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界西醫院聯網
病⼈資源中⼼

新界西中風復康社區資源冊

2023年1月至3月



新界西醫院聯網病人資源中心在「醫社同行」的服務理念下，與地區服務單位攜手製作此社區資源冊，
集合有關中風復康的服務資訊提供予區内病人、照顧者、醫院員工、病人組織和社福界同工參考，增加
資訊交流，支援中風患者的復康。

網上資源推介

My Stroke Guide 
 「陪住您」中風照顧者

支援計劃網站

「My Stroke Guide  『陪住您』中風照顧者支援計劃網站」是由香港
復康會設立的網站。它是一個從照顧者角度出發服務平台，在賽馬會
社工創新力量支持下，建構「陪住您」中風照顧者支援計劃，旨在透過
專業社工及照顧者義工協助，以支援照顧者及早得到中風照顧復康
支援、指引及獲取便捷照顧資源，助照顧者做好照顧決策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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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天水圍醫院 病人資源中心

因應疫情發展，請向服務提供者致電查詢有關最新活動報名安排。如有任何更新或更改，以服務提供者資料為準，謝謝。

活動推介

網上活動介紹︰社區資源透視系列 報名及查詢︰博愛醫院病人資源中心         2486 8402
                         天水圍醫院病人資源中心     3513 5310

如欲查詢「病人支援及社區資源導航服務」CCHuB, 請聯絡我們。

屯門醫院 病人資源中心

地址︰屯門醫院特別座四樓                報名及查詢︰2468 6167

實體/
ZOOM

線上講座

對象:
中風患者
及照顧者

A. 活動項目︰腦友同舟分享會
合辦機構︰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及屯門醫院B6病房中風科團隊 
內容︰講解中風後護理及介紹離院後社區資源服務
日期︰每個月第三個星期四
時間︰下午2點30分到3時30分
費用︰全免

B. 活動項目︰腦友記。傾下計
合辦機構︰屯門醫院B6病房中風科團隊 
內容︰與病人義工及醫護人員短聚，以輕鬆形式分享健康心得
日期︰每個月第四個星期六
時間︰上午10點30分到11時30分
費用︰全免

實體/
ZOOM

線上講座

對象:
中風患者
及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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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棋藝活動訓練，提升個人解難、記憶及手眼協調
能力，從中亦加強彼此互動，建立良好溝通能力。

內容︰

對象:
中風患

者

E. 活動項目︰社區生活技巧課程
課程由職業治療師教授，與社工共同帶領中風人士進行社區實習，學習
搭乘基本的公共交通工具所需的技巧（上落巴士，地鐵，扶手電梯等），
探索並遊覽不同的社區設施，提昇中風人士社區生活獨立與自信心。

日期︰2023年2月13日至3月13日(逢星期一)

費用︰$75(非會員價) $50(會員價) 免費(綜援人士)

日期︰2023年2月3日至6月2日(逢星期五)(4月7日除外)

由職業治療師講解腦科患者常見的手部活動功能障礙，
並教授家居運動以訓練手部的活動能力。

內容︰

對象:
中風患者

對象:
中風患者

對象:
中風患者

對象:
中風患者

對象:
中風患者

ZOOM
線上講座

因應疫情發展，請向服務提供者致電查詢有關最新活動報名安排。如有任何更新或更改，以服務提供者資料為準，謝謝。

活動推介

由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及言語治療師通過案密集式的康復訓練，
協助患者可以學習及練習日常生活的動作，可以獨立生活。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大興中心
A. 活動項目︰腦力桌上遊

日期︰第一期 2023年1月6日至13日(逢星期五)
             第二期 2023年2月3日至24日(逢星期五)
             第三期 2023年3月3日至31日(逢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B. 活動項目︰〈字字珠璣、食得安樂〉言語治療課程

