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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管理局丙申年新春團拜
本會代表於 2月 27 日出席醫院管理局丙申年新春團拜

相當熱鬧，節目非常豐富，有不少攤位活動等。 

 

  

醫院管理局丙申年新春團拜 
醫院管理局丙申年新春團拜，當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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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賀新春 2016-自助組織團拜 
本會代表於 3月 5日出席攜手賀新春 2016-自助組織團拜，是次活

動由「香港病人組織聯盟」、「香港癌症基金會」暨「香港復康會」合

辦，多個病人組織的代表亦獲邀出席，場面相當熱鬧。亦有來自食物

及衞生局、勞工及福利局、醫院管理局、社會福利署、香港消防處等

的嘉賓到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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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周年大會暨春節聯歡晚會
 

一年一度的周年大會暨春節聯歡晚會順利於 2015

行。當日假座於九龍油麻地彌敦道363-373號恆成大廈

逾二百人參加，場面座無虛席。參加的朋友除了一眾會員及其家屬外

亦有醫生、藥廠及友好機構的代表出席晚會，更添熱鬧

 

    下午四時，一眾幫忙的義工到場佈置場地，全體工作人員都為晚

會的成功盡全力。下午五時，會員及家屬相繼到達，

會員就座。下午六時三十分，嘉賓們亦到達會場，現場氣氛熱鬧

濟一堂。晚上七時正，晚會正式揭開序幕。 

 

首先由主席為大家致歡迎賀辭及執委上台大合唱會歌

協助主席致送紀念品及惑謝狀給嘉賓及義工；其後，

嘉賓及執委上台進行祝酒。檯獎過後便是萬眾期待的開席時間

一面品嚐佳餚美饌，一面閒話家常。酒過三巡，菜過五味

賓會員品嚐美食之餘，我們亦邀請嘉賓向會員贈送福袋

我們亦安排了執委單文偉主持表演及遊戲環節，最後是晚會的重點抽

獎環節，一眾中獎朋友滿心歡喜，帶動晚會氣氛更雀躍萬分

 

    晚上九時三十分，由主席上台致謝辭，感謝一眾會員

友好機構一直以來的支持，祝願香港強脊會發展日益昌旺

都滿載喜悅各自回家去。 

 

 
 

年周年大會暨春節聯歡晚會 

2015 年 3 月 22 日舉

號恆成大廈4 樓聯邦皇宮，

眾會員及其家屬外，

更添熱鬧。 

全體工作人員都為晚

，由工作人員帶領

現場氣氛熱鬧，濟

合唱會歌，然後司儀

，由主席帶領所有

檯獎過後便是萬眾期待的開席時間，大家

菜過五味，在一眾嘉

我們亦邀請嘉賓向會員贈送福袋。除此之外，

最後是晚會的重點抽

雀躍萬分。 

感謝一眾會員、嘉賓及各

會發展日益昌旺，最後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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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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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以下出席、贊助嘉賓或機構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如有遺漏，敬請原諒) 
瑪麗醫院風濕科專科黃煥星醫生 養和醫院風濕科專科醫生李家榮醫

