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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簡介

「關心您的心」由一群心臟病患者及家屬於1995年11月正式成立，並註冊成
為非牟利慈善團體。本會於1998年成立全港首間心臟病友互助及資源中心，
致力為病友及市民大眾提供全面心臟健康及復康服務。

目標

宗旨使命

1. 增加心臟病患者及家屬對心臟病的認識，促進復康，減低復發機會

2. 成為患者與醫療機構之間的橋樑，使患者獲得更全面的服務

3. 團結患者，維護及爭取合理權益和福利

4. 推廣社會人士正確認識、關懷及接納心臟病患者

5. 推動心臟病的預防工作及加強大眾對心臟健康的關注

組織架構

發揮會友及家屬互助互勉精神，解開因心臟病帶來的困惑和恐懼，攜手共進
復康之路，邁向豐盛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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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贊助人、名譽顧問、第十屆執行委員會成員及職員名單

名譽贊助人  梁唐青儀女士

名譽顧問

醫生 劉柱柏教授 余卓文教授

Prof. J. Sanderson

陳偉光醫生 周慕慈醫生

鄭俊豪醫生 蔣忠想醫生 趙瑞華醫生 周  亮醫生 何教忠醫生

姜建鈞醫生 劉雪婷醫生 劉育港醫生 李常威醫生 李樹堅醫生

梁秀芝醫生 梁深建醫生 莫毅成醫生 崔永雄醫生

謝鴻發教授

譚劍明醫生

崔紹漢博士中醫師 營養師 李樂成先生

崔俊明先生藥劑師 職業治療師 朱文麗小姐

物理治療師 賴宛成先生

護士 陳伯興先生 林玉儀小姐 莫萍君小姐 何錦德小姐

社會工作者 陳麗雲博士 馬麗莊教授 凌錦霞小姐 方敏生小姐 翁  麗小姐

梁耀波先生 伍杏修先生

義務法律顧問 王啟東律師

(以上排名不分先後)

第十屆執行委員會成員

主席 梁艷貞女士

李永偕先生外務副主席

財政 程兆強先生

內務副主席 梅卓能先生

政策關注組 李知諺先生

區少貞女士

秘書 曾國樹先生 

小組發展 呂耀光先生

黎榮源先生 

公共關係 曹心有女士

陳炳鴻先生

司徒志榮先生

資訊編輯

義工發展 吳月娥女士

黃月明女士

曾銳強先生

邱淑儀女士

唐國豐先生

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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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幹事 游淑敏小姐

計劃幹事 張仙珍小姐 鄧沅姍小姐  黃卿蘋小姐 陳嘉寶小姐 黎妙玲小姐 

鍾世昌先生     

中心助理 王敏妍小姐



主席的話

20年間的時間，對有些人來說可能是美麗的時光，有人感覺是困苦。但在於
一個病人自助組織，由無到有，經過高高低低，跌跌碰碰，要一直堅守並不
簡單，達到彼此間的信賴更加不容易，最重要的是那份“心”。藉著這份“
心”，感恩我在「關心您的心」這廿年間得到很多，人生經驗也跟著豐富。

無論心身、精神在會務上和人際的關係上要建立那份堅持的心實不容易。有
時候我也會問自己那份“心”與“情”是從那裡來的，為何要如此堅守 ? 廿
年的時光，不經不覺我與「關心您的心」已不可分離，它已成為我的第二個
家。

轉眼間，兩屆的主席任期已到尾聲，這四年間得到各顧問、合作醫療機構/
公司、各醫院的醫護人員和友好團體的支持和認同，當然不能缺少的是「社
會福利署」、「香港公益金」、「滙豐銀行慈善基金」、「社會發展計劃」
、「攜手扶弱基金」和「蘋果日報慈善基金」的支援。如果沒有大家的支
持，相信「關心您的心」在會務上的發展定必困難。

另外，我也想在此再感謝各位支持本會第一次籌辦的賣旗活動，因為您們每
一位的參與，才能令活動順利進行。而在會務上的發展和推廣上，也特別要
感謝各委員的付出，還有義工朋友們，更多謝我們每一位職員辛勞的付出，
你們就如同我的家人一樣，彼此攜手合作，全力協助會務發展，大家的那份
心意和貢獻，實在非筆墨所能形容。藉著時代的轉變及醫療的發展，前路仍
是充滿挑戰，盼望新一屆的成員能發揮所長，在新社會、新時代急速變更及
挑戰上，仍能夠堅守信念，繼續努力，令本會服務更上一層樓，幫助更多有
需要的同路人，把心臟病的資訊推廣到全港各社區和大眾市民上，一起去認
識和關注心臟病，讓醫、社、民攜手共護心，多謝各位。

