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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香港仍是持續被疫情所籠罩著。本會不少活動需要取消或改期。當中周年

大會更因而需要延期 3 次，慶幸最終能成功舉行，第 5 任理事成員順利誕生，實在感謝各

位會員的包容及同事們的應變與執生。

雖然很多實體活動被取消了，幸而得到「嘉道理基金」的支持及贊助下，本會能有資源，

舉行一系列的「線上活動」，藉此維繫會員之間的關係，並且促進他們的社交需要及舒緩

身心之壓力。實在非常感激嘉道理基金之善舉。除了嘉道理基金支援本會，此疫情期間得

到很多機構及個別人士熱心捐贈口罩與防疫物資及日常生活用品給予本會，令本會會員於

疫情期間可獲得一些防疫用品作援助，感到人間溫暖非常，實在是無言感激。

另外，本會亦獲得「李敏」小姐為本會創作協會首支會歌，名為「破冰」，由影視紅人「王

祖藍」先生及他太太「李亞男」女士一同攜手合唱。深深地感到社會人士對本會的重視與

關愛，盼望疫情之寒冬盡快過去，同展望春天的到來。

雖然在疫情中，本會需要面對很多的挑戰，然而有各位會員及社

會人士一同同行，我們感到這份溫暖，這份推動力，令我們不怕

挑戰，願意繼續前行，同看前面更多與更好的風景。

總結，盼繼續有大家同行，同心參與會務，締造更有利的社會環

境。 

不要怕，只要信。（馬可福音 第五章 36 節） 

會長

甄俊傑先生

會長感言

神經 -肌肉疾病簡介

協會簡介

架構圖及名譽顧問

理事會名單	 	

會務報告

一	社會福利署 -殘疾人士/病人自助組織資助計劃

二	香港公益金基綫撥款計劃

三	其他會務

四	支援津貼

		五	嘉道理基金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與香港肌健協會的合作工作　　	

會員及義工心聲	 	 	 	 	 	 	

活動花絮、相片	 	 	 	 	 	 	 	

活動日誌

財務報告	

核數師報告	 	 	 	 	 	 	 	 	

捐款表格																																																				

鳴謝	

一個神經 - 肌肉疾病
         患者及家屬的互助組織 會長感言錄目

「不怕挑戰，繼續前行」

ANNUAL REPORT 2020-2021 ANNUAL REPORT 2020-2021 21



神經－－

截至 2021 年 3 月份會員及肌健之友統計資料：共 559 人

會員屬性 病類分佈（患者）

MND, 運動神經細胞疾病 90 位

MS, 多發性硬化症 161 位

MD, 肌肉營養不良症 106 位

OTH, 其他神經肌肉疾病 36 位

SCA, 脊髓小腦萎縮症 64 位

SMA, 脊髓肌肉萎縮症 50 位

男 236 位

女 323 位

患者 468 位

家屬 39 位

肌健之友 52 位

性別分佈

男 

42%

女

58%

MD
21%

MS
32%

SCA
12%

OTH
7%

患者

84%

「神經 - 肌肉疾病」包括多種腦內科疾病，因為中樞神經細胞出現毛病或肌肉本身缺乏某種蛋白質，

造成不同的神經 - 肌肉疾病，引致肌肉的運動功能消失，逐漸呈現肌肉無力、抽搐、顫抖、退化和萎

縮等現象。患者身體機能會逐漸衰退，終至全身癱瘓，威脅生命。其成因各異，且並未完全破解，部

分與遺傳有關。估計全港約有 1 萬人患有此類疾病。

現時本會主要服務的神經 - 肌肉疾病類別有：

• 多發性硬化症 (Multiple Sclerosis, MS)
• 肌肉營養不良症 (Muscular Dystrophy, MD)
• 脊髓小腦萎縮症 (Spinocerebellar Ataxia, SCA)
• 脊髓肌肉萎縮症 (Spinal Muscular Atrophy, SMA)
• 運動神經細胞疾病 (Motor Neuron Disease, MND)

病徵

由於成因不同、病發部位各異、不同病類，以至患者於不同病情發展階段，所出現的病徵亦有所不同。

一些共同病徵包括：

• 肌肉退化萎縮、抽搐、顫抖

• 運動功能逐漸消失，終至癱瘓

• 患者感覺及智能正常

部分患者更會出現以下病徵：

• 說話、吞嚥及呼吸困難

• 平衡能力及視力退化

• 脊柱側彎

如欲了解上列各種疾病的徵狀，請參閱本會的病類單張，或與本會聯絡。亦可瀏覽本會網頁  
www.hknmda.org.hk。

治療

除了部分多發性硬化症及脊髓肌肉萎縮症的病友可以注射藥物舒緩病情外，目前仍未有針對各種神經 
- 肌肉疾病的有效療法，故治療皆以輔助治療為主，例如放筋手術、脊柱糾正手術、使用呼吸儀器、

利用胃喉餵食及物理治療等，作用在維持患者的活動能力、舒緩痛楚及延長壽命。

肌肉疾病簡介 協會簡介

家屬
22%

肌健之友
9% SMA

10%

協會簡介

香港肌健協會是一個神經 - 肌肉疾病患者及家屬組成的非牟利自助組織，成立於 1998 年 9 月，於 1999 年正

式註冊為合法社團及稅務局免稅慈善團體，並於 2012 年改組為有限公司。

協會的最高權力架構為每一年度的周年大會，日常會務由理事會負責，本屆周年大會因受到疫情的影響，未

有在預定編排的時間內進行第 8 屆周年大會暨第 5 任理事會選舉，因此理事會通知本屆的顧問及委員的任期

將順延一年，即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現共有 8 名成員，全是神經 - 肌肉疾病患者。另繼續有由多位專業

人士組成的顧問團，並獲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提供會務發展的專業指導。

截至 2021 年 3 月，本會共有會員 507 人，另與百多位神經 - 肌肉疾病患者及家屬保持聯絡，而登記的肌健

之友共有 52 人，本會是香港公益金、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病人互助組織聯盟及國際 ALS/MND 聯盟的成員。

宗旨

致力提高患者的生活質素，團結患者及家屬的力量，創造對患者更有利的社會環境。

目標

1. 給予患者及家屬有關疾病及醫療的最新資訊、社區資源及活動介紹；

2. 促進患者及家屬之間的情緒支持及互助互勉的精神，讓他們分享治療、復康及生活心得；

3. 協助有關的服務單位提供復康、社交及心理服務；

4. 爭取醫學界對神經 - 肌肉疾病的重視，並且協助有關方面在藥物及治療方法上的研究和發展；

5. 匯聚患者的力量，向有關方面反映他們的需要，爭取社會資源獲得合理的分配，並且得到社會上的平等

機會。

MND
18%

ANNUAL REPORT 2020-2021 ANNUAL REPORT 2020-2021 43



  2018 年至 2021 年度名譽顧問

  ( 因疫情未有按編定時間進行周年大會，本會顧問任期將順延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 
陳廣發先生

吳炳榮醫生

吳國強醫生

巫家強醫生

李頌基醫生

張德輝教授

陳育華醫生

傅溢鵬醫生

黃家星醫生

黃震遐醫生

葉永玉醫生

廖成利律師

鄭仲文先生

張超雄博士

方乃權博士

蘇麗珍議員

何淑儀女士

任雯詩女士 ( 物理治療師 )

