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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保良局天水圍復康中心
2020年10-12月中心季刊

P.1

時光飛逝，回望天水圍復康中心渡過了抗疫的一年。大家上
下齊心努力以赴做足防疫措施，感恩安穩渡過2020 年，舍友燦爛
的笑容、投入的表現，為我們抹去了抗疫的疲憊之餘，經歷亦令我
們有成長。

這一年，大家努力地保持社交距離，減少感染風險。舍友體
驗視像科技，延續與家人的接觸及情懷，讓正能量繼續互相支持及
打氣!

最後，讓我們數算擁有的平安、愉快的心情，常存感恩；回
想在今年裡曾經幫助過我們的人、曾經鼓勵過自己的人，在我們的
生活裡留下了祝福的足印，締造了今日的我們。

在此祝願各位新的一年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社工 林翠薇



中心舍友協助包裝湯包及禮物袋，由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負責義工上門派發湯包，為
社區內的弱勢社群及基層家庭送暖，鳴謝香港中醫藥界抗疫聯盟送出湯包，受惠對象共
42人，基層家庭:共18個。

合作專題及義工服務

*2-12-2020*
顧。事-「義人三祝」家屬關懷行動

元朗區策劃及統籌小組協助推動，元朗區議會贊助「元途有您愛．關懷」為理念，
舉辦名為「顧．事」的活動，透過不同形式活動闡述照顧者的故事。

中心亦參與其中一項「顧．事」的活動一「義人三祝」家屬關懷送暖行動，中心
舍長與舍友一起包裝禮物包，由善導會推動及執行送暖關懷家屬行動。

＊11.12.2020至12.12.2020＊

「港製愛心保健湯包送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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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長服務生活點滴
朋輩支援

協助推動宿舍感染控制

舍長協助派發防疫用品

舍長協助預備餐前/後用品

舍長帶動防疫早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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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心窗 復元故事

阿笑是一位傳統的女性，當丈夫決定要來港生活
的時候，她本著“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思想，跟
隨丈夫由內地到香港生活。這種離鄉別井的隱憂隨著
年紀在阿笑心裡不斷發酵。一想到她和丈夫退休後，
又年老又沒有收入。這種想法令阿笑的壓力越來越
大，她彷彿走進了一個沒有出口的隧道內，獨自被困
擾著。這些憂慮令阿笑情緒受影響，曾因財政問題與
家人吵架，家庭關係每況越下。

幸好，丈夫留意到阿笑的情緒不穩，主動帶她求
醫。丈夫的陪伴令她感到自己並不獨單，亦提起勇氣
面對自己的問題。

阿笑的丈夫帶她積極求醫，最後被轉介到精神
科醫生，診斷為妄想障礙症。因為症狀令阿笑
的情緒波動，影響日常生活。阿笑開始不斷進
出醫院。情況持續了兩年，她的病情終於有所
好轉，為免與家人有磨擦引起她的情緒。醫生
安排她入住私人院舍，再由社工轉介，入住了
保良局天水圍復康中心。

阿笑得知自己獲派院舍後，彷彿可以放下種種的憂慮，鬆
一口氣。入住院舍後，她在社工的推薦下，嘗試參與舍長計
劃，透過計劃重新認識自己，亦與其他舍友建立友誼、在中心
內互相幫助。舍長計劃實施初期，阿笑沒有信心可以勝任，
但經過一年後，她的堅毅助她成為資深舍長。

阿笑在中心的開放日能一展所長，與其他舍友齊齊耍詠
春。在日常生活中，又積極參與職業治療小組學習新技能，讓
阿笑活到老學到老。享受宿舍生活的阿笑，常常與家人分享開
心的片段。阿笑已經適應宿舍的生活，令家人非常放心，亦令
家庭關係有所改善。

現在，阿笑除了學會面對事件時放鬆心情，不會再杞人憂
天，更可以正面面對自己的妄想障礙症。現在她的生活較以往
過得精彩和充實。阿笑希望大家可以從她的復原經歷中鼓勵其
他人，勇敢地面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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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工作

P.5

醫護專題

職員及舍友講座
到診醫生巡查

*10-16-2020 *

醫生巡查

廚房設備及衛生巡查

*10-11-2020*
及

*30-11-2020*
舍友留檢測樣本

*11-11-2020* 

醫生巡查

預防流感衛生巡查

*01-11-2020*

藥劑師講座

失眠

*16 -11-2020*

營養師講座

營養與日常飲食

登記護士李紅娟

2019年開始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在全球爆發至今，持續一年的抗疫路程令到大家都身
心俱疲，大家除注重個人衛生，保持身體健康外，心理上應時刻保持正面思維，戰勝疫情，
重拾正常生活。

