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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家友專題資訊

徵狀
震顫

關節
活動僵硬

動作緩慢

還有其他病徵包括：

初發時通常出現在一側的上肢，

繼而影響其他肢體，最後可能

影響全身肌肉

尤其在

開始活動及轉變方向時

最為明顯

面部無表情、
步履變化及
語調變化等

柏金遜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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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

物理治療

職業治療

心理輔導

幫助控制病徵，

改善患者活動能力和

減輕震顫的情況

增加患者活動能力，

減低跌倒

舒緩患者及照顧者的

壓力或抑鬱情況

減低患者功能障礙，

提高患者自我照顧能力

了解更多：

5
資料來源：

治療方法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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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金遜
病人資源中心醫院臨床部門 地區合作伙伴

2023年6月23日

下午2:00-3:30

活動報名及查詢：

2255 4343 

(瑪麗醫院病人資源中心)

醫家友專題資訊
對象：柏金遜症患者之照顧者

形式：ZOOM視像會議



4 -6月

4月28日(五) 5月25日(四) 6月30日(五)

癌症照顧錦囊

醫家友照顧者服務

瑪麗醫院 藥劑部
臨床藥劑師

香港仔坊會社會服務
社會工作員

認知障礙症患者的

行為/心理症狀應對

醫家友照顧者服務

瑪麗醫院 精神科
資深護師

香港聖公會
西環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社會工作員

急性中風護理及
支援服務

醫家友照顧者服務

瑪麗醫院 內科
顧問護師

香港復康會
社區復康網絡 (康山中心)

社會工作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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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ZOOM視像會議

請留意《醫家友支援計劃》Facebook專頁 其後公佈的報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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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家友支援計劃

https://www.facebook.com/CaregiverSupportNetwork.HKWC
https://www.facebook.com/CaregiverSupportNetwork.HKWC


想親身去體驗更多照顧服務，
可以聯絡佢哋

機構 中心 地址 電話

香港仔坊會

社會服務

南區長者綜合服務處 華富邨華美樓地下419-434室 2554 4002

南區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仔黃竹坑深灣道3號南濤閣地下1-3號 2553 6333

賽馬會黃志強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仔大道180號B二樓 3550 5520

方王換娣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仔華貴邨華貴社區中心地下 2550 5887

林應和長者鄰舍中心 鴨脷洲悅海街一號悅海華庭地下 2870 3970

聖雅各福群會 中西區長者地區中心 皇后大道中345號上環市政大廈11樓 2805 1250

香港聖公會福利

協會有限公司

聖馬太長者鄰舍中心 上環德輔道西38號2字樓B室 2548 2555

西環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西環山道28號曉山閣地下A-E室 / 

西環山道38-40號佳景閣地下4-6室
2818 3717

聖路加福群會長者鄰舍中心 堅尼地城龍華街20號觀龍樓二座地下B室 2817 2981

香港復康會

社區復康網絡 (康山中心) 鰂魚涌英皇道1120號康山花園第六座地下 2549 7744 

中西區地區康健站

(主中心) 干諾道西188號
香港商業中心18樓1801室

2634 0290

(服務點) 上環文咸東街50號寶恆商業中心
(Strand 50) 16樓1602室

3568 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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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仔大道180號B二字樓 2549 7744

至叻老幼01 - 腸道健康陪心安

日期：4月6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2:00 - 3:00

至叻老幼02 - 優質睡眠有法寶

日期：5月10日 (星期三) 時間：下午2:00 - 3:00

至叻老幼03 - 開心快活樂融融

日期： 6月7日 (星期三) 時間：下午2:00 - 3:00

香港仔坊會社會服務南區 最新社區服務

賽馬會黃志強長者地區中心

介紹常見長者腸道健康問題的成因及影響，提升對腸道健康管理的認識

介紹長者失眠的常見原因、影響及預防方法，提升對優質睡眠的認識

介紹人際關係與身、心、社、智健康的聯繫，提升對建立社交與社區參與的認識

費用：免費

對象：護老者及 中心長者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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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長者綜合服務處

香港華富邨華美樓地下419-434室 2554 4002

抒情畫意

參加者透過不同的藝術創作，展現出自我形象，引導他們發掘自身的內在資源，建立正面的自我認同

日期：5月4、11、18 、25日 (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2:30 - 4:00

有「石」自然香
透過學習製作香薰擴香石，協助參加者療癒身心

日期：6月16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 - 4:30

如需中心提供看顧服務予體弱長者，請於報名時提出

費用：免費
袁姑娘

名額 : 8位對象：護老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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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坊會社會服務南區 最新社區服務