主席 梁艷貞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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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動回顧 (基金計劃)

「關心您的心」的心臟復康及預防心臟病教育服務得以持續提供予香港各區
患者及市民，實有賴成功申請各項基金及熱心人士捐獻。承蒙各界的支持，
本會於2014至2015年度共成功申請了4項基金，包括社會福利署「殘疾人士
自助組織資助計劃」、公益金撥款「護“您”心瓣計劃」、攜手扶弱基金「
識心大行動」計劃，及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愛“心”之家」。

社會福利署殘疾人士自助組織資助計劃多年來一直支持「關心您的心」，支
持本會發展心臟病友互助服務。計劃包括地區互助小組、病類互助小組、運
動互助小組、復康工作坊及義工嘉許活動等。在2014至2015年度，計劃共提
供290項服務及服務2,557人次。

心瓣膜病病患者在復康路上面對不少困難，如穩定血凝指數、定期監察瓣膜
情況等。透過提供疾病知識及最新資訊予心瓣膜病病友及其家屬，學習面
對疾病帶來的困擾，以及教育病友自我照顧技巧以維持心臟健康。「護您心
瓣計劃」目的旨在提供情緒及心理支援予患者及其家屬，讓家屬有效照顧病
患者及協助復康。服務包括：大型健康講座、心瓣置換手術前後工作坊、心
瓣病友地區互助小組、熱線支援、推廣健康檢查日予家屬及公眾人士、訓練
照顧者在日常照顧及危急時的處理技巧等。在2014至2015年度，計劃共提供
303項活動及服務4,616人次。

香港人患上心臟病有持續上升趨勢，現時心臟病是本港第三位殺手，每年約
逾6,000名市民因而病逝。如處理不當，發病時嚴重可引致性命危險。病患
者於接受治療後仍需進行一連串的復康訓練，並在生活中持之以恆。透過
計劃，嘗試以不同的方法主動接觸於社區生活的隱蔽心臟病患者、其照顧者
及高風險人士，並教育正確的心臟健康資訊、治療方法及復康信息，及早預
防、診治及減低復發機會。計劃獲得攜手扶弱基金、聖猶達醫療用品(香港)
有限公司及阿斯利康香港有限公司贊助。計劃至今共提供91項服務及服務
2,720人次。

這計劃於新界東北地區舉辦一系列健康講座及復康課程，協助心臟病患者建
立健康生活習慣、正向心理及妥善監控疾病，重拾快樂人生，並最終能以「
過來人」身份回饋社會，向市民分享護心貼士，以減低患病風險，預防勝於
治療。計劃總共提供72項服務及服務5,48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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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 - 「殘疾人士自助組織資助計劃」(2014年10月至2016年9月)

香港公益金 -「護“您”心瓣計劃」心瓣心臟病病友互助支援計劃

攜手扶弱基金「識心大行動」 (2014年8月至2015年7月)

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愛“心”之家」(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



劍蘭：用心長壽福祿康寧

主要活動回顧 (2014年4月)

4月 April

4月2日 威爾斯親王醫院 Phase II 分享

4月4日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服務簡介會

「膽固醇 - 傷『心』傷『腎』」健康講座4月13日

健康心律坊 - 心臟除顫器講座4月26日

心肺復甦法證書訓練4月26日

「心房顫動，您知多少？」健康講座4月27日

檢討殘疾人士 / 病人自助組織資肋計劃 - 諮詢會議4月28日

齊量血壓工作坊4月29日

搭橋手術「前」分享講座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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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動回顧 (2014年5月)

5月 May

5月5日 水中健體班 (5月5, 8, 12, 15, 19, 22, 26, 29日 )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第七次團體委員會議5月7日

5月10日 解碼華法林講座

「透視中醫藥 - 心臟病友進補有辦法」健康講座5月11日

肌健會分享5月13日

5月15日

5月17日

5月18日

5月29日

心臟健康推廣 -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瑪麗醫院病人互助組織周年計劃會議

「正確服藥無難度 - 心臟科藥物」健康講座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藥劑部講師 陳潁琳藥劑師

「同是有心人」通波仔手術前分享講座

8
卡多利亞(哥倫比亞國花)：妳真美、優雅女性

本會獲邀於2014年5月15日到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賽馬會香港中
心分享心臟健康資訊。當日「聾福」安排手語翻譯，在無障礙環
境下讓聽障人士可以得到護心資訊及「同路人」分享。



主要活動回顧 (2014年6月)

6月 June

6月5日 水中健體班 (6月5, 9日)

