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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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旨使命

發揮會友及家屬互助互勉精神，解開因病帶來的困惑和恐懼。攜手共進復康

之路，邁向豐盛人生。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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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對心臟健康的關注

組織架構

組織簡介



4

(以上排名不分先後)

名譽贊助人

梁唐青儀女士

第十一屆執行委員會成員

主席	 梅卓能先生

外務副主席	 李永偕先生	 內務副主席	 陳炳鴻先生

財政	 程兆強先生	 秘書	 曾國樹先生

政策關注組	 區少貞女士	 小組發展組	 呂耀光先生

	 曾銳強先生

公共關係組	 曹心有女士	 義工發展組	 黃月明女士

資訊編輯組	 黎榮源先生

職員

執行幹事	 陳穎文小姐

計劃幹事	 陳嘉寶小姐	 盧詠賢小姐	 李潁君小姐

中心助理	 王敏妍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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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鴻發醫生	 譚劍明醫生

中醫師	 崔紹漢博士

營養師	 李樂成先生

藥劑師	 崔俊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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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務財務顧問	 余鐵垣會計師

(以上排名不分先後)

名譽贊助人、顧問名單、第11屆執行委員會成員及職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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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接任主席一職這大半年，人生閱歷豐富了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

考驗從不間斷地在身邊出現，非常感恩會友及執委們互相包容、鼓勵

和支持、職員辛勞的付出、本會顧問和各界的支援，使本會會務能夠

持續發展下去。

本會的服務，有賴各大要基金的支持及各界的鼎力協助，包括社會福

利署、香港公益金、攜手扶弱基金及東華三院社區慈善基金計劃等。

還有本會顧問，各合作醫療機構和公司、各聯網醫院、醫護人員和友

好團體等等，一直對本會的支持和認同，使我們能發揮本會「自助助

人」的精神。更重要是本會義工朋友們的無私付出，常以「過來人」

身份分享交流，以生命影響生命，攜手共行復康之路。

年內，本會積極參與醫院管理局協作項目先導計劃，分別與瑪麗醫

院、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及威爾斯親王醫院合辦「心臟病人復康

社區支援計劃」。藉此計劃更廣泛地幫助心臟病人掌握復康資訊，有

助他們積極面對心臟病。

「自我管理」是本會一直以來提倡疾病控制理念，除了推出智能手機

應用程式提供心臟和康復資訊、病人自我監察身體記錄表及可即時報

名參加本會最新活動外，也出版「心臟病人自我管理手冊	-	起居生活

篇」幫助剛做完手術或離開醫院的心臟病友，學習自我管理及積極面

對疾病。

為配合本會資訊更有效地發放，已進行網頁重建及進入測試階段。新

網頁將會是本會其中一個重要資訊發放及溝通的平台，期望透過新網

頁能吸引更多關注心臟健康的朋友們及公眾人士瀏覽本會的網頁，提

升本會的服務及加強與大家的溝通。

接獲市區重建局通知，本會現址租約只可續期至	2016 年尾，到時本會

須要遷出現址以便市區重建局進行大規模規劃及裝修工程，而可以申

請工程後續租條款尚未明確，本會定當積極跟進，有進一步發展會於

新網頁及會員通訊內報告。

祝願大家身心健康！

主席	梅卓能先生

主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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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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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賴申請各項基金及熱心人士捐獻。承蒙各界

的支持，本會於	2015 至	2016 年度共成功申請了六項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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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醫院管理局協作項目

先導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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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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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至	2016	年度，計劃共提供	495	項服務及服務	5,543	人次。

香港公益金－「護“您”心瓣計劃」心瓣心臟病病友互助支援計劃

本計劃的目標是心瓣膜病病患者，心瓣病人在復康路上面對著不少困

難，例如穩定血凝指數(INR)、定期監察心瓣膜情況等。透過向心瓣

膜病病友及其家屬提供疾病知識及最新資訊，讓他們學懂面對疾病，

並教育病友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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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減輕家屬照顧病患者

