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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理念

讓精神康復者好起來，成功就診及按時服藥開啟了康復的第一步。往

後康復路，家庭成員持正確態度的支持，能讓康復者更順利在康復路

上邁進。透過本中心各項服務，讓家屬理解各種精神疾病的病理、知

識及照顧技巧，協助康復者歸回復元路上。

家屬照顧康復者之餘，需要維持良好的家庭功能，保持自我身心靈健

康亦非常重要。故此我們亦致力協助家屬擁有歇息的空間，心靈的滋

潤及同行互助的力量，陪伴家屬渡過心靈的高低起伏。

在互助自助的同時，中心以家庭為本的復元理念，結集家屬的力量和

優勢，讓家屬發展所長，中心亦會將精神健康公眾教育的訊息，向社

會發放，讓社會大眾明白精神健康的重要，建立共融社會。

各位家屬，經歷家人康復的這個過程，不用再獨自摸索，讓我們與你

一起同行。

以課程、講座、工作坊等，增進家屬對精神康復實務的知識及
技巧， 增進雙方溝通及改善相處技巧。
運用家庭為本的復元理念，讓家庭更新，充滿著復元的希望和
自主。
  

以短期個案形式，跟進家屬在照顧康復者時面對的困難，亦在
過程中協助尋求相關的資源。
運用心理治療手法，協助家屬處理自己的情緒，使心靈回復安
舒。
透過多元興趣小組、聯誼活動，為家屬創造一個滋潤心靈的空
間。
 

透過互助小組，讓家屬在小組平台中互助自助，發揮家屬守望
相助精神
 

在照顧的路上，結集家屬力量，讓社會正確認識精神健康知
識，了解康復者家庭的需要。

我們的服務對象

照顧精神病康復者的家屬及其親友

我們的工作

教育
-

-
 
 
情緒支援
-

-
-

 
互助網絡
-

 
倡議
-



目錄

《幻變中的平靜》靜觀體驗工作坊
 
2021年機構賣旗日

「靜觀與自我照顧」工作坊 

精神科危急事件家屬工作坊

家屬倡議系列
 家屬關注精健康聯席

 義工服務

專題系列
 九龍區專題講座

CARE學院
 家庭復元小組 / 家庭復元互助組

家屬實務課程系列
 抑鬱症

 思覺失調

 執子之手「思覺失調家庭心理教育課程」研究計劃

 強迫症

 躁鬱症

家點力量 - 青少年家屬服務系列
 青少年家屬互助組

照顧者朋輩服務系列
 照顧者朋輩大使計劃 &照顧者朋輩大使電話關懷服務

家屬互助系列
 地區性互助組

好好照顧自己系列
 專題活動

 信仰小組

家‧連繫服務活動系列
 葵青區/灣仔區/港島東區   (三區康復會員的家屬活動)

新同工介紹

中心須知

02

03

04

05

06-07
08

09

10

11-15

16

17

18

   19
20

21-22

23

24-25

* 所有活動的資料以致電
中心報名為準

2021-2022年中心會員
續會通知

2020-2021年會員證將會
在2021年3月31日到期。

會員欲繼續使用本中心的
服 務 ， 需 填 寫 及 遞 交
2021-2022年續會回條予
本中心，確認續會手續，
以便繼續使用中心的服務
，否則當作退會論。

如有查詢，請與中心職員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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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及報名電話：2560 0651

由註冊臨床心理學家 - 何欣容女士引導參加者透過靜
觀練習，嘗試留意自己在焦慮中的反應，從而選擇更
有益、合適的回應。即使在變化多端的環境中，仍能
好好照顧自己和所愛的人的身心。
日期：2021年4月10日 (六)
時間：下午2:30 - 5:00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敬霆靜觀研究與培訓中心
   香港德輔道中121號
   遠東發展大廈17樓1701室
對象：家屬會員
人數：12人
負責：卓星男先生
導師簡介：何欣容女士
- 香港心理學會 註冊臨床心理學家
- 曾於醫管局總部、衛生署及社福機構綜合復康中心任職
- 已完成的靜觀導師資格包括：
 ‧ 英國牛津靜觀中心及香港靜觀中心合辦之一年制

靜觀認知治療導師基礎課程 
 ‧ 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靜觀子女教養課程」

Mindful Parenting 進階導師培訓 
 ‧ 英國Mindfulness In School Project (MiSP) Teach 

Paws b課程導師訓練
 ‧ 美國麻省大學醫學院靜觀中心創辦的「靜觀減壓

課程」

《幻變中的平靜》        
          靜觀體驗工作坊
《幻變中的平靜》        
          靜觀體驗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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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及報名電話：2560 0651

2021年機構賣旗日2021年機構賣旗日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將於2021年舉辦機構全港賣

