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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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良好的家庭功能，所以保持自我身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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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家屬經歷心情高低起伏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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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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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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費用
對象
備註

8/9, 15/9, 22/9, 29/9, 6/10, 13/10/2017(五)
晚上7:30-9:30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 佐敦家庭支援及服務中心
(九龍佐敦德興街11-12號興富中心401-404
室，港鐵佐敦站E出口)
認識抑鬱症的徵狀及冶療、自殺危機處理、有
效的溝通、健康的界線
$300 (有經濟困難者可以申請減費)
抑鬱症患者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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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報名：2560 0651

抑鬱症
家屬互助組

日期： 10/ 8, 14/9, 12/10,  
 9/11/2017(四)
時間： 晚上7:30-9:30

地點：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
 佐敦家庭支援及服務中心
 (九龍佐敦德興街11-12號興富中心
 401-404室，港鐵佐敦站E出口)

負責：
陳幸明姑娘

定期家屬聚會，分享及了解照顧抑鬱症家人的心得及經驗

費用全免

02



費用全免

家屬實務課程系列

思覺失調思覺失調家屬實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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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費用
對象
備註

15/11, 22/11, 29/11, 6/12, 13/12, 20/12/2017 (三)
晚上7:30-9:30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教育及家庭支援中心
 (長沙灣幸福街1號一樓–長沙灣港鐵站B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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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有經濟困難者可申請減費)
思覺失調患者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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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報名：2560 0651

思覺失調
家屬互助組

日期： 17/8, 21/9, 19/10, 
 16/11/2017(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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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沙灣幸福街一號一樓 -
 港鐵長沙灣站B出口)

負責：
李靄德姑娘

定期家屬聚會，分享及了解照顧思覺失調家人的心得及經驗
家屬朋輩支援工作員亦在場分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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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全免

家屬實務課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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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一起學習，了解和探索，使家屬與患者站在同一
陣線面對強迫症，以及探討相處之道。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費用

對象

備註

3/1, 10/1, 17/1, 24/1, 31/1, 7/2/2018 (三)

晚上7:30-9:30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 佐敦家庭支援及服務中心

(九龍佐敦德興街11-12號興富中心401-404室，

港鐵佐敦站E出口)

認識強迫症，強迫症的治療、家庭反應、由裏到外

的溝通、有效的溝通、處理衝突、給家屬的指引

$300 (有經濟困難人士可申請減費)

強迫症患者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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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報名：2560 0651

強迫症
家屬互助組

日期： 31/8, 28/9, 26/10, 
 30/11/2017 (四)
時間： 晚上7:30-9:00

地點：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
 佐敦家庭支援及服務中心
 (九龍佐敦德興街11-12號興富中心
 401-404室，港鐵佐敦站E出口)

負責：
林翠琼姑娘

定期家屬聚會，分享及了解照顧強迫症家人的心得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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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全免

家屬實務課程系列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費用

對象

備註

20/12, 27/12/2017, 3/1, 10/1, 17/1, 24/1/2018 (三)

晚上7:30-9:30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 (香港灣仔愛群道3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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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有經濟困難者可申請減費)

躁鬱症患者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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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報名：2560 0651

躁鬱症
家屬互助組

日期： 31/8, 28/9, 26/10, 
 23/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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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李芷萾姑娘

等候上課程期間，歡迎家屬參與互助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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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全免

家屬課程系列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負責

24/8, 31/8, 7/9, 14/9, 21/9, 28/9/2017 (逢星期四)
晚上7:30 - 9:30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 佐敦家庭支援及服務中心
(九龍佐敦德興街11-12號興富中心401-404室
，港鐵佐敦站E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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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有經濟困難者可以申請減費)
陳淑芬姑娘