的壓力。服務包括：大型健康講座、心瓣膜置換手術前後工作坊、熱

線支援、健康推廣日、訓練照顧者在日常照顧及危急時的處理技巧

等。在	2015	至	2016	年度，計劃共提供	305 項活動及服務	4,664 人
次。

攜手扶弱基金「識心大行動」(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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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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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方法及復康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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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共提供	149	次服務及服務	5,656	人次。

主要活動回顧	 (心臟健康推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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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管理局協作項目先導計劃	
(包括:瑪麗醫院、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及威爾斯親王醫院)

在	2015 年至	2016 年間，本會分別與三間醫院，包括瑪麗醫院、東區

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及威爾斯親王醫院舉辦「心臟病人復康社區支援

計劃」，活動包括「同心同樂。沿途有您」、病房探訪、門診推廣及

小組活動等。當中的「同心同樂。沿途有您」，以飲食、運動、社區

資源及心理為主題，並邀請專業人士講解相關資訊，及由本會會友以

「過來人」經驗分享，有助心臟病病友能掌握復康資訊，有助他們積

極正面地面對心臟病。三個計劃暫提供	43 次服務及服務	780 人次。

瑪麗醫院	－「心臟病人復康社區支援計劃」

在	2015 年至	2016 年間，本會與瑪麗醫院合作舉辦「心臟病人復康社

區支援計劃」，此系列的活動包括「同心同樂。沿途有您」、病房探

訪及門診推廣。兩次的「同心同樂。沿途有您」，以飲食及運動為主

題，邀請營養師及物理治療師講解相關資訊，並及由本會會友作出經

驗分享。藉此幫助心臟病人在復康路上能夠更加順利。此計劃暫提供	

14 次服務及服務	244 人次。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心臟病人復康社區支援計劃」

在與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合作的「心臟病人復康社區支援計劃」

中，舉辦了四次的「同心同樂。沿途有您」，專科門診推廣及病房探

訪。活動透過不同講者的講解、本會義工以過來人經驗分享及病友間

的交流，令資訊得以互相傳遞，心臟病友能掌握復康資訊，有助他們

積極正面地面對心臟病。此計劃暫提供	11 次服務及服務	122 人次。

威爾斯親王醫院	－「心臟病人復康社區支援計劃」

於	2015 年至	2016 年期間，本會與威爾斯親王醫院合辦此計劃。活動

包括「同心同樂。沿途有您」講座、病房探訪及門診推廣。當中的講

座以飲食、運動、社區資源及心理為題，並邀請專業人士講解相關資

訊，並由本會會友作出經驗分享。藉此希望透過義工以過來人經驗分

享，有助心臟病病友能掌握復康資訊，有助他們積極地面對心臟病。

此計劃暫提供	18 次服務及服務	414 人次。

主要活動回顧	 (心臟健康推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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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 月	11 日 如何減低心臟衰竭風險?

博愛醫院心臟科專科醫生	 陳裕豪醫生

2015 年	4 月	26 日 冠心病可以預防嗎?

心臟科專科醫生	 陳偉光醫生

2015 年	5 月	17 日 命懸一線	-	急性冠狀動脈症候群的預防與治療

心臟科專科醫生	 梁維峰醫生

心臟科專科醫生	 謝繼發醫生

2015 年	6 月	6 日 心臟猝死可預防?

屯門醫院心臟專科醫生	林賀醫生

2015 年	6 月	7 日 新型心臟除顫器	-	治療心臟猝死之新科技

瑪嘉烈醫院心臟科顧問醫生	 陳藝賢醫生

2015 年	6 月	14 日 剖析冠心病與通波仔新發展

心臟科顧問醫生	 譚劍明醫生

心臟科副顧問醫生	 董光達醫生	

2015 年	7 月	5 日 急性心臟病的成因與治療

心臟科專科醫生	 曾健強醫生

2015 年	7 月	12 日 心肺復甦	救你身邊人

醫療輔助隊義工團外展健康教育召集人	 王泰鴻醫生

2015 年	7 月	25 日 心「肌」知識，您又知多少?