郭厚仁醫生

周厚德先生 ( 物理治療師 )
黃婉冰女士

何建勳先生

黎浩然先生

劉玉麟醫生

曾建平先生

畢文泰律師

架構圖及名譽顧問 理事會名單

名譽顧問

2018-2021 年度理事會名單

職員之職級及數目

現有全職同事四名，分別為組織幹事兩名，均為註冊社工，負責會務發展、協會推廣、社區教育、

資源拓展、個案支援跟進等工作，並協助理事會及各小組，例如病類小組、地區小組、倡議小組、

資訊小組及推廣小組等推動各項自助互助的工作。另有活動幹事兩名，主要負責活動、籌款及會計

及會務行政等文書工作。

收入來源

本會現時的主要經費來源包括：社會福利署 - 殘疾人士／病人自助組織資助計劃、香港公益金、社

會服務基金、私人捐助、慈善籌款活動、會員年費及活動收入等。 

會 長︰ 甄俊傑先生 (MS 患者 ) 

副會長︰ 廖子聰先生 (MS 患者 )

副會長︰ 黃惠荺女士 (MD 患者 )

秘書長︰ 黃楚雄先生 (MS 患者 )

司 庫︰ 潘沛金女士 (MD 患者 )

理事︰ 袁翠雪女士 (MS 患者 )

理事︰ 陳鳳雯女士 (MS 患者 )

理事︰ 尹三洋先生 (SCA 患者 )

理事︰ 盧兆豐先生 (MD 患者 ) 已於 2020 年 5 月 24 日離逝

備註︰ 岑詩敏女士 (SMA 患者 ) 已於 2020 年 11 月 1 日辭任

許潔心女士 (MS 患者 ) 已於 2020 年 12 月 1 日辭任

病類互助小組 職   員工作小組

周 年 大 會

理 事 會

地區互助小組

顧 問 團

「肌健之友」義工團

肌萎兒童及家長小組

MND 運動神經細胞疾病互助小組

MD 肌肉營養不良症互助小組

SMA 脊髓肌肉萎縮症互助小組

社工 2名

幹事 2名

探訪小組

資訊小組

會址小組

倡議小組

推廣小組

項目管理小組

九龍東

港島區

新界西

新界東

九龍中

MS 多發性硬化症互助小組

SCA 小腦萎縮症互助小組

財務小組

( 因疫情未有按編定時間進行周年大會，本屆任期將順延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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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津貼

以往針對經濟上的困難，是由會員之間集資「仗義相助」去支援有經濟需要的會員至今時今日發展

成為漸有系統的「經濟援助支援計劃」。這反映，政府的援助依然是不足，並未能到位支援有需要

的患者與家屬。經濟援助方面，本會過去一年約批出 $985,799.00，批款近 100 萬。這反映政府的

援助需要急起直追，因本會的「冰桶支援計劃」估計將於 2023 年完罄。其實，從最初開始，本會已

再三強調，「冰桶支援計劃」只是稍為可以舒緩部份有經濟需要的會員，然而未能解決根本的問題。

根本的問題就是現時的經濟與照顧制度甚為不足，故此令到我們一班會員及家屬仍在困難重重當中。

故此，「倡議」工作實在是刻不容援，深深地希望大家能一同站出來向政府作爭取，才能真正改善

我們的經濟及照顧上需要。 

會址

會址工作包括篩選合適的工程顧問、與工程顧問擬定合作協議、了解招標文件與圖則、進行招標，

評審投標價格與內容及由理事通過合適的裝修承辦商等等。在此，首先十分感謝「會址策動小組」，

Team one ( 負責服務規劃 ) 及 Team two ( 負責裝修工程等工作 )，兩組成員也全力以赴同共商裝修

與採購事項，確是能呈現自助互助之精神。 

總結

會員人數方面，過去一年已超過 500 人，這顯示本會獲得不少的認同與支持。除希望本會持續營運

外，亦希望大家莫忘初衷，繼續薪火相傳，同發揮［同路人］的力量。自己的事，自己話事。我確信，

只要齊心，我們定必可斷金。

會長  甄俊傑先生

自助互助

社會福利署 - 殘疾人士 / 病人自助組織資助計劃範圍包括：五大病類互助小組、地區互助小組、五區

活動、互助電話關顧、互助電動輪椅駕駛、迎新會，義工活動及互助探訪。公益金基線資助計劃的

範圍包括：倡議小組、推廣小組、資訊小組、肌萎兒童及家長組、到校交流、機動探訪，復健興趣

班與硬地滾球班等等。

本會有幸得社會福利署及公益金的長期資助，讓本會可有些資源作基本的「自助互助」服務。藉這

些服務凝聚病友與家屬間的互助力量。雖然各位會員也是身處多種挑戰的生活當中，但藉著［同路

人］彼此支援，發揮同舟共濟之精神，彼此情緒支援與分享應對疾病的種種生活智慧，無影中是強

化大家的抗逆能力，以致可以有更多資源去面對各種挑戰。這份［自助互助］的力量，是其他公營

機構與專業人士無法可取替的。並且這份「互助」是本會不可欠缺的重要原素，這正正是本會持續

向前的基礎。故此，團結各位患者與家屬是本會非常重要的首要事情。在此，除特別鳴謝社會福利

署及公益金一直的熱心援助與資助外，也特別鳴謝一群熱心參與會務的理事、會員及家屬。就讓我

們繼續持守這份「自助互助」核心宗旨，以致本會可以繼續營運下去。在此懇心呼籲大家，繼續參

與及支持本會，同心同行前路。 

宣傳推廣

過去一年本會與多個團體合作，包括中區獅子會、拜耳醫療保健有限公司、默克藥業 ( 香港 ) 有限公

司、Eisai (HK) Co., Ltd.、羅氏大藥廠香港有限公司、Care for you 及真善美醫護有限公司 ( 排名不

分先後 )。非常感謝以上各個機構的全力支持，為本會提供不同類型的活動與援助，促使有需要的會

員可獲得更多支援，並且能增進彼此合作與互信之關係，亦能持續保持本會知名度。期望往後本會

仍可與不同的機構合作，挽手共建關愛之社會。

權益倡議

我們走在一起，其中最重要是希望可以凝聚大家共同諦造

有利之社會環境，故此倡議工作是本會極重視之一，為此

過去本會一直持續作倡議工作。過往，本會已先後成功爭

取「關愛基金」支援有經濟的需要的人士租用維生儀器與

購買醫療消耗品，並且成功爭取設立「嚴重殘疾人士家居

照顧服務」與「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務」。所以，

現時的政策支援，是相對較過往有點兒改善，不過仍是很

多地方需要政府努力改善，會員們的需要始能從根本中得

到改善。過去一年，本會曾參與多個單位的倡議行動，當

中包括由醫療聯席所舉辦的「引入外地醫生」交流會、香港復康會所舉辦的「立法會選舉與殘疾人

士集思會」，張超雄議員辦事處所舉辦的「疫情下暫緩日間中心及家居服務對特殊需要人士的影響

問卷調查」及「疫情下照顧者的困難問卷調查」等等。

過去一年，本會主要倡議的議題是，向政府爭取能盡早加強經濟與照顧支援予有需要的患者與家屬，

以舒緩神經 - 肌肉疾病患者與家屬的壓力與重擔。因此，現本人再次誠呼籲大家站到最前線，為自身

及將來有需要的人士站出來繼續向政府爭取。大家不要放棄發聲之權利。一家共勉之。

會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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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目的