旗日，今次主題為愛要說出口 Love Out Loud，希望

帶出愛要說出口，多點對身邊人表達感謝及鼓勵，同

時希望於困境中找到出口。

日期：2021年7月17日 (六)

今年賣旗日除了以「身體力行」的賣旗方式外，更設

有網上賣旗形式。今次賣旗活動同時亦提供金旗以及

小全張以供有興趣人士購買。其他詳情會於稍後時間

再作公佈，有興趣參加賣旗日的人士敬請留意我們機

構網站的最新消息。

機構網站： http://www.bokss.org.hk

在此邀請大家一同參與，推動關愛予不同年齡階層，

扶助弱勢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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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觀與自我照顧」工作坊「靜觀與自我照顧」工作坊

由靜觀導師引導參加者透過靜觀，讓參加者在安全及輕鬆
的環境下探索自我，加深對自我照顧的了解及舒緩壓力。

導師簡介︰
鄧小聰先生 -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社會工作碩士
完成靜觀訓練包括：
‧ 靜觀認知治療導師基礎課程（牛津大學靜觀中心及香港靜觀

中心合辦）

‧ 靜觀生活課程導師訓練（牛津大學靜觀中心）

‧ 尋回安穩靜觀課程導師訓練（牛津大學靜觀中心）

‧ 靜觀減壓課程導師訓練（華人正念減壓中心）

‧ 靜觀教養進階導師靜觀訓練（阿姆斯特丹大學）

‧ MYmind 進階導師靜觀訓練（阿姆斯特丹大學）

‧ 靜觀為本正向行為支持訓練（美國奧古斯塔大學）

‧ 英國認證教育工作者靜觀導師（Misp）

2008年開始進行個人靜觀修習；自2014年於中小學、
大學、社福機構、政府部門及社區提供靜觀訓練並協助
相關研究，曾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
市大學及香港教育大學靜觀研究項目的靜觀導師。

日期：6、13、20、27/5/2021 (逢星期四)
時間：晚上7:30 - 9:30pm
地點：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新界葵涌葵興大連排道83號K83 7樓702室)
對象：精神康復者家屬
人數：15人
負責職員：卓星男先生

查詢及報名電話：2560 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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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危急事件家屬工作坊精神科危急事件家屬工作坊

查詢及報名電話：2560 0651

日期︰17/4、24/4/2021 (六)
時間︰下午2:30 - 4:30
地點︰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新界葵涌葵興大連排道83號K83 7樓702室)
內容︰1. 提高家屬對精神科危急事件應變的技巧，包

括自殺及暴力危機、精神狀況混亂危機；
  2. 增加家屬覺察自身情緒壓力的認知，照顧自

己的情緒需要
對象︰精神復元人士家屬 (家屬會員)
費用︰全免
負責人︰林翠琼姑娘及蘇鈺晶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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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021年3月聯席報告

- 聯席於26/11/2020與香港復康會的家屬自助組織舉辦
復康倡議工作交流會。香港復康會的家屬分享自助組
織的工作及過往行動，期間雙方家屬交流對照顧者津
貼的看法。這次雙方的反應不錯，有機會將來可能舉
辦類似活動，令家屬與其他類別的照顧者就倡議工作
有更多交流。

- 聯席將會轉化成2022年家屬會議的籌備小組。

- 目前跟進的議題：

 ‧2021年財政預算案

 ‧已於農曆新年前向立法會遞交意見書，表達意見如下：

  1) 在疫情下增加對照顧者應用科技資訊的支援

  2) 繼續在疫情下提供有限度的實體服務

  3) 增加教育照顧者的資源

  4) 推廣校園精神健康

  5) 照顧者交通津貼

 ‧疫情下照顧者的需要

  持續收集及反映家屬意見

 ‧家屬代表亦有於「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及「特殊
需要信託委員會」表達家屬的意見。

可以致電2560 0651聯絡中心同工，亦可以透過傳真 
(2568 9855) 或 電郵 (rsc@bokss.org.hk) 表達意見。

家屬倡議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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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分享
《「成年殘疾人士家庭照顧者」 生活質素及服務需要調查》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20)

 ‧近三成自評「照顧壓力感」較大。

  會因照顧工作而產生負面情緒，例如沮喪、疲憊等。

 ‧近三成自評「照顧選擇感」較低。

  「照顧選擇感」是指照顧工作對照顧者個人生活計
劃及發展的影響，評分愈低，愈反映受訪者認為照
顧工作影響著個人生活計劃及發展。

參考上述研究結果，就照顧者支援及家屬的需要，我們需要
理解：

- 自己面對照顧角色、照顧工作的情緒及壓力

- 照顧角色是否有影響你的生活選擇？影響有多大？

- 自己是否高危群組 (參考以下高危因素)

