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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前言
腦同盟是我們一群腦科病人，本著互相幫助，互相扶持的精神所組成的。因此我們的
會刊 [通訊站] 便成為彼此交流的渠道之一，各位如有意投稿，請電郵
neuro_united@hotmail.com 或寄香港郵政信箱 3484 號通訊站編輯收。如有查詢或欲加
入成為本會會員，可致電腦同盟熱線電話
腦同盟熱線電話 25602102 聯絡本會職員何秋芬小姐，好讓
本會為大家解答及服務。本會之主要活動及服務包括自助訓練小組、醫院探訪、家居
探訪、醫學及復康專題講座、聯誼活動、郊野遊趣及會員通訊等；或可瀏覽本會網頁
www.nuhk.org。歡迎對本會提供意見，來函請寄西營盤郵政局郵政信箱 50421 號。

(一) 周年大會
一年一度的周年大會已於 2008 年 11 月 23 日在歡樂的氣氛中完滿結束。當天
筵開 21 席，在此本會多謝各會員踴躍參加。
(二) 認識及交流
2008 年 12 月 13 日南區分區會員在麥理浩復康院四樓復康醫學研究院舉行了一
次聚會，主要是使各會員互相認識及分享各人如何面對及解決困難。當天有 20
多人參加，本會覺得該次聚會很有意義，故希望能推廣至其他分區。下次聚會
將於 2009 年 2 月 7 日上午 9 時 30 分至 12 時正舉行，各區會員如有興趣參加
亦可致電本會職員何小姐報名。
(三) 賣旗籌款
香港復康會已於 2009 年 1 月 3 日舉行了賣旗籌款活動。當日參與之會員有溫
星池先生、傅滿華女士、陳浩泉先生、郭琼女士、梁耀明先生、關扶蔥女士、
張燕燕女士、黃靄嫻女士及戚健生先生。
(四) 社署之資助
社會福利署已撥款港幣五萬元資助照顧者之活動，詳情正在
計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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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目的： 提升各參加者的自助能力及互助精神。讓各會員及新會員能互相認識及藉
此促進各參加者之間的友誼。
日

期： 2009 年 3 月 1 日 (星期日)

集合時間： A 站---早上 9 時 鰂魚涌康山花園第六座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門口。
(太古地鐵站 E3 出口)
B 站---早上 9 時 金鐘地鐵站海富中心大家樂門口。
*旅遊巴將於集合後
旅遊巴將於集合後 30 分鐘準時開車，
分鐘準時開車，逾時不候，
逾時不候，敬請各會友準時。
敬請各會友準時。
上車前請先報到及繳交費用。
上車前請先報到及繳交費用。
回程時間： 下午 4 時
活動地點： 上午：大埔許願樹
中午：雲泉仙館參觀及午膳
下午：香港科學園
人

數： 150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報名從速)

費

用： 會員：$ 60 非會員：$ 80 綜援會員/一位綜援會員照顧者：$ 30

對

象： 腦同盟各會員及其家屬

截止日期： 2009 年 2 月 12 日(星期四)
查詢及報名：2560 2102 (腦同盟錄音電話)
備

註：1) 請各位於參加活動時務必注意本身安全，聽從領隊指示，以免發生意外。
2) 煩請各會員務必於指定時間內報名。在報名時清楚說明---姓名
姓名、
電話、參
姓名、電話、
加人數及上車地點。
加人數及上車地點
3) 本活動設有復康巴士接載參加者，如會員需要此項服務，請於報名時清楚
報名時清楚
說明上車地點(輪椅者優先
說明上車地點 輪椅者優先，
不另作收費 。
輪椅者優先，不另作收費)。
4) 所有乘坐輪椅者，請盡量安排家人陪同參加。
5) 如當日天文台於集合時間前兩小時
集合時間前兩小時仍然懸掛紅色暴雨警告、黑色暴雨警
集合時間前兩小時
告、3 號風球或以上，是日活動即告取消。
6) 報名一經確實，無論參加者當日出席與否，都必須全數繳付是次活動費用
都必須全數繳付是次活動費用。
都必須全數繳付是次活動費用
7) 本會可因應是日天氣，環境及個人健康之因素，而把行程作適當調配。
8) 本會已為是次活動之參加者購買個人保險，最高賠償額為港幣 100,000 元。
9) 是次活動部份之開支獲得社會福利署基金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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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復康
我的復康路
復康路》