在傳統的康復治療著力於消除康復者的病徵，維持過往的生活，而復
元概念(Recovery Concepts)是一個新的概念，重視康復者的全人健康
，如建立他們的個人優勢及對復元的希望，讓他們能超越精神病所來
的負面影響。家屬明白家庭於康復者復元旅程中的角色，康復者得到
家人的配合及支持，有助康復者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同時亦希望能
運用家庭為本的復元概念，面對家人患病，整個家庭也需要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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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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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復元小組家庭復元小組

查詢/報名：2560 0651

家庭復元
互助組

日期： 2/8, 11/10, 6/12/2017(三)
 - 每兩個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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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沙灣幸福街一號一樓 - 
 港鐵長沙灣站B出口)

負責：
官文慧姑娘

定期舉行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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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實踐復元概念中所遇到的困難
或正面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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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頭想法”
正向思想

活在
當下

健康
秘笈跳出思想

的陷阱
鬆弛
練習

保養
頭腦

心理健康系列

查詢/報名：2560 0651

當各人也把注意力放在患者身上的時候，可有
想過，家屬的壓力其實也十分大，其情緒也值
得關注呢？
本中心以不同的家屬心理健康課程，協助家屬
保持良好的心理、情緒健康。我們運用不同的
手法(包括認知行為治療、正向心理學等)，協助
家屬明白自己情緒，了解情緒的影響，並學習
有效平穩情緒的方法。唯有對自己的情緒有充
份的認識與理解，我們才能夠好好與康復者溝
通，與他們一同踏上心靈健康的道路。

正向心理學工作坊正向心理學工作坊

理論日期
實習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講員
對象
備註

11/8, 18/8, 25/8, 1/9/2017 (五)
19/10(四), 10/11/2017(五) <共2節, 每月一次>
晚上7:30 - 9:00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 佐敦家庭支援及服務中心
(九龍佐敦德興街11-12號興富中心401-404室，
港鐵佐敦站E出口)
$100 (有經濟困難者可以申請減費)
陳幸明姑娘(專業社工)
精神康復者家屬
需開組前，社工初步了解家屬的情況。

每個人都希望追求快樂人生⋯

每個人都值得擁有快樂泉源⋯

每個人都可以選擇健康身心靈生活及價值取向⋯

歡迎您一同探索及體驗！ 找到快樂，也能讓快樂感染給身
邊的人！

內容： 1) 什麼是正向心理學
 2) 「情」為何事

3) 減壓鬆一鬆
4) 追求快樂人生

愛自己 讚自己 肯定自己 . . .

與家屬同行   07



心理健康系列

查詢/報名：2560 0651  (必須報名留位才可出席)

在長期的照顧親人患者的壓力下，照顧者往往容易忽略自己的
需要，而導致身心疲憊不堪。個人情緒若得不到適當的照料，
容易影響與親人患者的關係，並進一步影響其康復進度。
「靜觀訓練」提供了一套有效的方法，讓我們培養覺察專注力
及開放的態度，靜心觀察生活的每一刻，使我們更清晰瞭解自
己的身心反應及生活發生的事物，從而能跳出自己慣性的反
應，學習與自己的內在相處，有智慧和善巧地選擇如何回應生
活和照顧關係上的難題，能夠善待自己，活在當下，才能更有
力量支持患者走更遠的康復路。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費用
對象
人數
導師
負責

11/8/2017(星期五)
晚上7:30 – 9:00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教育及家庭支援中心
(長沙灣幸福街1號一樓 長沙灣港鐵站B出口)
簡短講解有關靜觀修習與照顧者壓力的關係，
讓參加者初步體驗靜觀練習
全免
精神康復者家屬或親友
60人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潘文輝先生 / 盧希皿博士
官文慧姑娘