地址︰新界屯門大興邨興昌樓地下 26-33 號 查詢電話︰2775 4414

費用︰全免

透過言語治療，協助患者改善言語及吞嚥能力，重建與人
溝通的信心和提高進食的安全及質素。

內容︰

日期︰2023年1月19日至4月13日(逢星期四)
             (1月26日，3月9日，3月16日除外)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12時30分
             下午2時至5時
費用︰$150(非會員價) $100(會員價) 全免(綜援人士)

內容︰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D. 活動項目︰個人中風復康計劃
內容︰

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1時

費用︰$240(非會員價) $160(會員價) 免費(綜援人士)

C. 活動項目︰中風手部訓練工作坊

日期︰2023年3月6日至13日(逢星期一)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5時
費用︰$30(非會員價) $20(會員價) 全免(綜援人士)

*個別活動對象、形式等或有特別要求，詳情請向服務提供者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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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3年1月5、19日、2月2、16日、3月2、16日 (星期四)

時間︰時段一: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時段二: 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費用︰ 全免

A. 「融‧愛‧傳‧承」照顧者精神健康支援計劃

 (可出席任何時段)

治療為期6個月，每週2-3次，不多於72次針灸
計劃內容

        及中藥治療服務。

地區 地址

屯門 新界屯門良景邨良賢樓地下

九龍城 九龍土瓜灣樂民新村I座樂愛樓93號地舖

深水埗 九龍深水埗大埔道70號太子中心2字樓A室

黃大仙 九龍黃大仙下邨龍達樓地下105-108室

堅尼地城 香港堅尼地城龍華街 20 號觀龍樓二座地下B室

因應疫情發展，請向服務提供者致電查詢有關最新活動報名安排。如有任何更新或更改，以服務提供者資料為準，謝謝。

活動推介

活動項目︰照顧者茶座及暫顧服務
內容︰為照顧者提供喘息空間，設有舒壓活動及暫顧
服務，讓照顧者暫時放下照顧工作，關懷自己。

對象:
照顧者及

其傷殘家屬

香港傷健協會

查詢電話︰2426 8338地址︰ 深水埗麗閣邨麗蘿樓地下S102室(九龍西傷健中心)

中醫針灸治療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中銀-浸大中醫社區中風預防及康復計劃

中風年期10年內患者
對象

合資格低收入人士免費
費用

        (領取綜援/長者生活津貼人士)

查詢電話︰2336 2828/ 6533 9972

活動推介/訓練、治療及照顧服務

日期:2023年2月8日及3月22日

時間:上午10:00-10:30

費用:全免

形式: Facebook Live
內容: 病患後生活上需要注意的事項服務
活動項目︰病患後生活小貼士

B. 賽馬會「動．絡」新傷殘人士支援計劃Facebook 專頁

對象:
中風患者及

照顧者

查詢電話: 3705 5328



因應疫情發展，請向服務提供者致電查詢有關最新活動報名安排。如有任何更新或更改，以服務提供者資料為準，謝謝。

中風復康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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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治療及照顧服務

 
 
 

由物理治療師提供的個別訓練，包括：肌肉及關節控制訓練、肌肉

患者必須先接受物理治療師的首次評估（費用為$365，約45分鐘）。
此項服務通過多項創新復康技術，協助患者改善身體機能和恢復

       耐力訓練、站立及步行訓練、平衡訓練等，並定期跟進狀況及進度。

       活動能力。

賽馬會流金匯SMART REHAB 中風復康治療計劃

服務時間︰星期二或四(公眾假期除外)
                      下午2時至5時(個別預約，每節約60分鐘)

A.個別訓練

對象︰中風患者
費用︰$630/一次 (約60分鐘)

病人教育或照顧技巧訓練

專為離院中風患者提供的中風社區復康計劃。通過多項創新復康

患者必須先接受物理治療師的首次評估（費用為$365，約45分鐘），
以設計針對性的小組復康訓練計劃。
訓練由物理治療助理提供，每節4-6人。
療程為期約3個月，共10次復康訓練，每星期1次，每次1小時。

       技術， 協助患者改善身體機能和恢復活動能力。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下午4時至5時(每節約60分鐘)