心臟科顧問醫生	 李耿淵醫生	

心臟科副顧問醫生	 黃志遠醫生

2015 年	8 月	15 日 何時換心瓣?

香港中文大學名譽臨床副教授	 黃鴻亮醫生

2015 年	10 月	17 日 「心臟衰竭面面觀」

北區醫院心臟科專科醫生	 姚國興醫生

2015 年	10 月	24 日 如何診斷心房顫動及預防腦中風

香港心臟電生理醫院聯會主席暨仁安醫院心臟科顧問醫生	

黎偉強醫生

2015 年	11 月	21 日 心律不正之心跳過快與心跳過慢

心臟科專科醫生	 羅君健醫生

2015 年	11 月	29 日 認識冠心病及治療方法

心臟科專科醫生	 梁國輝醫生

2015 年	12 月	13 日 猝死與心臟病的關係

心臟科專科醫生	 周亮醫生及林逸賢醫生

2016 年	3 月	20 日 心臟衰竭，您知多少?

家庭醫學專科醫生	 朱偉星醫生

主要活動回顧	(心臟健康公眾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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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研究

「中大響應『世界無煙日』籲戒煙為健康財富雙增值」(2015 年	5 月	27 曰)

中大醫學院藥劑學院副教授兼「國際藥物經濟暨效果研究學會－香港分會」主席李詠恩

博士公佈有關吸煙成本的最新研究數據，並邀請本會前主席梁艷貞女士分享吸煙所帶來

的不良影響，鼓勵市民戒煙，為健康及財富雙增值。

「心肺復甦法(CPR)與自動心臟去顫法(AED)調查」新聞發佈會(2015 年	7 月	12 日)

「超過八成人願意為有需要的人施行	CPR 及使用	AED ；超過	9 成人表示如有需要時願

意由非醫療人員為其施行	CPR 及使用	AED 搶救，卻只有少於二成半人稱曾接受過相關

的訓練，本會提議加強各界合作於不同場所全面地推廣	CPR 及購置更多	AED 機」—市

民對心肺復甦法與自動體外心臟去顫法的認識及態度調查及新聞發佈會。

「港人血管硬度及血管年齡研究」新聞發佈會(2016 年	1 月	12 日)

「關注隱性心血管炸彈	半數受訪者血管超齡，黃金年齡及非三高患者血管未老先衰」—

一項	747 名	40 歲以上人士參與的「港人血管硬度及血管年齡研究」發現，半數參加者血

管超齡，當中約一半超齡	10 年以上；研究更發現逾四成黃金年齡組別(40 －	49 歲)、非

三高及非吸煙參加者的血管亦超齡，情況令人關注。

出版及製作

1. 本會單張 10,000	份
2. 細訴冠心病	單張 5,000	份
3. 通波仔(冠狀動脈介入治療手術)	單張 20,000	份
4. 心臟衰竭	單張 5,000	份
5.	 心臟猝死的真相	單張 5,000	份
6. 心跳過慢	單張 5,000	份
7. 心跳過快	單張 5,000	份
8. 心瓣膜病	光碟 3,000	隻
9.	 心臟病人自我管理手冊(起居生活篇) 1,000	本

10. 識心大行動	－	拉鏈袋 2,200	個
11. 識心大行動	－	心臟疑團單張(重印) 5,000	份
12. 20 周年特刊 600	份

主要活動回顧	(調查研究、出版及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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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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所舉辦的推廣心臟健康活動，與公眾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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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臟健康列車	2015」
本會與香港復康會、起搏之友、心康會、香港復康社區綱絡、尖沙咀

街坊福利會合辦的心臟復康列車，於	10 月	11 日(星期日)舉行了揭幕

禮。本年度的口號為「防顫早發現，中風可避免」，呼籲市民關注心臟

健康，及早預防疾病。此外，今年亦以心房顫動為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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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進行合

適治療。活動當日，亦有本會會友表演中國民族舞，場面十分熱鬧。

醫院聯網心臟復康班

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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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康經驗。其中