鼓勵大家反映自己的需要，並於適當的時候向有關機
構求助。

照顧者高危因素(參考台灣家庭照顧者總會《高風險家庭照顧
者初篩指標》)

1.  照顧者有自殺意念

2.  有家暴情況

3.  照顧者有急性醫療需求

4.  照顧者本身是病人

5.  照顧者為復元人士或懷疑情緒精神有困擾人士

6.  被照顧者為復元人士

7.  需要照顧2人以上

8.  照顧者年紀大於65歲

9.  沒有照顧替手

10. 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

11. 申請政府資源但不符資格

12. 家傭空窗期

13. 男性照顧者

家屬倡議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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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倡議系列

義工服務

香港區東區醫院《家屬同行》計劃

* 日期或有變更，參與前請致電中心查詢

義工組
日期： 27/4/2021、29/6/2021 (二)

時間：晚上7:30 - 9:00

地點：基督教彩恩團契彩恩堂

負責同工：卓星男 先生及何媽媽

* 因為肺炎疫情，醫院管理局提升到緊急級別，

所有外來的服務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派
單
張

P
座
3
樓
病
房

*因為肺炎疫情，醫院管理局提升到緊急級別，

所有外來的服務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派
單
張

S
座
病
友

支
援
站

*因為肺炎疫情，醫院管理局提升到緊急級別，

所有外來的服務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派
單
張

九龍區聯合醫院《家屬同行》計劃

‧如你想成為醫院義工，需接受防感染訓練。

查詢及報名電話：2560 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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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有關精神健康的相關主題，幫助可能有精神困擾或已出現精神

健康危機人士之照顧者。透過認識精神病、精神困擾的介入範疇、

危機處理及減壓的方法，提升照顧者的身心健康，與康復者溝通的

技巧和共同面對復元歷程的能力，以活得更輕鬆。

專題(講座及工作坊)專題(講座及工作坊)

查詢及報名電話：2560 0651

專題系列

九龍區專題九龍區專題

*因為肺炎疫情，醫院管理局提升到緊急級別，所有

外來的服務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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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學院
「CARE 學院」最新活動：「CARE 學院」最新活動：

九
龍
區

查詢或報名電話：2560 0651

家庭復元小組
復元概念(Recovery Concepts)是以家庭為本，概念是當家人患病，
整個家庭也需要復元。在家庭復元小組，家屬能明白家庭於康復者
的復元旅程中的角色，能配合及支持康復者，以作康復者逐步重新
掌握自己的生活。

家庭為本的復元概念在香港是一個創新的理念，對復元人士家庭來
說卻是非常重要的出路。你是否想擁有這復元希望與自主權呢?

歡迎加入「家庭復元小組」，一同探索及經歷！

日期：7/4、2/6、4/8/2021 (星期三、每兩個月一次、雙數月份)
時間：晚上7:30 - 9:30
地點：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新界葵涌葵興大連排道83號K83 7樓702室)

香
港
區

日期：26/5、28/7、29/9/2021 (星期三、每兩個月一次、單數月份)
時間：晚上7:30 - 9:30
地點：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 灣仔愛群道36號7樓705室

小組內容共有6節，主題包括：
1. 介紹復元概念
2. 希望的力量
3. 家庭的角色及抗逆力

4. 於家庭中的選擇權及決定權
5. 發掘家庭強項
6. 家屬照顧自己

家庭復元互助組 
內容：鞏固家屬對復元概念的認識，重溫復元概念的態度及家屬角色
，於小組中家屬可分享實踐復元概念中所遇到的困難或正面經驗。

日期：4/5、11/5、18/5、1/6、8/6、15/6、6/7、
 13/7、20/7/2021 (星期五、共9節)
時間：晚上7:30 - 9:30
地點：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新界葵涌葵興大連排道83號K83 7樓702室)
負責：官文慧姑娘及照顧者朋輩大使
對象：精神康復者家屬或親友
���*(優先接受已完成家屬實務課程之參加者)
費用：$300 (有經濟困難者可以申請減費)

內容：鞏固家屬對復元概念的認識，重溫復元概念的態度及家屬角色，
於小組中家屬可分享實踐復元概念中所遇到的困難或正面經驗

費用：全免
對象：精神康復者家屬或親友（建議曾參與家庭復元小組之組員）
負責：官文慧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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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實務課程系列