B.小組訓練

對象︰中風患者
費用︰$2,200 (1節前測，以及10次60分鐘訓練)

由物理治療師為患者及其家人提供相關的訓練活動及教育
       課程，以強化照顧者的照顧技巧及紓緩照顧壓力，改善他們的
       生活質素。

服務時間︰星期二或四(公眾假期除外)
                       下午2時至5時(個別預約，每節約30分鐘)

對象︰中風患者及其照顧者
費用︰$315/一次 (約30分鐘)

地址：新界大埔富善邨善鄰樓地下A及B翼 查詢電話： 3763 1000

持續社區復康計劃

由物理治療師及相關專業團隊提供具彈性及持續性之社區日間
       復康照顧計劃。通過多元化的復康及護理服務，減慢服務使用者
       的身體機能及認知能力衰退情況，並促進其復康速度，改善他們
       的活動及自我照顧能力，從而減低再度入院留醫的機會。

服務時間︰星期二或四(公眾假期除外)
                      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每節2小時)

對象︰ 患中風、腦退化症及骨科病症人士      
情緒穩定及無攻擊性行為                   
需要復健運動及維持身體機能之體弱者 

首次評估：   $365/一次 (不包括治療費用)
復康訓練： 每月4節 --- $2,000 /每月8節 --- $3,840
                     (即平均$480 - $500/一節，不包括交通接送)

無傳染性疾病
由醫生轉介之離院人士



因應疫情發展，請向服務提供者致電查詢有關最新活動報名安排。如有任何更新或更改，以服務提供者資料為準，謝謝。

中風復康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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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治療及照顧服務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元朗地區支援中心
低中度肢體殘疾人士社區康復服務

由跨專業團隊 (註冊社工、護士及專職治療師) 按服務使用者的需要訂立個人護理計劃，並每年與服務使用者/家屬檢討服務成效。
                         ：由個案經理按服務使用者需要，如生活適應、人際關係及情緒管理等作整全性的跟進。
                         ：由護士協調及訂立個人護理計劃；護理團隊為服務使用者提供健康檢查，按需要提供醫療諮詢跟進。
                         ：由物理 / 職業 / 言語治療師及臨床心理學家，按服務使用者需要進行評估及制定訓練項目及支援需要。
                              ：按評估由復康助理團隊提供個別及持續性的復康訓練。
                              ：按個別需要設計訓練項目，以提升服務使用者參與社區生活及處理家居事務的能力。
                              ：善用樂齡科技設備，提升訓練動機及滿足感；培養個人興趣及強化服務使用者之人際相處技巧。

服務特色及內容

逢星期一、三及五 (公眾假期除外) 上午9時至下午5時
服務時間

地址：新界元朗朗屏邨繡屏樓地下

透過一系列以中心為本的日間康復服務，如：基本護理照顧、個別訓練、小組及社交活動等，以支援低中度肢體殘疾人
士的生活需要及紓緩照顧者照顧殘疾人士的壓力，提升殘疾人士及其家庭的生活質素。

服務目的

15至59歲之肢體殘疾人士（包括中風患者/康復者）*
對象

        *居住於元朗區將獲優先考慮

全日$40.80 或 半日$20.40
費用

       (不包括交通及午膳，服務使用者需自備或經中心代訂午餐)

查詢電話︰2442 3225

個案管理服務
基本護理服務
專職治療評估
復康及肌能訓練
社區及家居訓練
興趣及治療小組



訓練、治療及照顧服務

因應疫情發展，請向服務提供者致電查詢有關最新活動報名安排。如有任何更新或更改，以服務提供者資料為準，謝謝。

中風復康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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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康會天水圍地區支援中心

