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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神 經 -  肌 ⾁ 疾 病 患 者 及 家 屬 的 互 助 組 織

本刊由⾹港公益⾦資助製作

       2021年11⽉22⽇(⼀)，是我們⾹港肌健協會新會址開幕禮的⼤喜⽇⼦，也是歷史性及令⼈振奮的時
刻。新會址位於新界荃灣⼤窩⼝邨富雅樓地下1號，實⽤⾯積約680呎。
       今天到來的剪綵嘉賓分別有﹕「⾹港賽⾺會慈善事務部主管 應鳳秀⼥⼠, 勞⼯及福利局副局⻑ 何啟明
先⽣, ⾹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病⼈互助發展中⼼ 經理⽂凱儀⼥⼠, 顧問 周厚德 物理治療師, 顧問 ⿈婉冰
⼥⼠, 顧問 張超雄博⼠, 顧問 ⾹港罕⾒疾病聯盟 會⻑曾建平先⽣, 顧問 東華醫院 郭⼦堅醫⽣, 副房屋事務經
理 陳永華先⽣, 前⾹港復康會⾏政總裁 伍杏修先⽣」，⼗分感謝他們抽空出席，同慶這⼀天的降臨。
       在此，特別鳴謝「⾹港賽⾺會慈善信託基⾦」，贊助本會新會址裝修與採購傢俱物資，約贊助接近189
萬元。再者，亦⼗分感激「⾹港復康會」，⼀直全⼒⽀持本會策動新會址成⽴，促進本會更⾏多⼀步。

       有了新址外，多了⼀個聚腳的地⽅，無疑可令各位會員及家屬⾛得更近。雖然新會址不⼤，但對於從
來沒有會址的我們來說，是⼀個慢慢學習管理⾃⼰會址的美好開始。  

新會址開幕禮新會址開幕禮

       回望⾹港肌健協會從⼀個極⼩的初⽣⾃助組織，⾄具基礎的⾃助組織，
及⾄現在成為獨⽴有會址的⾃助組織，⼼中不禁驚嘆，⾹港肌健協會具有很

⼤的潛能，⽽這份潛能是來⾃⼀顆⼤家從沒磨滅之「初衷」，就是「助⼈⾃

助」的精神。盼望，除了我們⼀班會員彼此⽀援外，更希望各位顧問，好友

機構及肌健之友，可以繼續同⾏，同共⾒證本會邁向新的階段。

會⻑  甄俊傑先⽣



理事會會議⽇期

2021 年11/12, 2022年8/1及12/2 (六)
 1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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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報名︰ 2338 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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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志成⽀援計劃

以上計劃是資助符合申請資格的會員其外傭薪⾦開⽀，

如有查詢，可致電2338 4123 聯絡社⼯蘇美英姑娘。額
滿即⽌。

21-22 冰桶⽀援計劃
計劃於2021 年4 ⽉1 ⽇正式開始接受申請，如有查詢，
可以致電2338 4123 聯絡社⼯陳梓浩先⽣。⾮維⽣項⽬
申請已暫停

補領會員証

收取費⽤ 10 元，特此通知。

會員  陳福蔭  (MND)、⿈家揚
(MND)，梁⼤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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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氣報錶易」社會服務計劃

煤氣公司於2021年10⽉15⽇正式推出嶄新的「煤氣報
錶易」社會服務計劃，免費為視障及輪椅⼈⼠安裝智能

報錶系統，不設申請上限。

申請資格

1. 煤氣公司登記⽤戶，及
2. 申請⼈或其家⼈須為殘疾類別⼈⼠
(1)視覺有困難或
(2)⾝體活動能⼒受限制；
內容

• 只要申請⼈家中已經安裝WiFi及使⽤智能⼿機，煤氣
公司即免費為他們升級煤氣錶⾄智能報錶系統。

• 豁免智能煤氣錶升級費⽤
申請辦法

• 有意申請⼈⼠可以透過⾃⼰所屬的社福機構向煤氣公
司申請安裝智能報錶。

• 所有申請將由煤氣公司覆核及作最後決定，並會通知
獲接納的申請者及安排安裝事宜。

輪候時間

• 時間視乎申請⼈數以定，⼀般4-8星期可獲安排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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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中健體班因疫情停辦⼀年，敬請注意

14 歲以下或65 歲以上之會員，參加活動皆可享有半費優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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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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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快訊啟事

