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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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感謝⼤家的⽀持，捐款及撐場。電影「給我⼀天」慈善⾸映已於

2022年7⽉23⽇（六）順利完成，是次活動共籌得$148,000.00所有
善款⽤於病類發展。是次活動得已成功，實在全賴⼤家的⽀持。不少

觀眾也表⽰此劇拍得好好。兩位主⻆王祖藍及蔡卓妍演得扣⼈⼼弦，

對⽩寫得好好，並且具備濃濃的⾹港情懷特⾊，再者祖藍扮演ALS患
者很神似，這全賴導演李敏的功⼒深厚。

⾮常感謝發⾏機構英皇電影的熱⼼公益，離島扶輪社的全⼒⽀持下，

促進美事成就。在此，亦都⾮常感謝本會的「愛⼼⼤使王祖藍」到場

⽀持及慷慨捐助，期望能透過電影，喚起⼤眾對ALS患者的關注，有
你們的⽀持，令患者們更勇敢地⽣活下去。最後再次感謝發⾏機構英

皇電影及⽀持機構離島扶輪社，讓⼀眾ALS患者感受到社會上的關
愛。願⼤家繼續攜⼿活出愛的⼈⽣，繼續發揮⾃助互助的精神。祝⼤

家平安!
甄俊傑 會⻑
⾹港肌健協會



惡劣天氣活動處理
暴⾬警告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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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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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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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寶強、鄧偉達、⿆永財、郭英麟

、⿈粵華與世⻑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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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10⽉8⽇及1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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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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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肌健協會對資訊⼩組是⼀個不可分割的媒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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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得到默克藥業(⾹港)有限公司資助⼀點點款項，現
開放給以下⼈⼠登記申領: 
1.     於2022年8⽉13⽇或之前已是本會的合資格會員
2.     已得到醫⽣推薦使⽤「Cladribine」此藥物
3.     未能成功申請撒瑪利亞基⾦援助
符合以上資格⼈⼠，請於9⽉10⽇前致電聯絡蘇姑娘
23384123 / 9829 3019，作出登記及核實相關資格。

備註：

1.     所收集資料只作本基⾦審批⽤途，絕對保密。
2.     申請⼈有責任提供有關醫療証明。
3.     協會對所購藥物造成的損失及傷害概不負責。
4.     凡獲批的申請者，需以簡單的⽂字、錄影或拍照
的形式，報告獲得資助後，對其⽣活的幫助。

5.     受助⼈需要協助本會的宣傳及推廣⼯作。
6.      就此援助本會保留最終的修改權利。

https://www.hko.gov.hk/tc/wxinfo/climat/warndb/warndb3.shtml
https://www.hko.gov.hk/tc/wxinfo/climat/warndb/warndb1.shtml


⼯作⼩組

資訊⼩組-⼯作會議 19/5, 23/6, 21/7/2022
項⽬管理⼩組-⼯作會議26/5, 30/6, 28/7/2022,
倡議⼩組-⼯作會議 14/7/2022
理事會會議 14/5, 11/6, 9/7/2022
推廣會議 20/6, 29/6/2022,
到校交流 5/5, 25/5

病類互助⼩組

MND活動- 全球漸凍⼈⽇聚會18/6/2022
MS活動 - You are not alone 與
MS同⾏網上慈善⾳樂會30/5/2022, 
2022年世界多發性硬化症關懷、教育⽇MS醫⽣講
座4/6/2022、MS問卷調查會議13/5, 9/6/2022及
MS新界東及西茶聚29/7/2022
MD點⼼茶聚 21/5/2022
SCA 茶聚 健康資訊⿑分享30/7/2022

地區⼩組

港島區遊南蓮園池暨茶聚 4/6/2022
港島區⼩組⼯作會議 30/6/2022
九⿓中遊西九暨茶聚23/7/2022
九⿓東區遊⻘⾐公園暨茶聚30/7/2022, 
新界東區⼩組⼯作會議7/7/2022
新界西區⼩組⼯作會議17/6/2022
新界西區遊尖東暨茶聚25/6/2022