利詠然

聽到「回頭再看我的最初...」這句歌詞令我回想起發病後辛酸的經歷。在 1994
年 11 月 4 日凌晨時分，在睡夢中，突然我尖叫了一聲後，我就由一個健康活潑的小
女孩變成現在要靠着輪椅代步的少女，我的一生命運就改變了。
13 年前我因先天性畸形血管爆裂，手術後昏迷了半年。甦醒後，四肢動彈不得、
不懂進食、奶要從喉管穿過鼻孔，進入胃部來維持我的生命。不會說話，連一些非
常簡單的身體語言也不能做到，不會提筆寫字、不會排尿、沒有認知能力…，每天
躺在病床上望着冷冷的四周，甚麼也不會做，像一個廢人。
兩年後我便出院，隨即入讀我家附近的一間主流學校，因學校沒有開設小三班，
母親為了可以照顧我，別無選擇下，我只有入讀小四。停學了兩年及手術後的後遺
症也很多，如不良於行、記憶力衰退、說話緩慢、口齒不清、觸覺遲鈍和缺乏反應，
使我做甚麼事也力不從心。學業固然追不上，別人也當我是怪物，要媽媽陪着，寸
步不離，我當然不開心，但我以做甚麼呢？連流淚的能力也沒有，怎可以發洩我心
中的悲痛呢？
雖然如此，我並沒有放棄自己。我每天不停地努力做運動和唸書，希望有一天
可取得突破。
在我病後和康復路上，父母對我無微不至的照顧和關懷，非筆墨可以形容。家
人的忍耐教導和鼓勵，使我積極面對困難，不輕言放棄生命，有逆境自強堅毅的精
神。
在此，我感謝馮醫生和其他醫護人員和家人對我的支持和鼓勵，我會繼續努力
上路的。與此同時，我希望其他同路人積極面對人生，重燃心中已熄滅的燈火，創
造奇蹟，活出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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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福還是禍？】

吳凱琪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七日，這是我盛大的日子，因為我終於完
成了大學課程，所以我與媽媽、姐姐、妹妹和幾位朋友一起到外
地慶祝我畢業。
就在慶祝到最後的一天，當時只剩下我、妹妹和幾位朋友在一起，而我的媽媽和
姐姐早已返回香港了。
當時我、妹妹和朋友們一起到水上樂園玩耍，但在玩耍的途中，我覺得非常頭痛，
痛得有「爆炸」的感覺，於是我只好躺在地上休息，痛不但沒有減少，而且我感到有
點暈，再者，我也不斷地嘔吐。初時我的妹妹和朋友們看到這樣的情景，他們手忙腳
亂起來，於是送了我去當地水上樂園的急症室，但急症室內的醫護人員都不知道我的
情況，他們只見我不斷地嘔吐，最後他們送了我去當地的醫院。經過醫生十小時的檢
驗後,她將診斷結果告訴我妹妹，醫生說我的腦內不斷出血，即是腦血管爆裂，這是因
為天生腦血管畸形。妹妹知道這消息後，也目定口呆，真的想哭出來，因為一向身體
很健康的我，竟出現不可相信的事實。
最後，我做了兩次手術，雖然手術很成功，但我因小腦出血導致永久失去平衡能
力。
因我這次意外，很多人跟我說：「樂極生悲」。但我真的不認同，我覺得是福的來
臨。
是福還是禍？一切在乎你的心態，因這次意外，我上了人生寶貴
的一課，學懂很多人和事，所以我很感恩。意外既已發生，我應該面
對和接受它。可能是上天給我的考驗，要我學懂某樣事情。以前我覺
得是理所當然的事都不是必然的，因失去才學會珍惜以前及現在擁有
的事。