靜觀系列：
照顧壓力與靜觀工作坊

靜觀系列：
照顧壓力與靜觀工作坊

導師簡介：

潘文輝先生 Mr. Poon Man Fai （社工督導主任）
盧希皿博士 Dr. Herman Lo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二人已完成以下有關靜觀課程的訓練：
美國麻省大學醫學院靜觀中心(MBSR)主辦的身心醫學培訓﹑基礎實習
培訓及導師培訓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in Mind-Body 
Medicine: A 7-Day Training﹑MBSR Fundamentals- 9 Day﹑MBSR 
Practice Teaching Intensive)
英國牛津靜觀中心及香港靜觀中心合辦之靜觀認知治療(MBCT)導師基礎課程
(Foundation Course for teaching MBCT co-organized by the Oxford Mind-
fulness Centre and the Hong Kong Center for Mindfu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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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費用
對象

人數
導師
負責

18/8, 25/8, 1/9, 8/9, 15/9, 22/9/2017
(逢星期五，共6節)
晚上7:30 – 9:30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 教育及家庭支援中心  
(長沙灣幸福街1號一樓 長沙灣港鐵站B出口)
1. 照顧者的困難
2. 身心相連
3. 復元的歷程(過來人分享復元之路)
4. 治療與支援
5. 愛與溝通
6. 危機處理及總結
小組加入靜觀練習以了解個人需要的重要性
$300 (有經濟困難人士，可以申請減費)
思覺失調青少年患者之家屬
（青少年年齡由13-30歲）
12人
官文慧姑娘/潘文輝先生/盧希皿博士
官文慧姑娘

心理健康系列

查詢/報名：2560 0651

靜觀系列：
家屬如何面對青少年患病 -

思覺失調篇

靜觀系列：
家屬如何面對青少年患病 -

思覺失調篇

*(參與8月11日的「照顧壓力與靜觀工作坊」可優先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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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系列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主持
名額

21/4/2018 (六)
下午1:30-4:30
九龍區(待定)
全免
盧幸賢女士 (藝術治療師)
30人

查詢/報名：2560 0651

內容： 由藝術治療師引導參加者透過形體動作和角色扮

演，讓參加者在安全及輕鬆的情況下探索自我，

加深對自己的了解和舒緩壓力。

『照顧者藝術治療體驗』
工作坊

『照顧者藝術治療體驗』
工作坊

藝術治療師介紹：

盧幸賢女士為美國註冊舞蹈/動作治療師，註冊戲劇治療

師,認可兒童醫療輔導師及Baby Signing Time嬰兒手語導

師。盧氏於倫敦藝術大學取得音樂劇舞學士學歷，為香

港迪士尼樂園前全職歌唱員。離職後，盧氏遠渡到獲美

國舞蹈治療師協會認可的安蒂奧克新英格蘭研究生院

(Antioch University New England)進修，取得舞蹈/動作

治療及心理輔導碩士資格。盧氏臨床經歷覆蓋美國、香

港、中國大陸及歐洲。服務範圍包括醫院、學校、代刑

計劃等。盧氏操流利英文、廣東話、普通話及簡單荷蘭

語。Piece of Sky創意藝術治療及心理輔導創辦人。

以上工作坊費用全免。每節參加人數有限，額滿即止。
**必須報名留位才可出席

     
-- 此工作坊活動由《余兆麒醫療基金》贊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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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互助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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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組

日期： 28/8, 25/9, 30/10, 
 27/11/2017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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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李芷萾
姑娘

笑口組

日期： 22/8, 19/9, 17/10, 
 21/11/2017(二)
時間： 晚上7: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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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網絡旁邊)

負責：
陳幸明
姑娘

丈夫
互助組

日期：  29/9, 24/11/2017(五)
時間： 晚上7:30 - 9:30

地點： 長沙灣幸福街一號一樓
 港鐵長沙灣站B出口

負責：
李靄德
姑娘

青衣
互助組

日期： 18/8, 15/9, 20/10, 
 17/11/2017(五)
時間： 下午2:30 - 4:30

地點： 新界青衣邨宜偉樓
 A翼地下

負責：
李靄德
姑娘

新希望組
(與精神健康

家屬協會合辦)