2020-2022 年度，本會再次成功申請社署兩年度之撥款計劃。

 為配合會友需要、維持協會宗旨及發展進程，本計劃之具體目標如下：

 ( 一 ) 「自助互助與社區照顧發展」：繼續透地區小組的活動深化及鞏固病友和家屬的小組互助網

絡，加強地區會員的關懷工作及支援網絡，讓新發病的病友在極度徬徨無助的期間，得到適

當的社區照顧之輔助及支援；除各項病類互助小組、地

區互助小組、互助關懷探訪、互助迎新會、社交與康樂

活動外，是次計劃新增了電話關顧，讓同路人的支援更

進一步地落實，發揮其自助及互助的精神，並藉此以電

話聯絡建立同路人網絡。同時，新增互助輪椅駕駛經驗

教學支援，讓有經驗的會員更具體地協助輪椅新手或不

太懂得使用電動輪椅之會員進一步地掌握控制輪椅的方

法，以更方便會員出入社區及減輕照顧者日常推輪椅的

壓力。 

( 二 )   「組織發展」：在職員及組織領袖等人力的配合下，鞏固

人力資源管理架構，並建立開拓持續發展與成長資源策

略，培養及累積自力更生能力，減少對單一基金的依賴，

以至自立。

( 三 )    「義工發展」：發展社區資本，召集及訓練社區人士成為

肌健之友，以配合協會自助互助工作之推行，以支援組

織成長和持續發展。

計劃大綱：

1.  病人自助互助工作

• 病類互助小組 (MS 及 SCA)

• 地區互助小組

• 互助關懷探訪

• 互助迎新會

• 互助電話關顧

• 互助電動輪椅駕駛

2.  組織發展

• 項目管理小組

3.  義工發展

• 肌健之友義工訓練工作坊

 高級組織幹事  蘇美英姑娘

社會福利署 - 殘疾人士/
      病人自助組織資助計劃一

多發性硬化症 (MS) 互助小組

1.  MS 會員

現時來說，MS 會員比例較其他病類為多，因平均來說，香港 MS 病友的數字亦較其他神經 - 肌肉疾

病為多。有不少MS會員也會十分熱心，於覆診時也會主動地介紹本會給其他未入會的MS病友知道，

希望藉此可以邀請他們加入協會，增加 MS 同路人的支援，㩗手自助互助。 

2.  活動

MS 活動的類型除了資訊性醫生講座外，亦會有社交與康樂的活動，並且有時亦會介入其他元素之活

動，例如過去一年，嘗試加入「藝術對話工作坊」，希望藉藝術活動鼓勵會員表達感受，舒發情緒，

從而減輕生活上之壓力，亦可彼此支持與分擔。 

3.  MS 核心組員

每年均有恆常與穩定的 MS 病類小組工作會議，雖然過去一年受著疫情影響，然而 MS 小組核心成

員透過 ZOOM 視像會議，亦可維持基本的溝通及聯繫，實在感激小組們的支持與參與。

4.  活動參與率

由於疫情影響，不少的活動都需要取消或更改形式，故此活動出席率會較以往減少了接近 40%，希

望往後疫情有所改善，大家可以多些出來參與活動，繼續維繫 MS 病類小姐。

5.  資源

由於社署資助不多，故此 MS 病類小組當中約有 70% 的經費是來自拜耳醫療保健有限公司、默克藥

業 ( 香港 ) 有限公司及 Eisai (HK) Co., Ltd. 的熱心贊助。非常感謝各藥廠一直以來的支持，令 MS 小

組之發展得以持續，並可繼續發揮自助互助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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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特此鳴謝MS病類小組成員：許潔心、黃美珠、謝立勝、陳鳳雯、陳剛、余玠怡、史梁少霞、袁翠雪，
廖子聰，黃楚雄及蔡雅德 ( 排名不分先後 )。盼大家繼續同行及參與 MS 小組工作，同心發揮同路人
自助互助之精神。

召集人  甄俊傑先生

 20-21 年度計劃，目標： 重新出發

MS 活動內容

日期 項目 備註

2020-3-7  ( 六 ) 12:30-4:15PM MS 粉彩畫暨聚餐 疫情關係，取消

2020-4-25 ( 六 ) 2:30 – 5:00 PM MS 醫生講座 疫情關係，取消

2020-7-4  ( 六 ) 2:30 – 5:00 PM MS 小擺設工作坊 YMCA 耀信發展中心

2020-10-31 ( 六 ) 12:00–5:00 PM  MS 醫生講座 FACEBOOK LIVE

2020-5-30 ( 六 ) MS 工作會議 (1) ZOOM

2020-8-29 ( 六 ) MS 工作會議 (2) ZOOM

2020-12-19 ( 六 ) MS 工作會議 (3) ZOOM

2020-6-9 ( 二 ) 11:30 AM– 1:30 PM MS 九龍東及九龍中茶聚 疫情關係，取消

2020-8-21 ( 五 ) 11:30AM-1:30PM MS 新界東及西茶聚 疫情關係，取消

2020-9-16 ( 二 ) 11:30AM-1:30 PM MS 港島區茶聚 疫情關係，取消

2021-2-27( 六 ) MS 粉彩畫暨聚餐 ZOOM

小腦萎縮症 (SCA) 互助小組

我是 SCA 病類小組的召集人尹三洋。過去一年，SCA
病類小組共開了兩次會議 (2020 年 8 月 14 日、2020
年 10 月 3 日 )，並舉辦了 2020 年 7 月 4 日 SCA 自助

餐活動。

我負責此崗位已經 10 年了，透過會務實踐助人自助，

再者我也是一位基督徒，故此希望能多作主工，服侍

他人。在此非常感激 SCA 病類小組的成員：鄭挺健、

寧向軍、章容芝、章細枝、馮斌、顏維均、錢榮龍伉

儷及鄒志剛。盼望大家繼續一起參加 SCA 小組，繼續

發揮自助互助之精神。

召集人  尹三洋

地區互助小組 -五區聯區活動

2020-2021 年度期間，由於新冠狀病毒病之疫情仍持續及嚴峻，為保障各會員之健康作大前提下，

故此是年度「五區聯區活動」需取消。

五區聯區會議於 2020 年 10 月 7 日及 11 月 18 日舉行，以 ZOOM 視像形式進行。

盼來年疫情有改善，可以再次舉辦五區聯區活動，一齊歡聚與交流。

高級組織幹事  蘇美英姑娘

九龍東

由於過去一年，因疫情所影響，所有九龍東之地區活動需要取

消。而工作會議方面，我們分別於 2020 年 8 月 24 日及 2020
年 10 月 23 日以視像形式進行會議及彼此關顧與交流。

希望願景美好與快樂。

九龍東召集人  萬鶴疇先生

新界東

2020 年至 2021 年度，疫情仍嚴重，故此新界東所有的活動皆需要取消。我們分別安排在 2020 年 7
月 27 日及 2020 年 10 月 19 日進行視像會議，仍希望可以透過視像凝聚新界東小組成員，盼望在疫

情下仍可以彼此支持。

祝明年會更好，希望可以再次舉行活動，多見大家一面。

新界東召集人  黃惠筠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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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西