正面思維

正面思維

• 保持開放思想讓自己易於接受新事物：
與別人分享和討論後再自行分析和回顧事情，以作重新思考。

• 回憶一些令你快樂的事情
在繁忙工作中回憶一個快樂假期，為心靈打氣等。

• 面對壓力時保持正面思想
想想完成一件困難工作後所獲得的滿足感和學習到的技巧。

• 留意自己的情緒變化
發現心情緊張時，停下來休息一下並和朋友傾訴。

• 放下身邊的煩惱

放鬆心情並保持樂觀思維，例如相信好事一定會發生，壞事並非必然。

*20-11-2020*

流感疫苗注射

職員培訓

抗疫工作

2020-12-08

培訓 - 緊急支援流程
及分工



職業治療專題 職業治療師 伍雪雯

有園樂聚小組活動過程

香草介紹及種植方法

P.6
製作植物手工藝

香草介紹及種植方法

有園樂聚小組
(舉行日期： 14/12 、 17/12 、 23/12 、 30/12/2020)

小組內舍友學習製作乾花、手工藝心意卡和花環、香薰布包和品嚐香草茶。

園藝治療活動過程中各項工具及材料的運用，能訓練舍友的組織能力，同時發揮其創造思維。活動中創
作不同的園藝作品，鼓勵組員與其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及感受，達到放鬆情緒的效果。

組員參與園藝活動感興趣外，更能加強與人和環境的接觸，培養對新事物的興趣，提昇正面情緒，改善
組員的手眼協調能力和認知感官能力。

乾花心意卡製作
乾花花材：千日紅、毋忘我、滿天星、

情人草、兔毛草等……
其他材料：卡紙、閃粉膠水筆、剪刀、

強力膠。
製作步驟：
1. 將卡紙對摺
2. 找好位置後用強力膠將乾花粘在卡紙
3. 可以用閃粉膠水筆寫上祝福句子

聞一聞新鮮香草的味道 一齊動手種植香草

製成品



防跌至叻星
物理治療師於11月至12月期間曾舉行6堂名為「防跌至叻星」防跌訓練小組活動。透過小組形式，讓身

體狀況近似的舍友互相鼓勵及學習。物理治療師每堂講解防跌知識，帶領舍友進行上下肢關節活動，利用練
力帶進行肌力訓練，配合趣味性集體遊戲(如彩虹傘、拋接球類等)鍛鍊舍友坐姿平衡、手腳協調及反應等，目
標改善舍友身體機能，提高防跌意識，減低跌倒及引致受傷的風險。

是次活動成功邀請11名男舍友，當中超過八成於2019至2020年間曾有跌倒紀錄，其餘兩成參加者為不
良於行及有跌倒風險舍友。為提高活動安全性及預防跌倒，本活動主要以坐姿進行，需要時可利用治療室內
的天花吊機，並由職員近身陪伴提點。

是次活動參加者表現愉快投入，尤其喜歡彩虹傘及踢球等互動訓練，希望日後再參與。

P.7

物理治療專題 物理治療師 曾德儀

購置新起人機

本中心承蒙社署整筆撥款資助，新購置起人
機(又稱病人移位機)，取替舊有使用多年故障失靈
的起人機。新購置起人機已於2020年11月尾送抵
中心。通過承重測試及完成員工培訓後，已於12
月起正式投入服務。前線職員試用後，表示新機
輕巧易操作，便利日常扶抱轉移工作。

起人機是扶抱轉移機械工具，協助職員將體
弱並無法站立的舍友，安全穩定地提舉及轉移至
床上或輪椅，提高舍友舒適度，增加工序安全
性，減低職安健風險。操作起人機的工序，一般
需要兩名已受訓職員，合作操作起人機、確保舍
友在轉移過程中的肢體安全及安撫舍友。

護理員接受起人機操作培訓後，方可與舍友使用

利用練力帶鍛鍊肌力

提舉彩虹傘鍛鍊上肢及坐姿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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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活動 *6-12-2020*

樂聚慶生辰

*30-12-2020*

聖誕點心派對

*25-11-2020*

乒乓友誼賽

*10-12-2020*
關愛多一點

*4-12-2020*
冬日暖笠笠

看完勵志電影後，
大家互相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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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活動 *27-11-2020*     木棋體驗生日會

