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 5月 12日四川省汶川等地区发生了 8级地震，造成数十万人严重受伤，在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密切关注支持下，尽快做出将地震伤员分批迅速转移到全国各地医院进行抢救和医疗康

复的正确决策。在此国难当头时刻，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心系灾区，抢救伤员。而这些幸存者当

中，不少人群将会留下不同程度的永久伤残。目前,国内医疗康复多集中肢体活动功能的恢复,而

具体协助有永久伤残幸存者回归家庭、社会及工作等服务是比较薄弱且缺乏的。面临如此情况，

但凡有心人谁能不为之动容。我们必须为国人为地震灾区做点什么！ 

于是，在震后康复的第一时间，中华慈善总会与香港职业治疗学院采取得密切联系并迅速商

讨，“针对地震伤者康复需要，培训康复工作人员提高治疗水平的短期系统化技能学习计划”就

此产生。双方各自分工，分头行动，齐心协力共渡难关中华慈善总会负责召集学员，安排学员参

加培训并承担资助灾区学员学习、食宿交通等费用和安排。香港职业治疗学院则在香港招募专家

老师义务参与授课及到部份学员所属机构指导工作，又负责在港筹集善款，支持办班的经费。 

在学院会员李源雄先生的安排下，黄锦文先

生与梁国辉先生，于中联办办事处与郑王德香爱

心基金会叶世平先生、郑新熹先生会面。讲解有

关香港职业治疗学院和中华慈善总会联合组织开

办“帮助伤残患者医疗康复及出院后生活自理、

回归家庭、社会和工作，以及心理辅导和长期给

予临床支持和指导”的有关构想。中联办王志林

先生向基金代表解释了此项目的需要及适切性，

也介绍了香港职业治疗学院的性质及过往的活动

工作。会后香港职业治疗学院正式向郑王德香爱

心基金提出捐款申请。2008年 6月 24日，郑王德

香爱心基金，捐出港币四十万元整的善款，以支持学院办班所需经费，并于中联办举行捐款接收

仪式。中联办廖勋先生、王志林先生等出席并见证了捐款接收仪式。廖勋先生对香港职业治疗学

院联同中华慈善总会合作项目表示赞赏，认为对地震伤者的康复及协助构建和谐社会十分有帮

助，还为学院提出了宝贵建议。 

为使本项目顺利并及时全面展开，黄锦文会长和梁国辉副会长专往广州向学院顾问卓大宏教

授汇报了项目详情并咨询了他的意见。卓教授十分认同和支持学院与慈善总会的合作项目，认为

这项目对残疾地震伤员心理、社会适应及回归家庭、社会十分有帮助，又向学院提了三点建议：

（一）充份利用作业治疗的特质与技术优势，培养内地康复工

作者；（二）除促进生活功能的恢复外，培养内容应侧重心理

社会的恢复及适应；（三）透过与中华慈善总会合作，探讨新

服务模式，以为地震伤员回归家庭、社会及工作提供适切有效

的服务。黄锦文会长、梁国辉副会长、还连同伊利沙伯医院骨

专科钱炳航先生组成香港职业治疗学院代表团，又于 2008年

7月 2至 6日先后到达北京及天津并在中华慈善总会刘红卫女

士安排陪同下，到达接收地震伤员的各医院考察。先后访问了

北京老年病医院，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及天津骨科医院并拜访的

中国残疾人康复会，与康复部尤红主任及负责人员培训的韩咏

梅主任，了解伤员情况及康复人员培训需要，综合各方面所提

供的信息以及各代表自身的观察了解，制定制定培训班内容，

把培训班对象范围相应收窄为 5.12地震灾区内的康复治疗人

员。时间紧任务重，紧锣密鼓中，在捐助机构和资深专家等多方支持和协助下，香港职业治疗学



院与中华慈善总会联合项目，5.12地震灾区—康复人员培训计划「作业治疗-身心残疾预防培训

班」，于 2008年 7月，天津医院康复中心成功开班，正式拉开了灾区康复人员技术培训的序幕。 

2008年 7月 23至 30日，5.12地震灾区—康复人员

培训计划，第一期以「骨科康复」为主题，在天津骨科医

院成功举办。天津市慈善协会佟树海秘书长主持；邀得中

华慈善总会彭玉副会长参加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同时，

向资助方及主办方致以衷心感谢. 而出席参与开学典礼

的领导、嘉宾还包括卫生部医政司综合处樊静处长、天津

市慈善协会陆焕生会长、香港职业治疗学院会长黄锦文会

长和梁国辉副会长、天津市骨科医院王学谦院长、天津市

政协赵克正副主席、天津医学会李淑静秘书长等. 