家人總是患者康復路上的最大支持，他們有時起起跌跌，總

叫家屬心裡憂慮。我們深明家屬面對、處理家人患病的難處

，每種情緒病、精神病都有各自的特點；病徵不同，處理手

法亦迴異，我們特意為不同病類的家屬設計了實務課程。期

望透過課程及練習協助家屬了解家人、減少衝突，針對性地

認識家人的病，了解如何與他們相處，學習更有效的溝通、

支持方法。家屬可以裝備自己讓家人帶著我們的愛，在我們

的同行下步向復元，你願意讓我們與你同行嗎？

抑鬱症家屬實務課程
抑鬱症是普遍的都市病之一，若你所愛的家人不幸患

上，我們要如何留意對方發病時的徵狀，儘量減低由此

而引起的相處問題，讓家屬更能有效地與患者同行。

查詢及報名電話：2560 0651

日期 : 7/7、14/7、21/7、28/7、4/8、
 11/8/2021 (三) (共六堂)
時間：晚上7:30 - 9:30
地點：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新界葵涌葵興大連排道83號K83 7樓702室)
內容：認識抑鬱症的徵狀及治療、自殺危機處理、
 有效的溝通和相處。
費用：$300 (有經濟困難者可以申請減費)
對象：抑鬱症患者家屬
負責：蘇鈺晶姑娘
*備註：社工會安排小組前面談，以初步了解家屬情況、

 小組期望及簡介課程內容

抑鬱症家屬互助組 
日期：8/4、13/5、10/6、8/7/2021 (四)
時間：晚上7:30 - 9:30
地點：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新界葵涌葵興大連排道83號K83 7樓702室)
費用：全免
負責：蘇鈺晶姑娘

定期家屬聚會，分享及了解照顧抑鬱症家人的心得及經驗

與家屬同行   11



家屬實務課程系列

思覺失調家屬實務課程

查詢及報名電話：2560 0651

思覺失調是指一種早期不正常的精神狀態，一般會有妄

想、幻覺、思想及言語紊亂等情況出現。如有家人患上思

覺失調，作為照顧者的你會否感到與患病相處有點不知所

措？面對他們的病徵覺很得難以理解或煩躁不安？如果患

者常足不出戶和欠缺動力，家人可以怎樣推動他們？

病患者如能得到家人的鼓勵和支持，可減低「思覺失調」

所帶來的傷害和避免誘發更嚴重的精神病。讓我們一起認

識和學習，並與患者一同面對思覺失調。

思覺失調家屬互助組 
日期：15/4、20/5、17/6、15/7/2021 (四)

時間：晚上7:30 - 9:30

地點：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新界葵涌葵興大連排道83號K83 7樓702室)

負責：李靄德姑娘

日期：20/8、27/8、3/9、10/9、17/9、 
 24/9/2021 (五)

時間：晚上7:30 - 9:30 

地點：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新界葵涌葵興大連排道83號K83 7樓702室)

費用：$300 (有經濟困難者可申請減費)

對象：思覺失調患者家屬

內容：認識思覺失調的癥狀及治療方法、家人如何處理

患者的暴力、自殺或退縮的行為、處理衝突、溝

通相處技巧、康復者及照顧者的經驗分享。

負責：李靄德姑娘

*備註： 社工會安排小組前了解家屬情況、小組期望及簡介課程內容

12



查詢或報名電話：2560 0651

執子之手
「思覺失調家庭心理教育課程」

研究計劃

思覺失調的初發較常會出現在15至25歲的青少年身上，

全港每年大約有700名青少年出現思覺失調。家庭心理

教育課程是治療與復原的重要部份，它可幫助減低和調

節思覺失調照顧者的壓力，促進年輕患者的康復進程。

日期：26/5、2/6、9/6、16/6、23/6、
 30/6 (逢星期三，6節)

時間：晚上7:30 - 9:30  

地點：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教育及家庭支援中心 (暫定)

 (長沙灣幸福街1號一樓–長沙灣港鐵站B出口)

對象：思覺失調患者家屬

  (1. 照顧時間至少一年；

   2. 患者是35歲以下並在過去三年內首次出現

      思覺失調)

費用：全免

內容：由資深家庭心理教育導師，配合跨專業團隊嘉

賓錄影講解，主題包括：了解及認識思覺失調

、照顧者分享康復歷程、預防復發及危機處理

等等

負責：官文慧姑娘

*備註：患者有能力及願意參與評估、在面談中回答問題優先取錄

家屬實務課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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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實務課程系列

查詢或報名電話：2560 0651

強迫症家屬實務課程

‧我解釋了很多次，叫他不要再做重複動作，點解佢講
極都唔聽?

‧我見到佢啲動作我真是很煩，如何使我平靜心情?

‧我好唔好幫佢做，等佢唔駛花咁多時間?

