直性脊椎炎工作坊 
    本會於9月26日舉辦中藥外治法治療強直性脊椎炎工作

坊，由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研究助理教授鍾麗丹註冊中

醫師主持工作坊，教授以中草藥混合配合輔助器材，治療身

體局部性疼痛。鍾醫師亦特地準備材料讓各參加者取回家中

自行製作，以用作不時之需。當日亦是中秋節前夕，工作坊

完結前本會為參加者送上由志蓮淨苑贊助的中秋福餅，為參

加者送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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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分享會暨聚餐 

日期 : 2015 年 11 月 15 日(星期日) 

時間 : 上午 11 時 - 下午 3 時 

地點 : 深水埗南山邨南偉樓地下 103-106 

      香港風濕病基金會 

對象 : 香港強脊會會員及家屬 

(每位會員可攜帶一名家屬) 

費用 : 每位參加者$35 (大小同價) 

聚餐 : 自助午餐(中心內進行) 

內容 : 新舊會員互相交流認識及分享各自的患病 

歷程、經驗等等。 

報名方法 : 請致電 27944803 或 81342018 留言 

*可接受留位 

 

風濕緩痛嘉年華 
     一年一度的國際風濕病日活動「風濕緩痛嘉年華」將於

2015年 10月 25日（星期日），在鯉魚門廣場內舉行，屆時

將有遊戲攤位、資源閣及簡單健康檢查攤位。 

活動詳情: 

日期：2015年 10月 25日 (星期日) 

地點：鯉魚門廣場 1樓 (油塘地鐵站 A1出口大本型旁) 

時間：12nn - 5:30pm 

詳情請見附件 

 歡迎同屋企人

一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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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上運動班工作坊 

日期 : 2015年 11月 7、21、28日(星期六) 

時間 : 下午 2時 30分-4時 30分 

地點 : 中環士丹利街20號鴨都喇利大廈6樓 匯研運動醫學  

及香港九龍亞皆老街 147B醫院管理局大樓 

健康資訊天地 地下 視聽活動室 

講者 : 岑幸貞姑娘 (物理治療師) 
對象 : 香港強脊會會員及家屬 

費用 : 全免(是次活動由美國輝瑞科研製藥有限公司贊助) 
內容 : 由專業物理治療師講解陸上與水中正確運動對強直

性脊椎炎病患者的復康重要及教授參加者學習正確陸上運動 

報名方法 : 請致電 27944803或 81342018留言 

 

日期 2015年 11月 7日(星期六)下午 2時 30分-4時 30分 

地點 中環士丹利街 20號鴨都喇利大廈 6樓 

匯研運動醫學 

內容 肌肉按摩+伸展運動 
  

日期 2015年 11月 21日(星期六)下午 2時 30分-4時 30分 

地點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 147B醫院管理局大樓 

健康資訊天地 地下 視聽活動室 

內容 伸展運動+負重訓練 
  

日期 2015年 11月 28日(星期六)下午 2時 30分-4時 30分 

地點 中環士丹利街 20號鴨都喇利大廈 6樓 

匯研運動醫學 

內容 負重訓練 



 

9 

東區醫院日 2015－慈善步行及醫社共融 

嘉年華 
 

東區醫院一年一度的慈善盛事將於 2015年 11月 28日(星期

六)於東區醫院舉行，活動分為兩部份，慈善步行及醫社共融

嘉年華。活動詳情如下: 

 

慈善步行籌款 
 

報到時間：上午 9時正 

開 步 禮：上午 9時 30分 

報到地點：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主座 3樓 

終    點：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主座大樓 2樓花園 

路    線：東區醫院->聖馬可小學->西灣炮台->東區醫院 

報名方法：致電 2794 4803或 81342018 留言 

截止報名日期：2015年 11月 12日 (星期一) 

備註：每位參加者均會獲贈證書一張，凡籌得善款超過港幣

五十元之參加者均可獲贈大會紀念品一套。 

 

