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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柏金遜症會 
 

主席的話 
 

2014年是第三屆執行委員會的選舉年，

我們會在 11月的會員大會上選出下一屆

的執行委員，在此之前，我們除了要完成

恆常的工作外，也要籌劃來年的活動，對

外與各組織進行交流，配合大學及醫藥機

構作研究調查，為選舉做籌備等，所以工

作一直都很繁忙。 

 

過去一年當中的會務發展及所得成果，除

了有賴第二屆執行委員的努力之外，還要

感謝一直為本會出力的病友義工們及他們

的照顧者，有些病友仍然在職，有些已屆

古稀高齡，照顧者要照顧家中患者，而他

們都願意同心協力，付出寶貴的精神和時間，實在令人敬佩；在此同

時感謝策劃香港柏金遜症會首本年報的工作小組成員，口琴班師生義

工們，默默耕耘的郵務小組，各區的月會、關顧探訪、運動組義工，

身兼剪髮班導師的柏友大使，因為有他們的積極參與，會務才可順利

推動，使病者們及家屬受惠。 

 

世事難料，很多事情都不是由我們來決定，我們不能拒絕柏金遜症的

來臨，也不能逆轉病情的發展，但我們可以選擇怎樣去面對，學會怎

樣與柏症共存；柏友們和他們的照顧者，本身背負的擔子已經不輕，

但他們都能夠毋視自己的局限，不辭勞苦的為本會出力，這種大無畏

的精神，展現出柏金遜症病人無比的勇氣和堅毅的生命力，在此，我

謹向這群信心不死的生命勇士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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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委員會成員 
 

現屆執行委員會成員(2014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1 月) 
主席﹕ 陳燕女士  

內務副主席﹕ 莊達成先生 

外務副主席﹕ 鍾小曼女士 

財政﹕ 麥淑明女士 

副財政﹕ 鄭藉時先生 

秘書﹕ 何耀垣先生 

副秘書﹕ 屠凌珠女士 

委員﹕ 李麗芳女士 

 馮順好女士 

 幸超偉先生 

 黎一枝先生 

 陸光芬先生 
2014-15年度執行委員會會議日期 
2014年: 9/4、13/5、10/6、7/7、13/8、11/9、14/10、11/11、9/12 
2015年: 6/1、3/2、17/3 

 

 

 

我的名字李麗芳，患病至今已
經有十年了，以往在社區做義
工，團體及街坊都稱我「芳
姐」，加入執委會後曾擔任副
財政職務，還參加郵務小組、
太極運動組、歌唱小組、關顧
探訪和病人權益關注等工作。
我年紀漸長，希望見到更多柏
友出來為會分擔工作。 

李麗芳女士 
 

加入柏會執委會令我獲益良
多！深深感受到各執委付出的
努力，助人自助的精神，亦間
接影響著我、推動我不斷向
前，沒借口懶散下來，令生活
更充實。正好引證了「以生命
影響生命」！讓我們繼續努
力、加油！ 

 

鍾小曼女士 
 

在執行委員會擔任義務工作已經
有三年時間，每見會友對自己的
遭遇茫然不知所措，渴望尋找出
路，及後在柏會得到幫助而有改
善，就明白所做的工作確實有價
值，對會務的了解愈深，就感到
責任愈重，那不是自我膨脹，而
是深切的體會到，這個《香港柏
金遜症會》，實在是任重道遠
啊！ 

 

莊達成先生 
 

加入執委會 4 年多，見證其茁壯成長，
甚感欣慰。委員本以患者為骨幹，雖然
委員之進退不時發生，工作量亦因服務
需求增多而相應增大，幸好日常會務運
作已上軌道，加上有《香港柏金遜症基
金》及《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為
後盾，縱使面對挑戰，憑藉眾志成城，
仍可迎難而上。回顧去年會務發展步伐
加快，祈望有更多能幹會友可投身會
務，發揮所長，造福柏友。 
 

鄭藉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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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柏金遜症會 
 

背景 
《香港柏金遜症會》的前身是《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簡稱
CRN）的一個病人互助小組。小組於 1994年開始服務柏金遜症患者、
家屬及照顧者，至 1998 年 11 月 15 日《香港柏金遜症會》正式成立
為一慈善團體，取代 CRN 的柏金遜症病人互助小組。《香港柏金遜症
會》更在 2010年 11日 12日註冊為有限公司。 
 

秉承互助小組的精神，本會成立的目的是為柏金遜症患者提供一個自
助互助平台，讓他們有機會一起交流和學習，分享經驗，建立積極態
度面對病情發展及復康治療，並樹立正確的生死觀，保持心態平衡，
與疾病鬥爭到底。 
 

本會的宗旨是： 
 發揮柏金遜症患者及家屬互助精神 
 推廣社會大眾對柏金遜症的正確認識及對患者和照顧者的關懷 
 關注柏金遜症患者的福利及合理權益 

 

組識架構及會員人數 
由《香港柏金遜症會》會員大會選出的執行委員會(簡稱執委會)是會
的最高行政決策單位，擁有最終決策權。本會的事務經執委會開會商
議討論通過後，便交相關人員落實推行。 
 
本會有六個分區：香港島、九龍東、九龍西、新界東、新界西和將軍
澳，會員所屬分區是按其申報的地址而定。除了常規運動小組、月會
和關顧服務是由分區自行負責安排及推行，其他特別活動，像節日敘
餐和外地交流，均由中央兩位幹事負責籌劃，各區會員都可以參加。
至於行政／財務、教育／倡議和通訊服務等範疇，則是由執委會委員
或兩位幹事依執委會的決定進行。 
 

各分區會員人數分佈     
分區 會員總人數 患者人數    

香港島 256 152    
九龍東 137 89    
九龍西 202 144    
新界東 218 144    
新界西 105 74    
將軍澳 161 104 患者平均年齡: 67 

 1,079 707 男患者: 378 (53.4%) 68 
   女患者: 329 (46.6%)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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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 

