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屆 全港精神復元人士家屬會議 2022
復元旅程的夥伴：家屬的角色
會議及工作坊內容 – 報名表
日期：

2022 年 10 月 29 日 (星期六) 及 10 月 30 日 (星期日)

時間 : (29/10) 下午 2:30 – 5:00
(30/10) 上午 11:00 – 12:30；下午 2:30 – 4:30
形式：

實體 — 新界鄉議局大樓 (沙田石門安睦街 30 號) 註：場地要求參加者出示疫苗通行證
網上 — 透過 zoom 進行直播

費用：

$120 (正價)
$80 (主辦及支持團體家屬及復元人士會員)
$250 (機構同工及專業人士)

對象 : 精神復元人士家屬、對家屬工作有興趣之人士
簡介 : 「家屬會議」每兩至三年舉辦一次，集結由各區精神復元人士家屬組成籌備委員會，旨在探
討家屬的需要及倡議加強家屬支援服務，凝聚家庭的力量，以發揮家屬間的互助及自助的能
力，迎向未來的挑戰。我們亦希望透過會議，引起社會人士關注復元人士家屬需要的意識，
消除社會人士對精神病及精神復元人士的誤解。
誠邀各位家屬及社福同工參與，交流照顧及服務經驗，表達意見。

29/10/2022 研討會會議程序 (流程以當日為準)
時間

內容及流程

14:00

登記及接待

14:30

開幕 及 嘉賓致辭

15:00

「照顧者角色及支援需要」話劇

15:20

主題演講
主講嘉賓：黃仁龍先生, 大紫荊勳賢, SC（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
講題：《家屬於推動精神健康工作中的角色重要性》

15:50

照顧者朋輩大使及復元人士朋輩支援工作員分享

16:10

《「拍」住你 CPA》照顧者朋輩支援服務計劃 啓動禮

16:40

總結

30/10 專題工作坊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詳情請參閱網頁為準
#工作坊不設網上直播，部份會進行錄影，以供未能實體出席的家屬日後於中心內重温
工作坊

内容簡介

主講 / 主持

上午 11:00 – 下午 12:30 (上午 10:30 登記)

家屬在長期的照顧壓力下，容易感到身心疲憊
工作坊一
不堪。個人情緒得不到適當的照料，容易影響
《家屬靜觀體驗工作坊》 與復元人士的關係，並進一步影響其康復進
名額 35 人
度。「靜觀訓練」協助培養靜心觀察自己的身
*每位家屬只可參與上午或下 心反應及生活發生的事物，學習與自己的內在
午其中一個靜觀體驗工作坊
相處並有智慧和善巧地選擇如何回應生活和
照顧關係上的難題。
工作坊二#
《讓青少年飛翔—

家長的角色與界線》
名額 170 人

潘文輝先生
（本處 精神健康綜合服務督導）

在青少年成長期間，家長需要面對自身角色的
轉變和適應，與此同時子女亦正在復元旅程上
砥礪前行，需要適當的扶助和照顧，要拿捏得
剛好著實不容易。是次工作坊請來家庭治療
師，與我們一起探討作為青少年的照顧者如何

譚少華先生
（本處 家庭治療師）

調節角色與設立界線。
社會對精神病的標籤令復元人士難被接納，增
加他們在工作和就學的困難，家屬同時承受很
工作坊三#
大壓力。因此，精神病去污名化一直都是增加
《社區的精神健康共融》 接納的方法。這節工作坊邀請了復元人士和家
名額 50 人
屬分享 他們 在社區 參 與去污 名化 工作的經
驗，以及討論各界如何提升大眾對精神健康的

蘇鈺晶姑娘
(本處 家屬資源及服務中心社工)

本處 照顧者朋輩大使

認識，以及推動復元人士融入社區。
下午 2:30 – 4:30 (下午 2:00 登記)
工作坊四
《照顧者的

「靜觀自我關愛」》
名額 35 人

面對日常照顧事務的重擔，照顧者容易感到身
心疲憊，透過體驗靜觀自我關愛練習，讓參加
者認識靜觀及了解靜觀如何幫助減低在日常
照顧上的壓力，調整情緒和關愛自我。

李劉穎瑩女士
（
「靜觀生活學苑」創辦人）

*每位家屬只可參與上午或下
午其中一個靜觀體驗工作坊

工作坊五#
《復元路上的優勢》
名額 170 人

家屬在照顧復元人士的過程中，很多時只會發
現家人的不足之處，而忽略了彼此的優勢，藉
工作坊讓家屬們認識優勢模式，共同尋覓家庭
中的優勢與資源，並由家屬分享以優勢為本的
理念與復元人士相處時所帶來的改變。