日期： 17/8, 21/9, 19/10, 
 16/11/2017(四)
時間： 下午2:30 - 4:00

地點： 彩輝邨本中心

負責：
家屬協會
葉潔玲姑娘

香
港
區

九
龍
區

新
界
區

※ 其他有關病類家屬互助組，請參閱P.2-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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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報名

13/9/2017(五)
晚上7:30-9:00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灣仔愛群道36號)
精神康復者家屬或親友 (新家屬會員優先)
全免 (額滿即止)
須於活動前致電2560 0651報名留位

專題系列

專題(講座)專題(講座)

透過專題講座，認識精神病、精神健康問題的介入範疇、危
機處理及減壓的方法，以提升照顧者的身心健康，讓家屬能
與康復者溝通，共同面對康復歷程的能力，活得更輕鬆。

與基督教聯合醫院合作之專題講座與基督教聯合醫院合作之專題講座

《消費良方》專題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對象
費用
報名

24/11/2017 (五)
晚上7:30-9:30pm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 (長沙灣幸福街一號一樓)
從復元概念看防止發與危機處理，亦有家屬朋
輩支援工作員親身分享心得
精神康復者家屬或親友 (新家屬會員優先)
全免 (額滿即止)
須於活動前致電2560 0651報名留位

「復元七元素」專題

你曾擔心康復家人跌入消費陷阱 (例如健身、美容等推銷) 嗎？

你想過家人受病的影響下衝動消費借貸，可以如何處理嗎？

是節專題請來消費者委員會的講員，為我們提供更多資訊。

本處家屬資源及服務中心社工
基督教聯合醫院Q座二樓 -
健康資源中心

主講
地點

康復者家屬
全免
2560 0651

對象
費用

登記留位
電話

《照顧者錦囊系列》- 增加家人對精神病的認識《照顧者錦囊系列》- 增加家人對精神病的認識
日期 25/8/2017(五) 下午1:30-3:00時間

《溝通系列》- 與有精神困擾者溝通的錦囊《溝通系列》- 與有精神困擾者溝通的錦囊
日期 20/10/2017 (五) 下午1:30-3:00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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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全免

時間
地點
講員

晚上 7:30 - 9:30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長沙灣幸福街1號1樓)
藍慧媛女士 (本會臨床心理學家)

專題系列

「照顧自己‧鞏固家庭」專題工作坊「照顧自己‧鞏固家庭」專題工作坊
一連四次專題講座，由本會臨床心理學家主講：

查詢及留位電話：2560 0651

＊必須報名留位才可出席＊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1 「心理治療 – 尋找藥物以外的出口」
 日期：20/10/2017 (五)
 內容： 探討心理治療如何協助康復者邁向康復之路

2 「從家庭關係看精神健康」
 日期：1/12/2017 (五)
 內容： 探討家庭成員的互動相處如何影響康復者的康復進度

3 「同心同行(1) - 輔助走出沉溺行為」
 日期：26/1/2018 (五)
 內容： 沉溺行為是指過度沉迷某一種事物或活動中，佔據了整

  個人的日常生活；當康復者遇上沉溺行為，作為照

  顧者可以如何理解及協助他們？

4 「同心同行(2) - 保持愛的距離」

 日期：16/3/2018 (五)
 內容： 探討如何作個輕鬆的照顧者，與康復者建立健康的

  相處距離

※ 以上工作坊由《余兆麒醫療基金》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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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點力量-青少年家屬服務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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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青少年能及早介入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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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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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康復者的家屬
(有13-26歲子女受精神病徵狀困擾)

青少年家屬互助組

16/8, 20/9, 18/10, 15/11/2017（三）

(11月為戶外活動)

上午10:30 - 中午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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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文慧姑娘

2560 0651

九龍區

香港區

日期

時間

地點

負責

電話

4/8, 6/10/2017 (五) - 互助組

晚上7:30 - 9:00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 青少年身心導航服務

(香港灣仔愛群道36號 7樓701室)

戴曉寧姑娘

3413 1542

日期

時間

地點

負責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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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負責

