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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卓越之友這新工作對你有甚麼挑戰?

Anita: 有很大的挑戰，因為要兼顧很多不同的工作及要作出很多最後決定。
R&J:

這份工作對你有什麼滿足感?

Anita: 能與會員及職員一起完成工作，感到很有滿足感。
R&J:

這新工作與你以往在會所時的工作有何不同?

Anita: 多了對外的工作，例如: 行政工作，勵友會開會，聯絡僱主與其他機構合作。以往在文書部工作，
現在轉入了行政部，與以往工作是不一樣的。
R&J:

你對卓越之友有什麼期望?

Anita: 希望卓越之友可以繼續發展及註冊成功，幫助到更多會員康復。
R&J:

你從何時開始在戴麟趾康復中心工作?

Anita: 我大約在 1996 年已在戴麟趾康復中心工作，曾參與舊會所的裝修設計，當會所開幕後於 98 年
至 01 年轉到瑪麗醫院工作。在 01 至 08 年重返會所，又有協助新會所的設計，在以往會所的七
年工作，曾參加環保小賣部、膳食部，最後在文書部工作。
R&J:

你喜歡會所模式的那一種特質?

Anita: 我很喜歡職員和會員的合作伙伴互助互信的關係。會員給我信心和滿足感，我很開心見到會員漸
漸好轉，一起成長，重投社會，建立深厚的友誼。
R&J:

你從何處聽到會所模式?

Anita: 從以前與 Eva 一起合作時，她經常把她到外地參與會議及參觀會所的所見所聞與我們分享，
Eva 也帶一些文件及一些短片回來讓我認識會所模式，我們經常一起討論會所的理念，從
而促進卓越之友的進步。
R&J:

你平時有甚麼嗜好和興趣?

Anita: 我有很多嗜好，平時我最喜歡打羽毛球，還有攝影，駕駛電單車及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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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ta: 希望社區裏面多些人認識會所，令人明白及接納精神病康復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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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友會鼓勵會所推廣社區共融及提升家人對精神
病的認識及接納，他們不遺餘力幫助會所。
二零一二年十月一日卓越之友與勵友會經商討
後，勵友會主席Danny 贊助我們舉辦了一個遊船
河活動名為《遊船展關愛》，讓會員與家人認識
共建家庭關懷，互勵互勉，促進家庭和諧的重要
性。
是次活動一共有58人參加，其中19位是家屬，當
天 Janet 和 Kenneth 做司儀。會員分別有Anna、
及 Rowena 作個人分享；Janet、Kenneth、Sandy
及 Mimi 解釋精神病的各樣分別。亦有 Danny 講
解有關與康復者一起工作的感受和 Vivian 講解康
復者的需要及家屬與病患者的相處之道。最感動
是家屬分享環節。Rowena 的哥哥說想不到卓越
之友幫助了她那麼多；Anna的姑仔明白康復者與
常人沒有分別，還以為 Janet 是社工。國強的媽
媽說很開心，因為食物豐富。
當天節目豐富。我們上船玩遊戲、唱卡拉OK。能
聽到會員們的經歷，知道每個人都有不 同 的經
驗，慶幸他們的親友都是很支持他們的，大家都
很感恩，特別是醫護，職員們對我們無微不至的
關懷和照顧。

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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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享受閱讀，所以我一直都很期待誠品書店會來香港開業 誠品開業之後，我急不及待去參觀，裏面
，

的書籍琳瑯滿目，逢週四、五、六還通宵營業，我專誠選了凌晨三點鐘去參觀，想享受一個比較寧靜的
閱讀環境，凌晨時段仍有很多人，我期望其他會員亦會去誠品參觀。
當我參觀完之後，我覺得誠品因為是台灣書店，所以售賣的書是繁體文，但書本的種類並不及本地書
店的種類多，有很多書本我都不能在誠品書店中找到。而且與其他書店比較，誠品的書價亦比較昂
貴。
Karen

我在今年 6 月至 7 月透過會所持續教育基金的資助下完成了一個綜合基礎電腦課程。
課程內容是專業
排版、向量繪圖、Photoshop, Dreamweaver, Flash。
上堂過程十分開心，因為導師能夠帶動我，而且不時也指點我，說話流利，教育的內容很詳細，進度亦
掌握得很好，令所有同學整體感覺很有趣。最後我想向大家說：電腦課程確實令人獲益良多，小弟在此
推薦大家一試！
生

為了讓會員加強參與膳食部的工作，所以膳食部推行一連串的
自家製作食品，繼有為會員生日會而準備的生日蛋糕，近期更
有養生 下午茶及有營小食 ( 如曲奇、牛 奶 粟米片、炒 米粉
等…)，Anita為推廣DIY的好處，所以她借出自製麵包機給會員
嘗試製作健康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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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