活動收費及保險

會員參與活動守則

P. 2 啟事

⿑⼼抗疫 - 免費領取⼝罩
凡本會有效會員，可由即⽇起透Whatsapp96766721
向職員申領成⼈外科⼝罩50個，派完即⽌。



P. 3 暢所欲⾔

       疫情關係，2020-21年度資訊⼩組分享會⼀再延期，近⽇疫情稍⾒緩和，分享
會終能在今天 （7⽉29號）順利舉⾏。

       疫情下，難得有機會與組員聚⾸⼀堂，實屬難得。半⾃助餐分享會於中午時分
假九⿓⼟⽠灣 8度海逸酒店進⾏，位置算不上完全⽅便，幸好港鐵屯⾺線近⽇通
⾞，⼀⾏⼗多⼈在宋皇臺站集合後，再步⾏⼗多分鐘便到達。

       美⻝當前雖難以抵擋，但我們並沒有忘記最重要的分享環節，完成問卷後便開
始享⽤美⻝了。飲飽⻝醉之後，原本是往⽜棚參觀，可惜天公不造美， ⼀場⼤雷⾬
由西向東移動，我們商討情況及為了安全著想，只得放棄參觀⽜棚。

        是次活動除了聚餐之外，更重要的是分享了資訊⼩組過往⼯作的點滴、商討未
來發展⽅向及邀請有潛質的會友加⼊。雖然滿途荊棘，但相信在⼤家互補不⾜、互

相合作下，仍然可以排除萬難，⾯向未來，持續及鞏固資訊⼩組的發展，謝謝！

資訊⼩組2021分享會⼼聲 會員梁安琪



 
 
 
 
 
 
 
 
 

     根據消息﹕衛⽣署已批准 Evrysdi® (risdiplam) 註冊。此為⾸個及唯⼀居家的脊髓肌⾁萎縮症

(Spinal Muscular Atrophy, SMA) 治療藥物，並證實對成⼈、兒童和兩個⽉及以上嬰兒患者有效。

risdiplam 現已在⾹港獲得批准⽤於治療 2 個⽉及以上的 5q SMA（此類型約佔 95%的 SMA 病例）

患者，且臨床診斷為 SMA 第⼀型、第⼆型或第三型，或帶有⼀⾄四個 SMN2 基因拷⾙。 

由羅⽒與脊髓肌⾁萎縮症慈善基⾦(SMA Foundation) 及 PTC Therapeutics 合作領導的 risdiplam 臨

床研究計劃，⾃納⼊⾸名患者⾄今不到六年。超過 5,000 ⼈透過在臨床研究、現實⽣活及 60 多個國

家/地區的恩恤⽤藥計劃接受 risdiplam 治療。 

    衛⽣署的註冊是遵從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註冊委員會及毒藥委員會於 9 ⽉發表的正⾯意⾒，並基於

