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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網絡發展基金

本會成立互助網絡發展基金，讓會員主動提出申請籌辦

活動，增強會員自助互助的精神。申請人需要承擔起推

行項目的責任，有助提升組員的承擔感及歸屬感。

申請內容必須符合本會的宗旨，活動可包括1 次活動或

1 系列的探訪 / 茶聚 / 工作坊等。由最少三位會員一

同提出申請，參加者必須包括一位新會員或由協會提議

的人選。

查詢詳情及申請：2338 4123

袁銘耀(OTH)、曹華榮(MND)、陳應明
(MND)  與世⻑辭。本會仝⼈致以萬分
哀悼，並向其家⼈表⽰深切慰問。悼

理事會會議日期

2022年12月10日，2023年1月14日及2月11日

(六)

14:00 - 17:30

歡迎會員列席，需要復康巴士接送者，

請於開會前最少10 天前報名︰ 2338 4123

黃色暴雨警告→由活動負責人決定

紅色暴雨警告→取消

黑色暴雨警告→取消        

 

惡劣天氣活動處理
暴雨警告信號

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1號颱風→不受影響

3號颱風→活動前懸掛或進行間懸掛，

將視乎內容性質由活動負責人決定

8號或以上號颱風→取消

新同事介紹
 

大家好! 我叫布君澤，可以叫我Jason或者 

阿澤，好榮幸可以加入肌健會這個大家庭， 

為大家服務。對於一個新入職的員工來說， 

我想在今後的工作上還有很多的東西需要去 

學習，需要去向很多理事們、同事們、會員 

們去請教，在此，先謝謝大家了，我會以最 

快的時間去適應這個新的環境。為肌健會的 

明天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謝謝。

22-23 冰桶支援計劃

計劃於2022 年4 月1 日正式開始接受申請，如有查

詢，可以致電2338 4123 聯絡本會。

補領會員証

收取費用 10 元，特此通知。

P. 2 啟事

 