查詢電話︰2486 3030地址︰新界天水圍天澤邨服務設施大樓5樓501室至502室

個人及小組訓練服務

社交閒暇及個人發展服務

專職醫療服務

服務內容

        按個別服務使用者需要提供個別及小組訓練的安排。

        為區內殘疾人士提供個人發展﹑興趣培養，同時亦提供     
        社交及閒暇活動，讓殘疾人士互相認識，提升生活質素。

        為有需要的殘疾人士提供以下的專職醫療服務︰
職業治療
物理治療
言語治療
臨床心理治療

照顧者支援
        為區內有需要家庭提供不同形式的小組﹑家庭活動
        ﹑講座及輔導，讓照顧者得以減輕壓力及獲得支援， 
        增強照顧者照顧技巧，並加強其支援網絡。

對象︰經中心護士及社工評估合適相關服務的15至59歲
             嚴重智障或嚴重肢體傷殘人士

費用︰每月$1,002 或每日$61((以上費用已包括午膳及茶點)

服務時間︰逢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日及公衆假期除外)
                      上午9時至下午6時

嚴重殘疾人士照顧服務
       日間照顧服務，包括各專業治療訓練(物理治療/職業治療/
       言語治療)、社交活動、護理服務、午膳及茶點。

居於天水圍區內的殘疾人士
服務對象

備註︰服務須於使用前三個工作天預約及繳費，
             並須視乎預約情況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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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殘疾人士日間照顧服務

訓練、治療及照顧服務/支援服務

因應疫情發展，請向服務提供者致電查詢有關最新活動報名安排。如有任何更新或更改，以服務提供者資料為準，謝謝。

中風復康社區資源

香港心理衞生會 天瑞宿舍
提供一站式治療訓練及活動，包括職業治療、物理治療、
個人護理、社工康樂活動、社交輔導及家屬支援服務。

對象︰居住於天水圍、元朗、屯門區，15至59歲的   
             嚴重智障或嚴重肢體傷殘人士

費用︰收費依據社會福利署釐訂之標準 - 
             每月$1,002 或每日$61(包括午膳及院車接送)

查詢電話︰2617 8781

服務時間︰逢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除外)
                      上午9時至下午5時

地址︰新界天水圍天瑞邨瑞財樓一樓至二樓

院車接送 復康運動

愛德循環運動
護送服務

內容︰ 協助家境貧困、缺乏家庭及社會支援的社區人士；
為他們提供義工支援服務，護送他們辦理個人事宜，
包括覆診、社區活動等。

對象︰ 居家在社區或私營院舍的長者、長期病患者、弱能、
弱智和精神康復人士

費用︰ 需付義工交通津貼(實報實銷)， 會計算義工由出發至
完成服務所需的交通費用，以公共交通的標準訂定收費。

支援服務

獨居長者支援

內容︰ 配對及安排義工，以一對一的方式關顧獨居長者的生活質
素，通過家庭探訪、電話慰問等媒介關顧他們的身心健康和
狀態。此外，亦會按時為長者組織戶外和生日活動。

對象︰ 65歲或以上的長者或雙老

費用︰ 全免

地址︰九龍大坑東邨東成樓地下12-15號 查詢電話︰2777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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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服務

 
 

 
 

                 ： 社工以到戶模式為受情緒困擾的新傷殘人士及其照顧者提供輔導服務,個別有需要者經評估後可

                 :  專業團隊為完成家居訓練的新傷殘人士提供設計個人化的網上後續復康計劃,延續復康訓練。
                           ：由護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上門為新傷殘人士進行家居護理、復康訓練、日常生活功能

                           ：透過小組活動協助新傷殘人士及其照顧者舒緩情緒壓力和照顧困擾,如學習日常護理和用藥

                           ：為社區人士及機構提供照顧技巧、疾病預防知識及健康推廣講座。
                                     ：為照顧者提供照顧技巧、家居訓練、日常護理訓練工作坊。
                                     ：培訓走出困境的新傷殘人士成為「生命導師」義工,以生命影響生命的方式幫助其他同路人。

