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水埗區議會 

健康及安全社區
工作小組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健康城
巿是由健康的人群、健康的環境和
健康的社會所組成的一個整體，能
不斷創造及改善外在環境與社會環
境，發展相互支援的社區資源，使
人的潛能可得到最大的發揮。 



深水埗區議會推動健康城巿的理念 

透過「官、醫、社」的社區協作 

結成合作夥伴 

持續鼓勵民眾將健康的意識和習 

慣融入日常生活 



1. 深水埗區議會健康及安全社區工作小組 

2. 明愛醫院 

3. 醫院管理局九龍西聯網家庭醫學及基層醫療部 

4.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5. 明愛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  

6. 嗇色園主辦可健耆英地區中心 

7. 鄰舍輔導會深水埗康齡社區服務中心 

 

合辦單位 



樂安深社區健康推廣計劃 
(2009-2014年) 

齊齊量血壓計劃 
(2006-2014年) 



計劃目的 

齊齊量血壓計劃 樂安深社區健康推廣計劃 

1. 鼓勵公眾人士將量血壓的意識
和習慣融入日常生活中； 

2. 發掘首次驗到高血壓患者，並
及早介入治療 

3. 在社區內成立「健康大使」，
使計劃的目的得以在社區延續
及持續推行 

 

於每年10月訂為「深水埗健康及 

安全社區月」，舉辦密集社區推廣： 

1. 透過社區教育，使社區人士及
長者培養定期運動的習慣，學
習自我監控自己之身心健康，
減輕醫療開支； 

2. 透過舉辦各項體適能運動推
廣，鼓勵長者及社區人士參與
「運動處方」健康生活； 

3. 透過推廣健步行及教育活動，
促進長者及社區人士認識如何
舒緩壓力。 



歷年推行之活動項目 



     2008-2009年度「量血壓 – 防
中風健康社區推廣計劃」設
立10個血壓監控站，超過
61,270人次使用，當中256人
首次發現高血壓。 

     2009年度「齊齊量血壓2009-

2010」為長者、社區人士、
護老者量血壓達至6,400人次，
訓練60名健康大使義工，推
廣活動。 

     2009-2010年度「樂安深社區
健康推廣計劃」，設立不同
的健康教育計劃 

 

2008-2010年度 



「齊齊量血壓2010-2011」，共
69,748人士使用自動量血壓
機，50人被首次發現高血壓
並直接轉介至專科門診接受
治療及跟進。 

「樂安深社區健康推廣計劃
2010-2011」 ，舉辦預防三
高烹飪比賽，透過食譜讓社
區人士關注健康飲食，預防
高血壓。 

2010-2011年度 



「齊齊量血壓2011-2012 」 ，
共77,523人士使用自動量血
壓機，並於該年度舉行重聚
日暨簽約儀式。 

「健康及安全社區月成立典禮及
確認禮」 ，並推廣到戶訓練
服務，為高血壓及行動不便
之長者提供到戶運動訓練，
保持健康狀態。  

2011-2012年度 



「齊齊量血壓 2012 」  ，共
643,026人士使用自動量血壓
機，2,825人被首次發現高血
壓，並直接轉介至專科門診
接受治療及跟進。 

「樂安深社區健康推廣計劃
2012」 ，參加者參與『運動
處方 – 推廣計劃』透過毛巾
操健體班、椅子徒手操改善
健康。  

2012-2013年度 



「齊齊量血壓2013 」 活動除了
設立13個血壓監控站外， 亦
推行中醫講座， 向社區人士
及長者推廣健康意識。 

「樂安深社區健康推廣計劃
2013」 舉行健康及安全社區
月開步禮暨健步行，步行路
線在北潭涌碗瑤， 共有200

多名參加者一起完成此創舉， 

推廣運動可預防高血壓的訊
息。是年更加入職業司機為
推廣對象，培養定期量血壓
習慣。 

2013-2014年度 



2014-2015年度 

「齊齊量血壓2013 」 活動除了設立
13個血壓監控站外， 亦社區人士
及長者舉行8次健康評估，內容
包括：量血壓、BMI、驗膽固醇、
驗血糖及護士諮詢等；同時亦在
區內舉行健康宣傳街站，推廣健
康意識。 