執行委員會 

活動/康樂 行政/財務 教育/倡議 關顧服務 通訊服務 

會務幹事 關顧活動幹事 

出版柏之訊 

網絡資訊 

郵寄會員通訊 

地區/ 
互助功能 

全區 

每月聚會 

每週運動班 

青柏聚會/ 
多元興趣班 

醫藥講座 

旅行/聚餐 

義工退修/ 
會員迎新 

社區宣傳教育 

關注倡議權益 

關懷探訪 
電話慰問 
轉介支援 

運作支援 主要經費 

社區活動義工 

名譽顧問團 

香港復康會 

社會福利署 

善長捐款 

香港柏金遜症 
基金 

香港柏金遜症會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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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 3 月，《香港柏金遜症會》會員總人數為 1,079 人，當
中柏金遜症患者有 707 人（佔總人數 65.5%），照顧者 372 人（佔
34.5％）。男性患者有 378 人，佔總患者人數 53.4％。女性患者有
329 人，佔總患者人數 46.6％。全會患者平均年齡為 67 歲，男的為
68 歲，女的為 66 歲。患者人數最多的年齡組別是 61－70歲，有 255
人，佔總患者人數 36%。在 51 歲以下的患者也有 28 人，佔總患者人
數 4%。 
 

 
 
 
 
 

100% 2% 4% 7% 14% 36% 27% 10% 

 總患者會員人數：707人 

 

服務與時並進 
《香港柏金遜症會》是香港現時唯一的柏金遜症病人互助組織，自
1998年創會至今 16 年間，會員人數不斷增加;由最初的 113 人至現
在的 1,097人，增幅接近十倍。據前線醫護界估計，香港現在約有
14,000 名柏金遜症患者。60歲或以上的長者，患病的比率更高達百
分之一；即在每一百名 60或以上的人士中就有一位是患者。柏金遜
症患者亦有年青化的趨勢，大約有一成患者是在 40歲前後發病。隨
著人口老齡化，香港的柏金遜症患者將會比現時更多，可預計對本會
的服務需求會不斷增加。 
 
在柏會成立初期，會務全由會員義務承擔，當中有不少都是患者。隨
著會員人數不斷增加，我們在 2002 年及 2012 年成功分別向《社會福
利署》及《香港柏金遜症基金》申請撥款聘請兩名全職幹事，負責處
理會務和關顧服務工作。在會員人數不斷增加的同時，會員對本會的
服務期望亦因時代和社會的演變而有轉變。配合會務發展需要，本會

0 50 100 150 200 250

沒提供

51歲以下

51-55歲

56-60歲

61-70歲

71-80歲

81歲以上

沒提供 51歲以下 51-55歲 56-60歲 61-70歲 71-80歲 81歲以上

16 28 49 102 255 189 68

患者會員年齡分佈

會員類別人數比較

照顧者 

310 (29%)

前照顧者  

42 (4%) 社區人士  

20 (2%)

患者 707 

(65%)
患者

照顧者

前照顧者

社區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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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能及運作上作出相應調整，增加服務範圍，提升服務質素，務求
讓會友能更快、更準確地接收關於柏金遜症的新資訊，讓柏友有機會
參與更感興趣和更多元化的復康活動，讓患者和照顧者都得到適當的
支援，發揮互助精神。 
 
以下簡單述說本會在過去一年的工作方向﹕ 
 

 電子化溝通﹕在過去一年，我們採用
多個不同類型的電子媒介（例如會的
互聯網頁、臉書、WhatsApp、電子郵
件和會務工作電腦化等）來發放會
訊、活動花絮、與工作小組成員溝通
和處理日常會務，提升運作效率。 

 

 融入社區﹕在社區教育方面，我們的
會友比以往更能夠面對現況，勇於接
受傳媒訪問和拍攝，積極為本會作社
區教育工作。 

 

 關注患者及照顧者需要﹕我們認識到
柏金遜症患者所遇到的困難並不
少，但照顧者在體力、情緒和精神
上一樣承受很大壓力。會的關顧目
標不再只放在患者，並伸展到關心照顧者的需要。 

 

 個人資料私隱﹕我們因應社會對個人資料私隱的重視，執委會在
這個課題上詳細討論，制訂本會〝個人資料管理政策〞，並於對
外發放本會會員訊息的程序上發出具體指引，方便工作人員處理。 

 

 編寫年報﹕去年我們編寫了會的第一份年報，申請加入《香港社
會服務聯會》，讓會務更透明化。 

 

 新辦活動﹕在活動方面，因應會的發展和會友的需要，我們不斷
檢討本會的工作，並爭取增辦有復康功能作用的活動
成為常規性小組活動，務使活動更多元化，讓會友都

能選到合適自己的活動，對個人身心
健康和情緒控制都有得益。去年特點
新增了「面部肌肉訓練活動小組」
（口琴小組），柏友在訓練面部肌肉
之餘，還能以音樂鬆弛心情，一舉兩
得。在過去一年，是項活動的總參與
為 347人次。 

「柏金遜症照顧者的我思‧我想」 

 

編委會計劃…聚焦探討「柏金遜症照顧

者的我思‧我想」。相信大家都知道，

患者的自理能力會隨著病情發展而減

退，尤其是到了中後期階段，家人及照

顧者的接納和照料變得舉足輕重。 

 

各位照顧者，你們的故事又是怎樣？又

或者有心底話想傾訴？…不要吝嗇，快

來投稿分享你們在不同階段經歷的苦與

樂和感想，怎樣支持患者一同面對和處

理大小問題的心得。 

(柏之訊 58:11) 

 
 
 
口琴小組在 2014 年

聖誕聚餐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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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多元化研究﹕在復康方面，本會

在過去一年多次應大學和醫護界邀請

參與有關柏金遜症的學術和實務性研

究，希望能為醫護研究盡一分力，更

祈望會有突破發展，柏病可得醫治！

下表舉列了在 2014-15 年度我們曾參與

的醫護研究項目。 

 
 

2014-15年度本會曾應邀參與的醫護研究頊目 

月份 單位 研究方式/內容 本會代長會
員參與人數 

6/2014 衛生和醫學研究基金 「審視創傷後壓力症量表」
研究項目 

35人 

7-8/2014 註冊音樂治療師 音樂治療試驗計劃 5人 
10/2014 香港大學藥理及藥劑學系 患者於課堂作分享 1人 
10/2014 中文大學醫學院學生 訪問了解組織運作 5人 
11/2014 理工大學設計系學生 設計有助患者使用的洗手間 1人 
3/2015 理工大學物理治療系學生 訪問了解病症 4人 
3/2015 理工大學護理學系學生 訪問了解病症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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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顧．患者及照顧者 
 

我們深信要柏病患者有樂觀積極面對的心態，必先要有身心健康、正
向心理情緒的照顧者。建基於這個信念，我們將關顧患者服務伸延及
至對關顧者，給予有需要的會員精神上支持，鼓勵他們積極面對生命。 
 