資訊小組對香港肌健協會來說，是一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能夠對外界發

放和接受資訊，體現互助自助精神，希望各位志同道合嘅朋友能夠加入我

們團隊，

只要你懂得Word/Excel/PowerPoint 等文書處理；或

Whatsapp/Facebook/IG等社交媒體應用， 

其中一、兩項技能，能夠發揮個人自信、技能貢獻社會、充實人生美滿 

我們除了定期出版每季會員通訊、每年年報及其他資訊刊物； 

還有管理協會網頁及Facebook專頁； 

另外有賴各方好友提供醫療福利資訊、好玩活動推介等 

希望持續運作，提供多姿多彩的資訊。

若有查詢，請與本會職員聯絡，電話號碼2338 4123
 

「資訊小組」現正招募新組員，唔好收埋自己，快啲嚟加入啦



中央探訪 1/8, 2/8, 1/9, 5/9, 6/9, 5/10, 6/10/2022

線上關顧 14/9/2022

同心抗疫 防疫物資第九、十次派發活動 6/7-9/7/, 27/7/2022

「基層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談施政報告」論壇 13/9/2022

線上物理治療工作坊(第四期) 8/7, 15/7/2022

線上物理治療工作坊(第五期) 22/7, 29/7/2022

線上物理治療工作坊(第六期) 5/8, 12/8/2022

線上物理治療工作坊(第七期) 19/8, 26/8/2022

線上物理治療工作坊(第八期) 2/9, 9/9/2022

線上物理治療工作坊，示範短片拍攝 21/7/2022

水中健體班 2022 3/8, 10/8, 17/8, 24/8, 31/8, 7/9, 14/9, 

21/9, 28/9

電影［給我一天］慈善首映 23/7/2022

D100‘醫護同行”，採訪香港肌健協會 8/7/2022

第二輪新冠肺炎緊急援助基金 –「肌萎疫情支援計劃-健康抗疫包」

肌萎兒童及家長組 活動 (自助餐齊共享) 31/7/2022

肌萎兒童及家長組 齊齊打邊爐 7/8/2022

肌萎兒童及家長組 童遊M+之旅 14/8/2022

肌萎兒童及家長組 嘻嘻FIVEFIVE 21/8/2022

肌萎兒童及家長組FUN FUN FUN 體驗活動 28/8/2022

與香港小童群益會會議 27/7/2022

出席由社聯主辦照顧者論壇 11/8/2022

互助駕駛電動輪椅計劃會議 17/8/2022

義工訓練 19/8/2022

殘疾人士照顧者對施政報告期望意見調查發佈會

香港復康會幫你搵媒體活動前面談17/10/2022

港島區工作會議18/10/2022

互助電動輪椅駕駛訓練前家訪25/10/2022

社聯照顧者支援研討會28/10/2022

機動探訪29/10/2022

中央活動

    (受惠人患者) 30/6/2022

   （關注殘疾人士照顧者平台 香港肌健協會合辦）20/9/2022

資訊小組-工作會議 18/8, 15/9, 20/10/2022

項目管理小組-工作會議25/8, 29/9, 27/10/2022,

倡議小組-工作會議 27/7, 6/8, 2/9/2022

理事會會議 13/8, 10/9, 8/10/2022

推廣會議 29/9/2022

到校交流 21/9, 31/10

MND醫生講座 3/9/2022

SMA小組工作會議 15/7/2022 

MS病類小組工作會議 16/7/2022

MS新界東及西茶聚 29/7/2022

MS醫生講座 27/8/2022

SCA 茶聚-健康資訊齊分享 30/7/2022

SCA病類小組工作會議 27/9/2022

九龍中小組工作會議 1/9, 14/10/2022

九龍中遊西九暨茶聚23/7/2022

九龍東小組工作會議 19/8/2022

九龍東區遊青衣公園暨茶聚30/7/2022

新界東遊西貢聚餐 10/9/2022

新界東區小組工作會議7/7/2022

五區聯區會議 16/9/2022

工作小組

 

病類互助小組

 

地區小組

活動日誌(2022年8月-2022年10月)

•   葉志成及嘉道理疫情支援計劃申請名額已滿。

•   2020-2022社署自助組織資助計劃：完成遞交第八期季度報告。

•   新一期嘉道理照顧者及患者支援計劃已遞交申請及審批安排，獲收到通知可延續兩年支援申請。

•   完成遞交賽馬會第六期及第七期進度報告。

•   完成第二輪新冠肺炎緊急援助基金 –「肌萎疫情支援計劃-健康抗疫包」(受惠人患者)

•   完成同心抗疫 防疫物資-第九、十次派發活動

•   NMOSD: 暫定於2022年7月會議及延期於11月20日份進行籌備NMO小組成立日。

•   完成2022年8月至2022年10月份線上關顧 / 中央探訪 / 機動探訪

•   完成2022年8月至2022年10月份各地區小組活動及工作會議 *

•   完成2022年8月至2022年10月份各病類小組活動及工作會議 *

•   完成2022年8月至2022年10份會友出席被邀全港學校到校交流 *

•   完成MS醫生講座、MND資訊講座

•   完成「基層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談施政報告」論壇

•   殘疾人士照顧者對施政報告期望意見調查發佈會（關注殘疾人士照顧者平台 香港肌健協會合辦）

•   完成肌萎兒童及家長組7月31日 (日) 至8月28日 (日) 逢星期日活動

•   出席由社聯主辦照顧者論壇

•   跟進水中健體班活動2022年6至9月份

•   復健興趣互助班甜品班及手工藝班

•   展開互助輪椅駕駛大使

•   籌備及跟進與香港復康會「罕見病患者社區為本支援服務」

•   進行了2022年8月份至2022年10月份跟進各類基金申請個案及報銷工作。

•   跟進預約/取消2022年及2023年會議/活動復康巴士。

•   跟進預約/取消2022年及2023年會議/活動房間。

•   增設Google form作第99期會員通訊的活動方式，鼓勵會員自行網上報名，迎聚自助互助的精神

*備註：(8-10月份因疫情持續，個別活動、探訪及工作會議仍然改為網上Zoom)