                            轉介接受臨床心理服務。

                                     訓練及評估,提升他們的自我照顧能力。

                                     知識、自我管理及情緒管理。

因應疫情發展，請向服務提供者致電查詢有關最新活動報名安排。如有任何更新或更改，以服務提供者資料為準，謝謝。

中風復康社區資源

香港傷健協會
賽馬會「動．絡」新傷殘人士支援計劃(至2024年6月)

查詢電話︰2426 8338

新傷殘人士適應及復康

服務範疇

過去一年的新傷殘人士(包括截肢、中風等)
對象

全免
費用

香港傷健協會照顧者專線
照顧者支援服務

為照顧者提供輔導服務、治療小組、照顧者教育及技巧培訓、家庭凝聚活動及社區資源轉介，以支援照顧者處理個人情緒
和壓力，同時增強其照顧傷殘家屬的能力。

查詢電話︰3705 5328

肢體傷殘、智障人士及認知障礙症人士的照顧者 全免

輔導服務

網上支援
家居訓練服務

復康治療小組

社區教育推廣
照顧者支援及培訓
生命導師義工培訓

對象︰ 費用︰ 

活動地點︰請致電向職員查詢

請致電向職員查詢
活動地點



因應疫情發展，請向服務提供者致電查詢有關最新活動報名安排。如有任何更新或更改，以服務提供者資料為準，謝謝。

中風復康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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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服務

 
 
 

 
 
 

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
提供教育資源，包括中風家庭實用手冊、風起航自學影片、
「風起航」: 支援中風家庭證書課程。

查詢電話︰2831 5210

風起航中風家庭支援行動

中風家庭
全免

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及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中風研究組

風起航App是一個專為中風康復者及其照顧者而設的流動應
用程式，現在已經可在Google Play及Apple App Store下載。

查詢電話︰2255 4353

風起航App

中風康復者及其照顧者
全免

對象︰
費用︰ 

對象︰
費用︰ 



因應疫情發展，請向服務提供者致電查詢有關最新活動報名安排。如有任何更新或更改，以服務提供者資料為準，謝謝。

中風復康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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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服務

 
 
 

 
 
 

為中風患者及中風患者的照顧者提供心理支援服務。

              中風患者/ 中風患者的照顧者
              全免

參與資格：
(1) 被診斷為中風及已經出院/ 是中風患者的照顧者
(2) 能夠使用智能電話短訊功能 
      (包括WhatsApp、WeChat或Telegram)
(3) 現時沒有接受任何心理治療或服用精神科藥物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

心理支援服務

查詢電話︰ 3917 6663 (患者計劃) | 3917 6960(照顧者計劃)
                       5744 0001(WhatsApp)

對象︰
費用︰ 

歡迎掃瞄二維碼
並傳送訊息查詢及報名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

護老家族 
WhatsApp Stickers

各位護老者！相信大家在照顧的路上，有時候會感到孤單、
洩氣，在過程中，不論是護老者本身、家庭成員、鄰居，甚至
社區不同的人士或團體，也帶著照顧的使命，好讓長者能
獲得適切照顧。

鄰舍輔導會特意製作 「護老家族」，當中既有年長、又有
年青的成員，各有不同的角色和能力，擔當起自己的責任。
相信只要共同努力，一起承擔，護老之路絕不孤單。

「護老家族」現製作成一套Whatsapp 貼圖，期望可以透過
社交媒體「一傳十、十傳百」，將支持和祝福送給每個護老
家庭 ，為大家打打氣！

歡迎掃描二維碼下載
「護老家族」

WhatsApp Stickers 

查詢電話︰2466 6591



14因應疫情發展，請向服務提供者致電查詢有關最新活動報名安排。如有任何更新或更改，以服務提供者資料為準，謝謝。

對象:行動不便人士(包括長者)及其陪同者(首位優先)  費用:每程港幣2元   查詢電話: 2979 8777   WhatsApp: 5294 5617  詳情請參閲海報

