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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第七十五期  二零一二年七月號_ 

 

 

 

 

 

 

 

 

 

 

 

 

 

 

 

 

(一) 4 月 22 日本會邀請得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腦神經外科彭佳源顧問醫生為

本會講授有關腦退化性病症，有 60 多名會員到場聽講座。彭醫生既生動和清

晰的講授令在場會員了解到不少有關腦退化的常識。  

(二) 2012年度之「閒談個半鐘」第一堂已於 5月 8日在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康

山中心開始了，共有八堂，活動目的是幫助因腦部受創後言語和思考受影響的

病患者，從而令患者能得到改善，重投社會，重過新生活。 

(三) 本會於 5月 6日舉辦的「科學園及香港文化博物館一天遊」，共有 125人參加，

當天雖然炎熱，也沒減少大家外遊的興緻，大家除了沿路欣賞風景外，更趁此

機會互相問候、暢談，非常有意義的一天遊。 

(四) 5月 19日醫院管理局於律敦治醫院舉行了「同行有您」義工感謝日，本會獲得

團體義工獎。 

(五) 天氣炎熱，請各位 會員外出時保重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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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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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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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函請寄香港郵政信箱 3484 號。 

 

http://www.nuhk.org/


 2 

~~照顧者活動~~ 

(1)  卡拉 OK 

日    期：2012年 8月 16日(星期四)  

集合時間：上午 10時 30分 

地    點：糖街 CEO (香港銅鑼灣糖街 2-8號) 

費    用：$40 (包午餐) 

名    額：20名 

 

(2)  社區復康資源眾裡尋(三) 

日    期：2012年 9月 13日(星期四) 

集合時間：上午 11時 

集合地點：金皇海鮮酒家 (香港北角英皇道 460號嘉樂中心 1樓，北角港鐵站

B1出口，新光戲院斜對面) 

參觀機構：鄭德炎日間復康護理中心 (九龍藍田復康徑 7號地下) 

回    程：下午 3時 30分 

費    用：$20 

名    額：20名 

查詢及報名：25602102   

備  註：1. 是次活動沒有復康巴接載。 

        2. 報名一經確實，無論參加者當日出席與否，都必須全數繳付是次活動費用。 

        3. 如當日天文台於集合時間前兩小時仍然懸掛紅色暴雨警告、黑色暴雨警告、3

號風球或以上，是日活動即告取消。 

        4. 如有爭議，本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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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約翰救傷隊牙科服務 2013年 >> 
 

     日期及時間：2013年 (有待醫生安排)        

服      務：洗牙、補牙及脫牙 

     對      象：腦同盟正式會員 (病患者) 

     地      點：香港麥當勞道 2號聖約翰大樓 4樓 406室 

     查詢及報名：2560 2102  

     截止日期：2012年 8月 24日 (星期五) 

     備  註：是次活動 沒有 復康巴接載 

               

 

               

 

                

猜謎遊戲        ?? 
 
 

    謎底/答案刊登在第六頁。希望各會員在揭去第六頁前，可嘗試動動

腦筋，找尋答案。 

                                                     

(一)  小姑居處本無郎               (猜一字) 

(二)  地中海                       (猜一宇)       ？？ 

(三)  打更佬                       (猜一字) 

(四)  九十九                       (猜一字) 

(五)  番鬼婆                       (猜一字) 

(六)  寶玉出走襲人無依             (猜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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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復康資源眾裡尋(一) 之照片 

 

 

 

 

 

 

 

 

              薈軒酒樓飲茶                       香港防癆會中醫診所 

 

 

 

 

 

 

 

                                   

           靈實日間社區康復中心 

 

 

 

 

 

 

 

 

    東華三院高黃慕貞紀念全人健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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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活動 ─ 科學園及香港文化博物館 
 
 
 
 
 
 
 
 
 
 
 
 

 

 

 

 

 

 

 

 

 

 

 

 

 

 

日期 活動名稱 
參加者收費 

( $ ) 

總支出  

( $ ) 

本會補貼  

($ ) 

5 月 6 日 
科學園及香港文化博物

館一天遊 
9,560.00 16,561.30 7,0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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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8-12 月活動一覽 
 

日期 內容 地點 

5/8  (日) 醫學講座 ─ 腦掃描的煩惱 康山中心 

12/8（日） 腦友心 ─ 持續復康工作坊2012 柴灣青年廣場 

16/8（四） 卡拉 OK 銅鑼灣糖街 CEO 

13/9（四） 參觀 ─ 鄭德炎日間復康護理中心 藍田復康徑 7號地下 

7/10（日） 大澳昂坪一天遊 大嶼山 

18/10（四） 參觀 ─ 天際 100香港觀景台  九龍柯士甸道西 1號 

10/11（六） 公開健康講座（與復康會合辦） 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18/11（日） 週年大會 王朝盛宴 

29/11（四） 卡拉 OK 待定 

6/12 (四） 復康會主辦 ─ 身心靈健康工作坊  康山中心 

18/12 (二) 待定 待定 

 

 

                           猜謎答案 

                              

(一) 嬋        (二) 島 

(三) 便        (四) 白 

(五) 要        (六) 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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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報告】 
新會員名單：鮑慧湄   陳柳軒   陳佑翹   陳志明   陳郭美容 

何家俊   蕭允賢   林翠綠   陳智君   何鳳女 

 

捐款者名單：壹佰元以上 ------ 蔡武漢先生   周應佳女士 

                Fan Chau Yu   莫襯友女士 

      去世會友：Mr. J.G. Bull、唐秀玲女士                                                                                  

 

 

 

                                                  各位會員記得投稿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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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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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的通訊站將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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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中前寄回腦同盟香港郵政信箱 3484 號或 

傳真致 2967 6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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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同盟名譽顧問團 

贊 助 人： 方津生醫生 

名譽顧問： 馮正輝醫生    范耀華醫生    洪君毅醫生    呂偉文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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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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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核數師：趙雅穎先生 
 

第十五屆委員名單 

主  席：周偉良先生        副主席：(內務)溫星池先生、(外務)陳浩泉先生 

秘  書：梁啟芳女士        財  政：劉玉冰小姐 

委  員：梁耀明先生    黃海燕女士    梁智鈞先生    溫傅滿華女士 

 李慕雲女士 陳綺華女士 

 區長：筲箕灣、鰂魚涌 ─ 溫傅滿華女士、溫星池先生 

  中西區 ─ 李慕雲女士          北角區 ─ 劉瑞初先生、林文清女士    

   灣仔區 ─ 張燕燕女士          南  區 ─ 梁啟芳女士、梁耀明先生 

            九龍區 ─ 黎麗玲女士          柴灣區 ─ 黃海燕女士、陳綺華女士                                

        

 

 

 

 

 

          地址：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120號康山花園第 6座地下  

 電話：25602102     傳真：29676750 

 電郵：neuro_united@ymail.com 

            網址：www.nuhk.org 

    

 

 

 

 

 

 

通訊站編輯︰周偉良、溫星池、梁啟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