2009 年活動預告
大型活動：

小組活動：

3月1日

健健康康迎牛年一天遊

聊天室
健康錦囊

4 月 26 日

待定

7 月 28 日、8 月 25 日、9 月 22 日、

6 月 28 日

待定

10 月 27 日、11 月 24 日

8月9日
醫學講座
10 月 17-18 日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宿營
11 月 15 日

周年大會

逢星期四 (下午 2:30–5:00)
4 月 28 日、5 月 26 日、6 月 23 日、

(晚上 7:30–9:30)
閒談個半鐘 7 月 6 日、8 月 3 日、9 月 7 日、
10 月 5 日、11 月 2 日、12 月 7 日
(晚上 7:3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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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首一堂，
聚首一堂，身心愉快》
身心愉快》

宣稼瑾

冬日，温暖的陽光，照耀着我們會友們每張笑臉，那是我們會友們南區首次的
聚會，參加的人數甚是踴躍，時逢有會友在當天生日，就更加使聚會增添幾分喜氣。
真要多謝香港復康會借出像家一樣感覺的利國偉日間復康護理中心，又多謝葉永強
先生多方面的幫忙，才使得我們有一個美好的地方，供一眾人聚會。
首先我們一行人參觀了復康護理中心。新中心裝修得美侖美奐，窗外一片美麗
的海景，科技化的新器材，更增添大家的信心，最難能可貴的是整個中心讓人有在
家的温馨感覺。跟着大家在葉永強先生的帶領下，做了些簡單的運動，然後到了聚
會的主題，大家分享了出事的經過及復康的心路歷程，大家都很用心的去體會。
最後齊唱生日歌，祝賀我們生日的會友，又預備了簡單的茶點供大家享用。美
好的時刻總是短暫的，大家離去時都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在復康的道路上，你我
並不孤單，我們要憑着信心和愛心，彼此支持，互相勉勵。會友增加了友誼，凝聚
了力量。人生總有歡笑，難免亦常有淚，不要為現在失去的傷心流淚，而要為曾經
擁有的快樂而歡笑。
下次聚會的時候，正值新春，希望大家能够聚首一堂，同賀新禧。

復康會課程推介
課程

日期/時間/地點

（宇字珠璣）
23/2 – 4/5 逢期一（共十堂）
言語復康課程
上午 11:00 –1:30 康山中心
5/3 – 2/4 逢星期四（共五堂）
不再中風課程
上午 10:00 –12:00 康山中心
14/3 下午 2:30 -4:30
從中醫角度看中風治療 （灣仔駱克道小童群益會禮堂）
24/2 – 24/3 逢星期二（共五堂）
簡化孫家太極拳班
上午 11:00 –12:30 康山中心
查詢：復康會康山中心周思進先生 25497744

對象

有言語困難之中風、腦損患者
輕微中風患者
中風患者及家屬
長期病患者

費用

會員$100
非會員$150
會員$50
非會員$75
免費
會員$50
非會員$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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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會員大會主席報告
前言

「腦同盟」於 1992 年成立。成立目的是希望透過聚會來介紹有關的護理知識與復康運動和技
巧，及在活動中與同路人分享經驗和互相鼓勵，盡量令腦神經受損病者可以再次融入社會。
十六年來都朝着這宗旨而努力。茲將過去一年本會事工報告如下：
會員

去年 10 月本會為所有會員辦理續會手續，有百多人退出或沒有回音。至本年 10 月底，本會有正式會員 394 人，附屬
會員 271 人，義工 32 人，合共 697 人，另名譽顧問 20 人。
人事