中風復康社區資源 交通支援



15因應疫情發展，請向服務提供者致電查詢有關最新活動報名安排。如有任何更新或更改，以服務提供者資料為準，謝謝。

對象:行動不便人士(包括長者)及其陪同者(首位優先)  費用:每程港幣2元   查詢電話: 2979 8777   WhatsApp: 5294 5617  詳情請參閲海報

中風復康社區資源 交通支援



因應疫情發展，請向服務提供者致電查詢有關最新活動報名安排。如有任何更新或更改，以服務提供者資料為準，謝謝。

中風復康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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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支援/器具租借

香港復康會 易達轎車
為輪椅使用者及其陪同者提供方便及個人化的無障礙
交通服務。

 輪椅使用者
 每單程$320至$500，詳情請致電向職員查詢

查詢電話︰8106 6616

無障礙交通服務

香港復康會 易達巴士
為有行動困難的 60 歲或以上年長病友及其同行照顧者，
提供往返公立醫院覆診及治療活動的接載服務。

年長病友
每單程$15至$70，詳情請致電向職員查詢

長者接載服務

查詢電話︰2348 0608

對象︰
費用︰ 

對象︰
費用︰ 

長者地區中心及長者鄰舍中心
長者地區中心及長者鄰舍中心會提供輪椅租借服務，對象為年滿60歲或以上在區內居住的長者及護老者。

如欲了解詳情，請聯絡居住地區的相關中心查詢。

輪椅租借服務

長者地區中心名單及查詢電話 長者鄰舍中心名單及查詢電話



因應疫情發展，請向服務提供者致電查詢有關最新活動報名安排。如有任何更新或更改，以服務提供者資料為準，謝謝。

中風復康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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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租借

復康器材種類 每日借用費* 月租*

助行架 HK$2 /

四爪拐杖 HK$2 /

單腳拐杖 HK$2 /

輪椅 HK$5 HK$100

坐地式運動單車 HK$5 HK$100

健身手攪單車 HK$5 HK$100

復康器材租借服務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愛鄰網絡(天水圍)

復康器材借用價目表

以上收費如有更改，將以服務當天已生效之最新收費為準。
*愛鄰網絡會員可獲豁免繳付借用費

              社區人士
                   每次租借期以日或月計算，上限四個月。

各服務中心器材種類及數量或有參差,請致電愛鄰網絡查詢及預約。
借用人須帶同身份證及最近3個月之住址證明到就近愛鄰網絡服務
中心辦理手續。
借用人宜先透過專業醫護人員,包括醫生、物理治療師等作出評估及
指導後,才使用復康器材。
借用人須親臨愛鄰網絡服務中心辦理續借手續及繳付費用。復康器
材如有損壞或遺失,借用人須自行支付維修費或補購費。

申請須知﹑使用建議及續借手續:

地址︰新界天水圍天晴邨天晴社區綜合服務大樓1樓103室 查詢電話︰3156 9066

香港紅十字會
為有需要之傷病者及行動不便的人士，提供價廉合適的輔助器
材租借服務，以減輕他們在康復期間的經濟支出，讓他們安心康
復。基本租借期最少為一個月，若有需要可以延長租借期。

行動不便的傷病者及需短暫租借輔助行動器材的人士
請致電向職員查詢

查詢電話︰2610 0515

輔助行動器材租借服務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大興中心
提供租借手杖、助行架、輪椅服務，每次租借期限為2星期 。
(可續借一次)

中風患者
請致電向職員查詢

「手杖」、「助行架」、「輪椅」租借服務

查詢電話︰2775 4414地址︰新界屯門大興邨興昌樓地下 26-33 號

對象︰
租用期︰

對象︰
費用︰ 

對象︰
費用︰ 



因應疫情發展，請向服務提供者致電查詢有關最新活動報名安排。如有任何更新或更改，以服務提供者資料為準，謝謝。

中風復康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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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租借

 
 
 