生 

屯門醫院風濕科專科莫志超醫生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風濕科專科馬繼耀醫生 

瑪麗醫院香港大學內科學系教授 

劉澤星教授 

大埔那打素醫院風濕科專科醫生 

靳惠蓮醫生 

風濕科專科余嘉龍醫生 眼科專科醫生林敬德醫生 

香港眼科醫院眼科專科駐院醫生 

碧納菲醫生 

伊利沙伯醫院風濕專科醫生 

梁滿濠醫生 

風濕科專科醫生崔慶森醫生 風濕科專科醫生陳德顯醫生 

將軍澳醫院風濕科專科醫生 

嚴卓雲醫生 

威爾斯親王醫院風濕科專科醫生 

譚麗珊醫生 

骨科專科醫生潘德鄰醫生 骨科專科醫生吳富源醫生 

瑪麗醫院風濕科姑娘郭雪琪姑娘 香港復康會總裁伍杏修先生 

香港復康會服務拓展總監 

梁綺薇女士 
香港復康會高級經理吳玉敏女士 

香港復康會藍田適健中心 

黃潔怡物理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岑幸貞女士 

物理治療師邱啟政先生 許國華先生 

美國輝瑞科研製藥有限公司 美國輝瑞科研製藥有限公司 

文子良先生 

美國輝瑞科研製藥有限公司 

文以中先生 

美國輝瑞科研製藥有限公司 

鄺穎賢女士 

美國輝瑞科研製藥有限公司 

吳茵茵女士 

美國輝瑞科研製藥有限公司 

李慧珊女士 

美國輝瑞科研製藥有限公司 

葉佩詩女士 

羅氏大藥廠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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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氏大藥廠香港有限公司 

馮思敏女士 

羅氏大藥廠香港有限公司 

鄧玉君女士 

艾伯維有限公司 艾伯維有限公司 Ms Priscilla Chiu 

艾伯維有限公司 Mr Herman Ip 艾伯維有限公司 Ms Elaine Wong 

楊森大藥廠 楊森大藥廠 朱曉文女士 

楊森大藥廠蔡雪靈女士 賽特瑞恩醫療健康(香港)有限公司 

賽特瑞恩醫療健康(香港)有限公司

Ms Sandy Chow 

賽特瑞恩醫療健康(香港)有限公司 

Mr Leo Kim 

UCB PHARMA (HONG KONG) LTD  

Ms Sebrenda Tang 

UCB PHARMA (HONG KONG) LTD 

Ms Connie Chiu 

UCB PHARMA (HONG KONG) LTD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 

醫院管理局健康資訊天地  香港哮喘會 

香港風濕病基金會 慧進會 

銀屑護關會 樂晞會 

毅希會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B27 協進會 佑友發展有限公司 

李錦記健康產品集團 Kelly 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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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雁拍打健身功-簡介會 

    本會於 3月 19 日舉行了大雁拍打健身功的簡介會，邀請到中國大

雁氣功香港總會主席為本會會員作基本功法介紹，以及由中國大雁氣

功香港總會的委員為本會會員作示範。由於參與的會員眾多，本會亦

決定為會員加開堂數，讓更多的會員能夠受惠。 

 

 
 

 

 

 

 

 

 

 

 

 

 

 

 

 

 

功法簡介 :「拍打健身功」全套有十式，主要是循十二經絡

（正經）自我拍打，從而令經絡疏通，達致健身、治病的功

效。功法簡單易學，動作柔和，有助改善各種慢性及功能性

疾病（如糖尿病、失眠、便秘之類）、紓緩關節痛症、提高

活動能力和平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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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特瑞恩醫療健康(香港)有限公司 

Mr Leo Kim 

UCB PHARMA (HONG KONG) LTD  

Ms Sebrenda Tang 

UCB PHARMA (HONG KONG) LTD 

Ms Connie Chiu 

UCB PHARMA (HONG KONG) LTD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 

醫院管理局健康資訊天地  香港哮喘會 

香港風濕病基金會 慧進會 

銀屑護關會 樂晞會 

毅希會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B27 協進會 佑友發展有限公司 

李錦記健康產品集團 Kelly 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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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雁拍打健身功-簡介會 

    本會於 3月 19 日舉行了大雁拍打健身功的簡介會，邀請到中國大

雁氣功香港總會主席為本會會員作基本功法介紹，以及由中國大雁氣

功香港總會的委員為本會會員作示範。由於參與的會員眾多，本會亦

決定為會員加開堂數，讓更多的會員能夠受惠。 

 

 
 

 

 

 

 

 

 

 

 

 

 

 

 

 

 

功法簡介 :「拍打健身功」全套有十式，主要是循十二經絡

（正經）自我拍打，從而令經絡疏通，達致健身、治病的功

效。功法簡單易學，動作柔和，有助改善各種慢性及功能性

疾病（如糖尿病、失眠、便秘之類）、紓緩關節痛症、提高

活動能力和平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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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雁拍打健身功 