創會主席關景賢先生服務本會多年後退出委員會，為感謝關先生對本會之貢獻，本屆委員會邀請關先生為本會名譽
主席，繼續為本會提供意見。本屆委員會十三位委員中，七位首次擔任委員職，年中一名委員因私人原因辭職。
日常事務

1. 探訪： 本會會員以居住香港島為主，為方便聯絡將香港島分為中西區、灣仔區、北角區、鰂魚涌區、筲箕灣區、
柴灣區、南區共七區，各區設區長安排探訪及茶聚。由於欠缺區長，現時將鰂魚涌區、筲箕灣區、柴灣區合併
為東區。
2. 通訊站： 報導本會活動消息及會員文章分享，每三個月出版一次。
3. 網頁： 互聯網乃現代人獲取資訊之重要工具。本會網址為www.nuhk.org，過去一年已重新整理網頁，會員可透
過本會網頁知悉本會最新活動，瀏覽活動照片，重溫會員分享文章。
4. 意見箱： 為方便會員提供意見予本會，委會員增加收集意見途徑，會員除可將意見寄專用郵政信箱外，亦可
使用電話、傳真及電郵提供意見，若有需要，可要求意見收集組接見處理。
5. 23/11 會員大會暨晚宴： 審查及通過委員會之會務及財政報告、修改會章；聚餐筵開 18 席。
活動

一 復康活動
1. 物理治療：由物理治療師教導運動加強會友的康復和活動能力，3 至 5 月，每月一次，共三次。
2. 健康錦囊：由醫護人士講授健康知識。4 月至 11 月第四星期二晚上，共八次。
3. 閒談個半鐘：由言語治療師與會友閒談激發會友說話及思考能力，7 月至 11 月第一星期一晚上舉行，共六
次。
4. 醫學講座：10/8「腦科藥物睇真Ｄ」。
二 小組活動
1. 聊天室： 逢星期四下午舉行，內容多元化，有運動、智力遊戲、工作坊、茶點等。
2. 電腦班： 為鼓勵會員接觸新科技、與時並進，邀請香港復康會職業及再培訓中心負責電腦課程，第一期
「如何上網」共開三班，第二期「中文速成輸入法」共開兩班。
三 康樂活動
1. 旅行：旅行為最多會員參加的活動，本年共舉辦三次旅行，24/2 新春行大運 、27/4 大嶼山一天遊 及 22/6
機場翔天廊一天遊。
2. 宿營：18-19/10「歡樂家庭營」，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假荃灣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舉行，共 64 人參
加。
服務

1. 醫院推廣：到醫院專科門診大樓作諮詢性服務，聯絡腦損病友及家屬，分享過來人經驗，介紹本會活動、使他
們得到關心、支持、積極面對生活上的適應。現時每月一次往瑪麗醫院及東區尤德夫人拿打素醫院、麥理浩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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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院則由院方安排。
2. 籌款活動：參與 11/5 腦友心步行籌款、1/3 香港復康會賣旗籌款、30/8 腦科基金會賣旗籌款及 29/11 東區尤德夫
人拿打素醫院慈善步行籌款
「腦友心」事工

「腦友心」為本會與香港其他腦損病人自助組織新健社、腦友滙、慧進會合作組成之機構，主要透過熱線、網站服
務中風、腦部受損患者及其家屬，同時亦透過公民教育活動服務市民。本會除委派兩位委員出任「腦友心」之委員
外，亦負責「腦友心」委託之公民教育活動。本年負責「腦友心」委託之公民教育活動有
1. 20/6 大埔官立小學、28/11 中華基金會中學向學生介紹腦科疾病常識及由會員分享患病及康復過程。
2. 6/1 腦友心「街坊腦友同樂將軍澳嘉年華會」中負責攤位遊戲及表演項目。

