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賴子健醫生 

        筆者在數年前開始透過慈善機構捐款資助內地農村的小學生讀書，後來國家的政策改變了，由政府向

適齡兒童提供六年小學教育。於是，該慈善機構便呼籲捐助者轉而幫助農村的貧窮家庭的青年人讀高中課

程；我亦因而參與了三個青少年的高中學費捐助。 

        該機構一如以往，每半年向捐助者提供受助學生的成績表，並附帶高中三(即中六)學生每人一封的親

筆信，向捐助者介紹自己的狀況及道謝。 

        其實接受道謝是不敢當的，因筆者只是將上天的厚待與人分享。反而，從這些比較成熟的高中生的書

信中，我可以更了解內地青年的成長和學習態度。 

        首先，他們給我的印象是：較香港同齡的學生思想成熟，中文流暢和表達能力強；對家庭(父母)有責

任感，讀書及考好「高考」(即高中公開大考以獲取大學取錄資格)十分用功和有策略，對升大學充滿憧憬。

雖然沒有香港式的「補習天王」幫助，但刻苦的學習態度是他們的強項。 

        但是，在書信的字裡行間，我亦體會到他們的重擔和辛酸。他們給自己背負了可勝不可敗的考試和入

大學的目標，不想父母的期望落空，也害怕辜負了捐助者的心意。總之，在高中三年級這階段，高考成為

他們奮鬥的唯一目標。雖然志氣可嘉，但我亦擔心他們若然考試成績不理想，便會有很大的挫敗感，甚至

絕望。 

        在反思中，除了感到很多香港的青少年身在福中不知福外，也令我想到一些康復者的心態：給自己太

重的擔子，難以接受失敗(如復發) ，和對家人歉疚等。這些都令康復者在已經不易走的康復路中承受很大

的壓力。須知道康復的道路因人而異，隅然的挫折及失敗並不希奇。重要的是跌倒後要重新站起來，檢討

策略，然後再上路；這樣，便能朝着人生的目標，一步步向前邁進。  

                                      第十四屆周年大會暨第九屆執委選舉，已於 3 月 16 日順利完成。新一

屆繼續有十位執委委身為大家服務，任期同樣是兩年；在此祝願各位身心健康，以最佳狀態

迎接新一頁。當前，不只是新執委面對新挑戰，每一位康復者或關注精神復康服務朋友，專

注力分別投射在〝就業〞、〝社區治療令〞、〝精神健康社區服務〞等等議題上(續一公佈)。 

另外，2013 年步行籌款亦已經在 4 月 27 日順利舉行，款善款總額無論是多少，亦都多謝大家的

付出；我們承諾所得一分一毫均會善加利用，不會浪費大家支持。如果大家認同精盟宗旨，無論任何

時間，亦都歡迎你們直接把款項存入我們恒生銀行戶口 280-0-442-622 內。再次多謝大家支持！ 

編輯小組：趙姑娘、張生、彪、Phi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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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精盟會員，您們好！我的

姓名是王文臬，英文名是 Philip，

是新一屆的主席。之前也是執委成

員，至今巳是我第三次做執委。今

次崗位上雖然不同，但我會努力配

合趙姑娘，去與其他執委及顧問一

起去發展會務，希望使到精盟可多

做一些倡導的工作，使康復者更有

尊嚴在社區裡生活。  

                            
                 王文臬 

各位， 

        以往我一直代表精盟和其他
組織協會開會，今次成為副主
席，希望正式代表精盟及其他精
神康復者發表意見，為病人爭取
權益。  

 

