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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第六十二第六十二第六十二第六十二期期期期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零九零九零九零九年年年年四四四四月號月號月號月號_ 

 

 

 

 

 

 

 

 

 

 

 

 

 

 

 

(一) 深圳復康會頤康院參觀團 

本會定於 2009 年 5 月 16 日往上述頤康院參觀。由於報名者踴躍，致部份欲參加的

會員無法如願，本會仝人在此表示歉意。各會員如有興趣者，請繼續來電，如本會

能齊集足夠人數，便會再安排籌辦另一團。 

(二) 大埔許願樹及香港科學園一天遊 

上述牛年一天遊已於 2009 年 3 月 1 日結束。當天先到許願樹暢遊，然

後到雲泉仙館參觀及午膳，部份參加者埋怨本會在午膳安排方面欠佳，

以致出現混亂場面，本會仝人在此表示歉意。事緣當天該館負責人最

初安排我們在遠離傷殘洗手間很遠的地方進食，但本會負責人本來指定用膳地點要

接近傷殘洗手間，以致發生各人剛坐下又要搬遷的現象。希望各會員能夠體諒，謝

謝。 

(三) 會員列席執行委員會會議 

歡迎各會員列席委員會(逢每月第 2 個星期日上午 10 時至 12 時 30 分舉行)，如有興

趣者，可向本會職員報名，再由委員會作出安排，但每區只接受一位列席(照顧者不

計)，每次不多於六位人士。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腦同盟是我們一群腦科病人，本著互相幫助，互相扶持的精神所組成的。因此我們的

會刊  [通訊站 ] 便成為彼此交流的渠道之一，各位如有意投稿，請電郵

neuro_united@hotmail.com或寄香港郵政信箱 3484號通訊站編輯收。如有查詢或欲加

入成為本會會員，可致電腦同盟熱線電話腦同盟熱線電話腦同盟熱線電話腦同盟熱線電話 25602102 聯絡本會職員何秋芬小姐，好讓

本會為大家解答及服務。本會之主要活動及服務包括自助訓練小組、醫院探訪、家居

探訪、醫學及復康專題講座、聯誼活動、郊野遊趣及會員通訊等；或可瀏覽本會網頁 

www.nuhk.org。歡迎對本會提供意見，來函請寄西營盤郵政局郵政信箱 5042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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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安足論』                               李常 

 