兩項關鍵研究的數據；即 FIREFISH（2 ⾄ 7 個⽉⼤的 SMA 第⼀型有症狀嬰兒）和 SUNFISH（2 ⾄

25 歲的 SMA 第⼆型或第三型患者）。兩項研究均證明 risdiplam 具有臨床意義的功效和良好的安全

性。 

    雖然今天標誌著脊髓肌⾁萎縮症社群的⼀個重要⾥程碑，但羅⽒深切了解到尚有很多病⼈未能獲得

治療機會。羅⽒正與醫院管理局密切合作，讓更多有需要⼈⼠可以盡快獲得治療。  

在 Evrysdi 獲得註冊後， risdiplam 的恩侐⽤藥計劃亦將停⽌接受新申請。⽽已納⼊計劃的患者，若       

主診醫⽣認為其獲得臨床益處，將於 2022 年底前繼續免費獲得 risdiplam。政府、醫管局、主診醫

⽣和羅⽒等相關持份者將就維持參與計劃患者的治療達成共識。就脊髓肌⾁萎縮症患者及家屬對恩恤

⽤藥計劃的任何問題，請直接轉介予專業醫護⼈員解答。  

    羅⽒將繼續致⼒與肌健協會及⾹港和澳⾨的脊髓肌⾁萎縮症社群合作。如對此進展有任何疑問，或

需要任何進⼀步資訊，請隨時與羅⽒聯絡。

P. 4醫療及福利專訊

SMA藥物消息SMA藥物消息SMA藥物消息

我要活下去系列 (⼀)我要活下去系列 (⼀)我要活下去系列 (⼀)   
冰桶受惠者分享篇 - 李家鳴先⽣及李太冰桶受惠者分享篇 - 李家鳴先⽣及李太冰桶受惠者分享篇 - 李家鳴先⽣及李太
       患者李家鳴先⽣，於2017年確診患上MND(運動神經細胞疾病)，台灣稱為「漸凍⼈症」。那時李⽣
59歲，當時他仍可以⾃⾏步⾏，只是⾏路時感到困難。 
       李⽣確診後，他與太太也沒有太⼤的情緒，因為他倆全完不認識此疾病，誤以為只是⼀般的肌⾁問
題，所以他們「唔識得驚」，完全不知道事態的嚴重。 
       後來知道此乃不治之症後，李太也沒有花時間去處理⾃⼰的情緒，只是將⼤部份的時間花在找尋可延
遲李⽣的治療⽅案上。⽽李⽣是⼀位⽣命⼒很強的⼈，他不會表露⾃⼰的不開⼼給李太知道，加上兩⼈也

⽣性樂觀，並且也是基督徒，所以較能積極地繼續⽣活與⾯對此頑疾。 



        縱然有時李太若真的感到不開⼼，好也不會向李⽣表露，以免增加他的
負擔，所以李太會選擇向朋友及教會的弟兄姊妹傾訴，以舒發⾃已的情緒。

再加上，⾹港肌健協會真的幫了他們很多，所以李太與李⽣的情緒也不算太差。 
       李⽣的病情下跌得很快，確診⼀年後已四肢不能活動，⼀年多後便需要
24⼩時佩戴呼吸機。約三年後更需要於喉嚨位置作「⼊侵式呼吸造⼝」，
24⼩時接駁著呼吸機呼吸，並開了「胃造⼝」以餵⻝營養奶，兩者配合下
始能維持⽣命。 
        現時李⽣只餘眼睛可以移動。李太表⽰感恩李⽣仍可以透眼控操作儀器
與朋友signal 及whatsapp 溝通與聯絡。並且以眼控處理相⽚，近期李⽣更透過眼控於賣買平台，作網
上銷售家裏的珍藏品。這樣令李⽣的⽣活多了姿彩，也可讓李⽣感到⾃⼰有⼀定「話事權」，⽣活仍可

有點質素。 
        有⼀段時間，李太感到李⽣表現苛刻，有時更⼤發脾氣，令他們彼此間充滿埋怨，關係處於拉鋸當
中。及後經醫⽣調配合適的藥物，李⽣的情緒穩定了很多，令李太感到「當初的⽼公返番黎」，兩⼈關

係⽐以前更好，並且⾃此事後，李太更懂得⽤⼼去「愛」丈夫。照顧是出於愛，不僅僅是出於責任。 
       家居的裝修與設計，也會因應李⽣的需要⽽作出調整與配合，例如出⼊需要斜台，並且需要騰出更
多地⽅安放醫療器材與物資，如呼吸機、抽痰機、氧氣機、咳痰機、電動床、吊機、浴椅及醫療消耗品

等等。再者，也需要2位外傭協助⽇與夜貼⾝照顧李⽣，才讓李⽣的⽣命與照顧質素得到保證。

P. 5醫療及福利專訊

       ⾃李⽣開呼吸造⼝與需要依靠胃造⼝進⻝營養奶後，他的醫療開⽀與照顧開⽀每⽉⾼達數萬元，但
政府的關愛基⾦援助計劃，只計算當時的⼊息，完全沒有理會當時⼈的龐⼤醫療與照顧開⽀。由於李太

的經濟審查不符合關愛基⾦的要求，未能申請關愛基⾦援助，真的令李太感到「無奈」因為她那麼⾟苦

地⼯作，換來卻是因經濟收⼊超出要求，這個單以「收⼊」作⼊息審查條件的⽅式，⼗分不符合⼈性上

的需求，完全漠視神經-肌⾁疾患者每⽉相關的醫療及照顧開⽀，讓這些家庭落⼊「隱性貧窮當中」。李
太感到制度實在太僵化，未能到位回應我們這類有特殊及迫切需要的群體。

        李太感到最⼤的壓⼒是來⾃經濟上。所以李太個⼈很希望，政府可以直接給予⼀筆資⾦給予⾹港肌
健協會，因李太認為⾹港肌健協會有⼈性化，能明⽩病友的處景，會扣除因病患所引申的相關醫療與照