包括：東華東醫院、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葛量洪醫院、瑪嘉烈醫

院、伊利沙伯醫院、基督教聯合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及屯門醫院。

世界心臟日	2015
世界心臟日 2015 已在 11 月 15 日於跑馬地馬場舉行，今年大會以	

「人人強心	 處處護心」為主題，鼓勵公眾隨時隨地都要作出「護心

選擇」。本會以攤位遊戲的方式，讓公眾了解和認識心臟病的不同病

類，而數十位會友更參與「環球健步行」，齊齊以身體力行來支持和

推廣心臟健康。	

香港卓護協會

「香港卓護義工協會」致力推廣健康，在過去一年亦曾與本會合辦不

同活動，其中包括「齊量血壓工作坊」、「心瓣手術置換前後講座」、

「搭橋講座」、「解碼華法林」、「健康推廣日」，令不少心臟病病友

及家屬都有很大的得著。感謝所有「卓護」義工對本會支持及對心臟

病人的關懷和付出。

主要活動回顧	(與外界合作心臟健康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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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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防癆心臟及心胸協會－「護心行動」心臟健康推廣活動	

於黃埔天地舉行的「護心行動」已於	2015 年	10 月	24 －	25 日舉行，

當日為市民大眾提供基本健康檢查，例如：量血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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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DS 遺傳性心率基金會

承蒙遺傳性心律基金會邀請，本會於	2015 年	12 月	12 日參加（心律會）

『關心健康生活』繪畫比賽頒獎典禮暨心臟健康講座，以示共同關注

預防心臟猝死。

東華三院「樂助顯關懷」社區慈善基金計劃

此項計劃除了協助推動友“心”同行	-	學校推廣活動外，本會	2016 年	

3 月	4 日跟中心會友一起參與「東華慈善嘉年華同樂日典禮」，大眾同

樂。

康文署活動

本會與中西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合作多年，一直致力推廣健康運動與心

臟病患者。過去	2015 －	2016，我們攜手合作舉辦水中健體訓練、室內

短墊滾球及日營活動。

「香港人．香港心」義工大使計劃	2015
由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主辨，今年的三個主題	DIY 項
目	－	「捲出無限愛」、「花開富貴」及「七虹魚」，本會義工每年都積

極參與，透過義工探訪，希望能為社會上有需要人士送上關愛和祝福。

主要活動回顧	(與外界合作心臟健康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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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共融嘉年華	2015
由社聯資訊科技資源中心舉辦的「數碼共融嘉年華	2015」，當日有不

少參展機構展示各種輔助性的科技產品。而我們亦於當天設立了攤位

介紹本會的手機應用程式，透過遊戲讓大眾認識此應用程式，從而有

多一個途徑去認識心臟和復康資訊。

香港註冊承建商商會

由香港註冊承建商商會主辦，本會協辦的「關懷工友心講座」在	2015 年	

8 月	10 日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是次講座邀請到心臟科顧問醫生

劉雪婷醫生主講，與大家講解有關心臟病的高危因素、成因、治療及

預防方法。劉醫生提供了不少護心飲食的秘訣，鼓勵大家養成健康的

生活習慣，從而提升在場人士對心臟健康的關注。

香港大學學生會醫學會

承蒙香港大學學生會醫學會邀請參與第	29 屆健康展覽	2015《心安理得》，

本會為協辦單位，健康展覽於港九新界地方舉行，當中包括才藝表演、

健康檢查、講座、心臟為題的藝術節。本會資深會友更於展覽中分享心

臟復康心得，增強市民大眾對心臟健康的認識，與醫學會一同推廣心臟

健康。

探訪各社區組織並分享復康心得

義工及職員獲邀請到「明愛元朗長者中心」、「香港仔工業學校」、「香

港大學」及「新福港集團有限公司」分享心臟復康心得及互相關懷。

主要活動回顧	(與外界合作心臟健康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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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醫院管理局新春長跑