醫社共融嘉年華 
 

時間：上午 10時 30分至下午 2時 30分 

地點：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主座大樓 2樓及 3樓 

節目：特色商品義賣、攤位遊戲、綠出天地、就業分享會 

(醫療及其他職系)、戶外表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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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聯歡會暨 7至 12月會員生日會 

 

日期 : 2015 年 12 月 13 日(星期日) 

時間 : 上午 11 時-下午 3 時 

地點 : 長沙灣麗閣邨君好海鮮酒家  

深水埗長沙灣荔枝角道麗閣邨麗薇樓地下 

對象 : 香港強脊會會員  

名額 : 100 位 

內容 : 讓香港強脊會會員共同慶祝聖誕佳節，亦藉此機會與 7-12 月份 

生日的會員朋友與家人及會友同賀生日。 

費用 : 普通會員及家屬及綜援會員家屬 $60， 附屬會員及家屬 $70 

7-12 月份生日的會員及普通綜援會員 $40 ，非會員 $100 

*備註 : 必須報名，以收到費用後作實。 

       每位會員只可以享有 2 位直系親屬優惠收費，大小同價。 

       請填寫附件報名表，郵寄至深水埗南山邨南偉樓 103-106 號 

地下香港風濕病基金會轉 香港強脊會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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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影響及正向心理講座 
 

講座 : 銀屑病關節炎及強直性脊椎炎:  

眼睛影響及正向心理講座 

日期 : 2015 年 12 月 5 日(星期六) 

時間 : 下午 2時 30 分-4 時 30分 

地點 :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 147B醫管局大樓 

閣樓研討室(一) 

 

十一月上旬將有最新資訊，屆時敬請留意! 

 

透視風濕病藥物與早期治療關鍵講座 
 
日期:12 月 6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5 時 

地點:威爾斯親王醫院主樓暨創傷大樓 1 樓演講廳 

對象:風濕科患者、家屬及公眾人士 

費用:全免 

講者:王靜嫻醫生(威爾斯親王醫院風濕科專科醫生) 

講座內容: 風濕科專科醫生講解風濕病藥物趨勢，以 

及如何把握治療良機，減低患者病情對自 

身影響 

報名及查詢:請致電 2636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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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醫院水中運動班 

(2015年 10月至 2015年 12月份逢星期五) 

日期：2015年 10月 30日至 2015年 12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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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管理局後鄰) 

對象：香港強脊會會員 

人數：每班 16人，普通會員優先 

導師：岑幸貞姑娘、邱啟政先生 (物理治療師) 

費用：會員及家屬$280，綜援及經濟有困難者$140 

備註：中途退出者，恕不退款，所繳款項將撥作本活動營運 

開支。 

鳴謝美國輝瑞科研製藥贊助部份經費 

九龍公園泳館水中運動班 
(2015年 12月至 2016年 1月份逢星期一及星期三) 

日期：15年 12月 – 16年 1月 (共一期)  

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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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公園泳館室內訓練泳池 

對象：風濕科患者 

人數：25人/每期/每時段 

費用：每人$25 / 每期 / 每時段 

 

如欲查詢或報名以上之水中運動班，請致電﹕2794 4803 或

8134 2018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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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濕科水療練習計劃(2015年第六期) 
 
九龍伊利沙伯醫院 

日期 15年 12月 28日至 16年 2月 1日， 

逢星期一(共 6堂) 

時間 A班：晚上 6:15 - 7:00 B班：晚上 7:15 - 8:00 
  

日期 16年 1月 8日至 1月 29日，逢星期五(共 4堂) 

時間 E班：晚上 6:15 - 7:00 F班：晚上 7:15 - 8:00 
  

日期 16年 1月 2日至 1月 30日，逢星期六(共 5堂) 

時間 G班：下午 2:00 - 2:45 H班：下午 3:00-3:45 

 

元朗博愛醫院 

日期 16年 1月 9日至 1月 30日，逢星期六(共 4堂) 

時間 A班：下午 2:00 - 2:45 B班：下午 3:00-3:45 

 

