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次是精盟第三年與城市大學城青優權計劃學生一起籌組活動，讓會

員繼續有機會接觸一班有活力、有理想、有愛心城青人；期望以生命影

響生命，豐富大家人生。城青優權計劃 2015-2016 年，稍後便會開展；今年主題有關〝生命探

索〞；詳情不要錯過〝未來活動〞介紹。 

 

繼續跟進「香港精神健康議會」活動。已於 15/8/2015 舉行〝消除負面標籤-如何減低對

精神病患者之歧視〞研討會；當日不同專業團體代表均就題目作出多角度分享。至於下次研討

會訂於 13/12/2015 舉行，題目是有關〝職場的精神健康〞，期待精彩內容。 

 

精盟聯同區內不同協作團體組成之「深水埗公民組織聯盟」，稍後會向今年年底區議會選

舉候選人，提出一份民間政綱，我們會就〝精神健康〞方面提出我們地區性政綱；期望先了解

未來〝區議員〞政治取向、爭取她們的承

諾。未來，精盟會繼續與不同團體合作、

參與地區事務，為大家爭取合理權益！實

事實幹、〝堅尼地〞不是我們杯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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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進水裡，大大出乎我意料，身上本來勒得緊緊的潛水衣和水肺的重量變成了另外一回

事。 

    負責帶我到泳池里的教練，首先要我了解我身上的潛水衣和背部的氧氣筒——俗稱“水

肺”的操作與用途和一些在水裡活動身體時的基本知識。當教練帶我潛游到水裡時，真想不到

原來是那麼輕鬆好玩。 無論身上潛水裝備的重量變得毫不費力,就連用來呼吸含在嘴上的呼

吸器也完全沒難度。 

    我高興起來數次來回穿梭放在池底直立的兩個膠圈，每個膠圈的闊度都是只能讓一個人

穿過，玩完膠圈後接著我更連續來了幾個海豚式的水中轉身，大大小小的泡沫不斷在我轉身

時，由呼吸器處冒出來，眼看池中的潛水人士,包括乘著水中錄影器向我迎面游來的攝影師，

自己又玩得如此樂極忘形，優哉游哉，真的捨不得離去。回程時，我細細回想：恐怕自己再難

遇上像這樣的潛水機會了！ 6月 28日是難忘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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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心   

 

無懼前路障礙高低 

盡展人生本領克服 

縱有挫折未怕難 

偶遇困惱當等閒 

康莊大道任我行 

決心克服展笑顏 

 

克服  

 

 攀山難 

 克服重重陡峭險峯行 

 努力爬 

 屢創疊疊佳績顯其能 

 

 

蔡友憶（潔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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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 47 期通訊已向大家報告，精盟加入｢深水埗公民組織聯盟｣，希望通過聯盟加強理解社區不同街坊團體

的需要，同時促進公眾更多關注精神健康的社會問題。在過去三個月，精盟內部共舉行兩次以精神健康為主題

的聆聽會，收集了許多會員的意見。總概為以下四大關注議題： 

 

    一)全面檢示精神復康人士及照顧者的社區支援情況 

    就“精神復康人士及照顧者現有服務與區內需要”作研究報告。全面檢示區內有關服務及地區需要，作為

進一步   改善區內服務的基礎。研究須由多方，包括精神復康人士參與。 

 

    二)精神復康人士就業平台 

    由區議會撥款予區內機構，成立並聘請職員營運精神復康人士就業平台。平台須配合市場調查、市場推廣

及以復康者原有專長為原則，提供相關技能培訓，並配對工作。工作以最低工資為目標，若工資未符最低工資，

計劃須提供補貼至符合最低工資水平。 

就業平台可作為為期 3年的試驗計劃。計劃成效須由包括精神復康人士及同工在內的工作小組作每年檢討。並

且，檢討過程需廣納包括精神復康人士及服務用家的意見。 

 

    三)推廣精神健康教育 

    1. 以消除公眾對精神復康人士的誤解及預防情緒病患為目的。設計一系列以精神健康為題的活動，邀請社

區人士廣泛參與。建議拍攝精神健康為題的錄像（如微電影），並聯絡深水埗區內不同團體合辦社區放映，讓

區內不同社群認識精神健康。並且，配合放映，邀請精神復康人士跟觀眾互動分享。除了區內廣泛宣傳，從普

及教育推展精神健康教育，建議統籌區內中/小學校，在通識教育科課程中加入預防精神病患及精神健康教育教

材 ，讓區內居民從小培育建立「精神健康友善社區」的觀念。 

    2. 招募區內人士參與培訓，並與區內精神復康人士及照顧者配對，成為她/他們的同行伙伴。 

 