醫院管理局於2016年2月14日舉行第15屆新春長跑，今年的活動繼續為

醫管局慈善基金籌募經費，將善款用於資助病友互助組織與公立醫院

病人資源中心協辦的各種活動，以支援社會中的長期病患者。本會得

到醫院管理局支持，與瑪麗醫院、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及威爾斯

親王醫院推行「心臟病人復康社區支援計劃」。當天本會義工更協助

新春長跑活動。	

東區醫院日	2015 －	慈善步行及醫社共融嘉年華

本會積極報名及組隊支持「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於	2015 年	11 月	

28 日舉行的「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慈善信託基金」步行籌款，以改

善醫院病人服務。

北區醫院慈善步行	2015	－	慈善信託基金

本會新界北小組組隊支持「北區醫院」於	2015 年	11 月	28 日舉行的步

行籌款，為「慈善信託基金」籌款，以改善新界東聯網乳科服務及建

構健康和諧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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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醫院」及「威爾斯親王醫院」舉辦的義工嘉許禮。

主要活動回顧	(與外界合作心臟健康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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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培訓

本會一直致力協助各專科學生，透過訪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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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	兩位人文及社會科學實習社工

傳媒採訪與報導

˙	獲邀請接受壹週刊採訪分享患病經歷

˙	獲邀請接受香港中文大學採訪分享患病經歷

倡導工作

日期 會議

2015 年	5 月	4 日 社會福利署	－	康復服務座談會	2015 
2015 年	5 月	19 日 醫院管理局研討大會	2015

2015 年	5 月	26 日 醫院管理局與病友組織交流會	
(有關2016/17年度建議的藥物作出諮詢)

2015 年	6 月	23 日 新界東醫院義工及互助小組會議	(每三個月一次)

2015 年	7 月	2 日 長期病患者關注醫療改革聯席會議（每月一次）

2015 年	7 月	11 日 瑪麗醫院病人互助組織研討會

2015 年	7 月	15 日 新界東醫院聯網	病人關係研討會	2015
2015 年	7 月	25 日 伊利沙伯醫院自由講

2015 年	7 月	31 日 威爾斯親王醫院醫護人員手部衛生聚焦小組會議

2015 年	8 月	24 日 健康電子紀錄會議

2015 年	9	月	29 日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2015 -	2017）團委會（每月一次）

2015 年	11 月	9 日 東區尤德心臟病人復康社區支援計劃協作會議

2015 年	12 月	12 日 瑞士諾華製藥（香港）有限公司心衰竭病人聚焦小組會議

2015 年	12 月	29 日 威爾斯親王醫院心臟病人復康社區支援計劃協作會議

2016 年	1 月	6 日 醫院管理局與病友組織交流會
(有關	2014 年專科門診病人經驗及服務滿意度調查報告)

2016 年	1 月	21 日 殘疾人士退休保障研討及諮詢會

2016 年	2 月	1 日 社會福利署	－	醫療改革座談會

2016 年	2 月	23 日 威爾斯親王醫院「有傾有講」－	病人服務交流會

2016 年	3 月	9 日 基督教聯合醫院合作會議

2016 年	3 月	22 日	 新界東醫院義工及互助小組會議

2016 年	3 月	23 日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	從長遠照顧需要角度探討現行服務對
象評估及分類機制問題之座談會

外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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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區小組(齊心樂) 九龍東小組(樂東連心)

九龍中小組(互助有心人)及	

九龍西小組(同心行)

新界東小組(關心開心)

新界北小組(愛心歡樂) 新界西小組(知心傾心)

心律不齊小組 心臟除顫器小組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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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心家屬小組 康健行

八段錦 維園太極班

中國民族舞 串珠班

排排舞 舒心書法班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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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愛‧書法班 利是封工藝班

新春水仙班 扭氣球及魔術班

世界心臟日	2015 小組組長交流會	2015

友心家屬暨自我管理手冊分享會 強心健體氣功班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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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屆周年會員大會暨會員聚餐

秋季大旅行

新春行大運

義工嘉許禮	2015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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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訓練工作坊	2005 年 朋輩義工訓練	2006 年