會務報告 2022 年8月 - 2022 年10月

活動日誌 / 會務報告  P. 3



2022年...這是峰迴路轉的一年;

上年度分享會只能在線上Zoom舉

行，感到填鴨式和沒有情感，但近日

疫情稍見緩和，2022-23年度資訊小

組分享會終能在2022年10月20日順

利舉行。

疫情下，難得有機會與組員聚首一

堂，實屬難得。經小組組員-安琪推

薦樓上Cafe，有手沖咖啡及拉花節

目，相當興奮和期待，活動已安排復

康巴接送組員，今次分享會有新組

員-趙惠珊小姐來臨，令活動氣氛生

息不少。

P. 4   暢所欲言

組員享受講師教授手沖咖啡及拉花環

節，學習過程美輪美奐、獲益良多，期

後有豐富美食：卡邦尼意粉、和牛漢

堡、烤雞扒爵巴及小食（魚柳雞翼+薯

條）

 

美食當前令人津津樂道，但我們並沒有

忘記最重要的分享環節，在完成問卷後

便開始享用美食了。飲飽食醉之後，就

順理成章 舉行資訊小組 例會，會議過

程非常緊湊，討論項目包括第100期會

訊及2021-2022年度年報，議論氣氛非

常投入實在難能可貴。

 

今次活動和聚餐之外，更重要的是分享

了資訊小組過往工作的點滴、新組員的

相互認識、商討未來發展方向及邀請有

潛質的會友加入。雖然處於疫情的陰霾

下，大家仍然堅強面對、奮力向前，相

信大家可以排除萬難、持續及鞏固資訊

小組的發展，謝謝！

資訊小組組員 尹三洋



最後，周女士希望政府可以盡早增設以下措施:

1. 增設「非綜援」神經-肌肉疾病患者的外傭薪金資助

2. 增設「專職」外傭訓練，針對神經-肌肉疾病患者的照顧需要而提供相關的技巧訓練，並

額外資助這類專職外傭的薪金，以吸納更多人手投身此行業，讓病友的照顧需要能得到保障

人生變幻無常，原來兒子也患上此罕見的「肌肉營養不良症」. 由於是單親家座，當時一家經濟之柱就只

有周女士一人所擔當，她當時因工作而未能照顧兒子，兒子大部份時間也是由親人照顧，所以周女士坦言

好後期才從他人得知兒子原來早有病徵出現。周女士每次提到兒子時，也是淚流滿面，沒想到自己有病之

餘，兒子也是同病相憐得到此頑疾。周女士當然心痛兒子不幸得到此絕症，但同時亦都仍然對生活抱著積

極態度，希望兒子不要退化得那麼快，也希望將來繼續有公屋可讓兒子居住，兒子往後的生活也可以有瓦

遮頭。

 

周女士現時已需要以輪椅代步，日常生活起居如清潔，煮食，買生活物資及洗衣等等家務，也需要外傭代

勞。周女士自己勉強也可以自理，唯需要萬事小心，因始終身體大不如前，若不幸跌倒，也只可依靠外傭

從旁幫助。因此，對周女士來說，「外傭如家中的一寶」，欠缺外傭照顧，周女士的生活質素將大大受影

響，生命安危也會出現問題。

 

很不幸的是，政府對於「非綜援」的神經—肌肉疾病患者的外傭薪金資助，從來也是隻字不提。周女士無

法申請綜援，因暫時來說兒子也勉強能繼續工作糊口，有收入便不可以申請綜援，當然她希望兒子可以繼

續自食其力，不需要完全依賴政府。然而，周女士也期盼政府可以提供外傭薪金之資助給予他們與相關類

人士。長遠的照顧開支，對於這類患者也是很是吃力。面對本會之「冰桶支援計劃」即將完結，周女士坦

然很擔心，日後失去相關經濟援助，生活將會更困苦與難以想像。

 P. 5暢所欲言

母子同是肌萎患者，期盼政府可資助每月外傭薪金開支母子同是肌萎患者，期盼政府可資助每月外傭薪金開支

會員 周嬋華(MD患者)