    四)倡議精神科夜診服務 

    與明愛醫院合作，實行精神科夜診計劃，提供每週兩天(包括平日及假日)的夜間診症服務。計劃須配合大

量地區宣傳，讓區內精神復康人士及照顧者知悉並得以善用計劃。計劃成效須由包括精神復康人士及同工在內

的工作小組作每年檢討。並且，檢討過程須廣納精神復康人士及的意見。 

    以上這些都將會成為｢民間政綱｣的一部分。爭取以深水埗區為一個試點，推動現時精神健康政策的完善和

發展。未來的 11月，香港公民會舉行 ｢民間政綱｣ 聆聽大會（請看後面 P7活動詳情） ，邀請深水埗區候選人

出席、聆聽社區不同群體的心聲。希望精盟會員踴躍參與，特別是住在深水埗區的會員。                        

                                                                   執委鄺志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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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前七月十七日，醫管局與社署合作舉行一場 ｢精神成

年嚴重精神病患者個人化復康支援服務框架｣咨詢會。我們精

盟的副主席文臬，志輝和顧問張生都有出席。咨詢會後，我

們執委會就這個服務框架去信醫管局，提出了以下意見： 

    希望、自主自決、機會是框架文件的核心價值，但是綜

觀全文框架只局限于醫管局和社署的合作，沒有涉及到房屋

和工作就業的需求，公眾教育（雖然文件內有提及精神健康月的宣傳，但是還是明顯不

足），如何能全面實踐這核心價值？歸根到底，這個框架還只是以醫管局為主導，醫療模

式為主的復原服務框架。真正的復原模式應以社區為主，既然以社區為主的復原模式，為

何只僅僅局限于社署下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難道將康復者在醫療機構、社區支援機

構和庇護工場之間活動，就能使他們做到核心價值所講“管理自己的人生，過有意義的人

生，融入社會和讓個人全面參與社群”？在框架內，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作為社區支援

的重點，本身就是一種孤立，將康復者社交局限在康復者的群體中，根本無法得到社會其

他群體的認同和融合。 

     建議：第一，此框架應擴寬合作機構，增加公眾教育和就業機會，房屋處理等等，這

樣才能根本實現社區復原模式理念。第二，醫管局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都分別設有個

案經理，暫時框架內沒有詳細講出一個怎樣的標準劃分患者應有哪個個案經理負責。 

如果大家對於醫管局和社署共同撰寫的 ｢精神成年嚴重精神病患者個人化復康支援服務框

架｣ 有興趣，請向我們職員楊姑娘聯繫，索取更多相關資訊。亦可以將你們的意見轉告給

我們職員。我們會繼續向政府提出意見。 

                                                                 執委王文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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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秋高氣爽，萬里無雲，是行山好日子。在義工帶領下，我們以小

組出發行城門水塘。當日會員十分有毅力，堅持行完全程。今次活動特別鳴

謝 太陽報愛心基金、東方日報慈善基金及中建電訊普樂慈善基金 合辦 ｢月

餅分享傳愛心｣ 月餅送贈活動。 

    十分感謝楊瑞玲女士百忙中抽時間和我們會員分享現時康復者的權益和

福利咨詢。許多會員反應當日信息十分實用。 大家還爭住拿筆記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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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乒乓球復康盃又隆重登場啦！本屆賽事由明愛賽馬會荔景社會

服務中心景康居主辦，我們精盟是協辦機構。賽事設有男單、女單、男

雙、女雙 4個比賽項目，各組別均設冠、亞、季獎項，得獎者可獲得獎

盃及獎品。歡迎我們會員踴躍參加。 

初 賽： 2015/11/7，11/14（六）時 間：下午 14:00-18:00pm 

決 賽： 2015/11/28（六）      時 間：下午 14:00-18:00pm 

地 點：荔景明愛景康居（葵涌荔枝嶺路 31號 6樓） 

對 象：精神復康單位之服務使用者/會員 

費 用：免 費 

截止報名日期： 2015/10/12 

報名方法：請填妥報名表傳真至本中心，傳真號碼： 2301-3412如有任

何查詢，歡迎致電 6229-5924/3586-0569 與楊姑娘聯絡。 

  