費用

報名電話

28/9、30/11/2017、25/1、29/3/2018

(星期四、每兩個月一次)

晚上7:00 - 8:30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 灣仔愛群道36號7樓704室

高功能自閉症青少年 或 有社交障礙青少年之家

屬或親友 (青少年年齡由13-26歲)

官文慧姑娘

全免

2560 0651

家點力量-青少年家屬服務系列

青年幹線 - 家屬互助組

每月一次的聚會，提供平台讓家屬互相學習及分享，學

習如何幫助子女的社交能力及分享當中的困難，透過分

享經驗及感受，發揮關懷、愛心及互助的精神。

與家屬同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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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講員

15/8/2017 (星期二)
晚上7:30-9:30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 教育及家庭支援中心
(長沙灣幸福街一號一樓—港鐵長沙灣站B出口)
康復者家屬
麥家輝牧師 / 李靄德姑娘

信仰小組—如何重新得力信仰小組—如何重新得力

好好照顧自己系列

※ 新參加之家屬請先致電中心報名

查詢及報名：2560 0651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講員

7/10/2017 (星期六)
下午2: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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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網絡旁邊)
康復者家屬
Law少及李靄德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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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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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復元小組-導師班家庭復元小組-導師班

查詢及報名：2560 0651

照顧者朋輩大使計劃照顧者朋輩大使計劃
計劃簡介及目的：

培訓具復元經驗的照顧者成為「照顧者朋輩大使」，為本服務提供朋輩
支援的義務服務，並讓照顧者轉化為支援者的角色，發揮互助精神。

第一屆照顧者朋輩大使
朋輩大使已繼續開展朋輩工作，到不同地方分享家屬照顧
經驗。並會定期參加重聚活動，交流助人自助的心得。

重聚日期如下：

第二屆照顧者朋輩大使
是次共有14位家屬參與，現已開展了第一階段的培訓。

** 歡迎各機構及團體邀請本會朋輩大使作經驗分享 **

16/10/2017 (一) 及15/1/2018 (一)
晚上7:30 - 9:30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 佐敦家庭支援及服務中心
(九龍佐敦德興街11-12號興富中心401-404室，
港鐵佐敦站E出口)

16/11, 23/11, 30/11, 7/12, 14/12, 28/12/2017, 4/1, 
11/1/2018 (逢星期四)
晚上7:30-9:30pm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教育及家庭支援中心
(長沙灣幸福街一號1樓-長沙灣港鐵站B出口)
1. 小組活動帶領技巧
2. 家庭復元小組活動帶領及分享技巧
已完成家庭復元小組或照顧者朋輩大使之家屬
全免
12人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陳幸明及官文慧姑娘

家屬倡議系列

為鞏固家屬對復元概念的認識，並推廣給更多的人認識這套概念，讓更
多的家屬尋找到一條新的出路，現邀請有興趣的家屬一同參與導師班，
學習小組帶領技巧、家庭復元概念的活動帶領及分享技巧，期望未來能
於推廣復元概念及小組帶領上，有更多家屬能成為家庭復元小組導師。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事

日期
時間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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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檢討報告書」內容「精神健康檢討報告書」內容

家屬倡議系列

誠邀你透過每月的互助小組以及家屬關注精神健康聯
席等的途徑表達。
家屬關注精神健康聯席定期舉辦會議，收集、整理家
屬的意見，與家屬一同表達需要！這些工作有賴你們
一同參與，無論現身說法，分享自己的經歷、困難，
還是於政策上分享你的意見，同樣能發揮家屬團結的
精神，為大眾提供更多正確的觀念。

政府於本年4月18日公布了精神健康檢討報告，就加強香港
整體精神健康服務提出建議。政府表示已向醫院管理局（醫
管局）增加精神健康服務撥款及人手，亦會在2017至2018
年度向醫管局增撥恆常撥款7,300萬元，以加強精神健康服
務。