伊利沙伯醫院 Phase II 分享 6月19日

6月20日

6月21日

6月21日

6月22日

6月24日

6月24日

6月25日

6月26日

新界東醫院聯網病人關係研討會

伊利沙伯醫院自由講

健康心律坊 - 心臟起搏器講座

「心臟猝死之謎 - 治療與預防的新方法」健康講座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內科學系蒙民偉基金教授（心臟學）謝鴻發教授

齊量血壓工作坊

葛量洪醫院 Phase II 分享

伊利沙伯醫院 Phase II 分享 

葛量洪醫院與病人及社區伙伴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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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百合：財富高雅

6月4日 醫院管理局藥物名冊病友組織交流會

「新界東醫院聯網病人關係研討會」於2014年6月20日舉行，當日活動
十分豐富，有很多知名人士及義工朋友分享經歷，令一班義工朋友獲
益良多。而且本會更派出義工，向大眾人士宣傳本會的活動，推廣心
臟健康的訊息。



主要活動回顧 (2014年7月)

7月 July

7月26日

7月12日

7月19日

7月19日

7月26日

7月20日

7月9日

7月31日

威爾斯親王醫院 Phase II 分享

港島東醫院聯網研討會

心肺復甦法證書訓練

醫管局檢討督導委員會 - 第三場公眾論壇

「綜合復康配合持續藥物治療有效預防ACS復發」暨急性冠狀動脈綜合
症ACS 復康手冊發佈會

識心律 惜心臟 - 齊來認識心律不正
心臟科專科醫生林紫芬醫生

解碼華法林講座

「同是有心人」通波仔手術前分享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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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茶花(茶梅)：謙讓

在2014年7月20日，本會邀請了劉育港醫生講解急性冠狀動脈綜合症
ACS有關的治療方法，並邀請會友陳永俊先生及曾國樹先生作分享，以
提高大眾對心臟復康的認識及關注。為了加強心臟病患者、家屬及照
顧者在心臟復康方面的教育，本會亦製作了ACS復康小冊子，以提供正
確的心臟復康護理資訊，從而提升患者在心臟復康的自我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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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動回顧 (2014年8月)

8月 August

8月5日

8月9日

8月16日

8月25日

8月30日

8月19日

8月30日

8月30日

8月31日

葛量洪醫院 Phase II 分享

「心臟面面觀 - 解構風險元兇」健康講座
心臟科專科醫生 梁維峰醫生

齊量血壓工作坊

伊利沙伯醫院 Phase II 分享

伊利沙伯醫院 Phase II 分享

健康心律坊 - 心臟除顫器講座

急救好易學工作坊

「識心大行動」開幕禮暨健康講座

「常見心臟病」健康講座
關心您的心顧問暨心臟科專科醫生陳偉光醫生

康乃馨(白)：吾愛永在真情純潔



主要活動回顧 (201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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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September

9月20日

9月5日

9月5日

9月19日

9月23日

9月1日

9月7日

9月3日

「心臟健康列車」記者招待會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 攜手護心工作坊

東華東醫院 Phase II 分享

心臟健康列車2014揭幕禮暨瑪嘉烈醫院心臟復康療程19、20屆畢業禮

醫院管理局與病友組織交流會
2016/17年度建議的藥物作出諮詢

健康心律坊 - 心臟除顫器

葛量洪醫院 Phase II 分享

瑪嘉烈醫院 Phase II 分享

瓜葉菊：喜悅快活、光輝燦爛

活動由香港心康會、起搏之友、香港復康會、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及本
會合辦，於2014年9月7日順利舉行。此計劃的宣傳口號是「房顫早發
現，中風可避免」，呼籲市民關注心臟健康，及早預防疾病。此外，
今年以心房顫動為主題，為社區人士推行心房顫動檢查，希望透過檢
查找出隱性心房顫動人士，使他們能及早得到合適治療。 
當日邀請心臟科醫生為市民講解房顫與中風的關係、註冊營養師講解
飲食陷阱及註冊社工講解如何透過靜觀減壓。



主要活動回顧 (2014年10月)

10月 October

10月18日

10月11日

10月25日

10月17日

10月19日

10月20日

10月26日

10月6日

10月28日

10月22日

10月30日

到「香港房屋協會」分享

心肺復甦法證書訓練

心瓣膜置換手術「前」「後」講座

伊利沙伯醫院自由講活動

香港防癆心臟及心胸協會 - 護心行動 心臟健康推廣活動

伊利沙伯醫院 Phase II 分享 

威爾斯親王醫院 Phase II 分享

健康心律坊 - 心臟起搏器講座

心瓣膜病手術與康復健康講座
伊利沙伯醫院心胸肺外科副顧問醫生 吳永舜醫生

齊量血壓工作坊

伊利沙伯醫院 Phase II 分享

百合：順利心想事成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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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 兒童心臟基金會2014心連心慈善步行