『遜有良朋．將愛廣傳』關顧計劃 
「遜有良朋‧將愛廣傳」是一個由《香港柏
金遜症基金》贊助，以關顧患者為中心的計
劃。在 2012年開始實行，關顧方式包括﹕致
電慰問隱蔽或非活躍患者會員及跟進其需要
和對願意受訪的患者會員進行探訪活動，包
括家訪及院舍探望。 
 
這關顧計劃著重會員與會員之間的互助精
神，所有參與者都是以義務工作模式，不問
回報，獻出時間和精神。值得鼓舞的是 73%
的關顧服務參與者本身也是柏症患者，「取
褚柏會，用褚柏會」，非常難得。此計劃在
2014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間，共有 92
名關顧義工參加計劃，總支出大約為
$5,923。 
 

本計劃每年舉辦「關顧義工退修日」，進行
關顧工作培訓及讓義工交流關顧心得，亦定
期與各分區關顧小組組長舉行關顧行動會
議，以了解各區關顧進展。在 2014 年，我們一共舉辦了五次關顧行
動會議，三次照顧者聚會，總參與為 94人次。 
 
關顧義工退修日照片 

 

2014 年關顧行動會議﹕ 

會議次數 日期 參與人
數 第九次會議 2014年 1月 7日(星期二) 14 

第十次會議 2014年 3月 6日(星期四) 14 

第十一次會
議 

2014年 5月 15日(星期四) 16 

第十二次會
議 

2014年 7月 10日(星期四) 10 

第十三次會
議 

2014年 9月 25日(星期四) 16 

 總參與人次 70 
 

2014 年照顧者聚會﹕ 

交流會日期 地點 人數 

2014年 
1 月 21日 

橫頭磡中心 
12 

4 月 24日 6 
9 月 21日 6 

  總參與人次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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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 關顧茶敍 關顧雜項

2013及2014年的支出金額對比

2013年

2014年

$

67 
(73%)

20 
(22%)

5 (5%)

患者

照顧者

其他類別

關顧義工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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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支援平台』服務 
在關顧照顧者方面，則以《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提供的「照顧
者支援平台」服務為主。關顧方式則以照顧者聚會、傾訴、分享照顧
心得和提供單次式的代照顧患者服務，讓照顧者能有短暫的緩息空間。 
 
 

關顧小組‧組長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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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承賴各方愛心支持 
 

多元素關愛 
柏金遜症是一種慢性腦神經組織衰退疾病，至現今還沒有根治方法。

這病不單影響患者身體的活動能力，隨著病齡增加，於患者的說話、

吞嚥及認知能力也構成障礙。患者常

會失去信心，感到沮喪，情緒低落，

自覺無奈與無助。 

 

因此，柏金遜症患者所需的支援層面

是多方面的，除了疾病治理外，還需

要身心的治療和恆常訓練。柏症患者

有積極正向的心態對抗禦病情惡化非

常重要。要實踐我們的目標，為柏友

建立互助平台，實質硬件和運作資金

的配合亦不可缺少。幸好香港有很多

熱心公益的社群團體，認同本會的工

作，對柏友及本會的需要都很理解，

給我們的支援更是不遺餘力，在此我

們非常感謝！ 

 

整體上，我們需要的支援可分為五個

範疇。這些支援，對我們來說，就是

關愛的具體表現。 

 

 經費贊助﹕除了會員年費、善長

捐獻和《社會福利署》為個別項

目撥款外，《香港柏金遜症基

金》多年來贊助本會的活動，是

主要經費來源之一。 

 運作支援﹕《香港復康會社區復

康網絡》是我們的重要運作支援

者，提供本會辦事處、活動場地

及器材借用、專業復康服務(例

如：舉辦復康運動班、健康飲食

看不見的傷殘，聽不到的說話 

 

患柏金遜病十多年，對這病也末能徹底摸透，難怪

別人也累積了不少誤會﹔當活動能力隨著藥效時好

時壞，趕在路上，有時甚至比年青人走得更快，心

情甚爽，但是隨時卻比公公、婆婆都不如，甚至在

車站守上一段頗長時間，直至藥效到來。如果別人

只看到某些時段的我，也不能怪別人產生不同想

法，上述這些情況，已經是有形於外，大家終有一

天會明白，這是真正的「看不見的傷殘」！ 

 

只要留心，不難發現有些資深柏友在語言能力上續

漸出現問題，說話時發音模糊不請，詞不達意，為

了不讓別人知道，或怕別人聽不清楚而感厭煩，甚

至產生自卑感，所以選擇少講說話，漸漸變成惡性

循環，衰退更快，結果是有口難言，變成，「聽不

到的說話」‥‥ 

（KK，柏之訊 56：7） 

今日的將軍澳區與昔日的將軍澳互助小組 

 

回顧將軍澳互助小組成立於 2010 年，當時只有病

友十餘人，之後會員人數逐年遞增。將軍澳互助小

組能夠發展長大，有賴於幾位非常熱心的病友組成

一個核心小組，在定期舉行月會的日期時間，提前

一小時到達會場，精心策劃活動內容的具體安排，

向會友報告會務、會友近況、簡介醫療資訊、倡議

病人權益，安排定期或不定期的文娛康樂活動，處

處為參加者心身健康著想。 

 

再者，亦有賴於將軍澳醫院「健康資源中心」的管

理層切實關顧、鼎力協助，無條件提供給我們寬敞

的活動場地，活動室有音響設備、大屏幕電視，活

動內容節目可使用電腦畫面投射，還有茶水供應，

檯凳一應俱全，環境非常之好。 

（林公庇，柏之訊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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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藥物、心理及情緒管理講座)及組織管理培訓和義工及關顧

技巧訓練等。 

 醫護治理及醫藥科研﹕醫護界除了提供專業治療，舒緩柏金遜症

患者因柏症引致的身體不適外，還有不少針對柏金遜症的研究正

同步進行，相信不久之將來會有突破！ 

 社群接納包容獻愛心﹕有不少社區團體長期協助本會舉辦復康及

交流活動，亦有以低收費為有需要

的會友進行家居維修、在特別節日

舉辦慶祝活動和安排旅行與柏友同

樂。這些團體包括「愛心力量義工

隊」、「社建計劃」、「德育傳承

計劃」及港鐵義工隊「鐵路人 鐵路

心」計劃。 

 同路人互勵互助﹕《香港柏金遜症

會》是一個由病人及家屬／照顧者

組成的互助組織，會務工作需由會

友義務分擔，例如關顧探訪病友、

帶領會友做運動、任郵務小組義工

等等。在過程中「同路人」得以擴闊

社交圈子，分享經驗，傾訴困難，互相鼓

勵，積極面對病患挑戰。 

 