護「您」心瓣工作坊	2006 年 齊量血壓工作坊	2007 年

心臟除顫器小組	2007 年 聖誕聯歡派對	2007 年

心律不齊小組	2008 年 與醫生對話	2009 年

中心的人、事、物	(相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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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珠班	2009 年 用心做布袋工作坊	2009 年

15周年聚餐準備工作	2010 年 心肺復甦法	2010 年

心臟除顫器小組	2011 年 扭氣球班	2011 年

友心家屬小組	2012 年 書法班「地鐵社區畫廊」展覽前期準備工作	

2013 年

中心的人、事、物	(相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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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委員交流日	2013 年 趣藝坊	2013 年

清心桌上談小組	2014 年 德望中學同學實習 2014 年

新春水仙班	2014 年 第一次賣旗籌款 2014 年

港島區小組(齊心樂)	2014 年 聖誕聯歡派對 2015 年

中心的人、事、物	(相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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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人、事、物	(相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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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人數

2015 至	2016 年度共有	135 位新會友加入本會，其中包括：	

．基本會員	91 位	 ．永久會員	19 位	

．家屬會員	18 位	 ．家屬永久會員	7 個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本會會員累積人數已達	3,377 人

病友互助小組

（一）地區互助小組

新界北小組(愛心歡樂) 新界東小組(關心開心)

新界西小組(知心傾心) 九龍東小組(樂東連心)

九龍西小組(同心行) 九龍中小組(互助有心人)

港島小組(齊心樂)

（二）病類及家屬互助小組

心瓣知友小組 心律不齊小組

友心家屬小組 心臟除顫器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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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排舞

強心健體氣功班

（四）興趣互助小組

舒心書法興趣班 沙田書法班(愛‧書法)

串珠班 扭氣球及魔術班

新年水仙班 開「心」利是工藝班

感謝各位有”心”人，不論在那個崗位的義工、不論是付出多少，

生命影響生命，「愛心臟‧護心臟」才得以延續。

與您攜手並肩	–	同行心臟復康路	-	「關心您的心」沿途有您。

內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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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小組

(一)	醫院關懷服務

葛量洪醫院 病房探訪、門診推廣服務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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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推廣服務及協助攜手護心工作坊

東華東醫院	 協助推行心臟復康班服務

伊利沙伯醫院 病房探訪服務，協助推行心臟復康班服務

瑪嘉烈醫院 門診推廣服務及協助推行心臟復康班服務

基督教聯合醫院 協助推行心臟復康班服務

屯門醫院 門診推廣服務及協助推行心臟復康班服務

威爾斯醫院親王醫院 門診推廣服務、病房探訪及協助推行心臟復康班服務

北區醫院 門診推廣服務及病房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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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製作小組

負責會員通訊的包裝及郵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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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	2016 義工基礎訓練

本會義工基礎訓練已於	2015 年	5 月	9 日完成，受訓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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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自助」精神。

義工嘉許禮

為答謝及表揚義工們的貢獻，本會於	2015 年	6 月	13 日假醫管局舉行了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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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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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您的心，是由一班心臟病病友及其家屬於1995年成立的自助互助