兒童心臟基金會舉辦一年一度的「心連心慈善步行」於2014年10月12
日(星期日)在山頂廣場舉行，主題為「為心臟病兒童打打氣」。本會
協助於會訊中宣傳活動，並透過參與是次活動用行動支持一班心臟病
兒童，為他們送上祝福。

「護心行動」於2014年10月19日舉行，當日為市民大眾提供基本健康
檢查，包括量血壓和膽固醇檢查等，另有中醫師為市民進行義診、註
冊護士即場解答疑問，提高參加者對健康的關注。希望透過活動能夠
增強市民大眾對健康的認識，更將知識學以致用，一同推廣心臟健
康。



主要活動回顧 (2014年11月)

11月 November

11月26日

11月23日

11月22日

11月21日

11月19日

11月9日

11月16日

11月9日

11月2日

11月27日

秋季大旅行

第五屆亞洲預防心臟病學及心臟病復康會議
心臟病患者研討會暨工作坊2014

糖尿病與心臟健康之關係 - 健康講座
心臟科專科醫生李麗芬醫生

世界心臟日 2014
2014年11月16日本會參加了本年度世界心臟日於跑馬地馬場舉辦之活
動，本會以遊戲方式宣揚急性冠狀動脈綜合症(ACS)及病人權益與責任，
以輕鬆手法提高市民的關注及認識。

瑪嘉烈醫院 Phase II 分享

心瓣膜置換手術「前」「後」講座

解碼華法林講座

新健社步行籌款

搭橋手術「前」分享講座

「同是有心人」通波仔手術前分享講座

睡蓮：清純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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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於2014年11月9日舉行，當日由陳穎思醫生主講「冠心血管診斷：
解構醫學攝影角色」講座，並由區思敏小姐、黃義枝小姐講解「營養師
看中西食療」及黃仰山教授、陳鑑忠先生及丁家浚先生講解「由靜觀開
始：從失眠、壓力、憂慮到心安」。 希望心臟病患者及市民都能從不同
方面保護心臟健康。

「新健社」於2014年11月23日進行步行籌款活動，當日本會參與並以行
動表示支持及送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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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蓮：清純的心

11月28日

11月29日

11月29日

東華東醫院 Phase II 分享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慈善信託基金」籌款

「齊來認識冠心病及心房纖顫」健康講座
林賀醫生(屯門醫院心臟專科醫生)

本會積極組隊支持「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於2014年11月29日舉
行的步行籌款活動，為「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慈善信託基金」籌
款，以改善醫院病人服務。

主要活動回顧 (2014年11月)

11月29日 心房纖顫研討會(AF病友生活質素聚焦小組)

本會於2014年11月29日參與心房纖顫研討會，訪問心房纖顫的病友的
日常生活及復康情況，讓我們更深入地了解患者、家屬及其照顧者的
需求及感受，以提供更適切的心房纖顫教育及復康活動。



主要活動回顧 (201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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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December

12月6日

12月12日

12月7日

12月15日

12月13日

12月27日

12月20日

齊量血壓工作坊

「心房纖顫藥物知多少？」健康講座
註冊藥劑師

屯門醫院 Phase II 分享

識心大行動 - 情緒工作坊

伊利沙伯醫院 Phase II 分享

「愛心賣旗日2014」 (港島區)

心肺復甦法證書訓練

菊花：清靜高潔真愛

12月16日 「遺傳性心律基金會」主辦‧『破解遺傳性心律病』講座

由遺傳性心律基金會主辦、本會支持的「破解遺傳性心律病」心臟健
康講座於2014年12月6日舉行。本會當日安排義工協助講座登記及進
行，並聽取有關心律病的最新知識。

「關心您的心」於2014年12月20日舉行的首次愛心賣旗日終於順利完
成。在整項活動籌備過程，本會很榮幸能與一眾會友攜手並肩，由零
開始準備每一項工作。無論遇到什麼問題，大家都憑着發揮團隊及互
助精神把問題逐一解決。此外，「哮喘會」更派出資深委員參與每次
工作會議，分享寶貴的實戰經驗。於賣旗當日得到九百餘位來自社
會、學校及多家機構的熱心義工協助此活動，承蒙社會各界的信賴和
熱心捐助，是次賣旗籌款成績令人鼓舞，本會定必妥用所得善款，惠
澤病人及社會大眾。



主要活動回顧 (2015年1月)

1月 January

1月28日

1月13日

1月27日

1月10日

1月30日

1月30日

1月17日

1月28日

1月13日

香港復甦學院 - 急救好易學工作坊

北區醫院病人義工及互助小組會議

強心健體氣功班 (1月16, 20, 23, 27, 30日 )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有限公司團委會會議（自願醫保）