在這年度裡，大家也受到疫情所影響，因此新界西的地區活動也需要

取消。我們只可以安排在 2020 年 8 月 3 日及 2020 年 10 月 20 日進行

ZOOM 會議，希望可以透過 ZOOM 關心小組成員，彼此繼續互勉。

希望來年可以舉行新界西活動，繼續同行。

新界西召集人  尹三洋先生

港島區

基於今年年度裡，疫情仍嚴重，為了會員健康考慮，已取消所有的港島區活動。但我們仍透過視像

會議，希望可以維繫組員之間的感情。ZOOM 會議在 2020 年 8 月 10 日及 2020 年 10 月 12 日舉行。

祝願疫情盡快消失，大家可以多些出來聚會。

港島區召集人  馮達豪先生

九龍中

2020-2021 年度期間，基於仍受疫情困擾，為安全起見，九龍

中的地區活動需要取消。但我們仍有辦行九龍中工作會議，分

別在 2020 年 6 月 27 日及 10 月 21 日以 ZOOM 進行。希望

組員間仍可以分享及維繫關係。

盼疫情早日緩和，可以早些與大家有實體的活動及交流。

九龍中召集人  史梁少霞女士

互助關懷探訪 

關懷探訪是病人自助互助的重要工作之一，在探訪過程中，由於探訪者與被訪者均有類同的患病經

歷，有利交流切身的患病感受和經驗，讓被訪者感到患病的路途雖然難行，但並不孤單，而探訪者

亦可從實際的關懷行動中找到自己的重要性，從而提昇個人自尊及信心，達至相輔相成之效。加上

每次探訪均有社工隨行，可即時處理會員因為患病而出現的無助及悲傷情感，亦可轉介合適的社區

服務及資源。 

由於疫情不穩，本年度只安排了 8 次探訪，大約 20 位會員及家屬受惠。

 組織幹事  陳梓浩先生

互助迎新會

迎新會是一個讓新舊會員互相認識及了解協會運作的活動，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病肆虐，本會未能於

該年度舉行迎新會，期望待疫情完結能夠盡快與新會員聚首一堂。

 組織幹事  陳梓浩先生

互助電話關顧

於 2020 年 11 月 25 日進行了一次互助電話關顧訓練與簡介會。而於 2020 年 12 月開始關顧工作，

截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共關顧了 62 人次。電話關顧成員，包括有：廖子聰，周嬋華，鄒志剛，

史梁少霞，梁安琪，尹三洋，馮斌，馬汐嶢，黃楚雄，黃惠筠及甄俊傑。十分感謝他們彼此自助互助，

一同分工協助關顧各位會員，盼來年我們繼續努力，共同繼續為協會出一分力。

高級組織幹事  蘇美英姑娘

互助電動輪椅駕駛訓練

由於疫情關係，為保障大家健康需要，此計劃暫時閣置，開展日期有待容後確定。

     高級組織幹事  蘇美英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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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 2006-2007 年度始獲得香港公益金的資助，以進行互助展光芒 – 肌肉萎縮症患者社區關懷計

劃，非常感謝香港公益金持續的支持，使計劃能夠順利延展和完善。 

2020-2021 年度本會獲香港公益金資助 $464,800，以推行各類項目，包括如下：

• 機動探訪

• 肌萎兒童及家長組

• 肌肉營養不良症 (MD) 互助小組

• 脊髓肌肉萎縮症 (SMA) 互助小組

• 「生肌展現・愛有明天」到校愛心交流計劃

• 資訊小組

• 開心復健興趣互助組

• 倡議工作

• 推廣小組

組織幹事  陳梓浩先生

機動探訪

過去一年，由於疫情影響，本會大部份的實體探訪也因而取消了。實體探訪只進行了 11 次，其他

19 次則用了視像形式進行關顧。確實疫情下，少了實體的探訪，對會員之間的進一步聯繫是有所影

響。然而，有幸的是我們仍可以透過視像去接觸與關心會員，藉此了解他們的近況與需要，以便作

出適合的援助與轉介，這無形是可以舒緩會員部份的壓力或困難。另一方面，除社工進行視像關顧

外，我們亦會嘗邀請其他會員一同關顧有需要的會員，促進大家自助互助之精神，亦可以增進他們

的同路人支援網絡，起著雙贏的局面。十分期待來年疫

情改善後，可與大家再次並肩探訪有需要的會員。

高級組織幹事  蘇美英姑娘

肌萎兒童及家長組

本年度肌萎兒童及家長小組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病肆虐，本會未能於該年度舉行活動及探訪，期望待

疫情完結能夠提供平台讓小組成員見面，維繫互助網絡。

組織幹事  陳梓浩先生

二 香港公益金基綫撥款計劃

肌健之友義工訓練工作坊 

大家好，我是肌健之友召集人萬鶴疇。在過去一年，由於該年度因疫情關係，大部份活動取消或改

為線上形式進行，未能夠誠邀肌健之友協助本會會友，期望疫情過後能夠繼續讓肌健之友與本會會

友交流，使彼此連結。

召集人  萬鶴疇先生

項目管理小組

過去一年共進行了 12 次會議，約 50 人次出席。自本會參考

［人事制度指引小冊子］後，無論於管理職員的考勤、洽談

合約與福利事宜等等，也有更多的清晰的藍圖去處理，比以

往更順利地處理。在此再次感激［人事制度委員會］的貢獻。

並且本會在香港復會的再次協助下，開始制定「中心運作指

小冊子」，盼此小冊子可以讓我們於新會址成立後，給各理

事及同事有更多參考的指引，共同去開創新的階段，繼續發

展會務。

會長  甄俊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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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肌肉萎縮症 (SMA) 互助小組

SMA 小組一直努力為 SMA 患者及家屬籌備康樂活動及醫療講座，為病友提供平台解決各種困難，

互相支持。小組於今年度一共舉辦了兩次的會議及一次活動。 

會議中大家訂立了 20-21 年度計劃為「凝聚組員，加強互動」，小組成員根據年度計劃，策劃了兩

次活動，使病友受惠。 

小組於 2020 年 8 月 22 日舉行了 SMA 新藥分享會，誠邀了醫生分享 SMA 最新醫療發展趨勢。當日

由醫生向會友講解SMA之病理，然後介紹一些現有針對SMA的藥物，使SMA患者及家屬獲益良多。 

本人希望 SMA 會友能夠繼續一起攜手向前，團結就是力量。 

召集人  譚卓璇先生

肌肉營養不良症 (MD) 互助小組

本會組織 MD 小組的目的是希望 MD 病人及家屬發揮助人自助的精神，讓成員與其他病友作為同路

人互相支持，面對困難，享受人生的樂趣。小組於今年度一共舉辦了兩次的會議及兩次活動。 

於會議當中，本人與其他 MD 會友就有關年度計劃，透過會友間的討論，實行自助互助，籌劃活動。 

小組於 24/5/2020 舉行 MD 線上健康講座，當日邀請了兩位醫生及一位物理治療師，針對 MD 病類

講解病理及醫學趨勢，使會友獲益良多。 

另外小組於 20/3/2021 舉辦了 MD 室內攝影線上工作坊，由本會資深會友利用自身攝影經驗，教授

會友如何於家中享受攝影樂趣。 

MD 小組於疫情下仍堅持以線上方式，繼續維持會友之間的交流，讓大家能夠互相鼓勵。 

召集人  黎敏儀女士

「生肌展現・愛有明天」到校愛心交流計劃

學校交流工作為協會恆常工作之一，透過到校交流，除了增加會友接觸社區的機會外，亦讓學生認

識患有神經 - 肌肉疾病病人的處境和面對的困難，從而帶動學生反思生命的意義，加強抗逆力。礙於

疫情使大部分學校沒有空間讓本會到訪，本年度只舉行了 7 次到校交流分享，受惠人數大約 760 人。

 

組織幹事  陳梓浩先生

資訊小組

資訊小組負責出版會員通訊、年報及一般刊物；管理協會網頁及 Facebook 專頁，主要為會友及各

方友好提供協會訊息、醫療福利資訊、活動推介等。

鳴謝為資訊小組出力的 10 位組員，組員包括尹三洋、馬汐嶢、梁安琪、陳凱茵、黃衍光、黃國民、

黃楚雄、廖子聰、古君禮、呂文林。

總結 2020-2021 年度共舉行 12 次工作會議及 1 次分享會。出版 4 期會訊及 1 份年報。

召集人  陳凱茵小姐

福利工作員  呂梓雁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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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工作 