 

 

 

 

 

 
 

 

「體驗關愛五大元素」 
 

五大關愛元素整體地提供本會所

需的資源和能耐實踐本會的宗

旨，落實本會對柏金遜症患者的

關愛活動，叫柏友們不要放棄﹕ 

 絰費贊助謝善長﹔ 

 運作支援承網絡﹔ 

 醫藥科研燃希望﹔ 

 接納包容在社群﹔ 

柏友同路，互勵互助樂向前！ 

本會能健康成長，承賴各方的愛心支持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MXUidm67McCFdEjjgodr-AMYw&url=http://www.123rf.com/photo_17745725_heart-flowers-in-pot-and-heart-watering-can-isolated-on-white-background.html&psig=AFQjCNGJtZ3IIPi2WXBaT5dyfPVGi1zSoQ&ust=1441974216181431


 

香港柏金遜症會 10 

柏會內外‧愛心義工 

 
 
 
 
 
 
 
 
 
 
 
 
 
 
 
 
 
 

 
 
 

 

Hi,我是 Michael陳錦輝 
 

…近期接受 TVB節目「東張西望」的訪問並拍攝特輯…覺得很有意義，因為可以畀多些
人認識（柏金遜症）呢個病，等更多人知道呢個病的病徵，同時期望可以得到社會大眾
的關注和包容，我亦希望可以為柏友及柏金遜症會做一點事情、一點工作，可以鼓勵柏
友，明白就算有病亦可以活得精彩…要有小小阿 Q精神，當自己係冇病，不要在心常常
記掛自己有病，不要被負面的情緒影響自己的心情，心情差絕對係影響病情惡化。 
 

人生可以好簡單，亦可以好複雜，視乎你點樣去選擇，我個人的選擇就是有簡單、有複
雜，我的意思係將柏金遜病睇得簡簡單單、無乜嘢大不了，但食藥的過程就要複雜一
點，細心一點，不要胡亂食藥。 

（Michael,柏之訊 58:2） 

郵務小組 
 

我以前收到本會郵件，只是關心瀏覽最新資
訊，卻忽略了一群默默耕耘，幕後勞苦功高的
功臣，他們就是郵務小組… 
 

今年聖誕聚餐，大會特備為郵務小組拍攝一輯
短片，在短片中，我們看見一班都是老邁年高
長者。最年輕的也過花甲之年，最年長的已邁
進八旬高齡。最令人感慨的是有位長者，手裡
拿著手杖，左顧右盼保持身體平衡來到郵務小
組為大家服務，使我敬佩萬分… 
 

對於一班長期病患耆英，將近千件郵件只花數
小時就能處理完畢，實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
所以使我產生敬意… 
 

他們可以坐在酒樓嘆一盅兩件早茶；可以和街
坊鄰里圍在一起打幾圈麻雀﹔可以逗逗小孩玩
耍，安亨晚年樂趣。然而，他們本著熱愛本
會，關心本會﹔本著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的精
神，為本會奉獻出一分綿力… 大家同一屋簷
下，我覺得自己很渺小。 

（卓卓，柏之訊 58:8） 
 

…我要多謝的是我們的郵務小組，相信大家沒
想過，當你收到一封由柏金遜症會寄來的信件
時，背後有多少人在付出他們的愛心與辛勞… 
郵務小組成員的平均年齡是 71歲，當中有患
者也有照顧者，最年青的是一位做了 DBS手術
的女病友，年月久遠的病情並沒有磨滅她為本
會服務的熱誠，而年紀最長的成員已經超過
80歲，有些成員參與郵務義工超過十年時
間… 他們一直默默耕耘，這種不求回報的無
私奉獻精神，實在值得我們敬佩… 

（陳燕，柏之訊 57:2） 

愛心力量義工: 
陳美儀女士 
 

大家好,我是阿 May! 
 

2015,2014,還是 2013年…已忘
記了從何時起，與柏金遜症的朋
友們結緣，開始與大家一同參與
各大小活動，成為一個小小的義
工! 
 

我們有歡喜一起玩樂的經歷，去
過海洋公園、元朗吃盤菜、聖誕
聯歡會，又試過渡假營活動！ 
 

記得自己最初參與時，對柏金遜
症認識不多，看到他們病發時，
的確有點手足無措，後來慢慢地
了解多了，也略懂了一些協助技
巧，其實每個栢友都很友善，一
個親切的笑容，簡單共聚愉快的
片段，便成為了我繼續支持做義
工的動力! 
 

期待柏金遜症會友們，每個都能
繼續健健康康，我能與大家一起
去更多地方，參與更多活動，送
上無限祝福！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Kr566K-vMcCFcNqjgodl_EKLA&url=http://www.cliparthut.com/super-amigos-clipart.html&ei=lU_YVeraHsPVuQSX46vgAg&psig=AFQjCNFvI2sKWLD23aMMt16RryXkl2C0sw&ust=1440325411184891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Kr566K-vMcCFcNqjgodl_EKLA&url=http://www.cliparthut.com/super-amigos-clipart.html&ei=lU_YVeraHsPVuQSX46vgAg&psig=AFQjCNFvI2sKWLD23aMMt16RryXkl2C0sw&ust=1440325411184891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Kr566K-vMcCFcNqjgodl_EKLA&url=http://www.cliparthut.com/super-amigos-clipart.html&ei=lU_YVeraHsPVuQSX46vgAg&psig=AFQjCNFvI2sKWLD23aMMt16RryXkl2C0sw&ust=1440325411184891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Kr566K-vMcCFcNqjgodl_EKLA&url=http://www.cliparthut.com/super-amigos-clipart.html&ei=lU_YVeraHsPVuQSX46vgAg&psig=AFQjCNFvI2sKWLD23aMMt16RryXkl2C0sw&ust=1440325411184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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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柏金遜症走過的日子 
 

加入柏會已八年，做義工亦做了８
年，曾經想過放下，回復自由身…
思前想後，覺得有工作寄託的日
子，時間總會容易些打發。柏金遜
症雖然使人活動遲緩，做義工卻是
一種動力，可以保持自我向前的機
制，功能等於每天練習運動，我會
堅持這個信念。 