健康心律坊 - 心臟除顫器講座

瑪嘉烈醫院 PhaseII 分享

威爾斯醫院 Phase II 分享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攜手護心工作坊

賦能科技研討會

17
萱草(又稱金針花、中國母親花)：媽媽，您真偉大，媽媽我愛您！

與香港復甦學院合辦「急救好易學工作坊」已於2015年1月10日完成，
當日即場示範心肺復甦法增加參加者對急救的認識。希望參加者將急
救知識推廣到身邊朋友，讓更多市民認識急救信息。

1月12日 醫管局臨床倫理委員會主席謝俊仁醫生簡介已更新的醫管局「不作心
肺復甦術」指引；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李子良醫生講解網上公佈專科門診
輪候時間及預約手術輪候時間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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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港島區「齊心樂小組」 九龍東「樂東連心小組」

九龍西 「同心行小組」

九龍中西小組生日會

新界西知心傾心小組 新界北小組

九龍西 「同心行小組」

新界東「關心開心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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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心臟除顫器小組 友心家屬小組

心律不齊小組 八段錦

維園太極班 中國民族舞

排排舞 串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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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舒心書法班 沙田書法班

剪紙班 利是封工藝班

義工嘉許禮2014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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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退修日

春季大旅行 秋季旅行

賣旗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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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動回顧 (2015年2月)

2月 February

2月2日

2月3日

2月9日

2月17日

2月11日

2月27日

中國音樂丄作坊(音樂治療小組) 2/2至4/5(除16/2,23/2,6/4外)

葛量洪醫院 Phase II 分享

伊利沙伯醫院 Phase II 分享

威爾斯親王醫院杏林春滿喜羊羊　新春活動

伊利沙伯醫院 Phase II 分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新春團拜

金魚草(又稱"兔仔花、龍口花")：活潑熱鬧



主要活動回顧 (2015年3月)

3月 March

3月20日

3月2日

3月7日

3月2日

3月14日

3月14日

3月7日

3月26日

3月14日

3月15日

3月20日

3月27日

3月3日

3月7日

3月17日

3月27日

3月10日

3月28日

3月31日

醫院管理局 新春團拜

自願醫保討論會

葛量洪醫院資源中心開幕禮

攜手賀新春2015 - 自助組織團拜

洪聲樂韻頌新春音樂會

心肺復甦法證書訓練

葛量洪醫院 Phase II 分享

「護您心瓣」工作坊

瑪麗醫院義工嘉許禮

識心大行動 - 「認識心跳過快與心跳過慢」健康講座

「肥胖糖尿 勿掉輕心」健康講座

香港大學心臟衰竭分享

自助組織職員及執委工作坊

齊量血壓工作坊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義工嘉許聚餐

自助組織職員及執委工作坊

東華東醫院 PHASE II 分享

健康心律坊 - 心臟起搏器講座

新界東醫院義工及互助小組會議

鬱金香(黃)：高貴珍重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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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 電子健康記錄計劃
2014-2015年度工作計劃



外務報告

跨界別心臟健康護理
預防勝於治療，本會致力提高大眾對心臟健康的關注，亦參與不同機構舉辦
的推廣心臟健康活動，與大家分享預防及治療心臟病的經驗，攜手把健康信
息帶到市民的身邊。

醫院聯網心臟復康班

繼續與各大醫院合作，於心臟復康班內介紹「關心您的心」，同時邀請病友
作分享，以過來人身份分享心臟病人的經驗。其中包括：東華東醫院、東區
尤德夫人醫院、瑪麗醫院、葛量洪醫院、瑪嘉烈醫院、伊利沙伯醫院、沙田
威爾斯親王醫院及屯門醫院。

香港卓護義工協會
「香港卓護義工協會」致力推廣健康，過去一年合辦不同活動，包括「齊量
血壓工作坊」、「心瓣手術前後講座」、「撘橋講座」、「解碼華法林」及
「強心健體氣功班」。感謝所有「卓護」的護士義工支持心臟健康推廣及對
心臟病人的關懷。

香港復甦學會
本會與「香港復甦學會」合辦基本生命支援術證書課程，教授成人心肺復甦
法，修畢學員可以參加考試，成功合格可獲頒證書，有效期為五年，協助參
加者掌握心肺復甦法的技巧。

康文署活動
本會與中西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合作多年，一直致力向心臟病患者推廣健康運
動。在2014-2015期間，我們攜手合作舉辦水中健體訓練、室內短墊滾球訓
練及日營活動。

