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5 - 6 月份醫院及病友組織活動精選 
 

※ 活動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日期 / 時間 活動項目 地點 主辦機構 

10/5/2023 

下午 2:30-3:30 

足履健康 網上講座 博愛醫院病人資源中心及 

屯門醫院外科 

 

電話：2486 8402 

10/5/2023 

上午 10:30-11:30 

社區資源 Chat-

and-goal: 長者口

腔護理 

網上講座 伊利沙伯醫院、 

九龍醫院、 

香港佛教醫院病人資源中心、 

香港醫藥援助會 

 

電話： 

3506 6536 (伊利沙伯醫院) 

3129 6662 (九龍醫院) 

2339 6179 (香港佛教醫院病

人資源中心) 
 

13/5/2023 

下午 2:30-4:30 

生死教育系列- 斷捨

離工作坊：失序中的

安穩 

伊利沙伯醫院 伊利沙伯醫院、 

九龍醫院、 

香港佛教醫院病人資源中心 

 

電話： 

3506 6536 (伊利沙伯醫院) 

3129 6662 (九龍醫院) 

2339 6179 (香港佛教醫院病

人資源中心) 



 

2023 年 5 - 6 月份醫院及病友組織活動精選 
 

※ 活動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日期 / 時間 活動項目 地點 主辦機構 

16/5/2023 

下午 3:00-4:30 

營養師主講「營養標

籤你要知」專題講座

及康健體驗 

元朗地區康健中心 屯門醫院病人資源中心及 

元朗地區康健中心合辦 

 

 

電話：2468 6167 
 

18/5/2023 

下午 3:00-4:30 

照顧者專屬系列：晚

期患者餵食護理 

網上講座 伊利沙伯醫院、 

九龍醫院、 

香港佛教醫院病人資源中心 

 

 

電話： 

3506 6536 (伊利沙伯醫院) 

3129 6662 (九龍醫院) 

2339 6179 (香港佛教醫院病

人資源中心) 

20/5/2023 

上午 10:00-12:00 

Heal。寧同學會：

「與身體對話」工作

坊 - 緩痛鬆一

Zone 

香港佛教醫院病人資

源中心 

香港佛教醫院病人資源中心 

 

 

 

電話：2339 6179 

23/5/2023 

下午 2:30-3:30 

肺癆話你知 A 座六樓肺科復康中

心 

葛量洪醫院結核暨胸肺內科部 

 

 

電話：2518 2123 
 



 

2023 年 5 - 6 月份醫院及病友組織活動精選 
 

※ 活動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日期 / 時間 活動項目 地點 主辦機構 

23/5/2023 

下午 2:30-4:00 

生死教育系列- 斷捨

離工作坊：生命回顧

篇 - 生命故事分享

會 

網上講座/  

香港佛教醫院病人資

源中心 

伊利沙伯醫院、 

九龍醫院、 

香港佛教醫院病人資源中心 

 

電話： 

3506 6536 (伊利沙伯醫院) 

3129 6662 (九龍醫院) 

2339 6179 (香港佛教醫院病

人資源中心) 

24/5/2023 

下午 3:00-4:30 

社區資源 Chat-

and-goal: 步步平

安-防跌秘笈 

網上講座 伊利沙伯醫院、 

九龍醫院、 

香港佛教醫院病人資源中心 

 

電話： 

3506 6536 (伊利沙伯醫院) 

3129 6662 (九龍醫院) 

2339 6179 (香港佛教醫院病

人資源中心) 

25/5/2023 

下午 2:00-3:30 

「醫家友支援計劃」

- 照顧者學堂 
(一) 認知障礙症行為和

心理症狀管理 

(二) 認知障礙症 照護多

面睇 

網上講座 

 

報名 

 

港島西聯網病人資源中心、  

香港仔坊會社會服務、  

聖雅各福群會、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

司、  

香港復康會 

 

電話： 

2255 4343 
 



 

2023 年 5 - 6 月份醫院及病友組織活動精選 
 

※ 活動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日期 / 時間 活動項目 地點 主辦機構 

30/5/2023 

下午 2:30-3:30 

認識器官捐贈 網上講座 博愛醫院病人資源中心及 

器官移植聯絡服務 

 

電話：2486 8402 

3/6/2023 

下午 2:00-4:00 

你有得揀 

預設照顧計劃及預設

醫療指示  

知多啲講座 

深水埗地區康健中心 明愛醫院健康資源中心、 

賽馬會安寧頌、 

聖雅各福群會-深水埗地區康

健中心 

 

電話：3408 7993 

8/6/2023 

下午 2:30-3:30 

你想纖？ 

食物標籤幫到你 

網上講座 博愛醫院病人資源中心及 

營養部 

 

電話：2486 8402 

8/6/2023 

下午 2:30-3:30 

心臟病藥物新趨勢 網上講座 博愛醫院病人資源中心及 

藥劑部 

 

電話：2486 8402 

20/6/2023 

下午 3:00-4:30 

精神及理財健康講座 基督教聯合醫院 K 座

地下演講廳 

基督教聯合醫院健康資源中心 

 

 

 

電話：3949 4746 



 

2023 年 5 - 6 月份醫院及病友組織活動精選 
 

※ 活動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日期 / 時間 活動項目 地點 主辦機構 

20/6/2023 

下午 3:00-5:00 

防跌與關節退化 油麻地炮台街 145 號

8 樓 

油麻地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 

 

 

電話：2377 2660 

27/6/2023 

下午 2:30-3:30 

戒煙！ 你可以！ A 座六樓肺科復康中

心 

葛量洪醫院結核暨胸肺內科部 

 

 

電話：2518 2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