過去一年，共進行了 6 次倡議會議及進行了 2 次倡議行動，資料見下：

日期 項目

2020-6-12 倡議工作會議

2020-6-26 「生命最可貴，我要活下去」記者招待會

2020-8-25 倡議工作會議

2020-9-22 倡議工作會議

2020-11-11 倡議工作會議

2020-11-27 倡議工作會議

2020-12-8 倡議工作會議

2021-3-10 照顧者經濟支援集思會

本年度的倡議目標是［生命最可貴，我要活下去］，而具體的訴求如下：

( 一 ) 長期目標；制定罕病政策

• 立法保障「罕見病患者之權益」。

• 定立罕病定義。

• 設立罕病資料庫。

( 二 ) 中期目標；增加社區照顧支援及完善個案管理

• 增加暫托位及宿位。

• 檢討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及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服務的服務內容與服務對象範

圍。增加資源，以增聘人手與吸納人手及挽留人手，增加受惠名額與其服務時間。

• 完善個案管理制度，讓嚴重殘疾人士在不同的人生階段皆可獲得整全的支援。

( 三 ) 短期目標；增加經濟支援

• 於關愛基金項目裡，增加外傭薪金援助項目，以支援有關開支；

• 於關愛基金項目裡，增加短期照顧資助項目，以供外傭放假或例假或離職期間購買外間照

顧服務；

• 對於以上新建議之項目，建議經濟門檻方面，入息中位數至 150% 可獲全額資助，並審批

時扣減所需的醫療及照顧開支，以實報實銷形式發放；

• 繼續實施特別護理津貼，成為專門針對殘疾人士的扶貧措施；

• 取消受助人須 60 歲以下的限制；

• 對於特別護理津貼及常規化之項目，建議放寬入息中位數至 150% 可獲全額資助，並審批

時扣減所需的醫療及照顧開支；

• 檢討以上支援津貼水平能否滿足需要；

• 擴闊「特別護理津貼」的申請時段，例如每季接受申請；

• 建議需依靠餵食營養奶為生的人士可申請購買醫療消耗品特別津貼；

想擁有較為完善的支援神經 - 肌肉疾病患者援助制度，當然並非一朝一夕的事，然而若沒有站出來向

政府作出爭取，我估計機會是渺茫。故此，本人在此再次誠懇地呼籲每一位會員，請與我們肌健協

會一同站到最前線發聲，因為沒有爭取，便不會有成功的希望，我深切地盼望，將來的社會支援制

度可以更貼近大家的需要。 

                                           召集人  甄俊傑先生

復健興趣班

2020 年的手工藝班在新型冠狀病毒的陰霾下進行，無論在使用復康巴士和復康會的社區復康網絡場

地等公共地方都份外留心，幸得巧美導師也配合得很好，做好個人衛生，佩戴口罩。今年在 10 月

17, 17, 24 及 30 日的四個週末舉行，製作了香噴噴的千層蛋糕、軟淋淋的芝士慕絲綠茶凍餅、清香

撲鼻的綠豆糕及晶瑩剔透的櫻花水信玄餅，又靚又好食。唯美中不足的是因疫未能除下口罩，即時

品嚐熱辣辣的甜品，在有點可惜。

隨後緊接的星期二是工藝製作班，今年邀請了周老師擔任一共四課的工藝導師，由 11 月 3, 10, 17, 
24 日的逢星期二進行，今年教授了刮刮畫、星空瓶、花花掛飾及香氛蠟燭片，尤其是老師為這顆香

氛蠟燭片入了香芧精油，隨了醒腦醒神外還有驅蚊作用，實用又經濟。

 

福利工作員  呂梓雁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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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會務

推廣小組

20-21 年度由於疫情關係，本會推廣工作受阻，原本由上一個年度計劃的推廣活動都要取消，但本

會秉承逆境自強的精神，透過網上多媒體宣傳本會，拍攝感謝醫護及善長的影片，以及拍攝賀年短

片，希望大家留在家中，仍能夠感受到本會自強不息的精神。

 召集人  黃惠筠女士

公益金設施器材計劃

本會承蒙香港公益金設施器材計劃批出款項，讓本會能夠購置手提電腦、桌上電腦、便攜式投影機

及電腦螢幕，共值 $44,016，使本會能夠加強工作效率，提升服務質素。 

組織幹事  陳梓浩先生

運動神經細胞疾病 (MND) 互助小組

2020-2021 年度，MND 病類小組的目標 : 攜手同行自助互助之路。指標 ; 病人與家屬可以分享照

顧病友上的經驗與資訊。透過活動可以增加彼此的認識與了解。透過醫生講座與照顧技巧可增進對

MND 疾病的認識與照顧上的知識。

 活動內容

三

NO. 日期 主題 / 內容 項目

1. 2020-2-1  ( 六 )  3:00-5:00pm MND 新春聚餐 因疫情關係取消

2. 2020-4-21  ( 二 ) 11:30-1:30 pm MND 工作會議 橫頭磡 CRN

3. 2020-6-20  ( 六 ) 2:00-5:00 pm MND 全球漸凍人日 橫頭磡 CRN

4. 2020-7-8   ( 三 ) 11:30-1:30 pm MND 工作會議 橫頭磡 CRN

5. 2020-9-5   ( 六 ) 2:00 - 5:00pm MND 醫生講座 FACEBOOK LIVE

6. 2020-11-12 ( 四 ) 11:30 - 1:30pm MND 工作會議 橫頭磡 CRN

7. 2020-12-5  ( 六 ) 12:00–4:00PM MND 遊南蓮園池暨茶聚 因疫情關係取消

由於疫情關係，部份活動需要被取消。這確是影響大家的

見面及彼此支援的機會。然而，有幸可以透過 whatsapp 
群組及視像面談，繼續可有基本的關顧與支持，實也是難

能可貴，並且藉此繼續實踐自助互助之精神，將同路人的

智慧與經驗彼此分享與交流，以達至我們 MND 病類小組

之目標「攜手同行自助互助之路」。很希望日後的疫情能

改善，可以再次與大家多些聚聚，彼此關顧與分享。

 召集人  劉張秀英女士、黃嘉銓先生

理事會會議

2020-2021 年，理事會共進行了 12 次會議，約有 103 人次出席。過去一年，理事們對操作 ZOOM
從不認識至開始有點熟稔，當中十分感激「香港復康會」對本會作出的支援與教導，讓本會能在疫

情下，仍可以透過 ZOOM 處理會務與共商家事。於疫情下，本會需要面對很多的挑戰，但感恩理

事們之間有著互信，很多的疑難也能迎刃而解。在此十分感謝各位理事的互相補位。希望大家繼續

彼此支持去維繫理事會，同心邁向新里程。

會長  甄俊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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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址小組

2020-2021 年度，過去一年的工作報告：

項目 內容 負責小組 / 人士

內部討論

• 裝修設計

• 配套要求

• 物料選取

會址策動小組

(Team two) / 理事會

聘用工程顧問

• 邀請報告

• 評審報價

• 落實報價

• 與工程顧問進行服務合約簽訂

會址策動小組

(Team two) / 理事會

招標

• 定立招標時間表

• 了解招標內容

• 落實裝修圖則

工程顧問 / 會址策動小組

(Team two) / 理事會

規劃裝修時間表 • 了解與落實裝修工序時間表
工程顧問 /
會址策動小組 (Team two)