方王換娣長者鄰舍中心

曾姑娘聯絡人

香港仔華貴邨二期華貴社區中心地下 2550 5887

「園」中作樂
透過園藝活動，讓護老者紓緩照顧壓力，藉此建立社區支援網絡

日期：5月6日至 5月27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11:30 - 下午12:30

對象：護老者 (名額 : 8位)

費用：$10

[共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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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者運動日01
由體適能教練教授簡單的伸展運動，加強對健體運動的認識

日期：6月17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11:30 - 下午12:30

對象：護老者及長者 (名額 : 12位)

費用：免費



鴨脷洲悅海街一號悅海華庭地下 2870 3970

林應和長者鄰舍中心

護老者俱樂部
透過主題活動、健康講座及社區資訊介紹，提升護老者對健康知識和護老技巧的認識

日期：4月26日、5月31日及6月28日 (星期三)

時間：上午9:15 - 10:30

對象：護老者

醒腦智叻教材套體驗小組

分享認知障礙症資訊及教授使用此由本中心編制的教材套，提升訓練認知障礙症長者
各方面能力的知識技巧

日期：4月27日、5月4、11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2:00 - 3:00

對象：照顧患認知障礙症長者之護老者或 有需要的護老者

參加者須完成最少2節小組

每位參加者完成小組後將獲得「醒腦至叻教材套」乙份

費用：免費

陳先生

一切活動安排以相關機構的最新資料為準，報名前請先致電查詢
13



最新社區服務 聖雅各福群會中西區

上環皇后大道中345號上環市政大廈11樓 2805 1250 WhatsApp 5118 5704 

中西區長者地區中心

「週六鬆一鬆」護老者聚會
為護老者提供平台互相交流照顧經驗及分享感受，並送上最新護老資訊

日期：4月22日、5月20日及6月17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9:30–10:30

地點：中心大房

報名即代表參加3次活動

忙裡偷閒玩一玩
透過伸展運動及電玩體感遊戲，讓護老者得以放鬆紓壓

日期：5月9、16、23及 30日 (星期二)

地點：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健智匯1樓 (西環德輔道西466號)

時間：上午10:00 –11:30

[共4節]

對象：護老者會員
(歡迎正照顧60歲或
以上長者之人士登記)

費用：免費

4月12日(星期三)起接受報名

盧保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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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禁及皮膚護理用品介紹
由健康護理公司介紹和示範相關用品，如紙尿片、紙尿褲、片芯、床墊及清潔泡沫等

日期：6月2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4:30

地點：中心大房

護老用品租借或代購
旨在減輕護老者之照顧壓力，服務包括復康用品租借 (如輪椅、淋浴便廁椅)、失禁及皮膚護理用品訂購
(如尿片、尿褲、床墊等，可索取免費試用裝)、營養品代購 (如奶水及凝固粉等)

截單時間：每月逢1號及15號下午4:30 

中心櫃枱收費時間：逢星期一至六上午 9:00 至下午 4:30

(如遇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則順延至下個工作天)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如欲了解產品詳情及價目，
請聯絡盧保文先生。

2805 1250 或

WhatsApp 5118 5704 

一切活動安排以相關機構的最新資料為準，報名前請先致電查詢

費用：視乎產品費用

對象：護老者會員 (歡迎正照顧60歲或以上長者之人士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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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社區服務 香港聖公會中西區

香港西環山道28號曉山閣地下A-E室 2818 3717 WhatsApp 9700 1589

香港聖公會 西環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護老者服務
提供一系列的社區支援服務及活動，以減輕及紓緩護老者的壓力，並加強其照顧者能力及技巧

對象：居於服務區域內60歲或以上有需要的長者、其家人及照顧者

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 8:30 - 下午 6:00；星期六上午 8:30 - 下午 1:00

費用：免費或按個別活動收費
冼雋怡姑娘

中心短暫照顧支援服務 (4 -6月 )

提供預約式短暫中心看顧服務，以支援有需要之護老者及減低其照顧壓力

對象：有需要之護老者會員所照顧的長者 (須先經社工評估；每時段最多4人，未曾使用此服務者優先)

時間：上午 9:30–下午 12:30 (每次約1小時，需預約) 費用：免費地點：中心大堂

日期：4月12、13、27日； 5月11、17、25日；6月 8、21、29 日 (星期三、四)

聯絡人

網站 網上報名

中心可按需要提供
預約看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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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可按需要提供預約看顧服務