    精盟作為協辦機構，需要大量義工協助當日賽事順利進 

行， 如接待，計分等。如果你對今屆賽事感興趣，又想見證冠

軍產生一刻。不妨報名成為義工隊的一份子。 

報名方法：請填妥報名表傳真至本中心，傳真號碼： 2301-3412 

備    註：當日車費可以報銷。 

【參加表格】     

  男子單打    會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女子單打        會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男子雙打    會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女子雙打    會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義    工    會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家還記得香港城市大學｢城青優權計劃｣的義工同學仔嗎？暫停

了一年的合作， 2015-2016合作計劃再次啟動。 新一學年將以“探索生

命，玩轉快樂人生”為主題，推出四堂工作坊（其中一堂外出參觀生命

歷程館），工作坊內容豐富、精彩。香港城市大學的學生義工個個年輕、

有活力，他們將會以二對一良師益友模式，全程和大家一起探索生命的

歷程，找出快樂密語，邁向快樂、豐盛人生。 

日    期： 13/10，20/10，3/11，10/11 (逢星期二，共四堂)     

時    間：下午 2:00-4:00pm 

地    點：香港城市大學（九龍塘） 

課程費用：免 費 

名    額： 8名（如超額，會作篩選） 

截止報名日期： 2015/10/9 

報名方法：請致電楊姑娘報名登記（6229-5924/3586-0569） 

備    註：第三堂詳細內容如右圖，資料來源於賽馬會「生命歷程」 

          體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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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2015年 12 月 11日 (五)  

                             時    間：中午 11:30 – 下午 14:30  

                             活動地點：雅敘閣西餐廳         

 集合地點：太子地鐵站 C2 出口  

 參加費用： * 基本個人會員 $100 元/位 (歡迎攜同親友，費    

              用每位$168/位)  

            * 團體會員 $100 元/位 (每團體只限 10 位 )            

            * 附屬個人會員 $120 元/位 (不接受攜同親友)  

 截止日期： 2015 年 12 月 1 日 (二)     

 報名辦法：將費用直接存入精盟戶口，恒生銀行： 280-0-   

                        442622，戶口名稱：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  

          然後把銀行收據連同你的姓名和聯絡號碼寄回本 

          中心。 或直接交現金給楊姑娘，會有收據作實。 

          如有查詢請致電 6229-5924 楊姑娘 。 謝謝！                               

 
     
日期： 2015/10/28(三)    時間：下午 15:00-17:00pm 

地點：本中心 

活動內容：為 9、10、11月生日的會員慶祝生日，當日楊姑娘和大家分享生活點滴

和玩遊戲；  

費    用：免費 

備    註：同樣歡迎非 9、10、11 月生日會員參加。生日者當日可獲一份神秘的生

日禮物，但必須出席活動才可領取禮物。當日會有茶點、汽水招待。 

報名方法：請致電楊姑娘報名登記（6229-5924/3586-0569） 

 

日    期： 2015/11/7 (六)     

時    間：下午 14:00-17:00pm        地   點： 深水埗區（待定） 

活動內容：由深水埗不同團體，邀請區議會候選人出席。 期望候選人透過聆

聽不同人士的心聲，明白多元的社區需要， 并承諾簽署由區內不

同團體及人士商討而成的民間政綱。 

費    用：免 費 

報名方法：請致電楊姑娘報名登記（6229-5924/3586-0569） 

  



 

  

九龍深水埗南山邨南逸樓3-10號地下 

Unit3-10, G/F., Nam Yat House, Nam Shan Estate, Kowloon. 

職員手機: 6229-5924 

辦事處電話: 3586-0567 / 3586-0569 

傳真: 2301-3412 

E-mail: aemihk@yahoo.com.hk &        

     

     閣下的捐款將有助本會推動康復者之互助及自強等事工，多謝支持！ 
 

     捐款方法如下： 

     (1)  直接存入本會銀行戶口：恒生銀行 280-0-442-622 

     (2)  戶口名稱：(中文) 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 

                               (英文) Alliance of Ex-mentally ill of Hong Kong 

     (3)  請將銀行收據連同捐款回條寄回本會 

     捐 款 回 條 

 

      捐款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