黃敏信先生
（香港心理衛生會 助理總幹事）

陳麗麗女土
（家屬朋輩導師）

家屬朋輩大使（義工）會分享他們如何與社工一同
工作坊六

共建家屬課程。分享內容包括如何構思貼合家屬需

《家屬服務

要的課程內容; 工作員如何與義工配搭讓義工在

「共建模式」分享會》

過程中有所得著 ; 課程參加者 分享對課程的得

名額 50 人

着。
（分享課程：照顧者療「愉」課程，家庭復元
課程，信仰小组）

本處 照顧者朋輩大使及導師

報名編號：

報名表格
報名方法：

請於 2022 年 10 月 20 日或之前，將填妥報名表格及連同有關報名費用以郵寄或親臨「浸信會愛羣社
會服務處 - 精神康復者家屬資源及服務中心」會議秘書處辦理。
支票抬頭 : Baptist Oi Kwan Social Service
會議秘書處地址 : 九龍彩虹牛池灣街彩輝村彩葉樓 C 翼地下
網址 : http://carerc.bokss.org.hk
電郵 : rsc@bokss.org.hk
電話 : 2560 0651
傳真 : 2568 9855
*報名經確認後，秘書處將以 whatsapp 或電郵寄發確認書。如有疑問，請與我們聯絡。

A. 個人資料 (請在適當□內填上號)
稱銜 : □先生 □女士 □小姐 □博士 □教授

報名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 : □家屬 □復元人士 □全日制學生 □自助組織同工 □機構同工 □其它專業人士
所屬機構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 (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 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 : 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費用*：□ 正價 ($120)
付款方法：□ 支票

□ 主辦及支持團體會員 ($80)

□ 機構同工/專業人士 ($250)

□ 現金 (只限親身前往秘書處繳交報名之人士)

研討會參與方式：□ 實體 (需要疫苗通行證)

□ 網上 (透過 zoom 進行直播)

□ 未能出席

*郵寄以郵戳日期為準，報名一經接納，所有費用不設退款。

B. 30/10 專題工作坊
註：場地要求參加者出示疫苗通行證
請將同一時段的工作坊以數字參與興趣優次，1 為最想參與、3 為興趣較少。
能否參與上下午共兩個工作坊，需要視乎當時防疫政策及報名人數，本處有權就報名情況作出安排。

工作坊一

工作坊二#

工作坊三#

《家屬靜觀體驗工作坊》

《讓青少年飛翔—

《社區的精神健康共融》

上午 11:00 – 12:30

名額 35 人

家長的角色與界線》

名額 50 人

□ 此節未能實體出席

*每位家屬只可參與上午

名額 170 人

或下午其中一個靜觀體驗

下午 2:30 – 4:30
□ 此節未能實體出席

工作坊四

工作坊五#

工作坊六

《照顧者的

《復元路上的優勢》

《家屬服務

「靜觀自我關愛」》

名額 170 人

「共建模式」分享會》

名額 35 人

名額 50 人

*每位家屬只可參與上午
或下午其中一個靜觀體驗
*秘書處會盡量按填寫的喜好優次安排，唯工作坊名額有限，額滿即止，並未能保證成功安排。
未能滿足疫苗同行證要求 或 未能成功參與首選的工作坊，不構成退款理由。
專題工作坊不設網上直播，部份工作坊(#) 設錄影，未能實體出席的家屬，可以日後預約到中心重温內容。

報名須知 :
1. 請於會議當日往接待處領取正式收據。
2. 所有參加者報名後不可退款, 亦不可轉讓, 除非參加者的報名不獲接納或有關活動取消。
3. 報名表內提供之個人資料只用於是次會議之報名用途。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參加者有權取得及更改其
提供之個人資料, 如欲查詢/ 更改/ 刪除個人資料, 請與本秘書處聯絡。有關報名資料將於會議完成後被銷
毀。
職員專用 :
□ 已確認報名 (負責同工/日期：_______

__ ____)

□ 已發確認信 (負責同工/日期：_______ 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