   「福壽康寧」皆人之所欲，「死亡疾病」亦非人之所能無。 

「未談生，先論死」，倘若在無痛苦而又安靜之情況下離世，相信一般人皆有此種想

法，此即是「無疾而終」。 

    古語云：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但時移世易，今人已甚少作此論調矣。反之，

「安樂死」却成為目前全球各地之爭論焦點。但觀乎反對者多，而同意者少。美國一位醫

生替病人「安樂死」後，却換來牢獄之災，最近始告獲釋；而香港亦出現一位「斌仔」要

求『安樂死』而被拒絕，至今仍健在。可見此一提議，仍未得到法律認同，亦即是，世人

仍以重視生命者居多。 

 其實病才是人生最痛苦之事。有說「小病是福」，殊不知有時小病卻引出大禍，可能

使人失去下半生幸福，甚至受盡半生不必要之痛苦；在下是身歷其境之人。 

在下生不逢辰，命運坎坷，童年時代，受到日軍侵華之禍害，求學時期，就讀於書塾

三年，四書五經亦未修讀完，更談不上學業修成。十二歲即隻身輾轉赴澳門謀生，兩年後，

即傳來日軍投降喜訊，舉世歡騰。和平後翌年，即轉赴香港，投身於某大藥廠。其後在該

廠名下多間公司出任要職，因而在社會上交遊廣闊，工作壓力亦大增。約在一九八零年，

突告心臟病發，幸急救及時，三個月後，病情好轉，於是奮起再戰江湖，明知此舉可能引

致後遺症，但為報東主知遇之恩及決心供兒女完成大學學業，就算付出代價亦在所不計

矣，故一直任職五十多年。尚幸五名兒女不負所望。終完成大學學業，且已投身社會，薄

有成就，在下亦感今生無悔！ 

一九九四年春，惡夢終於來臨；初期是一場輕微之感冒，不以為意，加上農曆新年期

間，酧醡繁忙，疏於醫治，其後覺到病情不輕，在一場春茗宴會時，已支持不來，散席後

即赴瑪麗醫院求診，至午夜病情變壞，雙腿已乏力，次日中午呼吸更覺困難，需要立刻急

救；翌日下午甦醒時，發覺置身於深切治療部，全身插滿不少喉管，儼如科學怪人。至此，

已知大事不妙，病情未如預期之簡單；果然卧病半載，雖經醫生全力醫治，病情算穩定下

來，但難以復元。於是轉移至麥理浩復康院，亦留院三月，其間得到物理治療師及其得力

助手悉心治療，終於能手握四腳义步行一小段路，間中仍需以輪椅代步，於是離院回家。 

在卧病時，少不免思潮起伏，前塵往事一幕幕重現眼前。但一想到能否恢復工作時，

心底下已寒去一截，遙望前路，已呈現一片灰暗。十多年來受到傷病困擾，體力已大不如

前，故經常進出「瑪麗」及「麥理浩」兩院，可說是兩院之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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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理浩復康院麥理浩復康院麥理浩復康院麥理浩復康院    ────    令我認識更多朋友令我認識更多朋友令我認識更多朋友令我認識更多朋友】     吳凱琪 

 

    去年二零零七年因一次腦血管的爆裂，使我在外國醫院住了個

多月，但這一次的意外，令我看到很多以前並未看到的事情及學會很多新事物。 

 尤其在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七日，因為爸媽還怕我身體出毛病，於是他們安排我

回港，之後安排我入了瑪麗醫院做檢查，跟着他們送我到麥理浩復康院作進一步跟

進。 

 很多人知道入復康院，一定是很悶及很寂寞的地方。但我對這兒的感覺剛剛相

反，覺得這兒很開心、好玩及好吃的地方。而我覺得對這兒開心還是

不開心呢？一切在乎你的心態，而我很高興在這復康院裏，認識一班

好友，這感受真的很深很深。 

 在平時，我看到他們不遲勞苦為我們服務，而他們不求回報，

這是我們值得向他們學習的地方。 

 另外，我在麥理浩復康院裏的點滴情懷，不論他們歡笑或一舉一動，到現在還

在我腦海裏。雖然我在這兒住了兩個多月，但我很高興，因為我一生人能有機會認

識到這班好友，真的令我不枉此生，當中包括：(排名不分先後)洪君毅醫生、蒲勤

孫醫生、黃秉康醫生、黃詩敏醫生、周令宇醫生、方醫生、凱琳醫生、呂偉文醫生、

蘭子、阿珠、阿笙、吳生、中英、阿群、阿雲、少國、笑好、

阿瑩、馮綺娟、方翠玲、楊威豪、楊愛琼、梁鳳儀、陳家欣、

職業治療部 ─ 陳麗貞、洪姑娘、梁君樂、梁姑娘、譚偉文、

阿勳、阿卿、美金、言語治療師 ─ 謝姑娘、臨床心理學家 ─ 

麥姑娘、物理治療部 ─ 陳欽亮、簡潔瑩、張綺文、冰姐、梁

社工及戴維愛院牧部 ─ 李寶松。而院友包括：周鏘勝、兆基、

海輝、姚美華、黃身齊、勁姨、美琼、素霞、國堅、黃太、多多、梁慧蓮、譚嘉欣

及潘永濂。在這班好友們，他們建造了一幅無形美麗的圖畫給我，在這兒生活，我

真的很開心，所以當我離開這兒時，真的有點依依不捨的心情。 

 而「萬般帶不走，唯有情永在」。能夠認識到你們，真是我的福氣。而我每位真

誠的朋友們都是我的貴 人，最後我認為「天上最美，是星星；

人間最美是友情」。在此 祝福我每一位好友好運年年。 

 

 



 4 

    

『『『『可愛的梅姑姑可愛的梅姑姑可愛的梅姑姑可愛的梅姑姑』』』』                                                                     Icey    