愛心義國
「愛心義國」為一個義工組織，過去4年一直支持本會的工作。在2014年9月
舉行的19周年會慶晚宴上，「愛心義國」捐出義工們親手制作的飾物。在
此，感謝各位捐贈者的愛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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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專題講座
•同是有心人-通波仔手術前分享講座 　    共舉辦四次
•健康心律坊-認識心臟起博器及除顫器  共舉辦七次
•心瓣膜置換手術「前」講座 港島區，九龍區及新界區    共舉辦三次
•心瓣膜置換手術「後」講座 港島區，九龍區及新界區    共舉辦三次

出版與製作
•急性冠狀動脈綜合症ACS復康手冊 
•心臟衰竭 小冊子
•心跳過慢 單張
•檢視患上冠心病風險 單張
•識心大行動2015 單張 

1,000份
1,000份
5,000份
5,000份
4,000份



外務報告

專業培訓

本會一直致力協助各專科學生，透過訪問和實習等過程，了解心臟病患者的
患病及復康經歷，以掌握如何在專業路上與心臟病患者同行復康路。在此，
感謝各學院提供寶貴的機會，安排學生與本會合作。本年度協助提供專業培
訓的機構如下：(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城市大學 - 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工作碩士實習社工

香港浸會大學 - 新聞專業的學生

德望中學 - 中學學生4天工作體驗

倡導工作

本會恆常參與由醫院舉辦的會議及研討會，表達對醫療服務的意見，希望各
界正視心臟病患者的需要，維護病患者合理權益，進而令醫院的服務使用者
獲得更全面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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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聯繫
本會希望透過參與社區活動，向社會人士推廣正確認識、關懷和接納心臟病
患者，而且運用他們本身的經驗和能力，不但服務社會，更把保持心臟健康
的訊息帶入社區之中。

中國音樂工作坊(音樂治療小組)
活動由醫院管理局中樂團主辦，本會及葛量洪醫院合辦。工作坊透過中樂將
抒緩情緒及減輕精神負擔等技巧教授給參加者，擴闊了參加者間的支援，鼓
勵大家繼續「護情緒，愛心臟」。

各醫院的義工嘉許禮
本會義工積極在各醫院分享心臟病及復康經驗予心臟病友，以「同路人」身
份鼓勵更多病友，發揮助人自助的精神！今年分別獲邀出席「葛量洪醫院」
、「瑪麗醫院」、「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伊利沙伯醫院」及「北
區醫院」舉辦的義工嘉許禮。

傳媒採訪與報導
•電影《藍天白雲》導演張經緯先生與演員到訪本會訪問心漏症患者（2014
年8月21日
•城市大學邀請：衛生和醫學研究基金「審視創傷後壓力症量表應用於慢性
疾病的患者之心理測量特性」(2014年9月23、25、29日)
•本會與《健康創富》合作，由2014年至2015年共有八次合作，訪問不同會
友，將會友的復康經歷刊登於這份物上。



外務報告

2014-2015義工基礎訓練
本會義工基礎訓練已於2014年5月31日完成，受訓義工已投身義工服務。歡迎
各位加入「關心您的心」，成為義工大家庭的一分子，繼續發揮義工精神。

義工嘉許禮
為答謝及表揚義工們的貢獻，本會於2014年6 月7日假醫管局舉行了2013年度
義工嘉許禮，藉以表揚義工過去一年為本會及社會大眾的無私奉獻精神。

26



內務報告

會員人數

2014至 2015年度共有119位新會友加入本會，其中包括：
．基本會員 94位 ．永久會員 16位
．家屬會員  7位 ．家屬永久會員 2位
截至2015年3月31日，本會會員累積人數已達3,209人

病友互助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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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區互助小組

新界北 新界東「關心開心小組」

新界西「知心傾心小組」 九龍東「樂東連小組」

九龍西「同心行小組」 九龍中「互助友心人小組」

港島「齊心樂小組」

（二）病類及家屬互助小組

心瓣知友新界西小組 心瓣知友新界東小組

心瓣知友港島小組 心瓣知友九龍小組

心律不齊小組 心臟除顫器小組

友心家屬小組 先天性心臟病小組

（三）運動互助小組

康健行（九龍及港島區） 太極班（維多利亞公園）

八段錦練習班（深水埗、旺角及屯
門）

中國民族舞

水中健體班 徒手健體班

排排舞

（四）興趣互助小組

舒心書法興趣班 沙田書法班

串珠班 絲襪班

新年水仙班 剪紙班



內務報告

義工小組 

(一) 醫院關懷服務

(二) 家訪關懷
新界西義工小組

(三) 熱線慰問
家屬熱線支援、護您心瓣朋輩熱線支援和會員關顧服務電話慰問

(四) 郵寄通訊小組

負責會員通訊雙月刊的包裝及郵遞工作

(五) 講座/活動義工
協助推行講座/活動，如擔任司儀、維持秩序、接待參加者等等

(六) 中心當值義工
協助會內日常運作，如接聽來電，並接待到訪人士、處理簡單文書工作和聯絡活
動參加者有關活動事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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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洪醫院 病房探訪及門診推廣服務，協助推行心臟復康班服務