日期：21/4 (三)、28/4 (三)、5/5 (三)、
 12/5 (三)、20/5 (四) 26/5 (三) (共六堂)

時間：晚上7:30 - 9:30

地點：葵涌葵興大連排道83號K83 7樓702室

費用：$300 (有經濟困難人士，可以申請減免)

對象：受強迫症困擾人士之家屬 (需要小組前面談)

負責：林翠琼姑娘

強迫症家屬互助組
日期：29/4、27/5、24/6、29/7/2021 (四) 

時間：晚上7:30 - 9:30

地點：葵涌葵興大連排道83號K83 7樓702室

對象：受強迫症困擾人士之家屬

費用：全免

負責：林翠琼姑娘

我們一起學習，讓家屬與受強迫症困擾之人士站在同一

 陣線面對強迫症，探討相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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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或報名電話：2560 0651

躁鬱症家屬實務課程

面對兩極化的躁鬱症的家人來說，可會是尤其消耗心神和

難以適應，家屬可以如何面對和處理呢？因為患者在⋯.

躁的時候，他們好像精力旺盛，自我膨脹，思想澎湃，表

現衝動易怒，喜好爭論，做出很多令人擔心的行為，例如

非理性借貸，胡亂花費投資，在性方面舉止輕率⋯⋯

鬱的時候，整個人也變得沒精打采，毫無目標方向，缺乏

動力，喪失自信，對人生感到絕望無意義，負面念頭叢生

⋯⋯

日期：16/6、23/6、30/6、7/7、14/7、
 21/7/2021 (三)

時間：晚上7:30 - 9:30  

地點：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 (香港灣仔愛群道36號) / 

 網上Zoom (視乎疫情情況而定)

內容：了解躁鬱症的特徵和治療方法、有效的溝通

 技巧與相處、預防復發

費用：$300 (有經濟困難者可申請減費)

*備註：社工會安排小組前面談，以初步了解家屬情況、

 小組期望及簡介課程內容

躁鬱症家屬互助組
日期：29/4、27/5、24/6、29/7/2021 (四)

時間：晚上 7:30 - 9:00

地點：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 (香港灣仔愛群道36號) /

 網上Zoom (視乎疫情情況而定)

對象：躁鬱症患者家屬

負責：陳正曦 先生

家屬實務課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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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或報名電話：2560 0651

九龍區
日期：21/4、26/5、16/6、21/7、
 18/8/2021 (三) 
時間：上午10:30 - 中午12:30
地點：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 青少年身心導航服務 
 (長沙灣順寧道323號一樓)
對象： 青少年康復者的家屬
費用：全免
負責：官文慧 姑娘

青少年家屬互助組

青少年康復者的家屬
(有13-26歲子女受精神病徵狀困擾)

本機構重視青少年家屬服務，提高家屬對青少年情緒及
精神健康的意識，讓家屬能及早介入以避免情況惡化，
家屬於青少年的成長路及康復路上的參與尤其重要，有
效的支援及關懷能讓這些青少年在社區內持續成長及發
展，對青少年家屬來說確實是面對一個新挑戰。家長要
面對子女由兒童走入青少年階段，他們有著不同的成長
需要，家長需要學習如何與漸漸成長為成年人的子女相
處，學習新的角色、新的相處技巧。如能明白子女的內
心世界及感受，與他們同步，絕對能幫助成長中的他們
去面對外面的種種難關，讓他們找回健康的心靈

服務對象

家點力量 - 青少年家屬服務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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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朋輩服務系列

照顧者朋輩大使計劃照顧者朋輩大使計劃

本中心於2015年開展了照顧者朋輩大使計劃，讓已

接受相關培訓的家屬朋輩與家屬會員結伴同行，分享

照顧經驗。至今已有40多位朋輩大使定期為本服務提

供朋輩關懷服務。

照顧者朋輩大使籌委會

籌委成員是互選而成的，透過自務籌劃的培訓、興趣
和重聚的活動，為支援及鞏固照顧者朋輩大使在中心
的服務。籌委會亦會共同籌劃一些切合家屬需要的活
動或工作坊，以給予中心家屬分享及交流的空間。

重聚日暨籌委會會議
日期：5/5 (三)、8/7/2021 (四)
內容：互相交流照顧心得及經驗，分配中心所提供的

朋輩支援的義工服務。
時間：晚上7:00 - 8:30 (晚膳重聚)
 晚上8:30 - 9:30 (籌委會)
地點：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 長沙灣幸福街1號1樓

照顧者朋輩大使電話關懷服務

照顧者朋輩大使是本中心培訓之義工，因著自己經歷與
康復者相處，能夠用自己最熟悉的語言，與您分憂和分
享照顧經驗，與您同行，讓您得到支持的力量。

由受過訓練的照顧者朋輩大使提供每月約一次，為期6次
的電話關懷服務，歡迎有興趣之家屬向本中心申請。

目前電話服務時段為星期二下午及晚上，及每月一個
星期六早上。服務需要經預約及由本中心社工初步了
解申請者的需要，並進行配對，以致申請者得到最合
適的安排。

負責：卓星男先生

查詢電話：2560 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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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參加之家屬請先致電2560 0651報名