精神健康檢討委員會報告共提出40項建議，包括：

（一） 制訂長遠的心理健康推廣策略；

（二） 定期進行研究，鼓勵發展有實據基礎的介入計劃；

（三） 提升跨專業和基層醫療人員處理精神健康個案的能
力；

（四） 為兒童及青少年和他們的家庭提供更多支援；

（五） 加強成人精神健康服務，包括強化「個案管理計
劃」以支援嚴重精神病個案，以及完善一般精神病
的服務；

（六） 為小欖醫院增加人手，清除輪候冊名單；

（七） 加強長者認知障礙症支援服務；

（八） 檢討《精神健康條例》下的「有條件釋放」機制，
並在有需要時重新檢視社區治療令的適用性；

（九） 鼓勵應用創新科技協助提供精神健康服務；及

（十） 成立常設諮詢委員會。

完整報告請瀏覽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s/papers/ 
hs20170425cb2-1220-1-c.pdf

18



家屬倡議系列

日期
時間
地點

16/8 (三)、10月待定
晚上7:15 – 9:30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佐敦德興街11-12號興富中心401-404室)

家屬關注精神健康聯席會議家屬關注精神健康聯席會議

家屬關注精神健康聯席4–7月報告家屬關注精神健康聯席4–7月報告

會議設列席安排，歡迎有興趣了解更多的家屬參與！

 19/4、7/6 分別進行了會議
 就「精神健康檢討報告」，聯席代表及同工分別參與了
 1)  16/5 張超雄議員及邵家臻議員舉辦的集思會
 2)  22/5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公聽會
 3)  29/5 立法會長期護理政策聯合小組委員會公聽會，不同會議， 

  表達家屬的意見及服務需要：
   聯席代表也出席了社會服務聯會舉辦三塲交流會，有食物及衛生 

  局方毅先生、醫院管理局黃喜先生及社會福利署馬翠蓉女士派員出 
  席的三塲交流會，詳情如下：

  22/6 討論長者服務
  27/6 兒童、青少年、家庭及社區服務
  29/6 復康服務
 六次會議上，代表分別表達了以下服務需要：
 ● 要求增設照顧者朋輩支援工作     

 員的職位
 ● 醫院個案經理人手不足
 ● 要求落實社署及醫管局的合作，     

 實行「必然轉介」予地區服務
 ● 要求增加地區的臨床心理及     

 家庭治療服務
 ● 要求常設諮詢委員會有一定     

 比例的家屬及康復者參與
 ● 要求增加康復者暫宿服務
 ● 提高對 (認知障礙症外) 老齡康復者的關注
 ● 提高對家屬的經濟支援
 ● 推行家屬緊急支援計劃 
  (配以24小時熱線、緊急支援咭及家屬照顧計劃)  
 另聯席代表及同工亦出席了4/7衛生事務委員會公聽會，表

達對精神科醫護人手不足的關注；
 可到以下網址重溫重溫三次公聽會的內容：
 22/5：https://youtu.be/lsKxrjKB5Zg
 29/5：https://youtu.be/k5dpjsJqm5g
  4/7：https://youtu.be/CtL1GYakwus

 香港精神健康家屬協會於13/6去信時任食物及衞生局副局
長，雖未能成功約見，但亦表達了對政策的關心，將會再就
政策作跟進。

日期
時間
地點

12/10/2017 (四)
晚上7:30 – 9:30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長沙灣幸福街1號1樓)

家屬照顧計劃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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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地點

香港區東區醫院《家屬同行》計劃

九龍區聯合醫院《家屬同行》計劃

日期
時間
日期
時間
地點

15/9, 17/11/2017(五)
下午5:45 - 晚上8:00
11/8, 25/8, 6/10, 20/10/2017(五) 
早上11:45 - 下午1:00
基督教聯合醫院 (九龍官塘協和街130號)

派單張
(P座3樓病房)

日期
時間
地點

18/8, 1/9, 27/10, 17/11/2017(五)
下午2:15 - 5:30
基督教聯合醫院

派單張
(S座病友支援站)