組織，並榮幸得到香港復康會及各方一直以來支持，發展至今已經度過

了廿一年頭。猶記得在成立初期，只有數十名會友及一個行山小組(康健

行)，沒有想像到現在累積會員人數已達至三千三百多人。多年以來，

當中少不免經歷起起跌跌，有喜有悲，也面對過不少的難關，但全有賴

各位會友的充力合作及努力，堅持服務宗旨及初心，現在本會已發展

為一間有規模的心臟病友互助資源中心，並有二十多個的地區、心臟

病類、運動及興趣班小組。

所謂「自助互助」，最重要的核心價值是「同路人」之間的支援，以同

路人的感同身受去減輕病人的擔憂，支援復康上的需要。時至今日，

本會的義工服務已遍佈全港的十多間醫院，除了由初時只依賴專業人士

講解冠心病手術前後講座，發展至現在，病人自己也變為資深義工，

會親自到醫院分享患病前後的心路歷程，尤其我們一直見證到，不同

心臟病類的病人都與日俱增，自我管理，從飲食、運動、服藥、體格

控制以至情緒舒緩等等都不容忽視，因此「全面性的自我管理」、「社

區教育推廣」，關心自己健康的工作，仍是來年最重要的發展方向，

也希望各界能夠為著全民心臟健康，攜手合作。

在「多元化」這元素上，也是本會下年度的服務展望，然而困難在於資

金緊絀，基金申請困難，在問責社會之下，各頂行政工作同時也大大

增加，前線職員及主力的委員，無可厚非的想將工作做好，但同時面

對著很多壓力，工作量猶如與時間競賽。因此，本會的確非常希望更

多的會友能夠再踏前一步，回來協助我們一起建立心家，憑著每一位

既有的專業及網絡，以過來人的心得，一起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讓

社會各界知道關心您的心是團結、上下一心的一個大家庭，每一位成

員的力量都不能被看輕，大家都是彼此之間的好榜樣、好導師及好拍

檔，共同對抗疾病﹔也盼望可以連結社會各界更多有心的專業人士，

更鞏固及強化顧問團隊，以其專業支援我們的會友「自我增值」，加強

會友對於疾病，治療及復康知識之管理，然後回饋社會及新病患者，

在各類探訪活動、分享會、教育工作中，展示出具質素及具專業性的

服務表現。

最後，我們實在很高興得到市區重建局的考慮，讓本會成功返回中環中

心繼續服務，我們在未來的一年，會積極把中心變格成為一間更成熟、

高質素、高效益及多功能的「心臟病病人支援資訊及復康中心」，目的

皆是減少心臟病人疾病復發的機會及希望社會上各階層及各年齡的人

士都積極關注到心臟健康，愛惜身體。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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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來源

會員(心臟病友)的主要病類

會員的年齡

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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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的類別

會員的居住地

義工資料

義工人數：235人

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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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的受惠人次

活動類別 服務次數 服務人次 參與義工人次

健康講座 16 2,428 143
社區教育活動 19 2,627 86
心臟復康工作坊 15 229 22
病友分享講座 19 341 26
互助小組 98 1,261 385
會員聯誼	/	康樂活動 20 983 69
健體運動班 595 9,273 595
醫院探訪及專科門診諮詢服務 291 3,281 726
朋輩關懷熱線 70 648 70
興趣班 132 1,640 173
醫院復康課程 27 289 27
家訪服務 19 84 84
義工培訓、交流及嘉許活動 12 162 32
急救培訓服務 6 121 32
當值服務 204 2,040 198
權益爭取及倡導 22 1 55
出版製作 18 70,800 79
調查及研究 3 70 15
互助發展 137 - 548
專業培訓 7 20 6
與外界公司/組織/機構合作 39 810 132

1,769 97,108 3,503

服務統計數字

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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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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福利署 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署 民政事務處 勞工及福利局 市區重建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義務工作發展局

基金： 香港公益金 攜手扶弱基金 東華三院「樂助顯關懷」社區慈善基金

醫院：

醫院管理局 瑪麗醫院 葛量洪醫院 東華東院 伊利沙伯醫院 廣華醫院 瑪嘉烈醫院

鄧肇堅醫院 律敦治醫院 屯門醫院 威爾斯親王醫院 基督教聯合醫院 北區醫院 東華三院

聯合醫院 明愛醫院 博愛醫院 香港浸信會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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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

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部

德望學校

友好機構/團體：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 香港復康會 起搏之友 長者安居服務協會 香港業餘藝術義工團

業餘中國舞蹈推廣中心 糖尿天使 香港童軍總會 中文大學那打素護理學院 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

香港科研製藥聯會 醫療輔助隊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 香港大學內科學系心臟組 香港哮喘會

香港心臟護理學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有限公司 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