賽馬會「a家」樂齡科技教育及租賃服務中心

地址︰新界沙田小瀝源牛皮沙街2號愉翠商場M樓2號舖 查詢電話︰3153 5252

賽馬會「a家」透過模擬家居，展示如何配合樂齡科技於理想的家居環境中維持自主生活，
從而改善中風患者的自理能力和訓練認知問題上帶來的不便。

早期情況較嚴重的患者，有機會長期卧床，形成褥瘡的機會亦會增加。選用
醫療護理床、添置減壓床墊或坐墊，可減低褥瘡形成的機會。護理上亦需要
照顧者長期照顧，而有轆淋浴便椅除了方便使用者排泄外，亦方便照顧者
轉移。

住

食 行進食方面要留意食具的設計、選擇合適的坐椅，如可
扭曲食具及輔助動力手臂則可方便使用者於手部活
動能力有限的情況下使用、剪口杯則能夠免卻抬頭
的動作。如使用者需由照顧者輔助進行餵食則可選
擇輔助餵食機，使用者可透過手指操作，自主控制進
食的速度及食物選擇，更可減輕照顧者的負擔。

如使用者的康復情況理想，出外時可考慮選用輪椅、
電動輪椅或高背輪椅。電動輪椅能夠讓使用者自行
控制行走的方向及速度，而高背輪椅則提供較高的
包圍性，令使用者乘坐時舒適安全，經評估後選擇 
 適合的行動輔助器具出行，可讓使用者維持正常的
社交生活。

歡迎掃描二維碼
瀏覽賽馬會「a家」網址

輔助器材租借服務

內容︰

對象︰

費用︰ 

提供輔助器材租賃服務，每次租借期最少一個月，沒有最長限制。租賃過程中會有職業治
療師及樂齡科技應用指導員上門評估、選擇合適的器材、物流、組裝、教育及跟進服務。

60歲或以上長者

租金根據每月家庭收入的級別及選擇的器材而有所不同，詳情可致電向中心查詢。



鳴謝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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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服務 (按筆劃順序)

My Stroke Guide 「陪住您」中風照顧者支援計劃
屯門醫院B6病房中風科團隊
扶康會天水圍地區支援中心
冠忠無障礙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中風研究組
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
香港心理衞生會天瑞宿舍
香港紅十字會輔助行動器材租借服務
香港復康會
香港復康會易達巴士長者接載服務
香港復康會易達轎車服務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大興中心

香港傷健協會「融‧愛‧傳‧承」照顧者精神健
康支援計劃
香港傷健協會照顧者專線
香港傷健協會賽馬會「動．絡」新傷殘人士支援
計劃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中銀-浸大中醫社
區中風預防及康復計劃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愛鄰網絡(天水圍)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元朗地區支援中心
愛德循環運動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
賽馬會「a家」樂齡科技教育及租賃服務中心
賽馬會流金匯
長者地區中心及長者鄰舍中心



Thank You
病人資源中心竭力整合地區有關服務，恕未能盡錄。 如有遺漏，敬請見諒。

新界西醫院聯網病人資源中心在「醫社同行」的服務理念下，與地區服務單位攜手製作此社區資源
冊，集合有關中風復康的服務資訊提供予區内病人、照顧者、醫院員工、病人組織和社福界同工參考,
增加資訊交流，支援中風患者的復康。

博愛醫院 病人資源中心
地址︰新界元朗坳頭博愛醫院一樓
電話︰2486 8402

天水圍醫院 病人資源中心
地址︰新界天水圍天壇街十一號
            天水圍醫院二樓
電話︰3513 5310

屯門醫院 病人資源中心
地址︰屯門醫院特別座四樓
電話︰2468 6167 

 病人資源中心簡介

自90年代起，醫院管理局設立病人資源中心，
成為公立醫院病人賦能及社區協作的匯聚點。

倡導對病人及照顧者的心理社交支援及社區共融
為病人及照顧者設立平台，加強其賦能及自我管理
作為病人、照顧者、義工、社區機構的橋樑及推動者，

1.
2.
3.

       建立彼此的夥伴關係

服務目標

新界西醫院聯網
病人資源中心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