本會會員周嬋華，女性，現年約60歲，所患

的是不治之症「肌肉營養不良症」，暫時仍

沒有藥物可根治，並且屬於持續退化的疾

病。周女士約於17年前開始腳部無力及時常

難以平衡，並且足部因而經常「扭傷」，期

後開始右手無力，上手臂部份肌肉更出現萎

縮的情況。周女士身體每況越下，期後開始

需要使用拐杖步行，自始便不能繼續工作。

唯有依靠積蓄度日，最後當然是「坐食山

崩」，需要節衣縮食，以維持生計。



有賴各位病友，本會顧問郭子堅醫生，2位醫科學生及同事的協助，本會已成功為運動神經細胞疾病

（MND）設立網上名冊平台。我們希望藉今期的會訊向大家介紹名冊的創立理念和設計。

 

創立理念

世界各地不少病人組織都會設立自己的病人名冊，如英國、紐西蘭的MND病人組織等。透過持續、有系

統性地紀錄各病友的診斷過程、治療用藥、日常生活狀況、以及病友和其照顧者的困難需要等，全面地

整合病患團體的需求與難處，有助組織更準確地掌握本地病友的整體情況。

 

本會和羅氏大藥廠香港有限公司合作，建立了一個網上病人名冊平台。首階段會在MND病友間推廣使

用。這個資訊平台可以方便病友們隨時紀錄、查閱自己的身體狀況。覆蓋全面的病人資訊也可以幫助病

人協會、政府、醫護及科研人員詳細了解病患團體的狀況和需要，從而提供準確的社會經濟援助、臨床

研究項目，提升病友的生活質量。

 

名冊設計

每病友家庭將擁有自己的個人賬戶。登入賬戶後，可見到各項條目：如基本資料、診斷、遺傳數據等

（圖一）。病友可自行或委託家屬填寫內容。往後若有資料需更新（如開始用新藥），也可隨時登入網

站填寫，本會職員便能即時知悉。本會會定期整合病友的資料，將所有個人資料除名後，於會內分享、

社交媒體上登刊，讓社會各界更深入了解香港的神經-肌肉疾病病友的狀況。在病友親自授權下，名冊資

料亦將可以與科研人員銜接，推動更多不同的臨床項目。

 

病人名冊由協會全權管理，內容無第三方可以檢閱。在沒有病友親自授權下，不會將任何個人信息洩漏

予第三方。如需要和學術團體分享資料，本會將先把所有個人資料除名，再作整合。病友也可隨時無條

件退出名冊和拒絕參加臨床項目。

 

 

 

 

P. 6      

簡介MND病人名冊網上平台簡介MND病人名冊網上平台

參與名冊

名冊首階段會邀請現有MND會員和家屬

登記填寫。義工陳小姐會透過whatsapp

（6903 0920）向各位會員發送短信闡

述詳細的登入方式，以及附上影片教學。

希望各位會員可以積極參與登記，和我們

一起完善我們香港MND病人的資料庫。

 

除MND外，每一種神經-肌肉疾病都能透

過病人名冊整合團體明確的困難和需要，

向大眾傳達。我們希望有了MND的經驗

以後，增添其他神經-肌肉疾病病類的病

人名冊，以凝聚大家的需要一同爭取適切

的援助。屆時亦請各位會員多多支持！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聯絡蘇美英姑娘 2338 4123或義工陳小姐6903 0920。

醫療及福利專訊



P. 7醫療及福利專訊



P. 8 活動花絮 2022年 8月-10月

手工藝班(甜品班）手工藝班(甜品班） SCA 茶聚-健康資訊齊分享SCA 茶聚-健康資訊齊分享

互助電動輪椅駕駛訓練前家訪互助電動輪椅駕駛訓練前家訪

社聯照顧者支援研討會社聯照顧者支援研討會

水中健體班分享會水中健體班分享會

到校交流（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到校交流（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殘疾人士照顧者對施政報告期望意見調 