 

 

培训班邀请到五位香港专家参与主讲，包括学院会长黄锦文先生、副会长生、香港复康会叶

永强先生、九龙医院脊髓损伤康复中心张宝治女士及大埔医院高级职业治疗师区启明先生,还有

天津康复中心 项顶主任、陈凯杰先生、周雅媛女士及鹤童老年用品研究所顾问刘玉华女士参与

授课。 

培训班的学员

来自四川省地震灾

区 35 所不同医院

医疗及残联系统等

的一线康复治疗人

员。共 40名。我们

深深知道参加学习

的学员，本身也是

震区灾民。他们当中可能有些亲人已经遇难、有些亲人则成为地震永久伤员。而他们，也许由地

震发生起一直到开班前，都尽心尽力地在灾区参与救援工作和照顾亲人。在天津参与培训班两星

期，我们希望他们在学习的同时，可以享受到稍作休息、喘息的机会，也放轻一下心理压力。但

他们每一个人上课时都非常认真投

入，那份专心和珍惜，让人感动！ 

培训班除讲授专业理论外，还

提供充足的时间及机会让学员实际

练习，学习班结束后，学员对学习

班内容及教学进度、专家老师的教

学素质水平等都很满意，亦都非常



珍惜，大家均表示此次学习对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更敬佩老师们的敬业精神。希望今后有

机会继续参加学院组织的专题课程培训。 

2008年 9月 15至 23日，第二期康复人员「作业治疗-身心残疾预防培训班」，同样以「骨科

康复」为主题，在天津骨科医院如期成功开办。 

本期培训班除邀请到学院副会长梁国辉先生、

九龙医院脊髓损伤康复中心张宝治女士外、还邀得

香港伊利沙伯医院高级治疗师马慧玲女士、沙田医

院治疗师于士贤先生、刘咏仪女士等，参与义务授

课。康复中心 项顶主任、张庆宇医生、周雅媛女士

及李晓丽女士亦共同参与授课。 

本次培训班有来自四川 12个地区以及甘肃、陕

西、重庆等地 38名康复医疗人员参加。课程最后一

天还特设讨论会，讨论地震伤员小区康复的挑战。

全部课程共 8天，连同晚上的授课及实习时间，合

共 80学时，当中约 20%为讲座、20%为示教、20%为

个案分析，及 40%时间为实操实习。   

学习班一结束，学院即组成代表团于 9月 24-28

日到德阳市旌阳区社会福利院、德阳市旌

阳区中医院、绵阳市中西医

结合医院、

绵竹市五福镇卫生院、富兴卫生院、都

江堰奎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科、都江

堰市骨科医院、成都市残联等地进行实地

考察探访及现场指导工作。08年，11月 4

日至 8 日学院方少丽女士及一名职业治疗

师更以义工身份。不辞劳苦到访了四川灾区

作实地考察及现场指导和义诊。 

同年，12月 6日至 14日，5.12地震—康

复人员培训班，第三期以「儿童身心残疾预防

和康复」为主题，移师深圳，于深圳市社会福

利中心老人颐养院成功举办。 



此次授课仍由学院副会长梁国辉先生组织带队、连同学院董事杨丽菁女士、韦尔斯亲王医院

陈佩诗女士、青山医院曾美仪女士及天津医院康复中心周雅媛女士参与主讲。培训班学员有来自

四川五个震灾区及甘肃、河南等地的，共计 36 名康复人员前来参加。还有学员不远千里带病人

到来请老师义诊及个案分享。 

 

 

 

 

 

 

 

 

 

 

 

 

 

 

2008年 12月 23至 28日香港职业治疗学院专家团，

组织来到参加地震康复人员培训的学员所属单位现场指

导工作，到访指导绵阳市中医院-绵阳市地震伤员康复分

中心及德阳旌阳区中医院康复科，并支持和资助四川绵

阳市地震伤员康复中心和德阳市旌阳中医院以及成都市

第二人民医院建立康复作业治疗训练室/培训基地。其中
重点向绵阳捐赠价值六万元康复治疗设备物资，包括：

康复治疗辅助家具、设备工具及辅助物料和耗材，

使灾区伤员震后康复受益匪浅，还为其建立正规作

业治疗服务提供建议，又就推动开展家居、社区及

职业康复的可行性，考察了北川县、江油市及德阳、

绵阳等地。 

 