*24-12-2020*      聖誕流心派對

導師即場製作流心餐給舍友品嚐
舍友品嚐流心餐均有好評

舍友莊莊彈琴助慶 最興奮一刻收聖誕禮物

各款訂購及自制的流心餐

活動相片後期製作
* 相片展示電腦效果 *

除了豐富的流心餐外，當
日活動亦為各位舍友進行個人
拍攝，由導師設計及佈置拍攝
場地，再由資訊科技應用助理
加上電腦效果，錦上添花，時
尚又可愛~~



多元智能學苑
疫情無阻舍友學習的熱情，於18、19、20/11/2020，多位舍友分別參加了多元智能學苑
舉行的木棋課程、環保咖啡驅蟲磚製作和菜頭菜尾心意咭製作。

18/11/2020 木棋課程

首先，透過ZOOM 網上學習
木棋的玩法。舍友各自展開
練習。

分成男女對賽，這場友誼賽
戰況十分激烈！

哈哈哈~我們最後勝利了!

19/11/2020 環保咖啡驅蟲磚製作

20/11/2020 菜頭菜尾心意咭製作

使用菜頭菜尾作印章製作心意咭

我們的作品中，你喜
歡哪一幅?

多繽紛的心意咭，來張合照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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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咖啡粉可以有驅蟲效果﹗ 我們很專心製作驅蟲磚，
期待我們的作品嗎?



服務質素標準 11，12 介紹

標準11 
服務單位運用有計劃的方法以評估和滿足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不論服務對象是個人、家庭、團體或社區)。

標準12 
服務單位盡量尊重服務使用者知情下作出服務選擇的權利。

中心季刊可讓服務使用者/家
屬清楚明白中心的運作

每年中心都會重新評估舍友，並會根據結果
安排有效與適當的訓練、配合舍友的需要。

如中心收費/服務運作有更改，
會以通告形式通知舍友/家屬。

中心在各層設有資訊天地，發放
各種資訊給舍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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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12月服務及統計 (截至30/12/2020)

新力軍介紹

舍友年齡分佈

精神分裂 器質性思
覺失調

鬱躁症 抑鬱症 其他

舍友接受支援服務人數

臨床心理
學家服務

營養師服務 職業治療 物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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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專欄
2020-2021 年度第二次家屬大會暨第三次家屬代表會，已於2020年11月21日順利完

成。中心安排會議於中心四樓多用途室進行，是次出席會議的舍友家屬有5位、家屬代表會
成員有4位。我們感謝家屬們抽空參與家屬大會，亦很高興與各家屬講解更多舍友近況、展
示舍友沙畫的才能。

社工 林翠薇

經理向舍友家屬講解2020年7-9月中心季刊
及中心活動、舍友生活，讓家屬更了解舍友
在中心的近況。

家屬來信

1. 由註冊護士程姑娘向家屬介紹有關中心
新防疫措施安排及「2019冠狀病毒」檢
測事宜。

2. 社工林姑娘講述中心最新資訊。



宿舍二三事

捐贈電視

P.14

更換渠蓋

噴灑防病毒塗層

社署資助中心噴灑防病毒塗層，保障中心各人免受病毒感染及保持健康。

更
換
前

更
換
後

中心逐步更新各項設施，讓舍友享用更舒適及安全的環境。今期更換了渠蓋，新渠蓋更為
堅固，亦具備更高的防滑功能。

感謝保良局董事會主席何超鳳女仕慷慨捐贈。 舍友們飯後齊齊追劇、樂也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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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意見、讚賞、鼓勵及分享，歡迎以書面方式、傳真或電郵交予中心經理吳詩韻姑娘。
電話：2602 0600                傳真：2602 0922 電郵：tswrc@poleungkuk.org.hk

督印人： 吳詩韻
編輯委員會： 茹詠詩 文楊君

毛迪威 楊廣堂 劉惠敏

保良局天水圍復康中心
新界天水圍天業路三號
天水圍(天業路)社區健康中心三樓及四樓
牌照編號：L0253

中心網頁

家屬代表會 - 2月

家屬活動舍友活動
興趣小組

1-3月生日會- 2月

HOMELIKE

多才多藝隊

舍長訓練計劃

春茗- 2月

復元正向小組

mailto:tswrc@poleungkuk.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