2/8(三), 28/8(一), 6/9(三), 18/9/2017(一)
下午2:30 - 5:00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東座一樓
(香港柴灣樂民道3號)

派單張

日期
時間
地點

23/9, 16/12/2017 (六)
上午9:30 - 中午12:00
基督教聯合醫院Q座2樓

九
龍
區

日期
時間
地點

9/12/2017 (六)
下午3:00 - 5:00
東區醫院病理學大樓一樓
演講廳

日期

時間
地點

1/8(二), 22/9, 27/10, 
24/11/2017 (五)
下午3:00 - 5:00
律敦治醫院地庫一樓
演講廳

香
港
區

義工服務義工服務

* 日期或有變更，參與前請致電中心查詢

家屬倡議系列

查詢電話：2560 0651

義工組

日期： 29/8(二), 18/10/2017(三)
時間： 晚上7: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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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網絡旁邊)

負責：
陳幸明
姑娘

※如你想成為醫院義工，需接受防感染訓練，日期如下：

有興趣的家屬，請與負責社工陳幸明姑娘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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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連繫服務活動系列

地址：新界青衣長亨邨
　　　亨緻樓地下7-14號查詢：2434 4569

家屬朋輩分享會

愛羣為本區ICCMW (葵青、灣仔、港島東) 的康復會員家屬提供不同的
小組、講座、工作坊，為各區康復會員的家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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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FT17004
5/8/2017 (六)
下午3:00-5:00
青衣長亨邨亨緻樓
地下7-14號

對象
名額
費用
導師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名額
費用
導師

會員家屬
15 (三區會員家屬優先)
免費
梁麗雲姑娘 (註冊社工)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 (葵青區)

透過家屬的朋輩支援員，分享家屬的苦與樂，以及與家人相處的法，
互助互勉。

「從心得力」靜觀工作坊

FT17005
9/9/2017 (六)
下午3:00-5:00
青衣長亨邨亨緻樓
地下7-14號

會員家屬
12 (三區會員家屬優先)
免費
黃健嫻姑娘 (註冊社工)

透過靜觀練習，讓家屬培養靜心察覺當下的身心反應，學習與自己的
內在共處，並有智慧和善巧地選擇如何回應，以舒緩在照顧關係上所
面對的精神壓力和挑戰。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名額
費用
導師

認識精神健康小組

FT17006 
19/10, 26 /10, 2/11,
9/11/2017(四）
晚上7:30-9:00
青衣長亨邨亨緻樓
地下7-14號

會員家屬
10  (三區會員家屬優先)
$30
黃健嫻姑娘(註冊社工)
梁麗雲姑娘(註冊社工)

透過認識精神健康小組，促進家屬認識精神病症、治療、復元概念、
社區資源和危機處理等的相關知識及技巧。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名額

費用
導師

九型人格(家庭篇)

FT17007
23/11, 30/11, 7/12, 
14/12/2017(四)
晚上7:30-9:00
青衣長亨邨亨緻樓
地下7-14號

會員家屬及復元人士
10 「共五組家庭成員」 
(三區會員家屬優先)
$30 (每位)
劉桂玲姑娘 (註冊社工)

家是道場，是個人和家庭成員一起學習和成長的地方。會員與家
屬一起學習九型人格，探索如何選擇明白、發現差異、接納限
制、調節步伐，讓彼此關係充滿恩慈和體諒。

(註: 本小組設組前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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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連繫服務活動系列

情志養生 – 中醫身心健康講座

地址：香港灣仔
　　　愛群道36號8樓查詢：3413 1641

《內經》有「怒傷肝、悲勝怒」、「喜傷心、恐勝喜」、「思傷脾、怒
勝思」、「憂傷肺、喜勝憂」、「恐傷腎、思勝悲」等理論。講座將由
中醫師為大家以中醫角度看情緒與身心健康的關係。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FW17001
14/9/2017 (四)
晚上7:00-9:00
灣仔愛群道36號
801室