2009年 2月 25日至 3月 4日,香港职业治疗学院会长黄锦文先生、副会长梁国辉先生牵头，

组成由钱炳航医生、方少丽女士、杨秀芳女士、徐庆士先生、张瑞昆先生、刘红卫女士、赵小方

女士等共同参与的专家代表团前往绵阳市、德阳市及下属区县进行考察、探访及义诊和示教。 

 

 

 

 

 

 

 

 

 

 

 

 

   同年 3月 21至 29日，学院

与慈善总会联合，于深圳市社会福

利中心老人颐养院，以「脊柱脊髓

损伤病人-身心残疾预防」为主题，

顺利开办了第四期地震灾区康复人

员培训班。 

本次培训班由香港职业治疗学

院会长黄锦文先生、副会长梁国辉

先生、伊利沙伯医院骨科顾问钱炳

航医生、大埔那打素医院陈刚先生、

玛丽医院陈文泰先生、基督教家庭

服务中心卢景笙先生、屯门医院刘

发全先生、九龙医院脊髓康复中心

张宝治女士、学院罗慧敏女士、王

琳女士，天津医院周雅媛女士等参

与授课。培训班学员，来自四川多

个地区及甘肃、山西、河北、

山东等地约 40 位康复医疗人

员参加培训。 

了解学员对于灾后尤其

是长期卧床及残疾伤员，心理

问题的疏导和处理，是较为生

疏及陌生的。所以学院在学习

班期间还特别安排邀请了，路

向四肢伤残人士协会主席李

远大先生、香港柏力与确志协

会陈伟雄先生、香港残奥马术

代表队员叶少康先生，及安健

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张力勤先

生等参与讲课及个人故事精

彩分享。 



2009年 7月，距 5.12地震发生已过一年之余，四川进入灾后重建阶段，大部分伤员也陆续

回家康复。光阴虽

过，但天灾难忘。

「作业治疗-身心

残疾预防培训班」

还在继续，7 月 

25日至 8月 2日，

我们第五期以「脑

神经内、外科康

复」为主题的培训

班在深圳市社会

福利中心老人颐

养院顺利举行。学

院会长黄锦文先

生、副会长梁国辉

先生主持，大埔医

院区启明先生、学

院董事陈刚先生、

吴子恒先生、吴欣丽女士、中山大学附属医院窦祖林教授、私人执业诊所首席物理治疗师冯伟业

先生、屯门医院刘发全先

生、九龙医院刘慧莉女士及

天津医院周雅媛女士共同

参与授课。本次专题重点教

授了回归家庭、社会，生活

自理与转移训练等技巧，以

及家居、社区改装等方法及

其可行性。学员们积极参与

示范，投入角色联系与老师

们近距离的悉心交流，其场

面令人甚是感动。 

2009年 10月 31日至 11月 8日于深圳，5.12地震灾区--康复人员培训计划，学习班历时第

六期。以「手足外科康复」为主题，重点技术实操与个案分享。义务授课专家有：学院黄锦文先

生、梁国辉先生、方少丽女士、王琳女士，伊利沙伯医院马慧玲女士、李嘉茹女士、陈海雄先生、

刘灿辉先生、康宁先生，仁济医院劳国辉先生、黄小云女士，私人执业诊所冯伟业先生，及广东

工伤康复中心李奎成主任、天津医院康复中心李晓丽女士等。同时我们还有幸邀请到香港中文大

学医学院熊良俭教授、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李曾慧平教授，郑王德香爱心基金会代表一

起加入我们，为学员教学指导和临床经验分享。有来自四川灾区 14个地区及甘肃、云南、陕西、

新疆、天津及广东地区共计 50 名康复康复治疗师参加。机会难得，内容精彩丰富，得到学员们

的一致好评！ 



 

 

 

 

结语： 

培训班内容丰富，临床指导性强，取得了实操技能和理论并进的优良成效。

自 2008年 7月至 2009年 11月，我们分别在天津、北京、四川、广州、深圳、香港等地，

共同组织了多次灾区考察指导及义诊，主办了六期大专题康复治疗技术培训班及多次组织学术讨

研和机构参观探访，有近 300多人次来自四川灾区的康复工作人员接受短期技能培训。我们还在

2008国际作业治疗研讨会为灾区学员特设讨论及学习专题，让更多的同行参与到支持灾区医疗服

务发展的行列中来。2010年，青海玉树发生地震，学院心系灾区，再次与慈善总会联手，组织人

员参与完成为青海重灾区医疗康复人员进行培训项目。希望凭借一切可发挥的力量，为大陆做出

贡献。 

地震项目的圆满成功，离不开香港职业治疗学院与中华慈善总会坚持不懈的紧密沟通和全力

协助，离不开所有授课老师们无私的敬业奉献精神；亦离不开来自灾区的学员的不畏艰辛，不畏

困难，勇于学习，勇于面对的精神。我们亦会继续关注和帮助灾区康复工作的发展，希望能凭借

香港医护人员的专业和妙手，热心的为国内地震伤者再作一份贡献。 

再次更感谢福禄中国有限公司，埃克森美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香港郑王德香爱心基金会，广州