中央活動

中央探訪 4/5, 5/5, 1/6, 2/6, 4/7, 5/7/2022
機動探訪 17/5, 27/5/2022 
視像關顧 4/6, 15/6/2022,
VR 虛擬實景體驗4/5, 11/5, 18/5, 25/5, 1/6, 8/6, 15/6,
22/6, 29/6/2022
拉筋訓練班 6/5, 13/5, 20/5, 27/5/2022
⽳位按摩班 3/5, 10/5/2022
硬地滾球訓練班 2022  3/5, 10/5, 17/5, 24/5, 31/5, 7/6,
14/6, 21/6, 28/6/2022
⽔中健體班 8/6, 15/6, 22/6, 29/6 及 6/7, 13/7, 20/7,
27/7/2022
肌健之友茶聚 29/5/2022
線上物理治療⼯作坊(第⼀期) 20/5/2022
線上物理治療⼯作坊(第⼆期) 10/6/2022
線上物理治療⼯作坊(第三期) 17/6/2022
同⼼抗疫防疫物資派發活動 19/5/2022
D100錄影採訪 28/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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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患者) 30/6/2022
肌萎兒童及家⻑組活動 (⾃助餐⿑共享) 31/7/2022
⼤澳家嫂繪畫義賣活動 5-8/2022
電影「給我⼀天」慈善⾸映 23/7/2022 

活動⽇誌(2022年5⽉-2022年7⽉)

•   籌備2022-2023年第10屆周年⼤會暨午膳
•   跟進葉志成⽀援計劃，包括：報銷⼯作及續申請⼯作。
•   2020-2022社署⾃助組織資助計劃：完成遞交第六、七期季度報告。
•   跟進2020-2022嘉道理照顧者及患者⽀援計劃。
•   跟進2020-2022 嘉道理疫情⽀援計劃申請，包括：個案報銷及規劃疫情⽀援活動。
•   完成遞交賽⾺會第四期及第五期進度報告。
•   跟進2022 年6⽉⾄7⽉賽⾺會第⼆輪新冠肺炎緊急援助基⾦及派發防疫物資
•   跟進同⼼抗疫 防疫物資-第九次派發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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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中醫與肌⾁萎縮症(由東華三院主辦)
•   完成2022年5⽉⾄2022年7⽉份線上關顧 / 中央探訪 / 機動探訪
•   完成2022年5⽉⾄2022年7⽉份各地區⼩組活動及⼯作會議 *
•   完成2022年5⽉⾄2022年7⽉份各病類⼩組活動及⼯作會議 *
•   完成2022年5⽉⾄2022年7份會友出席被邀全港學校到校交流 *
•   完成MS同⾏網上慈善⾳樂會 / MS線上問卷調查 / MS記者招待會及發佈會
•   跟進2022年5⽉- 8⽉⼤澳家嫂繒畫義賣活動
•   2022年7⽉23⽇電影「給我⼀天」慈善⾸映場放映禮
•   肌萎兒童及家⻑組7⽉31⽇ (⽇) ⾄8⽉28⽇ (⽇) 逢星期⽇活動
•   跟進⽔中健體班活動2022年6⽉8⽇開始
•   跟進硬地滾球2022年5⽉24⽇開始
•   完成全新協會單張⼩冊⼦作宣傳及勸喻募捐。
•   籌備及跟進與⾹港復康會「罕⾒病患者社區為本⽀援服務」
•   跟進贊助及郵寄抗疫檢測包事宜。
•   進⾏了2022年5⽉份⾄2022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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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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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梓浩於2022年7⽉4⽇辭退組織幹事(社⼯) ⼀職
•   完成聘請及到職組織幹事(社⼯)。
*備註：(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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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022 年7⽉