香港心康會有限公司 專業聯合中心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香港公立醫院心臟醫生協會 香港輔助警察義工隊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 歐洲復甦協會 慧進會 兒童心臟基金會 再生會

香港兔唇裂顎協會 香港復甦學會 泰山公德會 香港醫護聯盟 香港醫學會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東華三院 香港卓護義工協會有限公司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香港防癆會香港大學中醫臨床教研中心(香港仔) 香港醫藥經銷業協會有限公司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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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機構：

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羅氏診斷(香港)有限公司 聖猶達醫療用品(香港)有限公司

英國阿斯利康香港有限公司 美國輝瑞科研製藥有限公司 賽諾菲安萬特香港有限公司 瑞士諾華製藥(香港)有限公司

桂格燕麥公司 環球製藥有限公司 千億假期有限公司 維特健靈健康產品有限公司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香港電燈公司 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 文化村(長者用品展銷中心)有限公司

博能(香港)有限公司 新福港集團 歐姆龍亞洲有限公司 德國寶靈家殷格翰(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電燈公司 香港迪士尼樂園 博能(香港)有限公司 京都念慈菴總廠有限公司

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視像卒工作室 百多力香港有限公司 法國施維雅藥廠香港有限公司

飛利浦電子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拜耳醫療保健有限公司 強生(香港)	有限公司 Boston Scientific Hong Kong Ltd

健康創富雜誌 香港楊森大藥廠 OrbusNeich Medical Company Limited

個人：

區永谷醫生 陳泰良醫生 陳展鵬醫生 陳裕豪醫生 陳國強醫生 陳肇始教授 陳偉光醫生 陳日新醫生 陳藝賢醫生

陳普來醫生 陳以誠醫生 陳樹培醫生 陳鑑添醫生 陳潁琳女士 陳麗紅女士 陳淑媛女士 鄭家燕女士 鄭德禮先生

張懿恆先生 朱偉星醫生 張香雲女士 范瑜茵醫生 程曉慧女士 方貝茜女士 蔡海偉先生 馮浩然女士 蔡淑薇女士

馮永康醫生 蔡祥熙醫生 馮康醫生 蔡致中醫生 郭靖醫生 鄒文輝先生 侯嘉明女士 周鳳珠女士 熊志添醫生

洪裕德醫生 奚少嫻醫生 甘嘉豪醫生 高永文醫生 顧向惠女士 管政棋先生 黎偉強醫生 林賀醫生 林逸賢醫生

林金碧女士 劉麗儀女士 李沛威教授 李麗芬醫生 李慧詩醫生 李思思女士 李文斌先生 李耀輝先生 林家揚中醫師

李耿淵醫生 李秀娟女士 李翠琼女士 李少芳女士 李偉賢先生 梁智仁教授 梁國輝醫生 梁美儀女士 梁達智醫生

梁小琴女士 梁維峰醫生 庚慧玲醫生 呂麗珊女士 陸慧心女士 馬志聰先生 麥潔雲女士 文志賢醫生 繆潔芝醫生

吳少平先生 伍嘉城先生 潘綺紅女士 沈文萍女士 冼泠音女士 薜尚坤先生 薜燕玲女士 蕭頌華醫生 蘇曜華先生

孫美宜女士 鄧家彪議員 丁皡中醫師 丁昭慧醫生 唐慧貞女士 曾鈺成議員 曾健強醫生 曾智豪先生 徐樹仁先生

董秀英醫生 董光達醫生 溫郁培醫生 黃秀青女士 黃穎儀女士 王志強醫生 黃崇義醫生 黃啟宗先生 黃品立醫生

黃鴻亮醫生 黃志遠醫生 黃煒倫醫生 王泰鴻醫生 黃嘉熙先生 黃國昌先生 胡念慈女士 胡巧君女士 謝繼發醫生

任炳華醫生 甄振庭醫生 楊偉傑先生 姚惠玉女士 姚國興醫生 姚秀芝女士 姚丹虹女士 羅君健醫生 Mr. Eric Law

Mr. Terry Ting Ms. Peggy Wong 葉文娟太平紳士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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