顧及居住上的開⽀，這才能到位地回應我們病友們的需要。故此，在此實際感謝⾹港肌健協會過去⾄現

在的⼀直援助，盼政府盡快回應我們神經-肌⾁疾病患者的需要。 

我要活下去系列(⼀) –我要活下去系列(⼀) –  
冰桶⽀援計劃受惠者分享篇 - 陳志誠先⽣冰桶⽀援計劃受惠者分享篇 - 陳志誠先⽣
陳志誠於2013年3⽉13⽇，確診患上運動神經細胞疾病(MND)，亦稱為漸凍⼈症(ALS)，此病會導致⾝體
的肌⾁功能逐漸退化⾄全癱，陳⽣那時55歲，確診的時候只是左⼿開始無⼒。當知道⾃⼰患上不治之症
(MND)後，陳⽣感到晴天霹靂，悲痛欲絕。⽽家⼈的⼼情也⾮常沉重，並且忙於替他找良醫治療。

陳⽣接著開始左腳無⼒，常常跌倒，約於1年半後便開始不能步⾏，需以輪椅代步。4年後便因進⻝有困難，需以
⿐管餵治進⻝營養奶，同年需要⻑時間佩戴呼吸機維持⽣命。⾃此，便四肢不能活動，全癱狀態地⽣活。

當⾝體變差後，陳⽣需要聘⽤外傭協助照顧，始能渡⽇。⽽且，陳⽣退化⾄後期，家中需要加添很多的醫療設

備，例如輪椅、吊機，呼吸機、抽痰機、醫療床及醫療消耗⽤品等等。



⾃患上此絕症，陳⽣未能⼯作，不單失去收⼊，還要應付龐⼤的醫療與照顧開⽀，當中包括唯⼀

可延緩因MND⽽導致⾝體退化的藥物Riluzole(約延緩呼吸退化速度6個⽉)，此藥物因沒有政府補
助，每⽉購買此藥的開銷便已是⼀萬元；簡直「坐⻝⼭崩」。過去8年，陳⽣耗盡其⼀⽣積蓄，
共約｢300萬元｣，很是可怕。

陳⽣最擔⼼是｢連累家⼈｣及⻑期龐⼤的醫療與照顧開⽀重擔。現時政府只給予陳⽣每⽉｢$3770｣⾼額傷殘
津貼，實在是｢杯⽔⾞薪｣，完全觸不到其癢處。

⽣存與⽣活，對陳⽣來說⾃病患後便沒有得選擇，因為基本的醫療與照顧開⽀也難以從制度中獲取，所

以縱然現時陳⽣仍然能勇敢地活下去，也需要政府有⾜夠的援助下始能達成美夢。

陳⽣不是每天坐以待斃，他不時會在家中藉練習｢唱歌｣，訓練⾃⼰的⼼肺功能，並⿎勵各位會員與社會

⼤眾在逆境中⾃強。所以我們這班神經肌⾁疾病患者，雖然⾯對不治之症，也是希望可以好好地｢活下

去｣，⼀同⾒證⽣命的真蹄。

P. 6醫療及福利專訊

最後，陳⽣亦知道｢冰桶⽀援計劃｣將於兩年後完結，他個⼈很希望政府可以直接

給予⾹港肌健協會⼀筆資⾦，因陳⽣認為⾹港肌健協會能以⼈性化的⽅法，明⽩

病友的處景，扣除病友因病患所引申的相關醫療與照顧及居住上的開⽀，才能到

位地回應他們的需要。

在此，實際感謝⾹港肌健協會過去⾄現在的⼀直⽀援，強烈地要求政府盡快回應

我們神經肌⾁疾病患者的經濟與照顧需要。

                     
備註: 歡迎⼤家瀏覽以下陳志誠的YOU TUBE頻道，
共欣賞陳⽣的磁性歌聲。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Dk9mfd-dqE0OPtTTIs6CqQ

 ~

總結~
大家也知道本會「冰桶支援計劃」將於2年後完結。現時其中兩位冰桶支援計劃的受惠者(李家鳴及陳志誠)，也
不約而同，希望政府直接注資本會「冰桶支援計劃」，讓他們可以繼續透過冰桶支援計劃而得到援助。
兩位受惠人士有這樣的想法，是直接與理所當然的。然而，於實際操作上，政府直接資助本會，其機會是非常
非常的微小，因政府從來也不會直接資助機構的會員，只會透過現行制度去支援有需要的群體。故此，從本會
的角度，政府應盡早完善以下各項制度，以更到位地支援有需要的神經-肌肉疾病患者與其家屬。