平安組 
日期：31/5、26/7/2021 (一)
時間：晚上 7:30 - 9:00  
地點：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 (灣仔愛群道36號)
對象：香港區家屬會員
負責：卓星男 先生及何媽媽

家屬透過互助小組這個平台，了解近期的復康資訊，分
享照顧經驗中的甜酸苦樂，家屬在康復路上互相扶持，
互勵互勉，共同成長。

香
港
區

笑口組
日期：27/4/2021、29/6/2021 (二)
時間：晚上7:30 - 9:00
地點：基督教彩恩團契彩恩堂 
    (九龍牛池灣村銀池徑8號，彩虹港鐵站C出口)
對象：九龍區家屬會員
負責：卓星男 先生及何媽媽

新希望組 (與精神健康家屬協會合辦)
日期：15/4、20/5、17/6、15/7/2021 (四)
時間：下午2:30 - 4:00
地點：彩輝邨本中心
對象：家屬會員
負責：家屬協會
煩請有興趣參加之組員先致電5606 7551報名。

九
龍
區

丈夫互助組 
有興趣了解詳情或參加之組員可致電2560 0651與
陳先生聯絡。
負責：陳正曦 先生

新
界
區

家屬互助系列

青衣互助組
日期：16/4、21/5、18/6、16/7/2021 (五)
對象：新界區家屬會員
時間：下午2:30 - 4:30
地點：新界青衣長亨邨亨緻樓地下7-14號
費用： 全免
負責: 李靄德姑娘

18



好好照顧自己系列

為照顧家屬的心身靈需要，透過好好照顧自己的多元
生活和趣味的活動，學習分享、欣賞、感恩、專注於
正面的事情，縱然在照顧家人的旅程中，總面對日常
生活的挑戰和困境，盼望增添好好照顧自己生活的正
能量，加強同行者的支持、鼓勵和聯繫，讓家屬擁有
健康的全人發展。

專題活動專題活動
由一群有愛心又有心思的照顧者朋輩大使策劃及設計的
活動，為家長注入正能量。

精彩活動１-《立體祝福卡工作坊》
日期：11/5/2021 (二)

時間：下午2:00 - 4:30

內容：製作新潮的立體花祝福語卡，寫下自己的心意

，送給身邊重要的人吧！

地點：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

 九龍牛池灣街彩輝邨彩葉樓C翼地下

名額：10人

#材料費自付

負責導師：照顧者朋輩大使 - 梁笑英

聯絡職員：卓星男 先生

精彩活動2 -《愛笑瑜伽》
日期：3/7/2021 (六)

時間：下午2:30 - 4:00

內容：愛笑瑜伽結合了瑜伽式呼吸配合大笑運動，

令心情變得穩定，有效紓緩壓力。

地點：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

 九龍牛池灣街彩輝邨彩葉樓C翼地下

費用：全免

名額：8-10人

負責導師：照顧者朋輩大使 - 李寶珍

聯絡職員：卓星男 先生

查詢或報名電話：2560 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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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照顧自己系列

面對變幻莫測的人生際遇，

有人靠自己的意志、

有人靠家人支持、有人靠娛樂發洩、

有人靠專業人士 …… 你靠甚麼？

信仰小組誠意與您分享基督教信仰如何面對人生起跌。

信仰小組—如何重新得力信仰小組—如何重新得力

※首次參加之家屬請先致電中心報名

彩恩團契彩恩堂

日期：10/4、8/5、5/6、3/7/2021 (六)
時間：下午2:00 - 4:00
地點：基督教彩恩團契彩恩堂 
　　　(九龍牛池灣村銀池徑8號，彩虹港鐵站C出口)
對象：復元人士及其家屬
講員：Law少、Fei Fei傳道、李靄德姑娘

小組視乎疫情，請致電查詢及報名

2560 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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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連繫服務活動系列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 (葵青區)

愛羣為各區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葵青、灣仔、港島東) 的
復元人士家屬提供不同的小組、講座、工作坊，為各區復元
人士的家屬，提供支援。歡迎家屬報名參與！

如需了解詳情，請分別向所屬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查詢
及報名。

「先知先覺」家屬支援小組
簡介：讓懷疑或確診思覺失調患者的家屬認識精神病的成因
和病徵、治療方法、危險處理、溝通技巧、自我照顧和復元
概念。透過過來人的親身分享，在照顧路上與家屬同行，建
立朋輩支援，舒緩照顧壓力。

活動編號：FT21002
日期：22/7/2021(星期四)
時間：晚上7:30 - 9:30
地點：青衣長亨邨亨緻樓地下 7-14 號
對象：確診或懷疑思覺失調患者的家屬（三區會員家屬優先）
名額：12人
費用：免費
負責導師：註冊社工黃健嫻姑娘、活動幹事邵思敏姑娘、
  照顧者朋輩支援工作員