                                        彭靖嵐  

        本人鄺志輝於七年前有幸參與精盟這個大家庭，事件

要講到我的啟蒙老師張楚堅先生(香港心理衞生會彩雲宿

舍，他是精盟顧問)。 初期我在精盟執委會擔任聯絡員，

慢慢學習成為上屆的執委會主席，今屆我擔任副主席，這

多年中我學會了不少，想同大家分享，有三件事： 

(1) 學習怎樣去主持一個好效率和有秩序的會議。我曾 

      有個難忘的經驗……有一次因工作加班要趕乘的士 

      回中心開會，為的事投票，我乘的士費用要 70 多元，

但我仍感覺到是….”值得的”。 

(2) 從舊轉到新的立法會大樓我都曾有參與出席會議，為 

       我們康復者爭取權益，這使我增廣見聞，是難得的 

       機會！ 

(3) 我曾多次參與示威行動，深深體會到一班人的齊心 

      和同一目標的合作精神。 

        總括我這七年在精盟的工作可用一個字來形容 --- 

『感恩』。我想藉此機會來鼓勵大家會友，多積極參與爭

取病人權益的活動，共享社會公平、平等和權利。 

                                                                                  鄺志輝 

        大家好！我叫大茵，很榮幸地成為新一屆精盟的財務司庫。我守護着精盟的成長畢竟十多年了，看着部份會員、執委、顧問的新新舊舊…….來來往往，即使如此，眾兄弟姊妹仍然滿懷支持而堅定的心，我確實感受到大家對精盟的期盼和愛護啦！我們新一屆執委必定揭盡所能，定會令大家眾望實現的！ 
                                                                         譚苑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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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 

       我參選執委的原因和期望： 

(1) 當我參加過精盟的興趣班之後，我覺得  

      很開心。 

(2) 我相信執委的工作能擴闊我的眼界，帶 

       給我滿足感。 

(3) 當我完成了每一個執委的工作，都能令 

       別人開心，對有需要的人出一点力。 

       我期望精盟令康復者健康、愉快地生活！ 

                 
                 

                 
      黃信華  

        我是李琳恩，都是康復者，曾經在青山醫
院做病房代表，與病房經理溝通。加入精盟可
以繼續發揮自己的能力，認識不同背景的康復
者，學習溝通技巧和舉辦活動的技巧，為精神
病康復者爭取權益，如交通優惠小巴$2、夜診
服務等。希望透過舉辦不同活動，減少社會人
士對康復者的歧視，促進社會和諧。    

                                                             李琳恩 

各位， 

        我覺得選執委是我一個的理想。我曾
參與「殘疾人士爭取交通優惠聯席」示威
活動。我想繼續幫助有需要的人，這是十
分有意義的事，我體會到世上有很多行路
不便的人需要人的幫助，我領略到有病要
吃葯都唔係好慘！我要努力做人。                                                         莊玉芬 

各位， 

        大家好！我是精盟其中一位執委，我做執委已有 3

年多了，今天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精盟的感想。 

因得着的太多了，所以我隨便講幾樣。自我得益方面，

以前學過的處理書信文件，有機會運用和溫習。我學會

發言表達，因著經常開會慢慢地學會用簡潔而又清楚的

字句來表達自己心中所想的話。 

        在人際關係方面，我學會怎樣處理和其他會友和諧

地相處。有時應邀出席其他機構的活動(聚餐、開幕禮

等)，都讓我擴闊眼光。 

        講到損失方面，如果你覺得星期日要你幫手回中心

淸潔，又或者久不久要幫手在中心開門給租用塲地的團

體，又或者會員可有彈性地選擇參加活動，而執委就務

必出席時，這的確係一個損失！但相對比起心靈和自我

不繼有學習、進步來講，所得的遠比所失的多，所以我

認為根本没有任何損失。 

        最後，我有一個希望，希望精盟可以吸納更多會

員，如 1000、2000、3000，使到精盟可以成長為一

個很大和很有力的精神病人的組織團體。還有，我希望

我們新一屆的執委成員，大家一同工作、互相成長和學

習，使到會務發展更順利，蒸蒸日上！ 

                                                                       陳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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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林順南自從於 2 年前加入精盟

擔任聯絡一職後，經過多次開會，從

中都獲益不少，改變了我懂得與人相

處之道，在議決中學會應作出應有的

判斷。我又再一次被當選為同一職

位，感到萬二分榮幸。  

              
              