                梅浣萍是腦友愛稱她為「梅姑姑」，頭腦和口才比好多朋友好，

什麼話題也接得上，相信因為人生經歷豐富吧！可是她總愛口舌不饒人，往往有人

不開心，真是沒法子。 

    二零零四年，我加入「腦同盟」有緣認識了梅姑姑，她是一位貪玩的老人家，

從不缺席任何活動。喜歡獨來獨往的她，總是前一包後一袋，她愛逛公司和超級巿

場，背得重重的，她覺得這是樂事。說話滔滔、笑聲不絕和熱心助人，若能力和體

力所及，她會樂意幫助，如協助賣旗和籌款等等。我見過她背着重重的捐款箱在街

上向途人募捐，她一把年紀，要靠手扙助行，還這麼熱心公益，真是佩服她！她很

喜歡吃東西，每次在聊天室後食茶點，她必是滿肚而歸，從不批評食物質素，我們

常提醒她要注意飲食，她的回應是：「年紀這麼大，還怕什麼呢？」記起在一次「腦

同盟」的週年大會晚宴上，她在抽獎中得到一隻臘鴨，她十分高興，大家又向她開

玩笑，叫她回家不要「掛臘鴨」呀！她奇快地回應「放心，我回家便要斬它，把它

分給兒女，放心吧」。她不忌死亡、不吉利、開朗樂觀，無論大小朋友都愛和她談過

不停，說話風趣，真稱得上老頑童。 

    約一年前，她搬到我家附近居住，在巿場偶然遇見她，總會說一些開心話，不

知不覺我倆便站在人來人往的街頭上聊起來。不久她因年老，雙腳無力，經常跌倒，

不便外出，便沒有再遇到她。二零零九年三月五日，是我今年第一次出席聊天室活

動，很高興，因為再與各腦友相聚，便紛紛向各人問好。當問及梅

姑姑近況安好時，得知她在過年前已離開了我們安息了，真是有些

傷感，不想說下去。回家後，靜下來回想，我中了風，真的有幸有

不幸：幸的是知道家人多麼愛護，關顧及支持我，不幸的是不可再

像從前般從心所欲，很多事情都做不來，有時都會不開心。幸好「腦

同盟」的聊天室助我把不快驅走，我期待星期四的來臨，能與腦友會面，心情都會

特別興奮。或許大家都是同路人，都曾與病魔搏鬥，經歷過類似的日子，了解對方

的感受與壓力，成了互相傾訴的對象。在聊天室我們可以暢所欲言，一表己見，新

聞、時事、國家大事、無所不談，最重要的是心中喜事可與大家分享，心中憂傷也

不妨讓大家為我分擔，得到開解。 

 腦友們，請不要想當年，我們要快樂地過每一天，這算是給家人和愛護我們的

人一點點的回報，聊天室的確是一個抒發情緒的好地方，你們要多些參與，我們若

能互相支持和鼓勵，未來的日子定比過去的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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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舒舒舒緩身心之春日郊野遊緩身心之春日郊野遊緩身心之春日郊野遊緩身心之春日郊野遊』』』』                    宣稼瑾 

淡淡的三月天，乍暖還寒的嶺南春天，天不時飄着毛毛雨，但不减大家的雅興，

興致勃勃的參加了這次春日郊野遊…. 

首先我們抵達林村，那兒有棵遠近馳名的許願樹，雖然有誤導迷信的成份及不

環保，將原來的許願樹拋得奄奄一息，但亦表達了中國人對願望的執着，成為傳統

習俗，在做了保育的工作後，現代版的許願樹，色彩繽紛，正好滿足了人們的需求，

又可環保。 

午膳於雲泉仙館，吃的是素食，由於等候良久，反而有機會欣賞到仙館中具有

中國園林特色的花園面貌，假山流水、花草盛放、楊柳飄揚，是另有一番景象。 

下午，我們到美輪美奐的科學園參觀，一棟一棟極具現代感的建築群，加上飛

碟造型的地標，使得港人感到陣陣的驕傲。 

我們全體前往播放室，在此集體觀看科學園的影帶介紹，又參觀光電子中心及

集成電路中心。拍了大合照之後，就各自欣賞園內美景及聯誼。  

病友要建立自已的自信，走進社會，除了自身的努力，親人的關懷及照顧絕不

可少。但是照顧者及被照顧者，彼此之間，不要心存怨恨，不可放棄你身邊的親人，

你的關懷及照顧是他最大的鼓勵。那不是什麽豪華旅行團，但是交通安排妥善，一

行人，亦有熱心的義工看顧，使得大家都能舒緩身心，共渡一日美好的假期。請掌

握命運，珍惜現在，時時懷有包容體諒的態度，愛你身旁的人，在大家一起

走過的日子，留下美好的回憶，讓我們用寬容的心去擁抱世界。                                大埔林村                                       科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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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友腦友腦友腦友「「「「能解心中能解心中能解心中能解心中情情情情」」」」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後記後記後記後記             溫星池 