政管理
1. 瑪麗醫院正計 劃 於未來十年後 重建，而 西區精神科 亦作出討論如何發展理想 的精神科 服務，包括 會所服務，看醫生的
流程，住院的配套及設施。June 收集會員和其他精神科職業治療同事的意見向醫院團隊表達。
2. 勵友會主席 Mr.Danny Luk.贊助會所舉辨遊船展關愛活動經已完成。有 32 位會員，19 位家屬，勵友會成員 Danny 及
Vivian 參加，大家也很投入各項節目，多謝支持。
3. 瑪麗醫院的中期檢查將於十月中旬進行，專家 Dr.Donna O’Sullivan 及 Ms.Bernadette Quigley 已於 18/10(四)下午到
卓越之友參觀，非常順利。
4. Janet 及 Anita 於 30/10-2/11 代表會所到韓國參加亞洲會所會議，並參與演講。
5. 會所註冊準備進行得如火如荼，各部門也忙於整理部門的資料。
6. 將有兩位理工大學三年級學生於下年二月至三月實習。
7. 近日有會員於書局發現書籍《葉問系麥漢基詠春拳學》，未經卓越之友及會員同意下，刊登了會員於卓越之友練習詠春
拳的相片。我們認為此做法為不洽當，現在考慮作進一步行動。
8. 已完成卓越之友發展里程碑(98-12)及國際會所分佈地圖壁報。
行

就業
1.
2.

寶儀已於 8/10 完成迅達升降機香港有限公司行政助理一職,並由 Claudia 於 9/10 接任。
育健已於 20/9 接替 May 於好歷香港升降機有限公司任職檔案處理文員一職。

文書部
1.

文書部現準備購買一部平版電腦及兩部桌上電腦以便日後作會所看相片及專業設計之用。

2.

由於會所新設數塊壁報，因此介紹員講稿亦相應作出修改，而且於十月上旬已完成新一季的英文介紹員訓練班。

3.

會所將參加由彩虹使者舉行的“工作間的快樂”攝影比賽， 經週會討論之後， 我們選取了其中兩幅會所照片作參賽之
用。

4.
5.

經過週會討論後，會所於 21/9/2012 開始轉看《東方日報》，並抽起風月版及馬經。
英文班畢業禮及慶祝會已於 15/9 (六)順利舉行，當日有 21 位學員、英文導師 Stella, Linda, Shirley 及英文助教
Johnny 及 Amanda 參加，氣氛很熱烈。

6.

經三星期訓練及與會員商討後，就業晚餐於會所外的餐廳舉行，希望方便工作中的會員參加。有 4 位工作會員及 4 位準
工作會員參加，大家都很投入。

環保小賣部
1. 房屋講座將於 23/11/2012 (星期五)，10:30 am ─ 11:45 am 在會所舉行。我們很榮幸邀請到社會福利署社工柳姑娘主
講。我們鼓勵會員及其家屬一同參與及留下午膳。敬請預先報名，預留午餐。
2. 因應上年度舉辦的舊衣回收運動反應非常熱烈，很多會員也能受惠。卓越之友將於十一月份再舉行舊衣回收運動。收集
到的衣服將會轉贈給有需要的卓越之友會員。是次活動實在十分有意義，一方面支
有需要的會員，希望大家多多支

：十一月份內的工作天
收集地點：卓越之友 (香港高街一號 F 戴麟趾康復中心北翼一樓)，期望收集的衣物種類：帽、頸巾、恤衫、T 恤、外
衣、褲子、皮帶、袋、新鞋。
查詢：環保小賣部阿 Ming 或 Brian (電話： 2517 8128)
我們現正聯絡網球教練，將於未來數個月開辦網球訓練班，敬請各位留意稍後的公佈。

收集日期

3.

持。活動詳情如下：

持環保，減少浪費；另一方面能幫助

膳食部
1.

感謝會員美華和義工 Wendy 在中秋節前與會員一起做奶皇月餅，大家都很投入。

2.

國慶日，會員和家屬參加了蒲台島遊船展關愛。感謝會員 Joyce 及 Anita 購買了蒲台島特產-昆布海草和紫菜回會所煲

3.

膳食部推出了時令<養生下午茶>羅漢果茶，很受歡迎。

湯，與各會員分享。

卓越之友
香港高街一號F
戴麟趾康復中心北翼一樓

印刷品

最新消息
1.

2.

為了慶祝聖誕佳節，今年會所會舉辦兩項聖誕活動，分別為 19/12/2012 的小型聖誕 party
( 時 間 為 5:15-8:00pm) 以 及 26/12/2012 普 天 同 慶 K 歌 日，屆 時 節 目 豐 富，歡 迎 會 員 報 名，
一同分享節日之喜樂氣氛。
為響應循環回收再用舊衣，減少浪費，會所再度舉辦舊衣回收運動。收集日期即日至30/11(五)內的
工作天，派發時間日期為11月份內逢星期一、四(11:00am-12:00pm及2:00pm-3:00pm)。收集地點: 卓
越之友。收集的物種可以包括帽、頸巾、恤衫、T恤、外衣、褲子、皮帶、袋、新鞋。如有任何查
詢，請聯絡環保小賣部Ming/Brian。

卓越之友會址︰
香港高街一號F戴麟趾康復中心北翼一樓
電話
︰(852)2517 8127
傳真
︰(852)2517 8169
網址
︰www.phoenixclubhouse.org
電郵地址
︰pc@phoenixclubhouse.org

開放時間︰
工作日
星期一至五 ︰8:30a.m.-5:15p.m.

社交活動
星期六
︰9:00a.m.-1:00p.m.
星期二或四 ︰5:15p.m.-7:00p.m.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如欲轉載，必須得本會所同意後方可。
如閣下不欲再收到此通訊，請聯絡卓越之友文書部登記，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