日期 : 2016 年 4月 9,16,23,30 日,5 月 7及

時間 : 下午 3時-4 時(A 班)，下午 4時-5 時
地點 : 九龍深水埗南山村南偉樓地下 103-106

       香港風濕病基金會 

對象：香港強脊會會員及附屬會員 

堂數：共 6堂 

名額：每班 12人 

費用：全免 

報名方法：致電 2794 4803 或 8134 2018 

 

 

會員分享會暨聚餐
日期 : 2016 年 04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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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21日(星期六) 

時(B 班) 
106 

2018 留言 

聚餐 

新舊會員互相交流認識及分享各自的患病 

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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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啦 OK 同樂日 
 

日期： 2016 年 5月 29 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11時-下午 4時 
地點：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100 號 

港晶中心商場 3F Neway 

對象：香港強脊會會員(普通會員優先) 

名額： 30 人 

費用：每位參加者$40(大小同價) 

午膳：包括一個午餐、一杯普通飲品、一個甜品 

報名方法：致電 2794 4803 或 8134 2018 留言 

 

 

 

 

 強直性脊椎炎與運動  
強直性脊椎炎的徵狀主要是背脊疼痛，病發初期很容易與一般腰

背痛混淆，是次講座將說明兩者的分別，並介紹一些改善病情的運動，

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2016 年 4 月 16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時 30 分 – 4 時 30 分 

地點:九龍觀塘翠屏道 3號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1樓禮堂 

請者: 風濕科專科醫生 嚴卓雲醫生 及 

      註冊物理治療師 黃潔怡女士 

報名方法:請致電 2361 2838 或 

親身到香港復會社區復康網絡各中心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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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醫院水中運動班 

(2016 年 5月至 2016 年 7月份逢星期五

日期：2016 年 5月 27 日至 2016 年 7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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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綜援及經濟有困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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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公園泳館水中運動班
(2016 年 6月至 2016 年 7月份逢星期一及星期三

日期：16年 6月 – 16 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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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4 2018 留言。 

 

 

月份逢星期五) 

日  

醫院管理局後鄰) 

物理治療師) 

綜援及經濟有困難者$160 

所繳款項將撥作本活動營運 

水中運動班 
月份逢星期一及星期三) 

室內訓練泳池 

﹕2794 4803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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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濕科水療練習計劃 

(2016 年第三期) 
九龍伊利沙伯醫院 

日期 16 年 7月 04 日至 8月 22 日，逢星期一(共 8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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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16 年 6月 23 日至 8月 11 日，逢星期四(共 8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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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16 年 6月 24 日至 8月 19 日，逢星期五(共 8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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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16 年 7月 02 日至 8月 20 日，逢星期六(共 8堂) 

時間 G 班：下午 2:00 - 2:45 H 班：下午 3:00-3:45 

 

柴灣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日期 16 年 6月 30 日至 8月 18 日，逢星期四(共 8堂) 

時間 A 班：晚上 6:45 - 7:30 B 班：晚上 7:45-8:30 

 

元朗博愛醫院 

日期 16 年 7月 02 日至 8月 20 日，逢星期六(共 8堂) 

時間 A 班：下午 2:00 - 2:45 B 班：下午 3:00-3:45 

 

收費：全期 $320.00（共 8 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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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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以下機構/善長捐助善款 
(排名不分先後) 

鄧錦平先生$300 林婉治女士$300 

譚詩聰先生$1,000 許國華先生$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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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香港強脊會 

HONG KONG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SSOCIATION

香港將軍澳郵政信箱 65287 號 

 

 

 

 

 

 

附件： 

1. 強脊性脊椎炎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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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分擔工作。會員可就以下的選擇選取個人合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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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趣班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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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SSOCIATION 

為了加強本會的會務推廣及

現在邀請您加入成為本會義工，齊來為

會員可就以下的選擇選取個人合適的工作，謝謝！ 

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懷 / 病科推廣 /  

五 六 日 

   

   

   

�) 

請在以下填寫可為本會服務的時間，

郵票 

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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