申請電力及水供應
• 向房署提出申請

• 與水務署聯絡及繳交按金
職員

申請上網與

電話搬遷服務
• 了解細節與提交申請文件 職員

聘請合約 Project 
Management

• 規劃 Project Management 的
工作內容及安排

• 跟進裝修與採購工作

職員

定時報告 • 於每期會訊交待裝修進展 會長 甄俊傑

過去一年，會址工作佔了協會與職員不少的時間，全因這是我們非常重視的會務工作之一。本會是

首次處理會址相關工作，實在沒有經驗，但十分感恩得到香港復康會的全力支持與指引，讓我們能

對策動會址庚工作有基本的認識，實在獲益良多。在此，再次鳴謝各位會址小組成員的付出與努力，

並十分感激各位會員的包容與愛護，期望在我們同心合力下，我們可於 2021 年成功遷入新會址，

共同攜手邁向另一個新的階段，繼續開拓自助互助之精神。                                                            
       

            召集人  甄俊傑先生

互助網絡發展基金

本年度理事會撥出 $20,000 供互助網絡發展基金使用，旨在讓會員自行組織更多元化、更具彈性

的活動，並且鼓勵新會員參與其中，鞏固互相網絡的發展。本年度共資助 3 次活動，批出資助額為

$8,310。

組織幹事  陳梓浩先生

MD MND SCA MS SMA OTH

20-21 冰桶支援計劃–病類分佈–合共 39 人申請 
(不包括重覆申請 )

圖 B

20-21 冰桶支援計劃

20-21 冰桶支援計劃的資助範圍主要有：醫療器材、消耗品、外傭薪金、上門家居照顧服務、短期照

顧員及物理治療。由於福利制度仍未完善，過去一年度冰桶支援計劃共批出 $HK$985,799.00 ( 請參

考圖表 A 及 B)。此冰桶支援計劃是暫時的，因為本會不能取代政府與公營機構的責任，會友們的經

濟、照顧與社區配套需要仍是政府不可或缺的首要任務。現時冰桶支援計劃只餘下大約三年的預算

可以使用，有需要的會友何去何從？

有鑑於此，政府長遠支援對於本會會友來說是十分重要。未來需要各位會友走出來，一同向政府表

達訴求，為有需要的患者及家屬爭取合理政策，期望會友繼續同心合力，支持倡議工作。

 組織幹事  陳梓浩先生

圖 A 20-21 冰桶申請類別分佈

合共批出 : $985,799

PART A - 醫療復康器材，

外傭薪水開支，醫療消耗品，

$843,317

PART B - 物理治療，上門家居照顧服務，

$107,832

PART C - 短期照顧員，

$34,650

申
請
人
數

病類申請人數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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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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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志成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後顧無憂」- 神經肌肉疾病患者支援計劃  

 計劃撥款：

撥款金額 支出總額 餘額 ( 若有 )

HK$567,653.4
盈餘 $12,053.4(31/3/2020)+
撥款 $555,600(2020-2021)

HK$ 460,970.00 HK$ 106,683.40 ( 未經核數 )

計劃目標與成效：

計劃目標 實際成效

1. 維持患者生命 100%, 外傭照料患者，令患者的生命安全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

2. 保持患者生活質素 100%, 資助聘請外傭開支 , 大大減低一家的經濟負擔

3. 保持患者正常生活
100%, 外傭協助照顧患者 , 令患者可有尊嚴地安在家中過渡其謹有的餘生

與日子

4. 維持患者生命 100%, 外傭照料患者，令患者的生命安全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

2020-2021 年度，此計劃受惠者共有 10 位會員。實在非常感激葉志成先生一直對本會的不捨不棄

與關愛。此計劃已祝福了無數在絕望中的會員，讓他們對前路仍有所盼望與勇氣去面對。希望葉志

成先生繼續支持與贊助本會，共建關愛的社會。

                                                                                                高級組織幹事  蘇美英姑娘

肌萎兒童基金

受捐款人所托，本會於 2016-2017 年度始成立肌萎兒童基金，以資助較年輕的患者，讓他們在學習

及個人成長方面，減少因疾病帶來的障礙，繼續自我增值，鼓勵他們發展積極人生。本會共資助 7
個個案，共批出 $210,494，資助範圍包括購買學習設備、參加興趣班等。本基金會於將來繼續進行。 

組織幹事  陳梓浩先生

嘉道理基金疫情支援計劃 2020-2022

這計劃是由 “RONALD AND RITA MCAULAY FOUNDATION”所贊助。嘉道理願意資助本會，全

因他們看了本會一位會員「MD 患者」的一套電視訪問特輯後，深深被這位會員的家庭生命故事所

打動。因此，嘉道理希望多些支援於疫情下，有經濟困難的神經 - 肌肉疾病病友及長期不辭勞苦的照

顧者。這證明只要我們願意站到前線發聲，便有機會給有心的團體發現並會向我們伸出有善的手，

於困難中與我們同行。

此計劃共獲 $658,862 撥款，支援共分兩部份。第一部份為 “小組支援”，因疫情持續，大部份會

員也未能參與實體活動，因而失卻了很多社交與減壓之機會，加上疫情的困擾，情緒與壓力均十分

龐大。並且，會友間的聯繫也因而減少了，影響同路人的凝聚力。針對社交與同路人支援方面，此

部份主要以有趣味的線上小組活動作介入，以舒緩病友或家屬因疫情下所引致的壓力或情緒困擾，

並且藉此凝聚同路人，加強支援網絡。

第二部份，支援疫情下有照顧困難的家庭 ( 外傭離職，需聘用私人市場之短期照顧服務 ) 及支援疫情

下因照顧而有經濟困難的家庭 ( 外傭檢疫費與隔離費 )。此部份主要支援因疫情下所洐生的額外照顧

開支。 

在此深深感激”RONALD AND RITA MCAULAY FOUNDATION”無私的支持及慷慨解囊，讓我們

於疫情中仍看見盼望，並讓我們有尊嚴地活下去。 

高級組織幹事  蘇美英姑娘

嘉道理基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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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之合作工作

互助，是施與受的流動

每次收到肌健會的資訊小組成員國民邀請為香港肌健協會年報撰文，心中都會泛起「溫暖」和「滿足」

的感覺。

「溫暖」是，來自由肌肉萎縮症患者國民親切真誠的邀請，是病人參與的溫度；是會友願意成為病

人自助組織當中的一口螺絲釘，成就病人同行的目標和價值。

「滿足」是，能見證香港肌健協會二十多年來在一群嚴重罕病患者、家屬和職員團隊群策群力下，

成立會址的夢想終在本年度實現。很榮幸在過去一年，我有份以顧問身份參與「中心管理及運作小

組」，為協會新會址的營運提供意見。

協會有今天的成果，是靠著協會上下一份「做才有」的決心和對自助互助的堅定意志。漸漸地，路，

就行出來了。

互助，是施與受的流動，無論你施的大或小，都有同等的份量和威力，可以療癒自己，改變世界。

願互助之美，繼續成為香港肌健協會新會址的光和鹽，在社區內持續發揮病人守望精神和力量。

祝願協會仝人身心康泰，互助滿盈。

 