查發佈會（關注殘疾人士照顧者平台  

香港肌健協會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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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遊西貢聚餐新界東遊西貢聚餐 線上物理治療工作坊第8期線上物理治療工作坊第8期

肌萎兒童家長組FUN FUN FUN 體驗活動肌萎兒童家長組FUN FUN FUN 體驗活動

肌萎兒童及家長組活動-自助餐齊共享肌萎兒童及家長組活動-自助餐齊共享

童遊M+之旅童遊M+之旅 義工訓練義工訓練

肌萎兒童及家長組 齊齊打邊爐肌萎兒童及家長組 齊齊打邊爐照顧者論壇照顧者論壇

MS醫生講座MS醫生講座

肌萎兒童及家長組 嘻嘻FIVE FIVE肌萎兒童及家長組 嘻嘻FIVE FIVE



探訪嘉許禮

日期：2023年3月28日(二)

時間：11:30 –13:30 

地點：大窩口邨富雅樓地下1號

內容：跟進探訪安排、聯誼、茶點

費用：免費

對象：曾或想探訪的會員及家屬

截止日期：2023年2月28日(二)

報名：蘇姑娘 2338 4123

鳴謝：香港公益金

倡議工作會議

日期：2023年1月5日(四)、2月3日

(五)、3月3日(五)

時間：11:30 –13:30 

地點：大窩口邨富雅樓地下1號

內容：跟進照顧及經濟訴求

費用：免費

對象：會員與家屬

截止日期：2022年12月16日

查詢及報名：陳凱茵 5377 7096

鳴謝：香港公益金

報名人士請注意：
政府已實施 [疫苗
通行証]第三階段，
詳情請向活動負責
人查詢。

迎新會

日期：2023年2月4日(六)

時間：14:30 – 16:30

地點：大窩口邨富雅樓地下1號

內容：認識本會，認識自助互助，聯

誼及交流

對象：過去一年內入會優先

收費：免費

截止日期：2023年1月16日

查詢及報名：陳鳳雯 6100 1007 

鳴謝：社會福利署

病類活動病類活動
MND新春團拜聚餐

日期：2023年1月28日(六)

時間：14:45 – 17:00 

地點：尖沙咀金域假日酒店下午茶自

助餐

內容：聯誼，交流及分享

費用：患者及首2位陪同者 $220，

第3位陪同者正價$300 (待定)

對象：MND患者及家屬

截止日期：2023年1月10日

報名：劉太 2647 5265

MND工作會議

日期：2023年3月23日(四)

時間：11:30 – 13:30 

地點：大窩口邨富雅樓地下1號 

內容：商討活動安排、自助互助聯誼

費用：免費

對象：MND患者及家屬

截止日期：2023年2月28日

報名：劉太 2647 5265

P. 10 活動快訊  2023年1月 - 3月

中央活動中央活動

SMA香港脊髓型肌肉萎縮症患者的

生命質量與疾病負擔研究分享

日期：2022年12月13日(二)

時間：11:30-12:30

地點：大窩口邨富雅樓地下1號(待

定)

內容：研究調查分享，聯誼

講員：董咚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公共

衛生與基層醫療學院研究助理教授，

中國罕見疾病聯盟理事)

對象：SMA患者及家屬

收費：全免

截止日期：2022年12月5日

查詢及報名：黃健安 9830 3404 /      

            譚卓璇 9680 6072

鳴謝：香港公益金

MS小組工作會議

日期：2023年3月25日(六) 

時間：14:30 – 16:00 

地點：大窩口邨富雅樓地下1號

內容：商討活動安排、自助互助

聯誼

費用：免費

對象：MS會員及家屬 

截止日期：2023年2月28日

鳴謝： 社會福利署

MS心靈及醫療資訊工作坊

日期：2023年2月18日(六) 

時間：14:30 –17:00 

地點：九龍觀塘興業街4號8樓The

Wave (港鐵B1出口)

