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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人當自強增強婦女能力優良措施輔

支援未婚懷孕婦女計劃
母親的抉擇未婚懷孕服務部

計劃的內容

計劃的目標是增強未婚懷孕婦女的能力，使她們懂得如何

面對和處理意外懷孕所帶來的危機。

「母親的抉擇」提供多元化的課程平未婚媽媽，這些課程

不僅支援她們此刻所面對未婚懷孕的危機，更支援她們應付日

後的困難。無論她們做出甚麼的決定 I母親的抉擇」也擔當

同路人的角色，強化她們面對抉擇及困難的能力。

他們提供的課程包括:電腦\語文(英文\普通話) \求

職信寫作\產前產後知識、支援未婚媽媽小組\墮胎後之輔導

小組\支援選擇交人領養之小組等。

計劃帶來的效益

( 一)增強未婚懷孕婦女在嬰兒計劃方面的抉擇能力，以及

提供所有解決問題的選擇，讓她們能夠作出明智及合適的抉擇。

體 (三)協助未婚懷孕婦采改善她們的生活質素，但括健康

情況\經濟情況\在家庭中建立正確的兩性關係。

(三)協助發展她們的社交網絡，例如﹒強化她們的社交

康 能力，讓她們能夠從家人及親友中獲取支持。
(四)鼓勵未婚懷孕婦女間互相合作，互相支持。

(五)成功地將服務對象轉介至有關的服務機構。



(六)令機構裡

的同事對未婚懷孕婦

女的需要有更深刻的

認識及敏銳反應。

(吐二)能夠影響

或接觸 定數量的服務對象。

計劃的成功要素

伊人當自強增強海女能力噩良措施彙緝

母親的抉擇中心內的 些設備。

「母親的抉擇」是唯一提供住宿\輔導及跟進服務予未婚懷

孕婦女的機構，這樣全面的服務，是計劃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累積的經驗告訴他們，這些未婚懷孕婦女都是渴望得到愛

(不管是伴侶或家人) ，所以他們的工作方向是要令她們明白

到，在尋求\依賴他人的愛之先，要先愛自己，正如 「母親的

抉擇」 的口號 í作出明智的抉擇等於愛 自 己」。

遇到的困難和解決辦法

資金不足是他們所面對的其中←個困難 。現時，為服務對

象提供免費課程的(如:縫製\手工藝)都是義工，可是這些

課程大多都屬興趣班，並非專業實闊的課程。再者，依賴義工 怯

的協助，由於在時間的協調上全都取決於義工，無形中令課程 一

的標定性受到影響。

康

計劃成本與經費來源

計劃的預算支出為 $96，∞0 ，而經費來自不同人士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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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者朋輩教育計劃
三主
月 鳥

計劃的內容

透過朋輩教育方法，加強女性性工作者對愛滋病及性病的

關注和認識，藉此增加實踐安全性行為及鼓勵她們定期進行身

體檢查。這亦是香港首個使用朋輩教育方法來教導女性性工作

者的計劃。

計劃設計 15 個訓練課程，講解有關愛滋病及性病的基本

知識，以及對性工作者非常重要的談判技巧 。 招攬回來的 33 位

有潛質的朋輩教導者均符合所設定條件，如有經驗的性工作者

及關心其他的性工作者等等。完成基本訓練課程的有 25 位，並

為她們舉行個簡單而隆重的畢業典禮。這些朋輩教導者每月

均被指派不同的士作目標，例如為新來的性工作者介紹「青鳥」

服務，以及教導其他的性工作者如何談判爭取進行安全性行

為。

此外亦成立跟進訓練計畫IJ ，內容包括發展自信心\正面的

權 思考方法\更詳盡介紹認識性病及談判技巧等等 ， 目的是為她

們提供專業及情緒的支持。

康 計劃帶來的效益
( - )成功地帶領朋輩教導者及她們所接觸的「同行 」 改

善7她們的生活一一透過朋輩教導者，令本地的性服務者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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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和她們相關的健康資訊，並引 青鳥「姊妹J 角色