舒心．流彩 ( 4 / 2 0 2 3 )

與護老者一起體驗新潮玩意 — 流體兔，利用流動顏色創作獨一無二的作品，在放鬆的環境下一齊療癒身心

日期：4月15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2:30–下午4:15 

費用：$50地點：怡恩坊

名額 : 8位

陳慧姑娘聯絡人

Carer Ch i l l  C l ub

讓護老者在寧靜環境下學習各種放鬆身心妙法，從親身體驗中紓緩壓力、整理內心思緒，繼續面對日後挑戰

日期：4月22日、5月20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11:00–下午12:30 

費用：免費地點：中心大堂 / 怡恩坊

冼雋怡姑娘聯絡人

週末鬆一Zone

透過不同活動增加護老者間之交流，從中了解彼此照顧長者時的苦與樂，促進他們建立互助網絡

日期：5月13日、6月10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10:00–11:00 

費用：免費地點：中心大堂 / 怡恩坊

陳慧姑娘聯絡人

一切活動安排以相關機構的最新資料為準，報名前請先致電查詢

對象：護老者會員
(正照顧60歲或以上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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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120號康山花園第六座地下 2549 7744

正確扶抱技巧及復康用品介紹與運用

日期：5月24日 (星期三) 時間：下午2:30 - 4:30

香港復康會東區 最新社區服務

社區復康網絡 (康山中心 )

首次參加優先

及中西區

請自備餐盒及食具

費用：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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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心而流：流體畫工作坊 (共二堂 )

日期：5月10日及5月17日 (星期三) 時間：下午3:00 - 4:30

費用：會員$20 /非會員$30 / 綜援免費

腦科照顧者及首次參加優先 請自備圍裙

簡易健康餐 (活動編號 :  0 1 5 2 )

註冊護士講解健康烹調方法，即場教授製作簡單健康的食品，讓照顧者學懂節省煮食時間技巧又食得健康

日期：6月2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 - 4:30

對象：長期病患者的照顧者

會員$20 / 非會員$30 / 綜援免費



香港干諾道西188號香港商業中心18樓1801室 2634 0290

中西區地區康健站

(主中心 )

線上睡眠衛生工作坊
教授睡眠衛生的知識及技巧，以改善參加者的睡眠質素

日期：6月10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2:00 - 3:30

上環文咸東街50號寶恆商業中心(Strand 50) 16樓1602室 3568 7590(服務點 )

靜觀體驗工作坊
透過練習靜觀，幫助參加者增加專注力，平靜和放鬆身心

日期：5月11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2:30 - 4:30

一切活動安排以相關機構的最新資料為準，報名前請先致電查詢

費用：免費

對象：於中西區居住或工作的照顧者

以ZOOM會議程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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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活動資訊

照顧者資源地圖

搵工平台

製作履歷表

照顧者第二人生故事

照顧祕笈

照顧達人2.0
照顧者專屬

手機應用程式
你下載了嗎？

蘋果系統 安卓系統

6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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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照顧者好幫搜

合共介紹 逾40個 不同機構的護老支援計劃

短期支援計劃一覽表

緊急及離院支援

長者居家照顧

照顧者支援及培訓

晚期照顧需要

資料來源： 21



電子醫生 / 應診證明書

可供下載！

了解更多：

家長可以為所有18歲以下
子女登記HA Go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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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



照顧路上想傾吓計？
可以打電話搵我哋！

2255 4343

中心的「照顧者資源閣」會定期更新
照顧資訊，入嚟睇吓了解更多新服務啦！

23
* 因應疫情影響，請先行致電病人資源中心查詢開放時間及服務安排。

瑪麗醫院K座
2樓10室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上9時 -下午5時



港島西醫院聯網 —

長者健康資源中心/健康資源中心/病人資源中心資訊

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
健康資源中心
地址：香港薄扶林大口環道12號

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
E座2樓

電話：2974 0391

東華三院馮堯敬醫院 長者健康資源中心
麥理浩復康院 義工服務部
地址：香港薄扶林大口環道9號

東華三院馮堯敬醫院
長者健康資源中心

電話：2855 6236

葛量洪醫院 病人資源中心
地址：香港仔黃竹坑道125號

葛量洪醫院主座大樓地下
電話：2518 2601

瑪麗醫院及贊育醫院病人資源中心
地址：香港薄扶林道102號

瑪麗醫院K座2樓10室
電話：2255 4343

東華醫院 病人資源中心
地址：香港上環普仁街12號

東華醫院李兆忠紀念大樓2樓
電話：2589 83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