本會建議見下：

1.關愛基金 – 增加外傭薪金資助項目：資助有經濟困難與照顧需要的神經-肌肉疾病患者，其每月的外傭薪金開
支。
2.關愛基金「特別護理津貼」- 重新開放此計劃給有需要人士申請。
3.關愛基金的經濟審批門欄– 扣減因照顧患者所顯生的一切的醫療與照顧開支，始能反映他們確實可動用之入
息。
4.「租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特別津貼」及「購買醫療消耗品特別津貼」援助項目 - 扣減因照顧患者所顯生的一
切的醫療與照顧開支，始能反映他們確實可動用之入息。
5.「醫療豁免」- 放寬經濟門欄。

 
 



• 2021年9⽉21⽇本會由橫頭磡復康會搬⾄新會址⼤窩⼝中⼼, 開始運作
• 2020-2022嘉道理照顧者及患者⽀援計劃：已滿額。跟進報銷⼯作。跟進交第三期進度報告。
• 完成遞交2020-2022社署⾃助組織資助計劃第⼆期季度報告。
• 跟進MND：跟進病⼈名冊籌備⼯作，邀請羅⽒藥廠贊助本會（５年），跟進數據軟件借⽤協議書及
贊助ＩＴ資助協議書。

• 跟進籌備NMO⼩組成⽴籌備會議、羅⽒藥廠會議及完成2021年亞太NMOSD患者關愛⽇。
• 跟進新會址策動⼩組⼯作
• 新會址已遞交賽⾺會第三期進度報告
• 完成2021年8⽉份⾄2021年10⽉份探訪活動
• 完成2021年8⽉份⾄2021年10⽉份各地區⼩組活動及⼯作會議
• 完成2021年8⽉份⾄2021年10⽉份各病類⼩組活動及⼯作會議
• 完成2021年8⽉份⾄2021年10⽉份會友出席被邀全港學校到校交流
• 籌備2022年1⽉10⽇ (⼀) 到校交流簡介會
• 完成9⽉2⽇ (四) 接待⼤使訓練
• 完成9⽉18⽇ (六) 拉筋訓練簡介會及跟進基礎班
• 進⾏了2021年8⽉份⾄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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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年及2022年會議/活動復康巴⼠
• 跟進預約/取消2020-21年及2022年會議/活動房間
• 跟進肌健輪椅⼤使活動
• 跟進地區電話關顧活動, 完成中秋福袋物資派發
• 同事胡⽂軒交待離職前⼯作備忘及於30/9/2021離職

資訊⼩組-⼯作會議 19/8,16/9,21/10
項⽬管理⼩組-⼯作會議 26/8,30/9,28/10
倡議⼩組-⼯作會議 6/8, 17/9
理事會會議 14/8,11/9,9/10
推廣會議 26/8,11/9
到校交流 27/9,28/9,29/9,27/10
肌萎兒童及家⻑組探訪 5/9
肌萎兒童及家⻑組活動 1/8,8/8,15/8,22/8
機動探訪 12/8,6/9,11/9

港島區⼯作會議 9/8
新界東⼯作會議 13/8
新界西⼯作會議 11/8
九⿓中⼯作會議 16/8
九⿓東⼯作會議 18/8
新界西 遊南蓮園池暨茶聚 7/8 
新界東 點⼼⾃助餐 14/8
九⿓中 佐敦遊暨⾃助餐 22/8
九⿓東 遊星光⼤道暨茶聚 29/8
港島區 遊星光⼤道暨茶聚 1/8

⼯作⼩組

地區⼩組

活動⽇誌(2021年8⽉-10⽉)

中央探訪 2/8,3/8,6/9,7/9,5/10,6/10
絲襪花⼿⼯班 21/8
MS記者招待會 21/8     
接待⼤使訓練 26/8,2/9
探訪加油站(⼆) 17/9
拉筯訓練簡介與基礎班 18/9
五區聯區活動-樂在BBQ 2/10
硬地滾球訓練班 5/10,12/10,19/10,26/10
VR 虛擬實景體驗6/10,13/10,20/10,27/10
拉筯訓練班 8/10,15/10,22/10,29/10
⼿⼯藝班-甜品班 16/10,23/10,30/10