「先知先覺」專題工作坊
簡介：透過「溝通與迷思」專題工作坊，邀請照顧者朋輩支
援工作員和復原人士親身分享溝通的心得與迷思，讓思覺失
調患者的家屬學習與復原人士溝通，彼此扶持和互相學習，
建立朋輩支援。

查詢及報名電話：2434 4569

活動編號：FT21001
日期：6/5、13/5、20/5、3/6、10/6、
 17/6/2021 (星期四)
時間：晚上7:30 - 9:30
地點：青衣長亨邨亨緻樓地下 7-14 號
對象：確診或懷疑思覺失調患者的家屬（三區會員家屬優先）
名額：12人
費用：免費
負責導師： 註冊社工黃健嫻姑娘、活動幹事邵思敏姑娘、照顧者
  朋輩支援工作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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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連繫服務活動系列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 (灣仔區)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 (港島東)

活動編號：FW21001
日期： 6、 13、20、27/7/2021 (星期二)
時間：晚上 7:30 - 9:00
地點：灣仔愛群道 36 號 9 樓活動室
對象：會員家屬（三區會員家屬優先）
名額： 8人
費用：免費
負責職員：註冊社工謝嘉雯姑娘
備註：1. 看疫情進展，需要時轉以zoom網上形式進行。
 2. 實體課時請穿着輕便衫褲。

未確診及疑似情緒精神困擾 - 家屬互助實務課程
簡介：透過「探索、了解、連繫、重整」，讓會員家屬認識
疑似情緒困擾、精神病的成因、病徵、介入、治療與復元；
學會介入手法及定立健康界線以助親友接受服務及治療；學
會處理暴力、自殺危機或退縮行為；與一班同路人家屬一起
紓解因關心、照顧親友時所產生的壓力、焦慮不安等心情。

課程編號：FE21001 
日期：07/05/2021 和 02/07/2021 (星期五)
時間：上午10:30 - 12:30
地點：筲箕灣道361號利嘉中心11樓
對象：會員家屬（三區會員家屬優先）
名額：10人
費用：免費
負責職員：註冊社工鍾寶琳姑娘及照顧者朋輩大使

家。力量 - 家屬互助組
簡介：當家人出現情緒及精神困擾時，家屬也同樣受影響。
互助組提供一個平台認識其他家屬，透過交流正面經驗或遇
到的困難，為自身和家人尋找出路。

查詢及報名電話：3413 1641

查詢及報名電話：2967 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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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工介紹

張桂朗先生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資訊科技助理

大家好！我是新入職的同事張桂朗(阿Tim)。因為疫情

大家都被逼在網上見面，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協助大家

能順利參與不同的網上活動。雖然大家不能實體相交

，但希望各家屬在網上依然能夠順利彼此真誠分享。

期望在疫情回落後能夠和大家見面！

李靄德姑娘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註冊社工

大家好！ 很久沒見大家！ 一來疫情， 二來我放了產

假， 生了bb仔。 作為一位新手媽媽 ，實在有很多事

情需要適應，真是一大挑戰！ 今個月開始我轉了兼職

工作。感謝機構的安排，我可以多抽時間照顧兒子及

兼顧工作的需要。 期待疫情過後可以見到大家 ！祝福

大家家庭愉快，身體健康！

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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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須知

服務使用者須知

1.  使用服務的一般注意事項

 1.1 須保持地方清潔整齊

 1.2 請小心保管私人物品 

 1.3 在服務單位內不准抽煙、飲酒、 
 私人買賣、籌款、借貸及賭博

 1.4 請愛護及正確使用服務單位內各 
 項設施

 1.5 服務單位職員謝絕服務使用者的 
 金錢、利是、禮物等餽贈

 1.6 颱風及暴雨訊號懸掛後之服務安 
 排 (請參看惡劣天氣活動安排)

 當八號風球改掛三號或一號，或黑色
暴雨警告訊號除下後，服務單位將於
兩小時內辦公。若信號除下的時間距
服務單位停止辦公時間不足兩小時，
服務單位將繼續停止辦工。

2. 申請及退出服務

 2.1 申請服務 - 本中心接受精神復康 
 者親友直接或由專業人士(如精  
 神科醫生、輔導員、社工、精神 
 科社康護士或職業治療師等)轉  
 介的申請。申請者可將服務申請 
 表，直接交回或寄回本中心。

 2.2 退出服務 - 服務使用者可透過書 
 面、電話通知、親臨本單位向工 
 作員申請退出服務或結束個案服 
 務。在下列情況下本單位將停止 
 提供服務：

  - 服務使用者提出終止服務

  - 服務使用者嚴重違反中心守則

  - 服務使用者的行為對其他服務  
  使用者或職員構成危險或滋擾

3.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服務使用者向本服務單位所提供的個人
資料將會記錄在檔案內，作為為服務使
用者提供服務的資料，例如：處理服務
申請、個案工作、轉介服務等。

