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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第九十五期  二零一七年七月號_ 

 

 

 

 

 

 

 

 

 

 

 

 

 

 

 

 

(一) 「愛心復康劵」2017 慈善籌款運動本會共售出復康劵 111 本，共籌得 22,200

元，扣除 15%行政費後，本會獲回撥款項 18,870 元。據悉愛心復康會明年將

繼續舉行「愛心復康券」慈善籌款運動。 

(二) 本會應瑪麗醫院病人資源中心邀請，1/6 到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向 30 位中五學生分享腦損病人生命故事，當日得會員盧倩雲、張錦照負責分

享，謹此致謝。 

(三) 年初本會曾協助香港大學心理學碩士生葉慧怡進行「中風患者及患者家屬／

照顧者的分歧」研究，本會多名會員填寫問卷，最近葉同學來電郵致謝本會

並告知已完成研究。 

(四) 本會為了解會員近況以設計適切之活動，執行委員會將安排代表於八、九月

致電各會員，請大家合作。 

(五) 11 月 19 日是本會週年大會晚宴，請各會員踴躍參加，共慶本會成立 25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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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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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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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函請寄香港郵政信箱 3484 號。 

 

http://www.nu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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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2017 年 8 月 26 日(星期六)  

時    間：上午 11：00 至 下午 1：00 

地    點：皇室○1 號 囍臨門 

           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 250-254 號伊利沙伯大廈 6 樓 

費    用：每位 $40 

對    象：腦同盟會員及其家屬(每家庭最多 3 人) 

報名日期：7 月 27 日至 8 月 11 日 

查詢及報名：2560 2102 

 

備   註：1. 是次活動沒有復康巴及旅遊巴接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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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得將活動名額私自授予其他人士，必須通知職員交由

執行委員會集中處理 

      3. 如有爭議，本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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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腦同盟 

合辦講座 

  

 

 

 

 

講 者：東區醫院神經外科副顧問 ─ 吳婉婷醫生 

日 期：2017年 9月 2日 (星期六) 

時 間：下午 2時 30分至 4時 30分 

地 點：香港柴灣樂民道 3號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主座三樓職員休息室 (港鐵柴灣站乘坐 48M小巴可到達) 

對 象：腦同盟各會員及其家屬 

名 額：50人 

報名日期：2017年 7月 27日至 8月 18日 

查詢及報名：2560 2102  

備 註： 1) 是次活動沒有復康巴接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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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參加人數。 

        3) 如當日天文台於講座開始前兩小時仍然懸掛紅色暴雨警告、黑

色暴雨警告、3號風球或以上，是日活動即告取消。 

        4) 如有爭議，本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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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子成龍』下       伍寶友口述     何雨本整理 