科莱瑞迪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等爱心机构的倾情赞助及赵陈婉萍女士的个人无私捐助。让我们继续

关注灾区建设，让大爱感动永在。 

 



大爱感动 

——参加中华慈善，香港职业治疗学院培训班感想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科/地震伤员康复分中心 李攀 

 

2008年的 5.12汶川地震，受灾人群高达数千万，牵动了全国乃至全

世界人民的心。海峡两岸的许多慈善组织纷纷向灾区伸出援手，除捐款捐

物外，还召集专家实地援助，并组织了一系列的培训活动，以促进灾区康

复医疗工作者专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帮助灾区人民进行灾后重建工作。作

为成都市地震伤员医疗康复分中心的一名医生，我有幸两次参加中华慈善

总会在深圳组织的康复培训班，收获良多。 

这一系列的培训班均由中华慈善总会与香港职业治疗学院联合举办，由慈善总会出资资助各

地学员到深圳学习的交通、食宿，并安排授课场地及设备、材料，组织大家进行医疗机构探访，

虽然学员人数众多，但慈善总会的组织井井有条，让大家感受到总会对灾区人民的关怀，感到无

比温暖；香港职业治疗学院组织香港各个医院的专家现场授课，他们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义

务自行从香港来到深圳，在讲完课后又顾不上休息，匆匆返回香港继续自己的日常工作。短短数

日的培训课程，我们除了了解香港康复医学的先进理念，学习香港老师精湛的专业技术，更多的

是为他们这种跨越边界的大爱所感动。 

正是有了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灾区人民才能迅速从伤痛中恢复过来，自强

不息，重建家园；也正因此契机，地震灾区的康复医学水平才能迅速提高，实现飞跃！ 

 

 

 

 

 

 

脊柱脊髓损伤康复培训班学习心得 

                         四川省德阳市地震伤员康复中心  谢弢 

2009年 03月 20日至 03月 30日在深圳举办了第四期 5·12地震灾区脊柱脊髓损伤康复培训

班，我有幸参加了此次学习。首先应当感谢中华慈善总会、香港职业治疗学院、埃克森美孚（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和香港郑黄德香爱心基金给我这次学习的机会，通过这次学习，让我受益匪浅。 

此次培训班任课老师均为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她们有着丰富的临床康复经验和教学管理能

力，将从不同角度向学员传授知识，指导学员实习。 

通过学习，在老师们身上感到了时间观念强、爱岗敬业；做事兢兢业业、认真仔细、追求完

美；讲课生动形象、寓教于乐。 

 通过培训，掌握了心理疏导方法，对 OT有了更深的感性认识，开阔眼见、增长见识、活跃

思维，带回全新理念。结合自己科室的实际情况，为地震伤员更好的服务，设计方案更完善、更

合理、更系统。他们不仅在身体上得到了康复，而且心理上也得到了更大的康复。让他们树立了

生活的信心，更好的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在他们身上让我看到了坚强，他们将鼓励我们将更加

努力的工作，为本地区康复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心得体会   

杨贵华 

                                                           

2009年 11月与 2011年 4月，我先后两次参加中华慈善总会及香港方面联合举办的“手及上

肢外伤康复”培训班。对于刚参加工作真正接触到康复治疗的我，两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让我对

这项工作有了一个初步的理解和认识。 

在学习期间，让我体会最深的是香港授课老师的敬业精神，每一次教学授课，几乎所有的老

师均会准时参加，而课后的每一位同学的提问，老师都会耐心细致地回答，而且各抒己见，让我

们对于授课内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每一次授课及练习操作中，香港老师都面带微笑，我想，

在他们面对病人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当我看到他们，一种简单而快乐的体会油然而生，我想这

也是身为医者的一种幸福。 

精诚仁和，对于医道这至精至微之事，作为医者，自当“博极其源，静勤不倦”，是为“中

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