內容：手工皂心靈減壓活動，了解MS

針劑治療與須知

講員：鄭永強醫生及註冊護士

費用：$10

對象：MS會員及其家屬

截止日期：2023年1月18日

鳴謝：默克藥業

MS報名資料：

香港區：鄧太    9017 0262

九龍中：史太    9719 1247

九龍東：TONY  9466 3611

新界東：黃美珠  9371 0904

新界西：陳鳳雯  6100 1007

SMA小白鷺遊

日期：2023年1月7日(六)

時間：13:00-16:30

地點：小白鷺

內容：遊小白鷺，聚餐，聯誼

對象：SMA患者及家屬

收費：$100(待定)

截止日期：2022年12月23日

查詢及報名：黃健安 9830 3404 /

            譚卓璇 9680 6072 

鳴謝：香港公益金

活動預告

       第10屆周年⼤會暨第6任理事會選舉將於2023年2⽉25⽇星期六舉⾏，
               敬請各會員留意通知，稍後本會會寄上報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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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會訊及活動消息除了會郵寄給會員，也會上載至協會網頁

除個別活動註明外，所有活動安排復康巴士接送，如無故缺席或更改上落車資料，須繳付復康巴士罰款

除個別活動註明外，所有活動滿額抽籤

凡4 歲或以下且不佔座位者，不收活動費用

由於本會的活動保險只保障6 至70 歲之會員及義工，故超出保障範圍之參加者，需要自行承擔參加活動的風險與責任

所有Whatsapp 報名，請提供會員姓名、出席人數、所報活動的名稱

所有Google Form報名，請提供會員姓名、出席人數、所報活動的名稱、及正確上落車地點

凡活動或會議前十個工作天內，未有預先通知本會或遞交當日醫生證明而缺席者，需要一個月內補交

活動費，未能補交者會被紀錄在案。如每年度內被紀錄兩次，半年內參與任何活動或會議均列入後備名單，但不包括周年大會。

依照政府防疫措施指引,協會舉行實體活動時(包括戶外及 室內活動)均需要戴上口罩及掃描 「 安心出行二維碼 」及在室內(餐廳/酒

樓等地方)進行飲食活動需配合[第三階段-疫苗通行証]

活動快訊啟事

活動收費及保險

會員參與活動守則

報名人士請注意：政府已實施[疫苗通行証]第三階段，詳情請向活動負責人查詢。

五區活動五區活動
五區素食樂

日期：2022年12月17日(六)

時間：13:00-16:30

地點：屯門青松觀

內容： 聚餐、聯誼、交流及分享

費用：$80(患者及首兩名陪同者)、

$120(第三位以上陪同者)

對象：會員(額滿將會抽籤)

截止日期：2022年12月1日

查詢及報名：各地區小組召集人

鳴謝：社會福利署

 

新界東探索遊

日期：2023年3月26日(日)

時間：12:30-16:45

地點：待定

內容：茶聚及聯誼

費用：待定

對象：新界東組員

截止日期：2023年3月17日

查詢及報名：黃惠筠 6300 7720

鳴謝：社會福利署

 

五區工作會議
時間：11:30-13:30    地點：大窩口邨富雅樓地下1號    內容：商討活動安排、自助互助聯誼    費用：免費

港島區工作會議

日期：2023年2月14日(二)

對象：港島區組員

截止日期：2023年2月7日

查詢及報名：馮達豪 9733 6004

新界西工作會議

日期：2023年2月21日(二)

對象：新界西組員

截止日期：2023年2月14日

查詢及報名：尹三洋 9654 0833

新界東工作會議

日期：2023年3月14日(二)

對象：新界東組員

截止日期：2023年3月7日

查詢及報名：黃惠筠 6300 7720

九龍中工作會議

日期：2023年2月28日(二)

對象：九龍中組員

截止日期：2023年2月21日

查詢報名：史梁少霞 9719 1247

九龍東工作會議

日期：2023年3月2日(四)

對象：九龍東組員

截止日期：2023年2月23日

查詢及報名：羅鍾婉珍 6090 1983

鳴謝：社會福利署

線上活動報名QR Code

活動快訊 2023年1月- 3月 P. 11

港島聖誕茶聚

日期：2022年12月24日(六)