起業內人士的關注。此計劃亦令許

多性工作者在爭取安全性行為方面

擁有更強大的談判力量，因為她們

知道背後有著龐大系統支持著 。

(二)參與課程的婦女可以學

習到基本的聆聽技巧及溝通技巧，

並幫助了朋輩增進知識，令這一群

婦女學員的潛能得以被發掘，亦增

加了她們的自信心，感覺到自己的

存在價值。

(三)在街上工作或於夜總會

工作的性工作者之中，已經有 群

完成訓練的朋輩教導者為她們提供

支援及健康資訊 。 而許多朋輩教導

者主動接觸及鼓勵一些青鳥外展未

能接觸的性主作者進行定期的身體

檢查。

(四)通過參與核心小組討

論，讓朋輩教導者學習互相了解及

互相合作。

聆聽者表達清晰及聆聽準確 。

教導者教導有關預防性病/感

染愛滋病的知識及鼓勵質踐安全

性行為。

健

支持者表示關心，提供有用的 直

(主)青鳥員工透過基本及跟 資料，與青鳥保持聯繫及責任。 你

進訓練與朋輩教導者的接觸，明白到性工作者的需要及她們的

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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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的成功要素

(1)利用角色扮演方法去傳遞健康資訊非常有效，尤其是

對性工作者來說，因為她們很害怕面對或正視有可能發生於自

己身上的病痛。而使用性工作者常用的語吉，用她們較為容易

明白的方式講述有關愛滋病的預防工作時，也事半功倍。此

外，針對教育水平較低的婦女，使用具吸引力的視聽教材及比

較激烈的討論方法，是有效的傳遞手段。

(2) 青鳥員工承認性工作者的需要，全情投入這個計劃，

並與所接觸的婦女發展緊密的互信關保。

(3) 招攬有熱誠女性性工作者參與計劃。難得的是這些性

工作者渴望與青鳥員士合作，為同行服務。

(4) 朋輩教導者為訓練課程內容提供有實際效用的意見，

有助出版一本具備吸引力和實 溝通技巧

用的教導手冊。

遇到的困難和解決辦法

性工作者普遍欠缺時間觀

念，因此訓練的時間需要非常

有彈性來配合她們，而訓練地

點亦因應需要而作多元化配

合，例如:青鳥服務中 心 \公

寓\夜總會，以至公園裡某

個角落。
不作判斷 聆聽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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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者很有興趣參與訓練 ， 1旦礙於缺乏自信心，縱然完

成訓練，卻未能有效地接觸及影響她們的朋輩。因此為她們設

計一個跟進的課程來改善這方面的不足之處。

每年的撥款制度亦在某程度上阻礙了計劃的發展。第二年

及第三年的撥款延遲j; 不穩定撥款，便到員工沒有安全感，

因而影響士氣。而為已經完成接受基本訓練的朋輩教連者所提

供的跟進課程項目，已經被拒絕撥款。

計劃成本及經費來源

為時3 年的計劃的成本為缸，794，5∞'而經費來 自 Council

fo r the AIDS Trust Fund , Hong Kong 0 

表達清楚 有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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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人當自強 增強為女能力崔長話盜暈長

產後情緒評估及慰問與支援服務
香港大學婦產科學系

計劃的內容

一般人都覺得生兒育女是婦女的天職 ， 是平常事 ， 但有

多少人能察覺到婦女因生意後所遇到的種種困難及問題，尤

其是產後情緒問題所帶來的一些嚴重後果，是可以將喜事變

為悲劇呢?

生產後的婦女因身體機能和角色的轉變 ， 很多時都未能

在短時間內適應起來 ，如果在此時得不到丈夫與家人的了解

和支持 ， 產婦的情緒是很容易出現問題的;但若有人能關懷

及慰問她們，作為她們的傾訴對象 ， 這樣便可大大舒緩她們

的壓力，有助減少情緒的問題， 因此贊責醫院於 2000 年初和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合作 ， 配合以科研為背景，設計 項名