「樂安深社區健康推廣計劃2014」 

舉行健康及安全社區月暨舞動
耆年開展禮，為參加人士安排
健身操及椅子舞，鼓勵參加者
自發做運動。並在深水埗區內
舉行16個健體班，鼓勵社區人
士及長者持續做運動的習慣。 



達至持之以恆之方法 

1. 發送『健康檢查手冊』，用以紀錄所有身
分檢查的結果，既可方便社區人士向醫生
報告最新之身體狀況，也可培養自我監控
身體狀況； 

 

2. 每年用相同方向，使社區人士能持續學習
及關懷自身健康，但用不同主題及活動吸
引社區人士參與，例如用烹飪比賽令社區
人士關注營養及體重控制；用椅子舞、水
樽操等吸引社區人士持續做運動；培養量
血壓習慣，從而監控自身健康。 



賽馬會健康城巿社區計劃-安健社區聚滿「深」 

合辦團體 
1. 深水埗區議會健康及安全社區工作小組 

2. 明愛醫院 

3. 勞聯智康協會 

4. 嗇色園主辦可健耆英地區中心 

5. 明愛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  

6. 鄰舍輔導會深水埗康齡社區服務中心 

 

主要贊助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活動目標 

1. 為低收入、新移民、失業人士等，提供
就業實習機會，從而認識及注重自身的
身心健康，養成健康生活習慣； 

2. 為區內體弱或獨居及缺乏社區支援長者，
提供家居清潔服務、及學習個人及家居
衛生知識； 

3. 透過社區教育，加強區內人士衛生意識，
定期身體檢查的重要性。 



活動內容及服務人次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對象 服務人次 

開展禮及推廣日 ☆ 透過活動，向社區人士推 

     廣預防疾病的重要性、保  

     持個人及家居衛生，從而 

     養成健康生活習慣 

☆ 活動形式：典禮、健康講 

     座、攤位遊戲等 

☆ 將邀請贊助單位及健康安 

     全城巿的中國香港區代表 

     擔任主禮嘉賓 

社區人士
  

☆ 講座150-200人次 

☆ 攤位遊戲 

     300-400人次 

 

培訓活動
  

☆ 招募義工 

☆ 培訓課程： 

     何謂健康生活模式？ 

     例如： 

     ◎ 高血壓對個人生活及 

          健康影響養成量血壓 

          習慣的重要性 

     ◎ 家居清潔之重要性及 

          如何進行安全的家居 

          清潔 

低收入人
士、新移
民、失業
人士 

約50-100人次 



活動內容及服務人次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對象 服務人次 

健康教育講座 第一場：預防高血壓  社區人士  150-200人次 

第二場：個人及家居衛生 社區人士 150-200人次 

第三場：情緒管理 社區人士 150-200人次 

家居清潔
  

☆ 每次由2位婦女為一戶長 

     者進行 

☆ 每次2小時，服務包括： 

     家居清潔、量血壓、如何 

     使用防炎包以保持個人及 

     家居衛生 

☆ 服務對象： 

     獨居或兩老同住 

☆ 提供服務：婦女 

450人次 



地區協作 

1. 婦女義工招募：邀請地區婦女團體參與，例如：
勞聯智康、家庭網絡隊等。 

2. 長者招募：邀請全區安老服務單位、地區團體、
全區區議員辦事處等。 

3. 講者招募： 

      醫護培訓 – 邀請合辦團體明愛醫院提供，有需要
時會邀請衛生署協助 

      社工培訓 – 由合辦團體提供 

 



 

累積高血壓初次診斷個案 



 

自助量血壓服務每年使用人次 



成效 

1.醫社合作 

建立一個有效率的溝通平台，
令各項大型健康推廣活動得以
順利舉行 

透過社區中心的健康大使，將
健康生活的訊息更有效地推廣
至社區每一個角落  

 
 
 

 



成效 
 

2. 提高市民健康意識 
 培養社區人士定期量血

壓的習慣及預防疾病的
意識 

 使高血壓患者學習自我
監控血壓，加深對病況
的了解，提升自我管理
病患的能力 

 



3. 減輕醫療負擔 
 醫護人員有社區血壓作為參

考，能更有效地為高血壓病
人制定治療方案 

 透過發掘早期高血壓患者和
及早醫治，減低併發症 

 

成效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