時間：12:30-16:45

地點：大窩口邨富雅樓地下1號

內容：茶聚及聯誼

費用：$60(暫定)

對象：港島組員

截止日期：2022年12月17日

查詢及報名：馮達豪 9733 6004

鳴謝：社會福利署

 

新界西故宮文化之旅

日期：2023年3月4日(六)

時間：12:30-16:45

地點：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內容：茶聚及聯誼

費用：待定

對象：新界西組員

截止日期：2023年2月24日

查詢及報名：尹三洋 9654 0833

鳴謝：社會福利署

 

九龍中山頂遊暨茶聚

日期：2023年3月12日(日)

時間：12:30-16:45

地點：山頂

內容：遊山頂、茶聚

費用：$60(暫定)

對象：九龍中組員

截止日期：2023年3月3日

查詢及報名：史梁少霞 9719 1247

鳴謝：社會福利署

 

九龍東遊西貢聚餐

日期：2023年3月18日(六)

時間：12:30-16:45

地點：西貢

內容：茶聚及聯誼

費用：待定

對象：九龍東組員

截止日期：2023年3月3日

查詢及報名：羅鍾婉珍 6090 1983

鳴謝：社會福利署

 



香港肌健協會
Hong Kong Neuro-Muscu lar Disease Assoc iat ion 
地址：新界荃灣大窩口邨富雅樓地下1號
電話：2338 4123                 傳真：2338 2410
電郵：hknmda@netvigator .com 網址：www.hknmda.org .hk

姓名Name:

地址Address: 

疾病類別Type of disease:☐ MND   ☐ SMA   ☐ MD   ☐ MS   ☐ SCA   ☐NMO  ☐ 其他Other_____________
*運動神經細胞疾病 (Motor Neuron Disease, MND)  脊髓肌肉萎縮症(Spinal Muscular Atrophy, SMA) 小腦萎縮症 (Spinocerebellar Ataxia, SCA)

視神經脊髓炎（neuromyelitis optica，. NMO）肌肉營養不良症 (Muscular Dystrophy, MD) 多發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 MS) 

索取會員及義工入會/更新資料表格Request for Membership / Volunteer Form

本人欲索取︰☐ 會員Member   ☐ 義工Volunteer  的入會表格Form

(會員費Membership fee: 一般會員Ordinary $20/年year   永久會員Permanent $200)

*此為輔助表格，如欲索取正式入會表格可與本會聯絡2338 4123或登入網頁http://www.hknmda.org.hk自行下載。

*會員/家屬入會申請需提交醫生証明為神經-肌肉疾病。*本會所收集之資料只用於與機構職能及其有關的項目上。

捐助方法︰本會是一個由神經-肌肉疾病患者及家屬組成的非牟利自助組織，於1999年正式註冊成為免稅慈善團體，

本會一直致力提高神經-肌肉疾病患者的生活質素、團結患者及家屬的力量、創造對患者有利的社會環境。

如蒙捐助，請以劃線支票，抬頭寫「香港肌健協會」，亦可存入本會的匯豐銀行戶口：078-353133-838。

恆生銀行用戶可於銀行網頁捐款。或致電18013透過繳費靈捐助，本會的商戶編號是9634。

或登入本會網頁www.hknmda.org.hk以進行網上捐款。

如需收據，請於支票或入數紙副本背面註明「用途及姓名」，郵寄致新界大窩口邨富雅樓地下一號收。

資訊小組組員﹕  馬汐嶢、梁安琪、尹三洋、陳凱茵、黃衍光、古君禮、呂文林、趙惠珊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9:30am-5:30pm  星期六 9:30am-1:30pm  (午膳時間12:30pm-1:30pm)

職員︰蘇美英姑娘 Jintana、呂梓雁姑娘 Wendy、布君澤 Jason

聯絡電話Tel:

電郵地址Email:

姓名Name:

地址Address:

如郵遞有誤或更改地址，請通知本會，以便更正。 印刷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