MS港島區茶聚 12/8
 MS新界東及新界西茶聚 19/8 
 MND醫⽣講座 28/8
MS輕黏⼟藝術對話⼯作坊25/9

中央活動

互助⼩組 

 

P. 7   會務報告/活動⽇誌

 會務報告 2021 年8⽉ -10⽉



P. 8 活動花絮8⽉ -2021年10⽉

到校交流-元朗天主教中學

到校交流-新亞中學

拉筋訓練班拉筋訓練班拉筋訓練班VR實境虛擬體驗活動VR實境虛擬體驗活動VR實境虛擬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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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萎兒童及家⻑組-
⾃助餐⿑共享

肌萎兒童及家⻑組-
幻彩海洋⽣物探知之旅

肌萎兒童及家⻑組-
蠟像館⼭頂遊

肌萎兒童及家⻑組-雲泉素⻝樂



冬⽇暖⼼煮⻝網上⼯作坊

⽇期：2022年1⽉15⽇ (六)
時間：14:00-16:00
地點：Zoom視像會議
內容：安排送遞⻝材到府上，由會

友線上同步教授製作簡物鍋物美⻝

對象：本會會友       費⽤：免費
截⽌⽇期：2022年1⽉2⽇
查詢及報名：6901 7468 陳先⽣
鳴謝：嘉道理慈善基⾦

探訪加油站(三)
⽇期：2022年1⽉10⽇(⼀)
時間：11:30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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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28⽇
報名：蘇姑娘 2338 4123
鳴謝：⾹港公益⾦

病類活動病類活動

探訪加油站(四)
⽇期：2022年3⽉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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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28⽇
報名：蘇姑娘 2338 4123
鳴謝：⾹港公益⾦

第9次周年⼤會
⽇期：2022年3⽉19⽇(星期六)
時間：下午11⾄3時
地點：⿈⼤仙某酒樓

對象：本會會員及家屬

費⽤：容後公佈

內容：會務及財政報告、

            午餐及抽獎。
查詢及報名：

稍後寄上報名表格(必須填上)

愛⼼義務安裝扶⼿(第⼆輪)
⽇期：2022年1⽉⾄3⽉份
時間：待定

內容：由義⼯免費安裝2個扶⼿
費⽤：免費          對象：病友
名額：10名 (額滿抽簽) 
截⽌報名：2021年12⽉31⽇
報名：賴姑娘 2338 4123 /

9283 1806
鳴謝：天壹⼝罩 Oneness Mask

SMA⼯作會議
⽇期：2022年1⽉13⽇(四)
時間：11:30-12:30
地點：Zoom視像會議
內容：檢討上次活動，制定22-23
年度計劃

對象：SMA患者及家屬
收費：全免

截⽌⽇期：2021年12⽉30⽇
查詢及報名：9680 6072 譚卓璇
鳴謝：⾹港公益⾦

SCA⼯作會議
⽇期：2022年2⽉10⽇(四)
時間：11:30-12:30
地點：Zoom視像會議
內容：檢討上次活動，制定22-23

年度計劃

對象：SCA患者及家屬
收費：全免

截⽌⽇期：2022年1⽉23⽇
查詢及報名：9654 0833 尹三洋

MD⼯作會議
⽇期：2022年1⽉6⽇(四)
時間：11:30-12:30
地點：Zoom視像會議
內容：檢討上次活動，制定22-23
年度計劃

對象：MD患者及家屬
收費：全免

截⽌⽇期：2021年12⽉23⽇
查詢及報名：6436 5138 黎敏儀
鳴謝：⾹港公益⾦

多發性硬化症-重組免疫系統，不覆發?
醫⽣講座

⽇期：2022年2⽉19⽇(六)
時間：14:30–17:00 
地點：九⿓保安道373號豐盛居
YMCA西九⿓耀信發展學習中⼼地
下禮堂

內容：了解醫療資訊及聯誼

講員：邵家樂醫⽣(待定)
費⽤：$10
對象：MS會員及其家屬 
截⽌⽇期：2022年1⽉28⽇
鳴謝：默克藥業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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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ND照顧技巧⼯作坊暨聚餐
⽇期：2022年2⽉26⽇(六)
時間：14:00 – 17:00 
地點：九⿓保安道373號豐盛居
YMCA西九⿓耀信發展學習中⼼地
下禮堂