4. 索取/發放/轉移資料
 服務使用者之資料，本服務單位將
予以保密處理。本服務單位會在得

到服務使用者口頭/書面同意後，向
其他服務單位索取/發放/轉移服務使
用者之資料。但凡涉及人身安全或
刑事事件，若有需要，本服務單位
須向由法律授權或法律規定之單位
披露服務使用者有關的資料。

5. 銷毀資料

 服務使用者的個案服務資料將於退
出服務五年後銷毀。

6.  權益

 在使用服務過程中，本服務單位會
鼓勵服務使用者積極表達需要，以
及諮詢有關人士，以便更有效及準
確地訂立個案服務計劃。此外，如
服務運作有何變更，本服務單位亦
會儘早通知，以確保服務使用者能
夠知悉及作出選擇。

7. 預防侵犯

 本服務單位會致力確保服務使用者
、職員及訪客處身安全的環境，並
免受任何形式的侵犯，包括：言語
、人身、精神心理及性侵犯。如有
侵犯事件發生，請立即向職員舉報/
投訴/尋求協助，本服務單位會以公
正及警覺的態度徹查事件。舉報者/
投訴者/求助者並不會因此而受到不
佳對待。

8. 申訴程序

 如對本服務 (包括：服務表現、服務
質素標準、職員態度、單位環境等) 
有任何讚賞、建議或不滿的地方，
可投放意見於中心的意見箱內，又
或透過來電、郵寄、電郵或約見中
心主任 / 職員，以表達意見。若意見
屬投訴性質，中心主任將於7個工作
天內，聯絡進行跟進，並於隨後的7
個工作天作出回覆。而投訴人並不
會因提出投訴而受到不佳對待。

9. 收費

 會員費用全免。各項小組及活動收費
將於各活動宣傳物品中清楚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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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網頁已更新

中心職員

請瀏覽：h t t p : / / c a r e r . b o k s s . o r g . h k /

網頁上除了發佈最新活動，更詳細介紹中心服務、歷屆家屬會議回
顧、精神健康及家屬資訊和家屬權益，當中包括最新的倡議消息。
更新的網頁資訊更齊備，讓大家更全面認識中心服務範圍及宗旨。

- 26/6/2021 (星期六) 為機構職員會，中心開放時間將會更改
為當天早上九時至下午一時。

中心須知

注意事項

報名活動或捐款
支票背面，寫上姓名、會員編號、活動名稱及聯絡電話寄回本中心；
地址：九龍彩虹牛池灣街彩輝邨彩葉樓C翼地下；

支票抬頭：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 如欲報導或轉載本通訊之內容或活動，
請註明由本機構主辦。

服務質素標準(SQS)
* 為提高中心服務質素，中心將於20 1 9年頭修訂及檢討「服務質

素標準( S Q S )；如會員對以上「服務質素標準( S Q S )」有任何意
見，請向當值職員反映或致電查詢。

※如對本服務單位有任何查詢，可聯絡本服務單位的職員/中心主任。

中心主任：李芷萾姑娘 (註冊社工)
中心副主任：林翠琼姑娘 (註冊社工)
註冊社工：李靄德姑娘   陳正曦先生
 蘇鈺晶姑娘   官文慧姑娘(半職)
行政助理：關浩林先生
計劃幹事：卓星男先生
資訊科技助理：張桂朗先生
照顧者朋輩支援工作員(兼職)：達哥    何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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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請填寫下列表格，連同舊地址標簽寄回或傳真給本中心

姓名：　　　　　　　電話：　　　　　　　會員編號：

新地址：

*請用中文正楷填寫

郵票

若更改地址

彩雲邨

彩鳳徑

彩輝邨

坪石邨

龍翔道

黃大仙

觀
塘

彩華
樓
彩葉
樓

彩虹鐵路站A2出口
16號專線小巴
往彩輝邨

家屬資源及服務中心
彩輝邨彩葉樓C翼地下

牛
池
灣
街

豐盛街

新清水
灣道

牛
池
灣
街

豐盛街

新清水
灣道

新
清
水
灣
道

清
水
灣
道

寄：

-中心照常開放，活動如常舉行
-致電本中心查詢
-活動將延期或取消

室內活動

室外活動

中心開放時間惡劣天氣活動安排

若天文台於活動開始前2小時，發出以下颱風
或暴風警告訊號，中心的活動將有以下安排：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9:00 - 1:00

2:00 - 6:00

6:00 - 9:30

上午 下午

下午 晚上

晚上 晚上

1:30-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