香港復康會  社區復康網絡

病人互助發展中心  社工

楊翠芝  謹上

2021 年 9 月 14 日

會員及義工心聲

人生可以無常，生活亦都可以無常，擁有健康身體更可以是無常，因此要懂得珍惜身邊的所有人，

就需要常常。

認識肌健協會都差不多有 10 多年以上，為何會認識 ? 為何會需要協助 ? 好簡單就是沒有想像家人會

有罕有病，從徬徨無助之際，住醫院期間鄰床的病人就是找這協會社工跟進病況，而介紹給我們認

識，當時就認識了協會的蘇姑娘，因當年家人在醫院醫治了兩年時間，仍找不出病因，因醫療體制

的關係，有兩個方法一是轉療養院，一是回家由家人照顧，但當時我的家人選擇回家照顧，但需要

很多醫療用品開支，但當時缺乏罕有病基金的支援，但好幸運肌健協會當年有基金可以資助我家人

的部分醫療開支，可以一解燃眉之急，正所謂人生行過低谷非常渴望想見到高山，就是時間剛剛出

現，其實肌健協會除了當年至現在有基金協助有需要家庭外，還有對照顧者作出支援，在心理情緒

上都帶給無限支持，疫情之前有很多活動給照顧者作舒緩身心靈活動，當時可免費入住迪士尼樂園

吃喝玩樂兩天一夜，作為照顧者離開病患者出街其實得來不易，加上沒有工人照顧，是非常憂心，

但該活動可以免費提供醫護人員到家照顧兩天，是一件可以放心少少的事，感到恩惠可以令到照顧

者壓力上減壓了一天。

近來得知肌健協會搬新會址，有更多空間去協助病友是一件可喜的事，希望新環境會有新景象，不

過近來又得知冰桶計劃基金款項已用完，明年很大機會對有需要的家庭得不到資助，是一份可悲的

事，病患者的生存空間已經是十分得來不易，如果沒有適切的醫療用品，生命更加受到威脅，希望

新一年有奇蹟的來臨會得到好消息。

新一年就快到，每一個照顧者的心願都渴望病患者身體健康，活得快樂，而照顧者更希望自己身體

每天都健康才能照顧得到病患者，大家更希望疫情盡快完結，每一個人的笑容都給大家看得到，感

受得到，最後祝願肌健協會所有社工及工作人員努力不懈迎接每一個明天，從困難中突破自我，幫

助得到更多有需要的人士，祝願工作順利，身心康泰 !!

會員  梁詠詩

很高興這年開始成為肌腱之友，在過去參與過會員大會及擔任拉筋班小導師，認識並了解患上不同

神經肌肉疾病的朋友。與你們交流，使我更明白如何以解決問題面對生活上的挑戰。當我身體不適

時，常常覺得氣餒，好像生活每件事都不順心，這時我會想起你們在很多時間都需要面對病痛，生

活不便，但仍勇於走出來，參加活動、分享資訊，甚至幫助其他朋友，我就覺醒自己已經很幸運。

謝謝你們的積極人生，令我更想為社會貢獻多些。現在我正修讀物理治療，希望畢業後能學以致用，

為身邊親友及肌健協會出分力！

肌健之友  周志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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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相片

抗疫物資收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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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月友太太愛心自制布口罩贈本會會員李月友太太愛心自制布口罩贈本會會員

第二次同心抗疫派發物資愛心行動第二次同心抗疫派發物資愛心行動

聚夢坊送口罩本會聚夢坊送口罩本會

MND 全球漸凍人日聚會MND 全球漸凍人日聚會

22092020 弦動你我心22092020 弦動你我心

天壹口罩廠送贈抗疫物資天壹口罩廠送贈抗疫物資

NMO 醫生講座NMO 醫生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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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 月至2021年3月31日)

活動日誌

第五次同心抗疫派發物資愛心行動

第六次同心抗疫派發物資愛心行動

接受防疫物資贊助

理事會會議
(2020 年 ) 18/4，9/5， 13/6， 11/7， 
15/8， 11/9， 10/10，14/11，12/12
(2021 年 ) 9/1，20/2，13/3
項目管理小組 - 工作會議
(2020 年 ) 23/4，28/5，18/6，30/7，
27/8，25/9，30/10，26/11，30/12
(2021 年 ) 28/1，25/2，25/3
資訊小組 - 工作會議
(2020 年 ) 16/4，21/5，18/6，16/7，
20/8，17/9，30/10，26/11，30/12
(2021 年 ) 28/1，25/2，25/3
倡議小組 - 工作會議
(2020 年 ) 17/4，12/6，25/8，22/9，
11/11，27/11，8/12
倡議小組 - 行動
(2020 年 ) 生命最可貴我要活下去記者
招待會 29/6
(2021 年 ) 照顧者經濟支援集思會 10/3
推廣小組 - 工作會議
(2020 年 )10/7，3/9，12/11
(2021 年 )8/2
會址小組 - 工作會議
(2020 年 ) (Team two)29/5，(Team 
two)19/8，(Team two)26/8，(Team 
two)17/9，(Team two)16/10，(Team 
two)30/11
(2021 年 ) 22/1
中心運作會議
(2020 年 ) 29/8，17/10，5/12
(2021 年 ) 2/1，20/2，20/3
中央探訪
(2020 年 ) 7/4，8/4，4/6，5/6，7/7，
9/7，6/10，8/10，3/11，4/11，
1/12，2/12
探訪加油站
(2020 年 )  19/6，25/9，23/12，
機動探訪
(2020 年 ) 24/5，22/6，30/6，2/7，
7/7，4/9，5/9，10/9，28/9，22/10，
25/10，24/11，25/11
(2021 年 ) 15/1
職員會議
(2020 年 ) 26/5，17/6，29/7，21/9，
29/10，26/11，29/12
(2020 年 ) 28/1，23/2，25/3

到校交流
(2020 年 ) 12/11 ( 兩次 ) ，25/11，
16/12
(2021 年 )15/1，16/3，17/3
兒童及家長組探訪
(2020 年 ) 13/9，22/11
視像關顧
(2020 年 ) 3/12，11/12，16/12，
19/12，24/12，28/12
(2021 年 ) 2/1，18/2
新界東工作會議
(2020 年 ) 27/7，19/10
(2021 年 ) 5/2
新界西工作會議
(2020 年 ) 3/8，20/10
(2021 年 ) 4/2

MS工作會議
(2020) 30/5，29/8，19/12
(2021) 20/3
MS活動
(2020) MS 小擺設工作坊 4/7，
MS生活隨拍攝影比賽頒獎禮 1/8
SCA工作會議
(2020) 14/8，3/10，11/12
SCA活動
(2020) SCA 自助餐 4/7
MD工作會議
(2020 年 )14/5，10/12
MD活動
(2020 年 ) MD 醫生講座 24/5
(2021 年 ) MD 網上室內小擺設攝
影工作坊

SMA工作會議
(2020 年 ) 31/7
(2021 年 ) 19/3
 

港島區工作會議
(2020 年 ) 10/8，12/10
(2021 年 ) 1/2
九龍中工作會議
(2020 年 ) 17/8，21/10
(2021 年 ) 9/1
九龍東工作會議
(2020 年 ) 24/8，23/10
(2021 年 ) 11/2
五區聯合會議
(2020 年 ) 7/10，18/11
(2021 年 ) 14/1

SMA活動
(2020 年 ) SMA 新藥分享會 22/8
MND工作會議
(2020 年 ) 21/7, 8/7. 12/11
MND活動
(2020 年 ) 全球漸凍人日聚會
20/6，醫生講座 5/9
中央活動
(2020 年 ) 硬地滾球訓練班 7/4，
14/4，12/5，19/5，30/6
豎琴音樂分享會 22/9
抗疫物資派發 26/9，28/9，
29/9，30/9
被動拉筋班 23/9，30/9
NMO 醫生講座 24/10
大除夕慶祝蛋糕製作 FUN FUN 
FUN  31/12
(2021 年 ) 新春蛋糕製作 GO GO 
GO  6/2
周年大會 27/3

互助小組 互助小組

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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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報告財務報告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本會本財政年度 2020-2021 錄得虧損港幣 $994,053.00，累積盈餘為港幣

$24,156,518.00。一直以來本會平均每年都虧損 , 近年因為疫情關系影響捐款收入更是雪上加霜。早

幾年本會有幸得冰桶挑戰善款支持，包括增設的冰桶挑戰支援津貼由冰桶挑戰善款支付 , 但我們預算

該善款幾年內將會完結。本年度的收入中有超過 60% 為指定用途捐款只可按照其指引作服務用。可

見社會各界對我們的理解及支援正續步加深，這是令人鼓舞的現象。期望政府在政策及資源上儘快

改善，才可徹底幫助解決問題，當務之急是要努力籌款，屆時敬請各會員鼎力支持 !