為 「產後情緒評估及慰問與支援服務」 的計劃 ， 希望可以幫

助產後婦女減低情緒上的問題 。 及後瑪麗醫院也參與此項合

作計畫U 。

健 此項服務是個會欄的服務 4 特色是在於醫院與社區合

作，並主動向產婦提供服務 。 計劃的目的是向產後婦女提供

產後情緒評估，當發現產婦情緒可能出現問題，便會主動向

康 產婦提供電話慰問 ， 有需要時連結有效之社區服務，幫助產
婦解決困難 。 此服務利用 「 愛T 堡產後情緒評估問卷--1 ' 分

別於產婦出院前 日 \ 生產後五至亡日及六星期為產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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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後情緒 1 將有情緒問題的產婦分為「高危」及 「低危 」 兩

組:高危產婦會由有助產士資歷的護士跟進;低危產婦則由

群曾受訓練的義工在社士指引下向產婦提供電話慰問服務。

此計劃不但能幫助產婦解決產後情緒問題，亦能強化護

士\社工和義工助人的技巧和知識，而可以幫助更多有需要

的婦女，這形成 7 一道一環扣一環助人自助的強大婦女力

量，對社會作出了 定的貢獻。

計劃帶來的效益

( - )科研結果顯示，接受主動向產婦提供慰問及支援服

務的婦女，與由產婦主動要求幫助的婦女比較，前者的產後

情緒問題明顯有改善，這不但有效改善產婦的健康情況，間

接協助產婦適應做母親的新角色 ， 亦改善了家庭關係，並有

效地幫助在職母親川頁利渡過產後期至回復工作。

(三)產婦可藉此機會得知社會上是有其他的資源可以幫

助強化她們的支援及社區聯絡，在有需要峙，司以找尋適合

自己的支援。 除 7幫助她們學習應用社區資源外，亦協助她

們學會主動求助。

(三)參與這計劃的社斗和婦女義斗們因此項服務而更了 體

解產後婦女的需要。她們亦因接受基本訓練課程而獲得 般

基本育嬰及產後護理的知識，這些知識不但能夠幫助義工們

增加對自己的信心，亦可以服務更多其他的婦女，有效地發 康
展這方面的服務。

(四)在護理人員方面 ，她們亦因這項服務而擇升她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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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溝通的技巧，亦通過訓練的課程學會輔導的基本知識與

技巧。此外，她們更能認識到如何與社會上的資源配合，來

提供更佳的服務給予病人或產婦。

計劃的成功要素

(1)醫護人員和基督教女青年會的社工以非常積極的態度

互相合作及配合，令計劃進行順利 。

(2) 整個計劃的完善結構，配合組織得很好的訓練課程，

是另一個重要因素。

(3)產後婦女對這方面服務的需要。

遇到的困難和解決辦法

在開始這個計劃時，很多產婦都不願意接受由社工及義工

跟進及電話慰問她們，這是因為她們不懂得如何利用社區的資

源 ， 或未察覺到自己的需要。及後，經過安排後，情況得到改

善，而產後婦女亦反映出電話慰問對她們有幫助，亦滿意此項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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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無煙OL大搜查」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計劃的內容

「無煙OL大搜查」是 個以香港女性為推廣目標的活動，

尤其是在職女性。目的是透過增加女性對吸煙以及三手煙禍害

的認識，從而加強他們表達對無煙士作和生活環境的需求。

為鼓勵在職女性遠離吸煙問題，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在

2001 年 3 月至6 月期間，舉辦「無煙OL大搜查」活動，公開予

全港在職女性參加。參賽者必須為非吸煙者或已戒煙人士，支

持工作間不吸煙原則，和關注工作間二手煙問題。

所有參賽者在遞交參加表格時，必須同時提供 則短文，

內容圍繞她們推廣「無煙工作問」的經驗。入圍的參賽者被邀

作進 步面試，評審委員包括社會知名人士顧紀筠小姐及鄭文

雅小姐。合共十名參賽者被選出晉身總決賽。

參加者會見評判圖

講述過往賀踐建立

無煙工 作間 的經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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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決賽於