（梁金福，柏之訊 58:8） 

愛心力量義工:梅艷姬女士 
 

大家好，我是義工梅艷姬（阿 
姬），首先好感恩有機會為柏 
金遜症會義工服務多年，最近 
認識許多新柏友，心想是否柏 
症患者增多了，還是柏會被柏 
友認同因而多參與活動。 
 

每次交流活動得悉有新藥研發或改良，新科
技用於手術幫助柏友減輕或延緩病發帶來身
體活動的不便。活動中接觸初患者，因未能
接受病患引至抑鬱或自閉，久久未能跳出患
病陰霾，我心感不安。 
 

許多時人面對疾病痛苦，心感無奈無助，家
人或照顧者更無所適從，身為義工只有並肩
同行、聆聽、安撫，偶然可以打開柏友心
扉，會成好友。除了義工服務外，更希望成
為你的聆聽者。 
 

最後衷心祝願各位平安、愉快。 

愛心力量義工:張兆昌先生 
 

十分感恩，能夠於家庭及工作以外， 
有機會為香港這個特別的地方，我的 
家，以義工形式服務社會！ 
 

參與義工服務已有數年時間了，當初 
參與義工，是以人為本貢獻社會。及 
後經過多次的活動，體會到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是非常之奇妙，透過互動可以令雙方更加融合，在
愉快的笑聲中感受到關懷。 
 

在這三年的柏金遜症會活動中，看到每個柏友在活
動中的喜悅與雀躍，更令我體會到每件事、每個人
都取決於其心態。縱使身體上殘缺或疾病與否，帶
著開朗，喜悅，感恩的心情去面對每一天，也可以
感染身邊的人或事物。大家會好奇，短短三年內可
以體會到？其實大家有所不知，因本來的我是甚少
說話的，當初我是以拍攝義工形式參與活動，但從
相片中看到照顧者從心而發的愛與關懷，那份溫暖
可以從中感受到。繼而從手執相機到拿起咪高峰，
在聖誕聯歡會中當起司儀，表現有好有壞，不過推
動我的，正是台下每個柏友那份真誠，這份精神也
是從柏友對新事物的學習態度中領悟到的。 
 

本來戰戰兢兢的我，到享受當中的過程，與大家建
立了一份特別的友誼！這幾年的義工服務，我付出
的只是少少，但卻是獲益良多！我相信及後的日子
裏會有更多精彩！ 

開心「趣味小曲」組 
 

…身材矮細、瘦瘦的、講話大
大聲的長者，如此中氣十足，
聲音嘹亮，實屬少見…她就是
人人尊稱的「愛姨」。 
 

愛姨經歷艱辛歲月，幼年喪
母，中年時代，丈夫中風，患
病十五年不幸逝世。她要養育
三名子女… 愛姨自退休後，在
不同機構做義工，以愛心服務
人群…愛姨自幼失學，但憑著
自學，自修和努力，終於完成
「趣味小曲－梁愛歌集」，並
出了兩版。小曲曲詞很有意義
又有趣，令人易學、易記、易
唱。 
 

愛姨是「趣味小曲」組導師。
雖是高齡長者，但精神奕奕，
風趣幽默，比年青人更具活
力…在「趣味小曲」組…大家
齊齊唱唱歌，齊齊做運動，齊
齊食茶點，真是快活不知時間
過，甚至下課時間到了，仍然
不願離去， 

（萍萍，柏之訊 57:6）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Kr566K-vMcCFcNqjgodl_EKLA&url=http://www.cliparthut.com/super-amigos-clipart.html&ei=lU_YVeraHsPVuQSX46vgAg&psig=AFQjCNFvI2sKWLD23aMMt16RryXkl2C0sw&ust=1440325411184891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Kr566K-vMcCFcNqjgodl_EKLA&url=http://www.cliparthut.com/super-amigos-clipart.html&ei=lU_YVeraHsPVuQSX46vgAg&psig=AFQjCNFvI2sKWLD23aMMt16RryXkl2C0sw&ust=1440325411184891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Kr566K-vMcCFcNqjgodl_EKLA&url=http://www.cliparthut.com/super-amigos-clipart.html&ei=lU_YVeraHsPVuQSX46vgAg&psig=AFQjCNFvI2sKWLD23aMMt16RryXkl2C0sw&ust=1440325411184891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Kr566K-vMcCFcNqjgodl_EKLA&url=http://www.cliparthut.com/super-amigos-clipart.html&ei=lU_YVeraHsPVuQSX46vgAg&psig=AFQjCNFvI2sKWLD23aMMt16RryXkl2C0sw&ust=1440325411184891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Kr566K-vMcCFcNqjgodl_EKLA&url=http://www.cliparthut.com/super-amigos-clipart.html&ei=lU_YVeraHsPVuQSX46vgAg&psig=AFQjCNFvI2sKWLD23aMMt16RryXkl2C0sw&ust=1440325411184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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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動及參與 2014-15 
 
會員活動安排分成兩個層面進行：互助功能性的「分區小組活動」和
大型的「全區活動」。分區活動是以月會、復康運動組和興趣小組為
主。各區因應該區會友的喜好和才華，開辦的興趣活動亦會稍有不同，
而大型活動則是由中央籌辦。在過去一年，本會為會友舉辦了多項常
規和與柏金遜症或患者有關的專項活動，帶給會友新資訊、新技巧和
交流溝通的機會。 
 

中央活動 
下表總結了本會在 2014-15年度由會中央主辦／協辦的全區活動及其
參與人數。 
 

2014-15年度中央主辦／協辦的全區活動及參與人數 

活動 
類別 

活動日
期 

活動名稱/內容簡介/地點 
參與 
人數 

主辦/贊助 
機構 

醫藥
講座 

17/5/2015 腦科疾病病後言語障礙及心理適應講座 
(講者﹕Leonard L. LaPointe, Ph.D.) 
患者病後適應 
醫院管理局大樓研討室 

37人 香港教育學
院特殊教育
及輔導系主
辦 

社區
教育 

30/4/2014 社區教育合作平台-遊歷人生座談會 
喇沙小學 

4位會
友義工 

香港復康會
社區復康網
絡主辦 

8/7/2014 社區教育合作平台-遊歷人生嘉年華會 
自助組織表演、真人圖書館、攤位遊戲 
青衣海濱公園露天廣場 

13 位會
友義工 

香港復康會
社區復康網
絡主辦 

29/3/2015 2015 腦健康周之嘉年華會 
攤位展覽 
旺角麥花臣球場 

9位會
友義工 

香港腦科基
金會主辦 

康樂
活動 

14/6/2014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日營 
區長及分區義工退修日、享用各種營內設施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79人 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贊助 