              
     林順南 

各位， 

        我加入精盟的原因：我想認識更多來自擁有不同社

會背景，同是精神病患者的同路人、朋輩，得到他們互

相的支持和鼓勵，團結一致爭取社會對精神病患者的認

同，爭取合理權益。 

        我想更明白自助組織的功能和在社會上的角色與服

務發展方向。 

        我對精盟的祈望：盼望透過加入精盟提出爭取乘搭

小巴$2 元優惠，建議香港政府興建更多中途宿舍。希望

精盟舉辦更多活動，如參觀香港的名聖古蹟、旅行。希

望精盟開辦更多的小組如精神健康教育講座、興趣班，

例如齊來學”facebook”,提升自我課程、初級簿記班、

會話班、諸如此類。                                                                                                                        

                                                                                 朱綺玲 

執委及顧問大合照 

左後：邱彪、王錦洪、彭靖嵐、黃信華、朱綺玲、李琳恩、崔佳良、朱偉康、林漢傑、黃敏信 

左前：陳鳳儀、馬志光、鄺志輝、張楚堅、王文臬、林順南、莊玉芬、譚苑茵、趙姑娘 

  執 委 職 務 

1. 王文臬 主席 

2. 彭靖嵐 副主席 

3. 鄺志輝 副主席 

4. 譚苑茵 財務 

5. 黃信華 文書 

6. 朱綺玲 活動 

7. 陳振邦 活動 

8. 李琳恩 活動 

9. 莊玉芬 聯絡 

10. 林順南 聯絡 

第九屆執委會成員  

名單及職務：   

新一屆義務顧問團成員：(排名不分先後)  
 

(1) 張楚堅先生   (香港心理衞生會彩雲宿舍)    

(2) 邱彪先生       (香港心理衞生會顯徑宿舍) 

(3) 林漢傑先生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4) 陳鳳儀小姐   (東華三院楊成紀念長期護理院) 

(5) 崔佳良小姐   (明愛賽馬會荔景社會服務中心) 

(6) 王錦洪先生   (基督教愛協團契) 

 

 

  (7) 梁詩明先生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8) 黃敏信先生   (香港明愛) 

  (9) 程志剛先生   (香港心理衞生會) 

(10) 李誠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精神科學系) 

(11) 勞國偉先生   (康栢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參加表格】          「國 語 班」 2013年7月份           

   

    會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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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講師：楊彥琳小姐 

上課日期：7月16日、23日、30日、8月6日、13日、20日 (逢週二，共六堂) 

上課時間：晚上7:00—8:30    (學費全免) 

上課地點：本會 (石硤尾南山邨南逸樓3-10號地下) 

** 如有查詢請與趙姑娘聯絡 ** 

        請相信性格的力量；相信性格是可以改變生活和命運的力量；

相信你的性格影響著你的事業前程和生活品質；相信培養一個良好

的性格將使你終生受益；相信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興趣班】 

   日期：2013年7月18日、25日、8月1日、8日、22日、 

               29日  (逢週四，共六堂，學費全免) 

   時間：下午2:30 — 4:00 

   地點：本會 (南山邨南逸樓3-10號地下) 

   講師：趙姑娘 

 

【參加表格】     第三期「  提升自我 」2013年7月份           

   

    會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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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日期：2013年9月7日(六) 

活動地點：漢陽苑韓國料理  自助午餐  (佐敦薈5樓，裕華對面) 

活動時間：早上11:00 — 下午3:00 

活動費用：每位$100 (名額只限40位，基本個人會員優先) 

集合地點：早上10:45佐敦地鐵站 A 出口 

報名辦法：將報名費直接存入精盟戶口，恒生銀行戶口號碼：280-0-442622， 

          戶口名稱：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然後把銀行收據連同填妥參加表格 

          寄回本會址。又或直接交現金給趙姑娘，會有收據作實。如有查詢 

          請致電趙姑娘。  

小組成員上半年的參與非常投入。下年半的內容已定好了，我們歡迎妳加入！ 

時間及地點： 隔週一晚上7:00 — 8:30, 本會址 (南山邨南逸樓3-10號地下) 