2001 年 5 月假香

港會議展覽中心

舉行。這個聯同

香港電台第二台

舉辦的活動，獲

該電台\無線電

視 「全線大搜查」

節目，以及傳媒的廣泛報導。

計劃帶來的效益

總決賽 「處境」環節考驗參加者

應付工作場所吸煙問題的技巧。

香港大部份的女性均為非吸煙者。但是，最近研究顯示年

輕女性吸煙的人數卻不斷增加。而且，有超過35%的在職女性

於其工作場所接觸到二手煙。透過此活動可以:

(一)為女性提供機會，向公眾表達有關她們於工作問及

公共場所被迫吸入三手煙的感受。

(二)賦權予在職女性，為保障健康而爭取 個無煙的工

作/居住環境。

健 (三)進一步提升女性所掌握的技巧，使她們更有效地勸

喻身邊的人，例如工作間的同事\家中的成員不要吸煙。

(四)提供機會予女性於士作間和家中鼓勵身邊的吸煙者

康 戒煙。
這項推廣活動強調了女性在發展和維持無煙工作間所扮演

的重要角色。由 群女性參與\支持不吸煙以及推廣無煙環境



伊人當自強 增強婦女能力要良措施彙績

的活動，可有效地鼓勵婦女之間的合作和彼此幫助的精神。

是次活動雖然只有數百名參加者，但是透過電視和電台等

傳媒積極且廣泛的宣傳，令訊息可更有效地向社會公眾全面推

廣。因此，女性的整體健康情況亦得以改善。

計劃的成功要素

(1)與本港主要傳播媒體 香港電台軍密合作，無疑為

活動情來 定的優勢。香港電台透過新穎且具創意的手法有效

地把訊息向公眾全面推廣。

(2 )獲社會知名女性的積極參與，有關的訊息便能更有效

地傳播，以及更為香港的女性所歡迎及接受。

遇到的困難和解決辦法

由於晉身決賽的參賽者均會被邀請出席 系列的傳媒活動

和亮相於電子及印刷媒體上，有少數參賽者因壓力而表現擔

憂，甚至考庸GR出比賽。

大會鼓勵參賽者向她們的同事和家人解釋參加比賽的好

處，以得到他們的支持。

最後，大部份的參賽者者阿尋到公司和家庭的支持，他們的 體

同事和家人更於總決賽當日到場為參賽者打氣。 一

計劃成本及經費來源

整個計劃的支出為HK$450 ，OCXJ '由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

會撥款。

成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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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健康檢閱及婦康大使計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計劃的內容

世界衛生組織定義健康為「全人化健康-.J'意思是除身體

及心理外，亦包括環境及社會層面之健康等。就婦女健康而

吉，有著深層的社會文化意義:婦女在家庭\社區及社會擔當

多個角色，要滿足不同人的期望，面對很大的壓力，或會引起

心理及情緒困擾。情緒的起伏會帶來身體不適，進一步困擾婦

女的情緒 ， 造成惡性循環。

此計劃以 30-50 歲婦女為對象，目標是教育及提升婦女對

自 身健康的關注，以及建立整全身心的健康生活，受惠者還包

括其家人及社會。計劃內容包括在六個地區分別舉行一個社區

教育活動\ 五次工作坊，當參加者完成參與這些活動後便成為

婦女健康大{吏，在不同的社區成立婦女健康大使互助小姐，為

期九個月，為社區提供服務。此外還出版萬本 「婦女健康于

冊」 及六期「婦女健康刊物-.J (每期二千本)。

空計劃的效益
( - )計劃除 7提升女性關心自身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外，

康 亦透過從社會文化角度，讓女性了解社會環境對她們的限制和
規範，如何影響了她們的形象和角色。讓女性從不同層面\角

度，去體會\經驗\反省婦女健康之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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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次社區教育活動上頒發婦康大使委任狀。