30/8/2014 中秋「嘗鵝」宴 
燒鵝宴、參觀果子廠 
葵涌及青龍頭 

200人 香港柏金遜
症基金贊助 

25-26/10/ 
2014 

開心歡聚樂滿營 
享用各種場內設施、卡拉 OK之夜、住宿 
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 

101人 香港柏金遜
症基金贊助 

14/12/2014 2014 聖誕聚餐 
嘉賓致辭、基金 APP「柏寶袋」簡介、抽
獎、訪問播放、太極總會表演、柏友表演、
郵務義工嘉許禮 
尖沙咀 

412人 香港柏金遜
症基金贊助 

26/2/2014 乙未羊年新春團拜 
九龍東、九龍西、將軍澳區柏友慶賀羊年 
旺角麥花臣室內場館 

63人 LP22同學、
香港柏金遜
症會合辦 

25、28/3/ 
2015 

柏出奇妙的旅程 
自由享用樂園設施 
香港迪士尼樂園 

175人 香港迪士尼
樂園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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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活動 
分區活動的目的是提供一個平
台方便區內會友能定期作交流
分享及進行有復康功能的小組
活動為主，活動包括月會和運
動小組，都是常規性舉行。在
特別的日子，分區亦會舉辦主題
性活動給區友參加。下表列出在
2014-15年度各分區的常規活動
會員參與情況。 
 
 

2014-15年度各分區的常規活動及參與人數 

活動參與人次 

分區 月會 運動組 趣味小曲 Sing 呢小組 球類運動 

香港島區 564 720 608   
九龍東區 331 829  288  
九龍西區 342 1,098    
新界東區 597 384    
新界西區 457 614    
將軍澳區 548 1,170   260 
分區總參與

人次 
2,839 4,815 608 288 260 

  

籌款
活動 

13/4/2014 愛心太極操 2014 
香港太極總會太極師傳帶領本會學員進行太
極操及太極示範表演 
石硤尾公園體育館及香港城市大學中餐廳 

130人 香港柏金遜
症基金主辦 

外地
交流/
研討
會 

5-9/5/2014 
(5 日 4 夜) 

馬來西亞探訪交流觀光團 
參觀馬來西亞帕金森症協會、與馬來西亞病
友交流、敲擊班、名勝遊覽 
馬來西亞 

40人 香港柏金遜
症基金及 
友華股份有
限公司贊助 

19/10/2014 第七屆柏金遜症公眾研討會《柏金遜症患者
的優質生活》 
講座、研討會及柏金遜症資訊交流 
醫院管理局大樓演講廳及健康資訊天地 

96人 香港柏金遜
症基金主辦 

會員 
迎新/
大會 

3/8/2014 會員迎新日 
使新會員透過參加活動，正確認識病症，積
極面對未來。 

81人 香港柏金遜
症會主辦 

15/11/2014 2014 會員大會 
通過 2013年會員大會會議紀錄及 2014年會
員大會會議議程、主席與主禮嘉賓致辭、週
年會務及財務報告、通過 2013-2014財政年
度核數報告、運動講座及工作坊 
醫院管理局大樓健康資訊天地 

178人 香港柏金遜
症會主辦 

  2014-15年度中央活動總參與人次 1,618  

https://www.facebook.com/hkpda.hk/photos/ms.c.eJw9z9sRwCAIRNGOMrwD~;TeWievyeUavQoul~_KhrjrY9Dcu0Zcesce7rirHUgkPe3zFDD~;yuT19xrXivnE7cV7rP~;7ZGn~_wNfbK3On0LjV7ZO~;YLo7GfcF7H~;LVuuK9D4fwAUes9Kg~-~-.bps.a.802503879825852.1073741864.317158865027025/802503909825849/?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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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島分區 區長：幸超偉先生 
 

常
規
活
動
： 

逢星期（一） 
11:00am至 1:00pm 
 
***************************** 

逢星期（二） 
1:30pm至 3:30pm 
 
***************************** 

逢每個月第一個星期六 
2:30pm至 4:30pm 
 
***************************** 

逢每個月第三個星期四 
 

有互助自助運動小
組，並在每個月初有
太極師父到場重溫
************************* 

有趣味小曲，由愛姨
主持 
 
************************* 
舉辦月會 
 
 
*************************

到東區醫院義工服務 
 

非
常
規
活
動
： 

鼓勵柏友多參加… 
由康體處和復康會
合辦的羽毛球、草
地滾球和水中活動
訓練班 
…藉此提升柏友活
動能力 
 
************************ 

又一年一度舉辦
X’mas 聯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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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東分區 區長：錢燕群女士 
 

九龍東分區在 2014 年 4月至 2015 年 3 月期間共舉行了十一次月會和
一次旅行。旅行在 2015 年 3 月份舉行，目的地是「濕地公園」，與
九龍西分區合辦。當日除了遊覽「濕地公園」，還有海鮮宴、購物和
參觀老字號餅店製作「老婆餅」過程。柏友們不但增加見識，兩區的
柏友及家屬亦能互相認識及交流，希望將來兩區再會合辦活動。是次
旅行是由柏金遜症基金會贊助，多謝基金會的慷慨支持、幫助。 
 

在月會方面，每次約有四十人參加。在可能情況下，分區都安排不同
的月會主題，以增加月會的趣味性和加強會友對柏病的認識。在
2014-15年間，本區曾以以下課題／活動為月會主題﹕ 

 資深柏友分享患病前後在工作、生活、服食藥物上的情況，分
享病患中的苦與樂。 

 邀請已接受 DBS「深腦刺激」手術的柏
友分享手術前後的心情，以過來人親身
訴說經歷、感受和講解手術過程。 

 以警務處新片「預防受騙及防止罪案發
生」，提醒柏友無論在任何環境，都要
小心防範罪案發生及被騙。 

 以長者安居協會講座「夏日錦囊、炎夏
預防中暑及住安心」錄影，介紹家居安
全資訊及「快、靚、正」家務小貼士。 

 由社工講解「自願醫保」計劃，加深柏
友對政府政策的認識。 

 在中秋月份，本區執委李麗芳女士和幾
位資深柏友製造冰皮月餅，派給在場會
員。 

 

每次月會除了有嘉賓專題講座外，還有唱歌、
口琴和唱和運動環節。在此我們非常多謝陳錦
輝先生帶領大家唱歌，黃師傅教導大家做運
動，亦多謝柏會執委會主席、副主席及各委員
的光臨及支持。另外，本分區充心感謝內務副
主席莊先生引入電子訊息應用，讓會友們能更
快和更全面地接收到關於柏會的新動向。 
 