2021 年 9 月本會遷入大窩口邨富雅樓一個單位作會址用途，近年因為疫情關系令不小活動延後或取

消，尤其籌款活動。期望來年，新會址為會員之服務能盡快回復正常。

此致

司庫  鄭兆堅

2020-2021 收入：

捐款收入捐款收入  
$804,394.00$804,394.00

基金撥款基金撥款
$2,057,097.00$2,057,097.00

活動收入活動收入
$7,090.00$7,090.00

利息收入利息收入
$123,248.00$123,248.00

其他收入其他收入  
$183,390.00$183,390.00

基金收入合計基金收入合計  
$3,185,139.00$3,185,139.00

公益金公益金  
$99,920.00$99,920.00

基金收入

會費收入

捐款收入

基金撥款

活動收入

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基金收入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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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界熱心人士的支持，特此鳴謝！
2020 年 4 月 -2021 年 3 月份，排名不分先後，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機構 /學校

個人

Accedo B Asia
Bayer Health Care Ltd
Bio-Gene Technology Ltd.
Care for You
Cheung Dafu Co. Ltd.
Eisai (Hk) Co. Ltd.
Happy Football Club Ltd
Kiss Production Ericalidon
Lifewire Foundation Limited
Merck Pharmaceutical Hong Kong Ltd
Peaceland HK
Quebish Ltd
Roche Hong Kong Limited
Roche Pharmholding B.V.
The Shamdasani Foundation

Alfred Chan
Andre Pang
Andy To
Au Kin Yan
Chan Chi Ming
Chan Pui Yan
Chan Yee Lam
Chan Yuen Pik
Charles Rogers
Cheng Hoi Yan
Cheng Pui Wah, Jennifer
Cheng Yan Chiu
Cheung Wing Hang 
Chow Pui Yan 
Christof Juergen
Chu Chun 
Chu Kai Wai
Chung Ka Man
Dillon Laurel
E. Deayton (Tom Young)
Fong J Fong M
Fung Chi Kan 
Fung Yat Wah
George Chow
Hannah Weldon
Harrs Richard
Hayley Luk
Hui Sau Mei
Hung Chui Yee Rita

中區獅子會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天壹口罩廠

宏安集團

協恩中學

社會福利署

長期病患者關注醫療改革聯席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香港公益金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香港多發性硬化症學會

香港罕見疾病聯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Jennifer Deayton
Jennifer Leung
John Lee
Jordan Oreck
Justin Mcmahon
Karen Brindle
Kong Li Yi, Katherine
Kwan Pui Sze
Kwok Chi Wah
Kwok Lai Ling
Lai Man Kai 
Lam Chia Wen Corrina
Lam Ching Yiu
Lam Ching Yu J
Lam I Ka
Lam Kam Lan
Lam May Ngor
Lam Ping Shan
Lam Suet Foon
Lam Tsit Ying
Lam Wai Pan
Lau Kwok Wai
LawWing Ting
Lee Kin Yee
Lee Yin Chung
Leung Lai Ping, Gloria
Leung Man Chi
Leung Shui Yin
Leung Siu Ping

Sze Lok Wa 
Tao Hung Kit
Tin Ka Chi
Tsang Kin Yip
Tsang Kit Yee
Van Sternbergh
Vastola Carmine
Vivian Gu
Wong Chau Lam
Wong Chun Kit
Wong Chun Kit, Wilbur
Wong Chun Lung 
Wong Chun Man
Wong Kam Ling C.
Wong Sze Wan
Wong Tin Chu
Wong Wai Kei
Wong Yuk Chun
Wu Pui Ki
Xiaoru Ma
Yan Ka Ki
Yang Kong Chi
Yau Yuk Yin
Yeung Lok Ki
Yeung Pui Yan
Yeung Yuet Na
Yip Kam Fai, To
Yung Mei Sze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學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 禾輋中心 )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 橫頭磡中心 )
香港賽馬會

真善美醫護有限公司

脊髓肌肉萎縮症慈善基金

張超雄議員辦事處

陳楊福和基金有限公司

陳維周夫人紀念學校

義務發展局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萬德至善社有限公司

嘉道理慈善基金會

默克藥業 ( 香港 ) 有限公司

醫院管理局社區復康中心

鳴謝

Leung Tat Wing, Oscar
Li Ning Wai
Li Pui Ling
Li Tze Wai Edwin
Li Yuet Ying
Lin Wing Fai
Lo Chi Yin
Ma Mei Ling
Mak Wing Sze
Man Lor Hong
Manuela Basto
Martin Cerullo
Masahide Hoshi
Michael Birley
Miss Nicole Judith Tavares
Mothes Mario
Ng Kwok Fai
Ng Shik Man, Il
Oscar O P A M Poelmann
Pang Chun Bong
Rachael Cheung
Ralph Giulianotti
Rupert Puels
See Chun Wai
Shonda Boone
Simon Chen
Sin Mei Yee 
So Choi Fung
Suen Ka Man

無名氏

伍鳳明

何美嫦

李國慶

李鐵樑

沈詠儀

陳希賢

黃浩文

黃嘉銓

劉女士

鄭玉君

黎英雄

黎創華

鍾玉華

鄺毓榆

關利華

本會是為神經 - 肌肉疾病患者及其家人而設的非牟利自助組織，一切經費有賴捐款支持，我們極需經濟

上的支持，請各位善長大力捐助。

本人 / 團體願意支持香港肌健協會有限公司的工作：

姓名： 電話： 捐款金額：

通訊地址：

本人樂意捐助：（請選擇並加上□）

□　HK$200　　　□　HK$500　　　□　HK$1,000　　　□　HK$2,000　　　□　其他：

捐款方法（一佰元以上捐款可憑收據申請減扣稅項。）

□ 現金 : 
 請存入本會的匯豐銀行戶口 078-353133-838
 請於存款收據背面寫上「用途及姓名」，連同捐款表格寄回本會。

□ 劃線支票：
 抬頭請寫「香港肌健協會有限公司」支票號碼： ，並連同表格寄回本會。

□ 繳費靈：
 致電 18033 或登入 http://www.ppshk.com 使用繳費靈捐助，選擇商戶編號 9634，完成後通知本會。

□ 網上捐款：
 只適用於恒生銀行網上理財用戶，按網上指示直接捐款。

本會為註冊慈善團體，並已加入惠施網。一佰元以上捐款可獲免稅，如欲索取收據，請填寫並寄回以下表格。

（稅務局檔案號碼：91 / 5629）

出版人：香港肌健協會有限公司

地址：新界荃灣大窩口邨富雅樓地下一號

電話：2338 4123 
傳真：2338 2410
網址：www.hknmda.org.hk
電郵：hknmda@netvigator.com 

出版日期：2022 年 1 月

香港肌健協會有限公司

捐款表格

本刊由香港公益金資助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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