會務報告/活動⽇誌  P. 3



P. 4  暢所欲⾔

⾯對第五波疫情更廣泛地影響各⼤市⺠，其中本會的服務對象「神經-肌
⾁疾病患者」⾯對的挑戰更是很⼤與更多。為了舒緩同路⼈的困境，本

會四處物⾊⽀援，很感恩最後能成功申請到⾹港賽⾺會慈善信託基⾦的

「第⼆輪新冠肺炎緊急援助基⾦」，藉此得到資源可以安排派發「健康

抗疫包」給予本會各「患者」。健康抗疫包內含：營養奶粉、額前探熱

器、⾎含氧量計、酒精消毒噴霧、酒精消毒濕紙⼱、⼝罩、維他命C及退
燒藥。此健康抗疫包，既合符防疫及保健之效，所以各患者收到後均表

⽰⼗分實⽤與貼⼼。再次感激「⾹港賽⾺會慈善信託基⾦」的有⼼與有

⼒援助。期望疫情早⽇退去，⼤家可以多些出來聚聚，⼀家⼈共處，更

進⼀步的擴⼤⾃助互助之精神。祝⼤家⾝⼼安康！

會⻑ 甄俊傑
⾹港肌健協會

感謝⾹港賽⾺會慈善信託基⾦感謝⾹港賽⾺會慈善信託基⾦

肌萎疫情⽀援計劃 – 送贈健康抗疫包肌萎疫情⽀援計劃 – 送贈健康抗疫包



P. 5鳴謝

感謝各界熱⼼⼈⼠的⽀持，特此鳴謝！

（2022年3⽉ - 2022年6⽉，排名不分先後，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鳴謝名單鳴謝名單



P. 6      醫療及福利專訊



【招募參加者】神經肌⾁疾病患者登記名冊

計劃背景：

神經肌⾁疾病泛指所有影響神經肌⾁單位的疾病。⽬前，神經肌⾁疾病缺

乏根治性治療。因此，醫學研究對患者⾮常重要。⾃2019年6⽉，⾹港神 
經肌⾁疾病患者登記名冊成⽴，收集患者的臨床資料以建⽴中央數據庫。

有關名冊幫助團隊找到合適患者參加相關的臨床測試，計劃同時能讓研究

團隊更加了解不同神經肌⾁疾病的情況和特徵。

負責機構：⾹港⼤學李嘉誠醫學院兒童及⻘少年科學系

項⽬名稱：成⽴⾹港神經肌⾁疾病患者登記名冊

調查對象：經診床診斷的神經肌⾁疾病患者

(有關名冊涵蓋的詳細疾病列表，請瀏覽 
https://neuromusreg.hkuhealth.com/listCondition)

調查時間：2019-07-01 ⾄ 2024-07-01

調查⽅式：填寫⼀份網上問卷 (需時15分鐘)

報名連結：https://neuromusreg.hkuhealth.com/joinUs

若有任何合適的臨床研究或關於名冊的跟進問題，負責機構會經電郵通知

閤下。

罕盟現誠邀 閣下踴躍參與，報名可透過網上表格進⾏登記。

若對調查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致電 5528-9600 查詢，謝謝！

P. 7醫療及福利專訊



P. 8 活動花絮 2022年5⽉-7⽉

You Are Not Alone - 與MS同行網上慈善音樂會You Are Not Alone - 與MS同行網上慈善音樂會You Are Not Alone - 與MS同行網上慈善音樂會