對象
名額
費用
導師

會員家屬/ 復元人士
30（三區會員家屬優先）
免費
梁鍵敬醫師（香港防癆會
中醫診所暨香港大學中醫
臨床教研中心註冊中醫）
陳麗麗姑娘（註冊社工）

精神健康解密
讓會員家屬認識精神病的成因、治療與康復；學習如何協助患者復元的
技巧及方法。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FW17004
12/10, 19/10, 
26/10/2017 (四)
晚上7:30-9:00
灣仔愛群道36號
801室

對象
名額
費用
導師

會員家屬
10 （三區會員家屬優先）
免費
謝嘉雯姑娘 (註冊社工)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 (灣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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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連繫服務活動系列

地址：香港筲箕灣道361號
　　　利嘉中心11樓查詢：2967 0902

拆解地雷陣 (第二期)
透過「探索、了解、重整」，讓家屬學會紓緩個人因照顧康復者親友時所產生
之壓力、焦慮不安等困擾；及讓家屬認識、有能力及方法處理康復者親友面對
精神或情緒困擾。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FE17009
2/8, 9/8, 16/8/2017 (四)
晚上7:30-9:00
筲箕灣利嘉中心11樓

對象
名額
費用
導師

會員家屬
10（三區會員家屬優先）
免費
謝嘉雯姑娘 (註冊社工)

溝通二重奏
家屬與康復者之間可能因為病患帶來的改變而影響大家之溝通。透過兩節的工作
坊“誤解與真相”及“打開心扇”讓家屬學習如何與康復者建立美好的溝通。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FE17012
22/9 , 29/9/2017 (五)
晚上7:15-9:15
筲箕灣利嘉中心11樓

對象
名額
費用
導師

會員家屬
15 (三區會員家屬優先)
免費
梁瑞蓉姑娘 (註冊社工)

認識精神科藥物 - 講座
精神科藥物五花百門，你認識它們嗎？看見親友每天服用，你可知箇中效用？
坊間對藥物治療或許存有不同看法，透過是次講座，增加家屬對精神科藥物的
認識，了解其作用與特質。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FE17011
14/10/2017 (六)
下午2:30-4:00
筲箕灣利嘉中心11樓

對象
名額
費用
導師

會員家屬
15 (三區會員家屬優先)
免費
范敏麗姑娘
(精神科登記護士)

「拾」‧「婚」‧「愛」 - 夫妻關係小組
以情緒取向治療的理論為基礎，了解自己與配偶的深層情緒需要和渴求，明白
夫婦間負面對話及惡性循環，重拾婚姻中彼此的愛，增進親密關係。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FE17010
4/8, 11/8, 18/8, 
25/8/2017 (五)
7:30-9:30
筲箕灣利嘉中心11樓

對象

名額
費用
導師

有意增進親密關係的夫婦
(夫婦必須一同參加)
10 (三區會員家屬優先)
免費
莫凱穎姑娘 (註冊社工)
李永健先生 (註冊社工)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 (港島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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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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回顧及發佈資訊及權益，當中包括最新倡議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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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9/2017(星期六)下午二時至六時，為全機構職員會，中心將會
暫停辦公。而中心開放時間將會更改為當天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 23/12/2017(星期六)上午七時至十二時半，為全機構賣旗日。需要
招募賣旗義工及募捐！詳情請留意下期通訊或致電本中心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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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主任
註冊社工

行政及活動助理
活動幹事

照顧者朋輩支援
工作員(兼職)

清潔員工(兼職)

支票抬頭：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陳淑芬姑娘(註冊社工)
林翠琼姑娘(半職)　官文慧姑娘(半職)
李芷萾姑娘　李靄德姑娘　陳幸明姑娘
梁偉強先生
霍嘉慧小姐
許清達先生 葉秀琴女士

劉翠栢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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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頭修訂及檢討「服

務質素標準(SQS)；如會員對以上「服務質素標準(S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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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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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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