詠然在麥理浩復康院住了一年，院方有意安排她入讀附近的紅十字會甘

乃廸中心，但由於上課時間和接送的安排未能配合；同時，詠然媽媽最想女

兒可以入讀「正常」的主流小學。有言道：世上無難事，祇怕有心人。利媽

媽的「奢望」竟然可以實現，詠然得到一間小學的取錄，入讀小四，利媽媽

亦獲准在旁陪讀。隔了一段很長的日子後重回校園的詠然未能執筆寫字，利

媽媽便捉著她的手一筆一劃地練習；小一時已能背乘數表的詠然在這時卻要

重頭來過，一一如一，一二如二，一三如三…。用盡所有方法，祇要對女兒

有幫助的，利媽媽都會嘗試使用，很快又過了一年，感恩！在「學業」上和

人生的里程上，詠然走前了一大步！又過了一年，詠然成績及格，獲准畢業，

並得到校方的舉荐，詠然可以升讀位於銅鑼灣的中學。學期開始時，為了外

觀和照料的原因，詠然棄用尿喉尿袋，改用紙尿片，校方特准利媽媽在放小

息時為她清潔和護理。像煲老火湯或燜牛腩一樣，用細

火、長時間地慢慢煎煉熬制，一鍋香噴噴的菜餚總算制

作成功了；付出加倍的時間和努力，詠然終於也完成了

中七和高考，升讀理工大學商業系，攻讀會計和財務。

初生之犢不畏虎，詠然嘗試過更獨立的生活─入住大學

宿舍，以電動輪椅代步，她可以與其他同學看齊，享受

著校園的自由氣息和氛圍。利媽媽會協助她洗衣服，不

須上課時一起去飲茶，母女間從病患者與照顧者的關係

提升成為閨中蜜友。甜蜜的時光過得很快，轉眼間詠然

又完成了大學的階段，可以登上人生的另一個臺階了。 

投身社會的第一份工作是以合約制的形式在食環

署上班，之後又轉職到一家私人公司，但因為上班地點和時間未能有效地協

調，結果也沒有繼續工作下去了。詠然媽媽曾經努力與巴士公司斡旋，結果

獲得城巴公司每天早上 7時 45分派出一班往沙田的低地台巴士，接載詠然



 5 

上班，實是感恩。利媽媽亦曾四出奔走，與梁耀忠議員商談，為的祇是希望

詠然可以自食其力，將所學的供獻社會，但最終也是事與願違。為著女兒的

利益而甘願到處碰壁的利媽媽亦祇好將腳步慢下來，重新再審視日後將要走

的道路；回想起從前所走過的艱難道路，利媽媽以戰士一般的意志與目光探

索著前路，當她看準了時機或機遇，她仍然是會義無反悔地邁向大步，衝鋒

陷陣的。 

整理的感受：訪問利詠然的媽媽時，腦海中出現兩個畫面，從利媽媽平穩的

聲線語調裡感受到當中所蘊含著柔中帶剛的一份勁，娓娓道出多年前一個平

凡的晚上所發生的一件事，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須要迅速做出對應；在巨

大艱難的逆境下，一家人手牽手，肩並肩地迎難而上，走出新局面。「十大

再生勇士」與「非一般的媽媽」當中的互動，擦出了人性光輝的火花。學習

上所遇到的困難，遠遠高出於平常的小孩子。環顧今天的「怪獸家長」，要

孩子贏在起跑線，幼稚園的小娃娃就要補習了，又要上乜班物班，設法搬家

到名校網，期望可以成功考上。而詠然媽所能做的祇是低著頭、忍著眼淚抹

屎抹尿，而詠然就以 20分的高績回報。鎂光燈下沒有出現的利爸爸和兩位

哥哥其實也功不可沒。有得必有失，總須有取捨，不求回報，努力配合著，

終於拍成了和諧的家庭大合照！ 

寫作整理期間，速讀了詠然的「喝采」（一位中風病人的自白），裡面

提到詠然想藉著這書鼓勵其他正在苦難裡搏鬥的勇士，要堅持、努力、不

放棄…最終總會幹出一片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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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約翰救傷隊牙科服務 2018年》  

日期及時間：2018年 (有待醫生安排)        

服      務：洗牙、補牙及脫牙 

對      象：腦同盟正式會員 (病患者) 

地      點：香港麥當勞道 2號聖約翰大樓 4樓 406室 

查詢及報名：2560 2102  

截止日期：2017年 8月 3日 (星期四) 

備  註：1.是次活動 沒有 復康巴接載。 

            2.如有爭議，本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日期 活動名稱 
參加者收費 

( $ ) 

總支出  

( $ ) 

本會補貼  

($ ) 

5 月 21 日 歷史博物館及自助餐 14,230.00 23,550.40 9,3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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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報告】 

新會員名單：文釗龍    陳秀芬    劉群娣    劉賢好    歐陽振坤 

            余華昌    梁翠雲     

捐款者名單：壹仟元以上 ---- 陳文泰先生    

壹佰元以上 ---- Mr Hui Chung Ying   蔡武漢先生 

      去世會友： 丁素華女士    周琼仙女士                                                                                                                                             

 

                                                                                                                

 
 

捐款表格 

「腦同盟」乃病人自助組織，極需社會人士的慷慨捐獻。有意捐助者，請填妥下列表

格。 

 

捐助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助港幣一百元或以上者，可憑收據申請扣減稅項) 

本人現捐助 (請在合適方格加上  號) 

 $100   $200   $500   $1000  其他 $ _______________ 

付款方法： 

1. 用劃線支票，抬頭寫上「腦同盟」； 

2. 將捐款存入「匯豐銀行」戶口 (004-600-819932001)。 

然後將支票或入數紙，連同此表格，寄往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120 號康山花園第六

座地下 

「腦同盟」收或香港郵政信箱 3484 號。 

~~~~~~~~~~~~~~~~~~~~~~~~~~~~~~~~~~~~~~~~~~~~~~~~~~~ 

腦同盟 是各腦友的大家庭，通訊站就應該成為腦友們彼此交流意見和心得 

的渠道。下期的通訊站將於 2017 年 10 月出版，為增強及充實本通訊站之 

內容，歡迎各腦友及義工投稿。稿件限 500 字，編委或會修改投稿的內容和 

挑選刊登。 請於 9 月中前寄回腦同盟香港郵政信箱 3484 號或 

傳真致 2967 6750                            

                                         各位會員記得投稿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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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同盟名譽顧問團 

贊 助 人： 方津生醫生 

名譽顧問： 馮正輝醫生    范耀華醫生    呂偉文醫生    浦勤孫醫生 

 黃震遐醫生    方道生醫生    李禮峰醫生    李樹梅女士 

 周惠萍小姐    陳欽亮先生    鄭敏慧女士    區潔萍女士 

鄭國華先生    林秀菊女士    溫潔貞女士    陳婉玲小姐 

 呂幼蓮女士    王許秀蓮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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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雅穎先生 
 

第十七屆委員名單 

主  席：周偉良先生                 副主席：張燕燕女士 

秘  書：李樹人先生                 財  政：劉玉冰小姐 

委  員：梁耀明先生    黃海燕女士    李慕雲女士    溫傅滿華女士     

 何雨本先生    何鳳女女士    譚淑冰女士    伍寶友女士 

 區長：南  區 ─ 李樹人先生               中西區 ─ 李慕雲女士、譚淑冰女士 

  灣仔區 ─ 張燕燕女士、張用妹女士   北角區 ─ 劉瑞初先生、林文清女士 

  筲箕灣、鰂魚涌區 ─ 溫星池先生、溫傅滿華女士 

  柴灣區 ─ 何鳳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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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ail.com 

            網址：www.nuhk.org 

    

 

 

 

 

 

 

通訊站編輯︰周偉良、何雨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