瑪麗醫院 病友支援站、病房探訪及門診推廣服務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
院

門診推廣服務，協助攜手護心工作坊

伊利沙伯醫院 病人組織諮詢站、病房探訪服務，協助推行心臟復康
班服務

瑪嘉烈醫院 協助推行心臟復康班服務

屯門醫院 病友支援站、協助推行心臟復康班服務

博愛醫院 專科門診推廣

威爾斯親王醫院 病友支援站、病房探訪及協助推行心臟復康班服務

北區醫院 專科門診推廣及病房探訪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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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您的心」有賴歷屆顧問、委員及各友好團體的支持和協助，發展至今
成為全港最大的心臟病人自助組織及心臟病資源中心。二十年來一直致力為
心臟病人及其家屬提供不同形式的服務，讓會友發揮自助互助精神。

由於近年香港心臟病患者漸趨年輕化，加上人口結構漸入高齡化，本會希望
積極提倡社會關注心臟疾病，向不同年齡及階層人士，加強推動健康教育和
預防心血管疾病的訊息，減低公眾人士罹患心臟病的機會。

除了優化及擴闊各類小組發展外，希望加強會友間彼此溝通，互相關愛，鼓
勵更多會友參與本會義工服務，發揮自助助人精神，協助推動心臟健康教育
及關懷服務至更擴展的層面。另外，加強義工及領袖的培訓並作定期交流，
提高他們在執行和帶領服務時的技巧。期望大家一起「自助互助齊向前」！



統計數字

資金來源

會員(心臟病友)的主要病類

會員的年齡

30



統計數字

會員的類別

會員的居住地

義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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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人數： 1,08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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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數字

義工服務的受惠人次

服務統計數字

活動類別 服務次數 服務人次 參與義工人次

健康講座 16 2,110 135

社區教育活動 30 4,634 72

心臟復康工作坊 18 232 18

病友分享講座 20 440 20

互助小組 155 1,638 171

會員聯誼 / 康樂活動 11 633 51

健體運動班 711 10,807 722

醫院探訪及專科門診諮詢服務 171 1,470 312

朋輩關懷熱線 216 1,080 216

興趣班 115 1,708 25

醫院復康課程 28 308 28

家訪服務 28 62 135

義工培訓、交流及嘉許活動 8 117 57

急救培訓服務 7 140 7

當值服務 238 2,380 238

權益爭取及倡導 10 - 29

出版製作 11 21,850 58

籌款活動 2 - 1,060

調查及研究 2 - 14

互助發展 104 - 373

專業培訓 7 25

與外界公司/組織/機構合作 13 817 39

1,921 50,426 3,841



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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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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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鳴謝

36

承蒙以下機構及人士協助，本會會務得以順利推行，謹此致謝！【排名不分先後】

政府部門及有關機構：

社會福利署 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民政事務處 勞工及福利局 市區重建局 義務工作發展局 地政總署

基金： 香港公益金 攜手扶弱基金 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    蘋果日報慈善基金    

醫院：

醫院管理局 瑪麗醫院 葛量洪醫院 東華東院 東華三院 廣華醫院 瑪嘉烈醫院

鄧肇堅醫院 律敦治醫院 伊利沙伯醫院 屯門醫院 北區醫院 威爾斯親王醫院 基督教聯合醫院

香港浸信會醫院 明愛醫院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醫院管理局健康資訊天地 各醫院的社區健康資源中心、病人資源中心

友好機構／團體：

香港復康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有限公司 香港醫學會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 香港科研製藥聯會 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 香港卓護義工協會有限公司 慧進會

香港輔助警察義工隊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香港肌健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 香港兔唇裂顎協會

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 香港紅十字會 業餘中國舞蹈推廣中心 香港公立醫院心臟醫生協會 醫療輔助隊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起搏之友 糖尿天使 香港醫藥經銷業協會有限公
司

中西區媽咪會

中外周田國術體育會 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 歐洲復甦協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 香港哮喘會

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 長者安居服務協會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 香港心臟護理學會 樂群社會服務處

學校：

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仔工業學校 英皇書院

瑪利曼中學 瑪利曼小學 聖保祿學校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英華女學校

柴灣衛理中學 天主教明德中學 心光恩望學校 明愛莊月明中學 德望學校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部