中央籌辦的活動，本分區會員亦積極參與，當
中包括：迎新會、與外地柏會交流、遊歷人生
嘉年華、西貢樟木頭長者中心宿營、愛心太極操、迪士尼樂園一天遊、
聖誕聚餐、新春團拜和針對柏金遜症的各樣講座等等…活動非常豐富，
多謝柏會努力的成果。大家加油！明天會更好！ 
 
 

區長： 錢燕群女士 
核心成員： 陳權基先生、李麗芳女士、胡珍妮女士、馮順好女士、黎金玲女士 

 

聖誕大食會 

運動小組 

黃師傅指導柏 

友鬆弛肌肉 

月會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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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西分區 區長：黎一枝先生 
 
自從擔任了執行委員之後，也接任了西九龍區區長的職務，自知仍有
很多不足之處，後來參加了復康會的自助組織訓練工作坊，又在本會
的關顧組裡體會到柏友們無私奉獻的工作態度，因為關顧組的柏友本
身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問題，使我認識到甚麼是忘我的精神。我持着
邊做邊學的態度，加上各小組組長、義工的協助及指點，使我的工作
能按步就班地進行並保持平穩，在此感謝各位的熱心幫助及指導！ 

 
 
 
 
 
 
 
 
 

 
 

 

  

月會：  會員分享                        運動                   唱歌                 專題講座 

節日慶祝:  食物分享                                    戶外活動 

：會員分享            運動                                唱歌                 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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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分區 區長：何耀垣先生 
 
在 2014-15年度新界東分區舉辦了以下活動: 

月會活動/主題 日期/參
與人數 月會活動/主題 日期/參

與人數 
「形格」工作坊 
講者：復康會社工曾慶鳳姑娘 

2014-04-12 

40 人 

「柏金遜症的中醫治療」講座 
講者：甘雲峰中醫師 

2014-10-05 

81 人 

「鑽出牛角尖」情緒與思想講座 
講者：復康會社工黃德康先生 

2014-05-17 

52 人 

「金風送爽喜迎冬」閒聊 2014-11-08 

44 人 

「自“悠”人‧悠悠閒聊夏日
樂」 

2014-06-21 

42 人 

「聖誕聯歡」聾人協會義工隊
表演 

2014-12-20 

61 人 

「炎炎夏日樂唱“悠＂」 2014-07-19 

52 人 

「唱」迎 2015 2015-01-17 

45 人 

「炎炎夏日樂悠‧遊」 2014-08-16 

52 人 

「喜羊羊」迎新歲 2015-02-29 

39 人 

「金風送爽‧補慶中秋」 2014-09-20 

56 人 

「體驗藝術治療」工作坊 2015-03-21 

33 人 

研討會／講座 出席人
數 分區旅行 參與人

數 
「2014病人關係研討會」新界東
醫院聯網威爾斯親王醫院活動 

2014-06-20 

17 人 

區際旅行(1) 
自然教育齊探討．西貢海鮮樂
悠悠（港鐵公司贊助午餐） 

2014-10-25 

會友 44 人 

義工 16 人 

「長者安居樂」 
主講：長者安居協會 

2014-12-06 

27 人 

區際旅行(2) 
懲教演練齊探索．赤柱美景樂
悠悠(港鐵公司贊助午餐） 

2014-11-22 

會友 49 人 

義工 11 人 

常規小組活動： 
太極小組(逢星期四，假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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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西分區 區長：梁金福先生 
 
一年容易又過去，回顧本區會友情況，大多依然活得多姿多采，皆因
有《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大興中心的協助支援。除了盡量遷就
本會借用房間外，還有安排提供不同類型講座課程，滿足各會友的需
求。雖然本區中心設於屯門大興邨，但服務對象覆蓋至元朗區的會友。
此外，本區關顧組義工秉承助人自助精神，以無私愛心，為有需要的
會友，把關懷祝福親自送上。 
 
總結過去一年，本區在月會中舉辦了多個主題活動，包括“扶抱技
巧”、“毛巾操運動”、“防治骨質疏鬆症講座”、“藝術體驗表達
課程”等等，加上慶祝大時大節，全年參加每月敘會達 457人次。至
於每周的運動班，全年亦有 614 人次出席。無論是周會或月會，這都
是方便新舊會友交流分享的最佳平台，大家抱着『同路人有病同當，
互相鼓勵，同行萬里』心態，繼續活得精彩。 
 
 
 

 
 

 
 
 
 

 
 
 
 
 
 
 

  

活力操 

新年猜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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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澳分區 區長：陸光芬先生 
 
將軍澳分區於 2014 年 4 月 1 日成立，在過去一年間，我們除安排恆
常定期活動﹕例如每月一次不同主題的分區月會，每月戶外徒步，每
星期的太極／運動班、乒乒球／羽毛球練習班
外，更鼓勵各柏友積極參加由柏金遜症基金和
香港復康會所舉辦的活動。 
 
我們分區除了關顧小組透過電話慰問，家居或 
院舍探訪，我們還成立了照顧者小組，讓他們 
認識柏病和柏友的需要和減輕他們的壓力。此外我們分區有三位成員
已加入執委會，參與日常會務，作為橋樑，讓大家能多點認識和了解
柏會的運作而積極參與。 
 
祈望將軍澳分區各柏友繼續發揮團隊精神，守望相助，互相鼓勵和關
懷，共同面對柏病，促進健康。 
 
 
 
 
 
 
 
 
 
 
 
 
 
 
 
 
 
 
 
區長：陸光芬    副區長：廖志華 
核心組員：吳少梅、鍾小曼、屠淩珠、何勝燊、周文德、曾永然 
至 2015年 3 月 31日 分區會員人數：161 人 患者：104人 
2014-15年度參與活動總人次： 月會：548 太極運動班：1170 

  

運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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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鳴謝 
 