(三)提醒女性除了重視外表的形象外，也不可忽視自己

的個性及內涵，鼓勵女性從生活環境中改變，如建立社交網

絡\養成均衡飲食和運動習慣等;亦鼓勵她們自強，如反省家

庭及工作上的從屬地位等，建立平等的兩性關係。

(三)通過嘉許婦女健康大(吏的活動，讓她們可以分享及

交流心得，互相支持。當她們逐漸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後，會

影響其家人及推廣至社會上其他人。

(四)成為婦女健康大使後 ， 成立小姐，參與各種義務主 H 

作，協助推廣健康訊息，令參加的婦女由服務使用者轉化成服 … 

務提供者。

康

計劃的成功要素

(1)選題出擊: 在社區教育活動中，建立 5 個鮮明的主



伊人當自強增強婦女能力慶良措施彙為

題，包括經痛\

更年期\性健

康\生育\精神

健康，並作深入

探討。而工作坊

亦以生動有趣的

標題作為賣點 ，

如 : 女人最痛一 婦女健康檢閱工作坊舉行情形。

一經痛;女人最怕 更年期 ;女人最惡 性傳染病;女人

最錯?一一不責 ;女人最醒! 一一精神健康。而出版之婦女健

康刊物亦命名為 「健康EASY .J '每期走出不同的專題，以具

吸引力的標題 ， 來引起婦女的好奇心及關注。

(2) 友輩力 量: 活動起初主要由醫護及社工人員去帶

動，及後結集了關注的女性參與，憑著這群婦女的友輩力

量 ，以行動及聲音推廣婦女健康，表達女性意識，互相分享

看法及感受 。

(3) 專業合作 : 活動計劃主要透過兩個專業的合作，

包括醫學界及社會服務界，他們各自發揮其獨特專業領域，

健 共同推廣健康訊息。

(4) 服務衛星計劃: 透過婦女工作同工聯席(成員來

自本會不同 服務部門 ，如書年\幼兒\職青\青少年等) , 

康 安排聚焦小組 ，收集不同工作人員就服務對象之情況意見，
加強服務內涵及訊息傳達。

(5) 形式多樣化 : 計劃的形式除了舉辦社區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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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坊，以及出版婦女健康手冊和健康刊物外，還善用 7

傳媒的力量，舉行以婦女健康作主題的調查研究發佈會，配

以新聞稿，吸引多聞報館及電于傳媒廣泛報導。此外，計劃

由形象健康之藝人以「婦康大使」身份作為服務計劃之代言

人，分享健康訊惠，加強形象。

遇到的困難和解決辦法

如何結合健康知識與意識是非常重要的問題。針對這方面

的需要，特意設計一些專題，帶出健康與女性意識的關保，如

說癌\子宮頸癌與女性形象，性傳染病與女性地位等。

此外，人手也是 個需要解決的問題，要想辦法吸納大量

人手推動整個服務。應付方法是先 由主責部門與單位主管聯

擊，各派士{令人員代表成立聯席會議，各工作人員在地區內以

服務形式(如工作坊\社區教育活動)來推動，然後吸納關注

的婦女，訓練及培育成婦女健康大(吏，再由她們策劃推動。

而另一個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檢視活動，以確保活動成本效

益。經考慮後決定整個活動計劃在不同服務層面均以問卷及分

軍形式作檢討參考''Ô括義工\參加者及同工，同工間亦會定

期安排檢討會。

計劃成本及經費來源

體

整個計劃的成本約為港幣$410，∞o '而經費來源包括健康 康
護理及促進基金的資助，以及來自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經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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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康般熱線系列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計劃的內容

婦康聆熱線是回應、婦女於身體\心理及社交健康三方面的

需要而推出之綜合資訊聆式熱線，婦女可安坐家中，撥號收聽

些關於婦女常見病患，以及心理\社交方面的困擾的資訊;

在有需要時，更可轉駁與輔導員傾訴及蒙取專題印刷資料。另

外，計劃亦定期於不同社區舉辦健康講座\展覽及研究發佈

會，推動關懷婦女身心社需要的訊息。

計劃帶來的效益

( - )婦康聆資訊熱線有系統地講解婦女常見疾病資訊

(如經痛\不育\產後押鬱\失禁\早產等) ，以及因性別角色

帶來的心理社交困擾專題(如纖體美白的壓力，約會暴力\友

姦 \月事煩惱及性騷擾等)。透過提供資訊，司裝備婦女對病

患常識及求醫的途徑，減低她們因資訊不足而帶來的問題或因

健 擾，亦針對女性性別角色困擾進行探討，透過意識之提升，促

進婦女突破傳統社會角色的限制， 改善心理社交健康狀況。

( 二 )婦女患病期間會出現不少憂慮情緒，甚至因對病患

康 知半解而飽受困擾，另外，遇上些難以做齒而未能與人傾
訴的婦康問題，也會造成困擾。婦康聆熱線除了提供資訊外，

婦女亦可轉駁與輔導員傾談，傾訴患病的憂慮，有需要時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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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康聆大使在分享經驗。