支持公司：

美國輝瑞科研製藥 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賽諾菲安萬特香港有限公司 聖猶達醫療用品 (香港 )有限公司

新華中醫藥有限公司 黎氏藥業 阿斯利康香港有限公司 羅氏診斷 (香港 )有限公司

美國默沙東藥廠 歐姆龍亞洲有限公司 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文化村 (長者用品展銷中心 )有限公司

鴻成藥業有限公司 皇家國際教育學院 京都念慈菴總廠有限公司 德國寶靈家殷格翰 (香港 )有限公司

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中信証國際有限公司 飛利浦電子香港有限公司 博能 (香港 )有限公司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香港電燈公司 鷹君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拜耳醫療保健有限公司

香港迪士尼樂園 桂格燕麥公司 新福港集團 鴻福堂集團有限公司

康鈞醫療有限公司 環球製藥有限公司 健康創富 千億假期有限公司

視像卒工作室 天星小輪有限公司 路訊通控股有限公司 Boston Scientific Hong Kong Ltd

Jay House OrbusNeich Medical Company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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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高永文局長 陳肇始教授 曾鈺成議員 葉永成議員 蕭嘉怡議員 高拔陞醫生 文志賢醫生 王泰鴻醫生

姚國興醫生 林家慶醫生 陳嘉華醫生 黎偉強醫生 程偉傑醫生 張仁宇醫生 王志強醫生 張志揚醫生

陳曉藍醫生 馮子恩醫生 歐陽志強醫生 王國耀醫生 董秀英醫生 黎思華醫生 詹民康醫生 馮永康醫生

陳  諾醫生 張莉莉醫生 李沛然醫生 袁仕傑醫生 張冠豪醫生 陳以誠醫生 陳藝賢醫生 馮  康醫生

盧志雄醫生 張誠謙醫生 陳志堅醫生 陳贊輝醫生 黃文樂醫生 鄒凱勳醫生 李耿淵醫生 胡曉琳醫生

陳鑑添醫生 黃惠國醫生 范瑜茵醫生 梁偉宣醫生 陳展鵬醫生 陸志聰醫生 黃民樂醫生 甄榮達醫生

薛穎雄醫生 任炳華醫生 李麗芬醫生 唐俊業醫生 梁達智醫生 陳泰良醫生 黃品立醫生 唐美華醫生

梁維峰醫生 陳國強醫生 蔡致中醫生 謝德新醫生 徐炳添醫生 陳惠文醫生 麥耀光醫生 黃崇義醫生

盧寵猷醫生 高立忻醫生 郭安慶醫生 曾健倫醫生 黃榮光醫生 黃志遠醫生 譚利華醫生 李少隆醫生

區永谷醫生 陳漢鏵醫生 陳維智醫生 陳日新醫生 黃銘浩醫生 蘇睿智醫生 曾健強醫生 李慧詩醫生

甘嘉豪醫生 陳裕豪醫生 林賀醫生 林家揚醫師 甄秉言教授 薛詠紅副教授 車錫英教授 胡定旭太平紳士

李沛威教授 楊嘉敏小姐  蘇曜華先生 曾智豪先生 萬綺雯小姐 侯嘉明小姐 鄧潤華小姐 黃啓宗先生

鄭淑梅女士 蘇少英導師 李文斌先生 林金碧小姐 楊慧珍女士 李少芳女士 鄭德禮先生 伍杏修先生

蔡淑薇女士 黃啟宗先生 李健華先生 陳綽韻小姐 葉婉華小姐 李志剛先生 林捷波先生 陳伯興先生

黎婉華小姐 邵國華先生 陳妙貞小姐 鄒文輝先生 古倩華小姐 李秀娟導師 胡巧君小姐 盧國雄先生

白亞梅小姐 張嘉慧小姐 陳家洛先生 薛群榮女士 石家峰先生 李啟剛先生 陸慧心小姐 謝婉雯小姐

劉麗儀小姐 任德明先生 沈文萍小姐 麥潔雲小姐 呂麗珊小姐 周鳳珠小姐 黃振浩先生 何燕如小姐

許玉真小姐 蔡淑玲師傅 周淑儀小姐 陳瑞玲女士 姚秀芝女士 李翠琼女士 余鐵垣先生 ( 本會義務會計師 )

Dr. Li Siu Lung Dr. Chan Wai Kwong Ms. Angel Chan Dr. Wilson Chan

Dr. Peter Tong Dr. Chris Wong Dr. Walter Chen Dr. Yan Wing Tat

Dr. Thomas Tunggal

本會舒心書法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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