注意 : 由於第六期風濕科水療所有班別均不足 8堂，故將 

不接受新參加者，只接受於第五期已報名並成功抽 

籤的參加者繼續參加。 

 

收費：每堂 $40.00，所有課堂均不設退款。 
【綜援及醫療收費減免受助人半費】 

 

如欲查詢或報名以上之水中運動班，請致電本會：2794 4803 

或 8134 2018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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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復康日 2015 

殘疾人士免費乘車船日 
    每年 12 月 3 日為聯合國所定的「國際復康日」，全港十八區區議

會、有關政部門、復康機構、社區團體及學校等一同攜手籌辦各項大

型慶祝項目和地區推廣活動，致力倡導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推廣「傷

健齊心萬眾一家」的訊息。 

    「殘疾人士免費乘搭車船日」當天 11 月 8 日(星期日)，凡持有勞

工及福利局新的「殘疾人士登記證」的殘疾人士，均可與一名同行照

顧者免費乘搭各種公共交通工具。 

詳情請留意以下網址:  
http://www.jointcouncil.org.hk/chi/latest-news-detail.php?n=1&c=62 
 

2015年長者日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自 1979 年開始，為推動敬愛長者文化，及促進

公眾關懷長者需要，發動各安老服務機構於每年 11 月第 3 個星期日舉

辦「老人節｣活動。至 1993 年，政府確認其重要性，重新定名為「長

者日｣，以宣傳長者對社會之貢獻，提倡積極晚年、老有所為等訊息。 
 
    2015 年長者免費乘車日於本年 11 月 15 日(星期日)，亦是每年的

11 月第 3 個星期日，於當日凡展示「長者咭」、香港身份證或旅遊證件

的 65 歲或以上長者均可免費乘搭交通工具。 
 
 
 
  

11月8日 

http://www.jointcouncil.org.hk/chi/latest-news-detail.php?n=1&c=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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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以下機構/善長捐助善款 
(排名不分先後) 

盧寶賢$200 陳子軒$500 美國輝瑞科研製藥有限公司 

 

捐捐  款款  
香港強脊會乃一慈善團體，主要為希望透過各項不同的活動及醫學講

座，使市民及會員增加對「強直性脊椎炎」之認識，亦可使社會人士

與病患者增強溝通，從而得到支持及協助，以致對健全人士及病患者

都會得到更大利益，共同為社會作出更多貢獻，亦可實現「傷健同心」、

「傷健一家」的理想意願。本會十分需要大家的支援及捐助，希望各

位能慷慨解囊，你的一分一毫的捐助，都能促進本會的進步與成長。 

 

捐款途徑如下: 

1. 支票捐款，抬頭「香港強脊會」，或 

2. 銀行存款，中國銀行戶口 026-723-1004933-2 

請連同上列方式付款一併寄回香港強脊會 

地址：九龍深水埗南山邨南偉樓 103-106 號地下香港風濕病基金會轉

「香港強脊會」收。 

---------------------------------------------------------- 

捐 款 回 條 

中文姓名：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捐款金額：                        是否需要發回收據？ 是 / 否 

* 捐款港幣一百元或以上，可憑收據申請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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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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風濕緩痛嘉年華 
2. 7-12 月會員生日會及聖誕聯歡 
3. 透視風濕病藥物與早期治療關鍵講座 

義義工工招招募募  
隨著本會會員日漸增加，會務日益繁重，為了加強本會的會務推廣及

促進會員間自助互助的精神。現在邀請您加入成為本會義工，齊來為

本會分擔工作。會員可就以下的選擇選取個人合適的工作，謝謝！ 
若有興趣的會員，請填妥下列表格。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興趣參加的工作：編輯 / 籌備 / 執行 / 郵寄 / 關懷 / 病科推廣 /  

興趣班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上午 9 時-12 時        
下午 12 時-6 時        

晚上 6 時-10 時        
(可選擇多項及在合適的空位內加上) 

如以上時間未能合乎您的選擇，請在以下填寫可為本會服務的時間，

謝謝！ 

郵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