轉介醫護人員諮詢，或轉介個案輔導員及臨床心理學家跟進。

(三)員工對不罔婦科病患進行資料搜集 ， 對女性的社會

角色要進行深入探討及研究，檢示不同女性身份的處境，從而

撰寫符合需要的資訊專題 。另方面，員工亦需要督導義工處理

不同來電，解答義工或來電者提出的疑難 ，這也是訓練員工認

識婦女事務及需要的好機會，不少參與的員工均反映這歷程很

有效地訓練她們提升性別意識及體會女性的處境。

計劃的成功要素

(1)婦康聆熱線善用市民大眾容易接觸的途徑作推廣媒

健

介，如路訊過巴士廣告及地鐵站 ， 大大增加市民獲悉服務的機 康
會，並定期於不同社區舉行專題講座及展覽，引發社區人士多

關注女性的需要 。 此外亦透過社會研究及發佈會推動社會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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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不育情況」 調查發佈會。

女性的需要。

(2)計劃的特

色是善用不同媒介

的專長有效地回應

婦女需要，全面改

善婦女身心社的健

康狀況。會方在當

中扮演協調角色，

倡議合適的專題，促進不同專業探蒙合作的可能性。

(3)透過在職培訓|及社工帶領個案研討會，督導義工處理

來電，這除7監察服務的質素外，更主要是透過個案討論促進

義工對性別議題的分析及體會，提升義工對來電婦女困境的同

理心，減低個人對性別角色的框框及盲點。

(4) 由於資訊熱線是較單向的服務模式，要吸引女性繼續

收聽便需具備吸引及貼題的內容，因此，在選題及內容撰寫方

面要花上不少心思，令聽眾容易產生共鳴。

(5) 問工與義工不時就專題進行討論，加深對不同專題的

理解，並不斷檢討有闋的配套服務是否運作暢川頁 。

體 (6) 突破服務時間的限制，提供且小時的語音資訊服務，

而透過收聽資訊讓來電者感到較大的安全感求助，如來電者認

為有需要便可直接與輔導員傾訴，這形式很適合較敏感的專

康題 。
(7)除了語音資訊及轉駁輔導服務外，求助者更可進←步

棄取資料單張或留言查詢，這可滿足不同需要的求助者。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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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計劃亦成功與不同醫院展開合作關僚，支援病理疑難的諮

詢，這等等配套措施均使求助者獲得更全面的關顧。

遇到的困難和解決辦法

參與的同工會容易受專業的限制而多從社交角色理解女

性的需要 ， 因此，在撰寫健康專題時須花較多時間搜集資

料，亦要不斷星積經驗加強婦科病患的常識，才能支援對義

士的培訓，因此 ， 善用醫護合作提供間工培訓 ， 能加快同工

的步伐。

如何推動義工對婦女身心社的全面理解，也是一個困難。

接聽轉駁來電的義工往往認為醫護人員才能解答健康查詢 。 事

實上 ， 在身心社整全需要的概念下，健康諮詢也有其心社需

要 ， 義工在轉介諮詢來電中亦可扮演聆聽者角色 ， 抒解其因病

患引起的心理困擾。在這方面同工會加強培訓和輔導義工如何

回應病者的身心社需要，開拓義工的視野 。

計劃需要完備的電腦系統輯錄專題資訊，當中很需要電腦

操作技術的支援，此外 ， 不同專題亦需不同醫護團體的合作才

能不斷深化發展 。 為 7更有效招緊合作夥伴 ， 引入新資源 ， 需

要不斷整合計劃成效，探蒙不同專業的合作空間，連至互相禪 健

益的雙贏效果 。

計劃成本及經費來源

計劃的成本為港幣$330，0∞ ， 會方人力主要是一位專責服

務發展的社工。經費來自商業機構贊助 。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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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健康增值大學堂
醫院管理局健康資訊天地