 

                                                                     

 

 

 

 

 

 

 

 

 

 

 

 

 

 

 

 

 

 

 

 

 

 

 

由關雁卿女士主持之腦友「能解心中情」工作坊已於 2008 年 12 月 4 日至 2009

年 2 月 26 日舉行，由各會員自由參加。第一節關女士搬來大批樂器，由各會員選擇

及拷打，以抒發心中鬱氣，隨後數節各會員更可發出各種不同聲音，以發洩心中悶

氣及以動物顏色和圖畫等以代表自己處境的一種表達，各參加的會員更說出一生中

最喜愛或最憎惡的人，使各人說出藏在心中不敢對人傾訴的說話。關女士更教各會

員以唱卡拉 OK 歌來忘記憂愁及測試各會員對現代「潮語」，例如「屈機」、「溝女」、

「笑爆咀」等的認識及引起各會員的興趣。這個工作坊使參加的會員對自己患病後

憂鬱的情懷得以抒發，結束時各會員更發表對該工作坊的感受，全部參與的會員認

為該工作坊可令各病人放開懷抱，對自己所患的病抱着樂觀的態度，對病況不再存

有擔心和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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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2 月至 2009 年 4 月新會員名單 

鍾錦良   黃心怡   溫詠文   伍樹聲   陳壯莉   大戶秋子   劉振輝 

柯美珍   胡小芹   何美顏   楊 聲    黃玉軒   阮敏華   劉澤銘   崔慧珍 

                2009 年 2 月至 2009 年 4 月捐款者名單 

壹仟元以上 ------  鄧惠君小姐 

壹佰元以上 ------  羅碧生先生 

 

                                                   

                                  各位會員記得投稿喇！                                   
捐款表格捐款表格捐款表格捐款表格 

「腦同盟」乃病人自助組織，極需社會人士的慷慨捐獻。有意捐助者，請填妥下列表

格。 

 

捐助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助港幣一百元或以上者，可憑收據申請扣減稅項) 

本人現捐助 (請在合適方格加上 � 號) 

� $100  � $200  � $500  � $1000  其他 $ _______________ 

付款方法： 

1. 用劃線支票，抬頭寫上「腦同盟」； 

2. 將捐款存入「匯豐銀行」戶口 (004-600-819932001)。 

然後將支票或入數紙，連同此表格，寄往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120號康山花園第六座地

下 

「腦同盟」收或香港郵政信箱 3484號。 

~~~~~~~~~~~~~~~~~~~~~~~~~~~~~~~~~~~~~~~~~~~~~~~~~~~ 

腦同盟腦同盟腦同盟腦同盟 是各腦友的大家庭，通訊站就應該成為腦友們彼此交流意見和心得 

的渠道。下期的通訊站將於二零零九年七二零零九年七二零零九年七二零零九年七月月月月出版，為增強及充實本通訊站之 

內容，歡迎各腦友及義工投稿。稿件限 500 字，編委或會修改投稿的內容和 

挑選刊登。 請於六六六六月中月中月中月中前寄回腦同盟腦同盟腦同盟腦同盟香港郵政信箱香港郵政信箱香港郵政信箱香港郵政信箱 3484 號或號或號或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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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同盟名譽顧問團 

贊 助 人：方心讓醫生(太平紳士) 

名譽顧問： 馮正輝醫生    范耀華醫生    洪君毅醫生    溫潔貞女士 

 李樹梅女士    周惠萍小姐    區潔萍女士    陳欽亮先生 

 鄭敏慧女士    鄭國華先生    林秀菊女士    馬清秋小姐 

 陳婉玲小姐    王許秀蓮女士  呂幼蓮女士 

名譽主席：關景賢先生 

會務顧問：陳文泰先生    潘友為先生 

法律顧問：羅紹佳律師 

 

第十三屆委員名單 

主  席：周偉良先生           副主席：李麗明女士 

秘  書：溫星池先生           財  政：劉玉冰小姐 

委  員：林桂洲先生     梁耀明先生    莫國業先生     陳浩泉先生 

 戚健生先生 張燕燕女士 黃海燕女士 溫傅滿華女士 

 區長：柴灣、筲箕灣、鰂魚涌區 ─ 溫傅滿華女士  

北角區 ─ 待定 灣仔區 ─ 張燕燕女士(總區長) 

  中西區 ─ 陳德全先生 南  區 ─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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