展望

1. 重整探訪組
最近委員會分析會員居住分佈，發現居住港島區的會員，港島北各區（中西區、灣仔區、北角區、鰂魚涌區、
筲箕灣區、柴灣區）各佔 12%，但南區（香港仔、鴨脷洲）則佔 25%，委員會決定重整聯絡網路，特別加強南
區會員關顧工作。
2. 拓展南區活動
腦同盟過去多年以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康山中心為基地，居住在南區之會員參加本會活動不大方便，近日香港
復康會位於薄扶林麥理浩復康院四樓之復康醫學研究院進行改革，概允本會使用研究院之地方舉行活動，因中
西區及南區皆有專線小巴直達麥理浩復康院，本會希望藉此契機日後為中西區及南區會員提供適切之活動及服
務。
3. 加強照顧者支援事工
因資源關係本會大部份活動均以腦損康復者為對象、難以兼顧衆多照顧者。今年 11 月獲社會福利署特別撥款五
萬元為照顧者提供活動及服務。委員會已積極為照顧者籌劃多個活動，請留意本會會訊。
4. 探討自設會址
去年會員大會，前主席關景賢先生在主席報告中提及本會自設會址一事，委員會已積極探討此事，但據所得資
料現在香港島未有合適地點，委員會會密切留意事情進展。
結語

本會是一病人自助組織，只有一位職員，會務推行有賴會員參與。過去多年，本會幸有數位中流砥柱肩負會務，一
身兼多職，狀況並不健康。隨本會會員人數增加，多項新事工待拓展，各樣會務如探訪組、活動組、編輯組、醫院
推廣、日常事務都需要大量人手，在此呼籲會員積極參與會務，發揮助人自助棈神。
主席 周偉良
2008 年 10 月至 2009 年 1 月新會員名單

陳炘標 諸順英 郭靄宜 唐沛瑜 黃美如 陳正輝 劉焯鴻 劉煒業
劉永玲 張惠霞 區佩兒 麥麗娟 何雨本 倪瑑明 何楚盈 歐陽玉卿
梁健文 李亦萍 陳偉萍 李超榮 陳錦蘭
2008 年 10 月至 2009 年 1 月捐款名單

壹仟元以上

------

壹佰元以上

------

陳文泰先生
謝世傑先生
劉偉光先生
張志雄先生

周惠萍小姐 區璟梅女士 關雁卿女士
傅滿華女士
陳松江先生 吳國才先生 鄧珞澄小姐 麥翰明先生
何玉珍女士 簡美芬女士 杜婉芳女士 林潔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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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同盟名譽顧問團
贊 助 人：方心讓醫生(太平紳士)
名譽顧問： 馮正輝醫生

范耀華醫生

洪君毅醫生

溫潔貞女士

李樹梅女士

周惠萍小姐

區潔萍女士

陳欽亮先生

鄭敏慧女士

鄭國華先生

林秀菊女士

馬清秋小姐

陳婉玲小姐

王許秀蓮女士 呂幼蓮女士

名譽主席：關景賢先生
會務顧問：陳文泰先生

潘友為先生

法律顧問：羅紹佳律師
名譽核數師：張潔艷小姐

第十三屆委員名單
主 席：周偉良先生

副主席：李麗明女士

秘 書：溫星池先生

財 政：劉玉冰小姐

委 員：林桂洲先生

梁耀明先生

莫國業先生

陳浩泉先生

戚健生先生

張燕燕女士

黃海燕女士

溫傅滿華女士

區長：柴灣、筲箕灣、鰂魚涌區 ─ 溫傅滿華女士
北角區 ─ 戚健生先生

灣仔區 ─ 張燕燕女士(總區長)

中西區 ─ 陳德全先生

南 區 ─ 梁耀明先生

通訊站編輯︰
通訊站編輯︰周偉良、容太、溫星池

地址：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120 號康山花園第 6 座地下
電話：25602102 傳真：29676750
電郵：neuro_united@hotmail.com
網址：www.nu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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