大澳家嫂繪畫義賣活動大澳家嫂繪畫義賣活動大澳家嫂繪畫義賣活動肌萎兒童及家長組活動-肌萎兒童及家長組活動-肌萎兒童及家長組活動-

自助餐齊共享自助餐齊共享自助餐齊共享

SCA 茶聚-健康資訊齊分享SCA 茶聚-健康資訊齊分享SCA 茶聚-健康資訊齊分享MS新界東及西茶聚MS新界東及西茶聚MS新界東及西茶聚

線上物理治療工作坊線上物理治療工作坊線上物理治療工作坊



P.9活動花絮 2022年5⽉-7⽉

同❤ 抗疫同❤ 抗疫同❤ 抗疫

   防疫物資第十次派發活動防疫物資第十次派發活動防疫物資第十次派發活動

九龍中遊西九暨茶聚九龍中遊西九暨茶聚九龍中遊西九暨茶聚

MD點心茶聚MD點心茶聚MD點心茶聚   

與香港小童群益會會議與香港小童群益會會議與香港小童群益會會議

MND預祝全球漸凍人症聚會MND預祝全球漸凍人症聚會MND預祝全球漸凍人症聚會

2022年世界多發性硬化症關懷及教育日2022年世界多發性硬化症關懷及教育日2022年世界多發性硬化症關懷及教育日

MS醫生講座MS醫生講座MS醫生講座



復健興趣互助班-⼿⼯藝班
⽇期：2022年11⽉8, 15, 22, 29⽇-
共4堂(逢星期⼆)
時間：11:30 – 13:30
地點：⼤窩⼝邨富雅樓地下1號
內容：⾃家⼿製作品

名額：8名
對象：本會會員(額滿抽籤)
費⽤：$40
截⽌⽇期：10⽉20⽇
查詢及報名：Whatsapp 9676-6721  /
致電 2338-4123
鳴謝：⾹港公益⾦

復健興趣互助班-甜品班
⽇期：2022年10⽉15, 22, 29⽇及
11⽉5⽇-共4堂(逢星期六)
時間：13:30 - 17:30
地點：⼤窩⼝邨富雅樓地下1號
內容：製作甜品蛋糕

名額：8名
對象：本會會員(額滿抽籤)
費⽤：$40
截⽌⽇期：9⽉29⽇
查詢及報名：Whatsapp 9676-
6721  / 致電 2338-4123
鳴謝：⾹港公益⾦

倡議⼯作會議

⽇期：2022年12⽉20⽇(⼆)
時間：11:30am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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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
查詢及報名：陳凱茵 5377 7096
鳴謝：⾹港公益⾦

探訪加油站(三)
⽇期：2022年12⽉23⽇(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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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5⽇(⼀)
報名：蘇姑娘 2338 4123
鳴謝：⾹港公益⾦

線上活動報名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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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活動中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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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類活動病類活動
SCA ⼩⽩鷺之聚
⽇期：2022年9⽉17⽇(六)
時間：11:30-15:30
地點：待定

內容：聚餐及遊覧⽩鷺湖

對象：SCA 會友
收費：$100
報名：96540833 尹三洋
截⽌⽇期：2022年9⽉3⽇
鳴謝： 社會福利署

SCA 病類會議
⽇期：2022年9⽉27⽇(⼆)
時間：11:30-13:30
地點：⼤窩⼝富雅樓地下1號
內容：商討⼩組活動安排

對象：SCA 會友
收費：全免

報名：96540833 尹三洋
截⽌⽇期：2022年9⽉17⽇
鳴謝： 社會福利署

P. 11

MND⼯作會議
⽇期：2022年10⽉7⽇(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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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23⽇
報名：劉太 2647 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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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飲⻝活動需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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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ND照顧技巧⼯作坊
⽇期：2022年11⽉26⽇(六)
時間：11:30-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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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定)
內容：扶抱、拍痰技巧

講員：待定

費⽤：$10
對象：MND患者及家屬
截⽌⽇期：2022年11⽉7⽇
報名：劉太 2647 5265

MS⼼靈及醫療資訊⼯作坊
⽇期：2022年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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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定)
內容：⼼靈安舒活動及醫療資訊分享

講員：待定

費⽤：$10
對象：MS會員及其家屬
截⽌⽇期：2022年10⽉22⽇
鳴謝：默克藥業(⾹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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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快訊 2022年10 - 12⽉

MD西貢地質遊
⽇期：2022年12⽉3⽇(六)
時間：12:00-16:00
地點：西貢 / 地質公園
內容：到西貢地質公園參觀

對象：MD 會友
收費：$100
報名：96540833 尹三洋
截⽌⽇期：2022年9⽉17⽇
鳴謝： ⾹港公益⾦

MS⼩組⼯作會議
⽇期：2022年1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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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7⽇
鳴謝： 社會福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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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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郵遞有誤或更改地址，請通知本會，以便更正。 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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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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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梓雁姑娘 Wendy

聯絡電話Tel:
電郵地址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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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