計劃的內容

現今婦女生活在繁囂的都市中，這些急促的生活節奏，使

他們的身心健康均比以前要承受更大的壓力和要面對更多的問

題。隨著乳癌及子宮頸癌日漸上升和年輕化的趨勢，以及骨質

疏鬆發病率的增加\婦女精神健康及心理壓力等問題的普遍

化，婦女健康極待關注。

「婦女健康增值大學堂」自醫管局醫護專業人員以義務身份

擔任主持，透過生活化的模擬家居環境及以互動的學習手法，增

強參加者對各種常見婦女健康問題的認知，使婦女體驗促進健

康，預防疾病的重要性。計劃包括各1雷蒂女健康需要的內容:

著 主題展覽: 模擬健康家居的環境及設備，讓婦女學

習飲食及運動的日常健康起居貼士。

發 互動講座: 由義務的專業醫護人員講解，帶動參加

者的學習興趣。內容包括乳房保健\預防骨質疏鬆\面對更

健 年期及婦女心理健康等。

卜 特 免費健康測試 : 為參加者量度血壓\骨質密度\身

康
高\體重\身體脂肪率等，讓他們了解個人健康狀況。

發 利用模型學習乳房自我檢查的技巧 : 參加者可利用模

型學習軌房自我檢查，體驗檢查程序及感受訊房異常情況。

勢﹒ 問卷: 參加者填寫簡單問卷，過程有助增強婦女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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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識，所得資料亦有助課程改善。

發 健康午餐: 參加者可自費品嚐

由醫管局營養師設計的健康午餐，親身

體驗均衡飲食。

計劃帶來效益 免費健康測試活動。

( - ) 活動開展首年，已為超過3000位來自不同層面背景

及職業的婦女舉辦六十多次學習班。此外，健康資訊天地透過

培訓義工 ， 協助常規運作，以維持服務水平。

( 二 )活動推行以來獲得參加婦女的正面迴響，表示活動

幫助他們提高對自己健康狀況的了解，提升健康的警覺性和護

理的技巧。

(三)計劃增強婦女對促進個人及家人健康的知識及技

能，從而實踐改善 自己及家人健康的行為。

計劃的成功要素

(1)研究及評估婦女的健康需要 ， 針對不同問題， 為活動

定下主題及優次重點。

(2 )課程設計以互動學習手法為主，以促進學習體驗，加 體

深理解。例如使用模擬家居環境和設備， 利用生活化的健康食

品作實例及為參加者建議健康生活貼士的展覽;以模型學習 自

我乳房檢查，讓婦女親身感受探查訊房硬塊的感覺等，大大提 康
高學習成效。

的〉學習班提供簡單的健康測試，如身高\體重\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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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展覽受歡迎。

身體脂肪率及骨質密度測試等，

增加婦女參與活動的動機，更促

進對個人健康狀況的了解。

(4 )派發健康教育資料，'EJ，

括印刷 些骨質疏鬆小冊子\健康

增值食譜\全港婦女普查資料等，

讓參加者參考及典人分享，促進婦女活學活用，持續實踐。

(5) 在組織運作上「婦女健康增值大學堂」得到不同專業

人士的參與及配合，也是學堂成功的重要因素。

(6) 借助社區網絡動員不同義工協助執行運作。

計劃成本及經費來源

「婦女健康增值大學堂J 很大程度上由社區資助。模擬健

康家居的設備由宜家傢他贊助;骨質密度測試儀器由醫學儀器

公司贊勘;課程知識及展品由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骨質疏鬆預

防及治療中心\香港大學骨質疏鬆中心\東華三院婦女健康普

查部及醫管局的專業醫護人員提供，印製健康教育教材由健康

資訊天地透過社區捐獻提供;課程所需人力資j原由醫管局健康

資訊天地統籌專業醫護義工及

從常規活動內調配人手承擔，

並支援一切宣傳活動;而選擇

性參與的高鈣低脂健康午餐由

參加者自費。總括而言，活動

不涉及任何直接開支。 專心看展覽內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