顧問團 
 

本會衷心感謝以下人士為我們作專業顧問 
（排名不分前後，如有遺漏，懇請見諒。） 

歐陽敏醫生 陳然欣醫生 陳麗雲教授 蔡德康醫生 (香港復康會/ 
社區復康網絡) 陳達明醫生 陳曉暉醫生 翁建霖教授 黃震遐醫生 

張德輝教授 楊漢明醫生 林淑棠女士 劉嘉怡護師 伍杏修總裁 
何樹良教授 余毓靈醫生 許敏兒女士 徐慶士先生 梁錦滔高級經理 
洪君毅醫生 甘雲峰醫師 畢文泰律師 楊梅桂小姐 李儉汶註冊社工 
劉國光醫生 李敏博士 蘇彥威會計師 黃智誠先生 朱素恩註冊社工 
李頌基醫生 黃秀蘭護士長 岑榮光老師 梁愛女士 何詠賢註冊社工 
李常威醫生 呂嘉樂先生 麥潔儀博士 吳兆文博士 陳啟盈註冊社工 
莫仲棠教授 曾建倫醫生 范上妍小姐 黃美施女士 曾慶鳳註冊社工 
吳炳榮醫生    陳梓曦註冊社工 

 
 

善長及機構 
 

本會衷心感謝各界善長熱心捐助 
(排名不分前後，如有遺漏，懇請見諒。) 

梁智鴻醫生 蔡德康醫生 麥潔儀博士 楊漢明醫生 張煜輝醫生 

李頌基醫生 吳炳榮醫生 翁建霖教授 關陳立穎女

士 

伍杏修先生 
岑榮光伉儷 韋恆熹先生 程淑明先生 梁愛女士 黃智誠師傅 
郭添勝先生 蘇其光先生 陳英明先生 浦鳳瑛女士 許鮮莉女士 
李桂英女士 鍾秀華女士 甄鳳蓮女士 范顥齡女士 曾蘩雅女士 
陳慶麟先生 劉慧燕女士 張莉娜女士 葉志華先生 蘇舫英女士 
李秀麗女士 陳靜敏女士 鍾秀芬女士 談玉珍女士 李成書先生 
李英和女士 鄭福坤先生 林玉蘭女士 羅英麗女士 何玉群女士 
陳絢麗女士 關樹凱先生 鄭巧娥女士 蘇簡秀蘭女

士 

霍廣誠先生 
柯炳葵先生 馮詩婉女士 鄭榮泉先生 黃長泉先生 黃達成先生 
高謙祥先生 廖慈安女士 薛傳惲先生 陳敏妍女士 鄭楚德先生 
馮達謙先生 梁廣義先生 李振華先生 陳詠琴女士 陳麗雯女士 
麥建斌先生 江淳瓊女士 馮淑媚女士 馮達謙先生 何財崧女士 
林伊玲女士 Ms. E Nome Ms. Ho Chou I Ms. Ng Siu Ching Mr. Isaac Lau 

Ms. Hui Man Yee Joanne Ms. Tsang Yuk Ping Ms. Ho Josephine Loksi   
倪何楚盈女士 
(紀念捐款) 

霍寶林先生 
(紀念捐款) 

溫錫連先生 
(紀念捐款) 

何漢華先生 
(紀念捐款) 

梁國明先生 
(紀念捐款) 

Mr. Frank J. Eckermann (In-
memory Donation) 

    

香港柏金遜症基
金 

香港復康會 
香港迪士尼樂

園 
社會福利署 友華股份有限

公司 

香港太極總會 鴻福堂集團 
創世市場服務

公司 
大江埔農莊 LP22 

Hui Kam Foundation 
Limited 

Happy Volunteer 
Team 

Chow Mun Sum Tong 
Foundation Ltd 

Regent Manufacturing 
Limited 

European Gourmet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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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衷心感謝… 

「Willis Choi X 走馬燈」 攝影展《The Soul Catcher》捐助 

黃金燕女士 
Ms. Choi Hung Lam 
Mr. Wong Po Yiu 
Mr. Allison Yeung  
Luen Shing Estate Company 

 

 

 

 
 
本會衷心感謝各界熱心人士及機構的支持 
(排名不分前後，如有遺漏，懇請見諒。) 

梅艷姬女士 劉玉蘭女士 Ms. Kitty Wong 

愛心力量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香港運動障礙學會 

將軍澳醫院 香港腦科基金會有限公司 創世市場服務公司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 醫院管理局健康資訊天地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香港教育學院特殊教育及
輔導系 

理想集團 Malaysia Parkinson’s Disease 
Association 

 
 

本會謹致衷心感謝各界出席本會活動 
(排名不分前後，如有遺漏，懇請見諒。) 

蔡德康醫生 歐陽敏醫生 麥潔儀博士 林偉文先生 
梁錦滔先生 吳炳榮醫生 楊漢明醫生 程淑明先生 

劉國光醫生 張煜暉醫生 陳曉暉醫生 韋恆熹先生 

翁建霖教授 關陳立穎女士 伍杏修總裁 黃智誠師傅 

畢文泰律師 袁少林主席 陳麗平主席 陳梓曦先生 

岑榮光伉儷(岑老師) 黃智誠師傅 梁愛女士 Ms. Kitty Wong 

Mr James Arthur Elms Ms Bella Chan   

 

  

Willis Choi Photographic 
Exhibition (13/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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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核數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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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 1998 年正式註冊成為非牟利慈善團體。並於 2010 年正式成立為香港柏

金遜症會有限公司。經費完全依賴會員會費及外界捐助。 

 

現時會務支出方面，除了出版會刊「柏之訊」之印刷費及郵費外，為了令一些行動有困難的會員可出

席每月的聚會，需要安排復康巴士接載，這些支出對本會的財政構成負擔。 

 

現呼籲各位會員及善長仁翁捐助本會經費，讓本會能發展更廣泛的工作。 

捐款方法 

（1）劃線支票：請將捐款回條聯同支票寄交本會，支票抬頭請寫「香港柏金遜症

會」。 

（2）銀行入數：請直接將捐款存入本會恒生銀行戶口(戶口號碼 357-544402-883)，並將

入數紙聯同捐款回條寄回本會。 
 

本會地址：九龍橫頭磡村宏禮樓地下。 
 

本會會發出捐款收據（凡捐款 100 元或以上，可向稅務局

申請扣減稅款。) 
 

 

 

香港柏金遜症會捐款回條 

捐款人姓名：  
聯絡電話： 

 

電郵：  捐款數額：  

地址： 
  本人不需要收據 

 請將收據以電郵發給我 

 請將收據寄到我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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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柏金遜症會 

地址：九龍橫頭磡村宏禮樓地下 

電話：2337 2292 

傳真：2337 2203 

電郵：hkpda@netvigator.com 

網址：www.hkpda.org 

臉書專頁：www.facebook.com/hkpda.hk 

mailto:hkpda@netvigator.com
http://www.hkpda.org/
http://www.facebook.com/hkpda.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