對象： 精盟女會員 
 

** 如有興趣參加請致電趙姑娘報名 7 至 12月份 
 

     日期                    主題                 

7月8日及22日      物輕情義重 (帶物件來分享) 

8月12日                 美肌日誌 

8月26日               “語”中慢步 

9月9日及23日      人心人術 

10月7 日及28日   開心每一天 

11月11日               美人美裝 

11月25日               活學活用 

12月9日                 儀態萬千 

12月23日               聖誕節快樂！ 

參與者 

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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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0年葵盛東邨發生涉及精神病患者嚴重傷人事件後，社會開始探討於 

                                                香港實施社區治療令的可行性。精神病患者服務網絡於2011年成立「社區治療令 

                                                工作小組」，期望對在本港實施社區治療令的關注和討論，將意見向政府提出。  

工作小組初步建議：  

(1) 社區治療令須確保執行過程能夠充分保障精神病患者的權利，確保過程中有足夠渠道表達病患者的意願。  

(2) 政府須充分諮詢精神病患者、家屬和精神復康工作者(包括社工、職業治療師和精神科護士等)，並推行公眾

教育，深入講解有關條例對患者及家屬的影響，增加各持份者及公眾人士對有關課題的認識。  

(3) 並邀請服務使用者代表加入決策工作小組，共同參與制訂社區治療令的細則。  

未來「社區治療令工作小組」的工作，即將籌劃一連串的研討會及分享會，搜集大家對社區治療令的

不同意見。日期及詳細資料定了之後，會再宣傳，敬請留意，切勿錯過爭取病人權益的機會。 

報告事項： 

(1)社署一次過特別撥款(2010)資助計劃即將展開，會是為期 

     一年的家屬訓練課程及活動(詳情請閱宣傳單張)。 

(2)卜女士的愛心捐款已於6月份完結，萬分感激她的支持！ 

(3)步行籌款籌得HK$29,584.00，已存入001儲蓄戶口。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的私隱政策原則：本會的業務以精神病患者為會員與本會之間的互信為基礎。閣下向

本會提供的一切資料均會嚴加保密。為此，本會貫徹以下私隱政策原則： 

(1) 你的個人資料會用於人事及本會行政管理，包括作為申請加入本會會員及參與有關活動之用。 

(2) 提供個人資料屬自願性質，如你未能提供足夠的個人資料，本會可能無法處理有關之申請或提供服務。 

(3) 請確保你所提供的資料均為準確，如有任何資料改動，你有責任盡早通知本會。 

(4) 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本會將會用作處理申請人入會的有關手續，提供服務、活動及優惠等之用，並會妥 

       為保存。 

(5) 你有權查閱及更改有關你的個人資料；你可向本會提出書面申請；如有需要，你需支付費用以取得有關你

個人資料的副本。 

** 處理查閱或改正要求的聯絡人的告示：如你希望查閱或改正我們所持有關於你的資料，請電 3586 0569 /  

     6229 5924 趙姑娘。 



 

  

九龍深水埗南山邨南逸樓3-10號地下 
Unit3-10, G/F., Nam Yat House, Nam Shan Estate, Kowloon. 

職員手機: 6229-5924 

辦事處電話: 3586-0567 / 3586-0569 

傳真: 2301-3412 

E-mail: 

aemihk@yahoo.com.hk &        

     

     閣下的捐款將有助本會推動康復者之互助及自強等事工，多謝支持！ 
 

     捐款方法如下： 

     (1)  直接存入本會銀行戶口：恒生銀行 280-0-442-622 

     (2)  戶口名稱：(中文) 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 

                               (英文) Alliance of Ex-mentally of Hong Kong 

     (3)  請將銀行收據連同捐款回條寄回本會 

     捐 款 回 條 

 

      捐款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