內容：基本照顧須知與技巧、聯

誼、茶點        費⽤：$30
對象：MND患者及家屬 
截⽌⽇期：2022年1⽉28⽇
報名：劉太 2647 5265

MND⼯作會議
⽇期：2022年3⽉24⽇(四)
時間：11:30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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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24⽇
報名：劉太 2647 5265

P. 10 活動快訊   2021年12⽉ -2022年3⽉

中央活動中央活動



港島區⼩組⼯作會議

⽇期：2022年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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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

費⽤：免費

對象：港島區會員及家屬 
截⽌⽇期：2021年1⽉15⽇
報名：馮達豪 9733 6004
鳴謝： 社會福利署

九⿓東⼩組⼯作會議

⽇期：2022年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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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

費⽤：免費

對象：九⿓東會員及家屬 
截⽌⽇期：2022年2⽉28⽇
報名：羅太 6090 1983
鳴謝： 社會福利署

新界東⼩組⼯作會議

⽇期：2022年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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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

費⽤：免費

對象：新界東會員及家屬 
截⽌⽇期：2022年2⽉7⽇
報名：⿈太 6300 7720 
鳴謝： 社會福利署

九⿓中⼩組⼯作會議

⽇期：2022年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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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

費⽤：免費

對象：九⿓中會員及家屬 
截⽌⽇期：2022年2⽉7⽇
報名：史梁少霞 9719 1247 
鳴謝：社會福利署

新界西⼩組⼯作會議

⽇期：2022年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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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

費⽤：免費

對象：新界西會員及家屬 
截⽌⽇期：2022年1⽉24⽇
報名：尹三洋 96540833 
鳴謝：社會福利署

港島區 – ⽀援資訊分享會暨聚餐
⽇期：2022年1⽉15⽇(六)
時間：13:00 – 16:45 
地點：⼤窩⼝邨富雅樓地下1號
內容：聯誼、⽀援資訊分享、茶點

費⽤：$60(待定) 
對象：港島區會員及家屬 
截⽌⽇期：2022年1⽉3⽇
報名：馮達豪 9733 6004
鳴謝： 社會福利署

新界西 – 照顧資訊分享暨聚餐
⽇期：2022年1⽉22⽇(六)
時間：13:00 – 16:45 
地點：⼤窩⼝邨富雅樓地下1號 (待定)
內容：聯誼、照顧資訊分享、茶點

費⽤：$60(待定)
對象：新界西會員及家屬 
截⽌⽇期：2022年1⽉6⽇
報名：尹三洋 96540833
鳴謝：社會福利署

新界東 – 社區資訊分享會暨聚餐
⽇期：2022年1⽉29⽇(六)
時間：13:00 – 16:45 
地點：⼤窩⼝邨富雅樓地下1號 (待定)
內容：聯誼、社區資訊分享、茶點

費⽤：$60(待定)
對象：新界東會員及家屬 
截⽌⽇期：2022年1⽉7⽇
報名：⿈太 6300 7720
鳴謝： 社會福利署

九⿓中 – 服務資源分享會暨聚餐
⽇期：2022年2⽉27⽇(⽇)
時間：13:00 – 16:45 
地點：⼤窩⼝邨富雅樓地下1號 (待定)
內容：聯誼、服務資源分享、茶點

費⽤：$60(待定)
對象：九⿓中會員及家屬 
截⽌⽇期：2022年2⽉8⽇
報名：史梁少霞 9719 1247
鳴謝：社會福利署

九⿓東 –暢所欲⾔分享會暨聚餐
⽇期：2022年3⽉5⽇(六)
時間：13:00 – 16:45 
地點：⼤窩⼝邨富雅樓地下1號 (待定)
內容：聯誼、復康資訊分享、茶點 
費⽤：待定

對象：九⿓東會員及家屬 
截⽌⽇期：2022年2⽉15⽇
報名：萬鶴疇 2348 8209
鳴謝： 社會福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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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肌健協會
Hong Kong Neuro-Muscular  Disease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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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郵遞有誤或更改地址，請通知本會，以便更正。 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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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肌健協會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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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knmda.org. hk以PayP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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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致本會。

資訊⼩組組員

⾺汐嶢、廖⼦聰、梁安琪、尹三洋、陳凱茵、⿈衍光、⿈楚雄、⿈國⺠、古君禮、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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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梓浩先⽣ Lewis、呂梓雁姑娘 Wendy

姓名Name: 聯絡電話Tel:
地址Address: 電郵地址Ema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