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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嘉烈醫院 - 腎友互助協會通訊

正爆 100 分的午間小聚

         本會在 8 月 24 日舉行的「正爆 100 分的午間小聚」，我們
非常感謝馮加信顧問醫生蒞臨活動，並在致開幕詞時向各位腎友
勉勵一番，大家應做好復康的生活習慣，務求把併發的疾患減到
最少。活動當天，正巧是本會顧問兼義工梁鑒慈姑娘的生辰，應
大會的邀請獻唱，高歌一曲《漫步人生路》，之後並接受大家的
祝福與獻花。

家居傷口護理  慎防「洋蔥伯克氏菌」感染

        近日報章廣泛報導衞生署的通報，呼籲市民切勿使用一種名為名為 Pro-Medi Prosept
的消毒藥水進行傷口護理，因為有關產品可能受細菌污染（請參閱媒體相關的詳細報導）。
據悉此種消毒藥水市民可從社區藥房購得，而幾天之內更一再發現其他同類型但不同名稱
及包裝的產品為此，我們呼籲腎友或其照顧者聽從醫護的建議，在家居使用消毒劑進行傷
口護理時，務請小心在意慎防受到感染。

協 會 簡 訊

        長期服務瑪嘉烈醫院，最近榮休的本
會顧問腎科病房經理黃慧儀姑娘，在本會
舉辦的「正爆 100 分 午間小聚」活動上，
接受許麗華主席代表本會致送紀念品及義
工獻花，感謝她過去關愛病人以及支持本
會的會務發展。她在致辭時表示，非常感

黃慧儀姑娘
榮休

謝各位的美意，放下工作的重擔後，期待未來的日子能多參與協會的活動，
並可以義工的身份與大家相聚。

   [ 會務通告 ]
原定12月舉辦的週年聯歡晚會, 本會考慮到會友現時於晚上外出

的交通問題, 將延期至合適時間再舉行。

情非得已, 懇請各會友見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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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顧問腎科病房經理黃慧儀姑娘，在本會
舉辦的「正爆 100 分 午間小聚」活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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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爆100分午間小聚

        一年一度的開心派對「正爆 100 分午間小聚」已於
8 月 24 日，假瑪嘉烈醫院 G 座 8 樓禮堂舉行。當天本會
向每位參加者致送應節月餅作為小禮品，這次活動節目豐
富，包括健康講座、有奬遊戲、歌唱表演、齊跳健康舞等，
讓腎友及其親友都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渡過一個下午。
我們很榮幸，邀請到瑪嘉烈醫院腎科嚴嘉輝副顧問醫生及
梁坤元營養師講解「器官移植病人病毒管理與飲食注意事
項」的實用知識，既可優化腎友自我的復康管理，又能在
日常生活中，得知切實可行的飲食之道。
        最近榮休的瑪嘉烈醫院腎科病房經理黃慧儀姑娘，當
天也出席了活動，本會藉此機會特備了一個小環節，由
許麗華主席代表本會致送紀念品給黃姑娘，感謝其一直以
來對病人的關愛、盡心盡力，以及彌來對本會的支持。
         今次的「郁一郁，健康 D ！」唱歌及齊跳健康舞環
節，由腎科姑娘們帶頭進行，邊唱邊跳並鼓勵腎友們加入

「接龍」，情景親切互動，把現場氣氛都推到極致！大家都
玩到攰了，坐下來休息時也沒有閒著，緊接著的是

「電腦抽號 Bingo 同參與」遊戲。與此同時，多款美食及
飲品已由義工們準備好，讓大家盡情享用！
        活動在下午四時許「正爆」完成，全賴得到 100 分
的腎友們及其照顧者支持，當然還包括本會顧問、藥廠
代表、醫護及義工朋友等一同參與，盡情投入發揮出助人
互助的團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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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病人病毒感染官理與飲食注意事項

        瑪嘉烈醫院梁坤元營養師，向腎友解說均衡飲食與改善
營養不良之道，原來男、女性每天所需如穀物、蔬菜、水果、
魚肉及蛋製品，以及奶品等，其食用的份量各有不同。
        這些實用知識既可優化腎友自我的復康管理，又能提升
日常飲食的營養質素。

腹膜透析導管口正確處理方法：

1. 健康導管口：
     可用花灑沐浴方法清潔，用希必健洗手液清潔導管口附近皮膚，用消毒紗布
      抹乾及用敷料蓋好！ 
     *要注意花灑水喉頭的清潔和來水水質情況

2. 新做手術的導管位或有微紅的導管口：
     在進行沖涼前要用防水膠布保護導管口，避免導管口濕水！沖涼後，用消毒
      敷料包及生理鹽水清潔導管口附近皮膚，然後用敷料蓋好！.

 3. 有發炎徵狀的導管口： 
     應盡早通知腎科，經醫生評估後可能需要使用抗生素和「消毒藥水」洗
     導管口，及避免導管口濕水！
     * 不應隨便自行購買「消毒藥水」清洗導管口！
     * 應好好保護導管口及固定導管，避免意外碰撞或拉扯導管以致
       導管口受傷！
     * 有問題時可致電
             腎科熱線 
           2744 1490

        嚴嘉輝醫生在「腎臟移植後病毒管理的認知」講座中，講解有關
「BK 病毒」對腎臟移植病人的影響，打從受病毒感染的因素、徵狀、
檢驗、治療到預防都作詳細介紹。此外還有一種普遍存在生活環境中
的「CMV 病毒」，一般在衞生惡劣的國家感染率較高，統計約有 29%
腎移稙病人對這種病毒會出現反覆感染，如有感染病徵出現例如發燒，
腎友應及早求醫以減低受感染的風險。

腹膜透析導管口正確處理方法：

1. 健康導管口：
     可用花灑沐浴方法清潔，用希必健洗手液清潔導管口附近皮膚，用消毒紗布
      抹乾及用敷料蓋好！ 
     *要注意花灑水喉頭的清潔和來水水質情況

2. 新做手術的導管位或有微紅的導管口：
     在進行沖涼前要用防水膠布保護導管口，避免導管口濕水！沖涼後，用消毒
      敷料包及生理鹽水清潔導管口附近皮膚，然後用敷料蓋好！.

 3. 有發炎徵狀的導管口： 
     應盡早通知腎科，經醫生評估後可能需要使用抗生素和「消毒藥水」洗
     導管口，及避免導管口濕水！
     * 不應隨便自行購買「消毒藥水」清洗導管口！
     * 應好好保護導管口及固定導管，避免意外碰撞或拉扯導管以致
       導管口受傷！
    

 * 有問
題時

      可致
電

     腎科熱線 

   2744 1490



     

鳴謝捐款

錢志誠 吳炎基 唐樸彬 陳國森 馮少玲 胡悅豐
周素貞 梁鴻開 李善妃 周鎮泉 關業珍 曾錦福
麥蕙貞 陳文英 孔文芝 毛惠芳 陳志華 陳秀甘
黎秀芳 張泰儒 歐偉明 劉潔玲 梁嘉盈 何顯和
曾美萱 蔡敏文 毛偉強   林意           馮美環 廖漢祥
陳賜來 伍笑玉 鄧貝嘉 何冠雄   隋恒           吳祖輝
羅紹強 張偉華 温换桃 李愛玲 Mohammad Janaid    

 

蘇洪偉先生  $1000        李水嬌女士   $100          蘇煥章先生  $500
唐樸彬先生  $1000        李耀華先生   $500          董慕蓮女士  $300

新加入協會大家庭會友 ~ 一路上互相支持 !

誠蒙以下熱心人士惠捐，樂助協會常務經費，特誌鳴謝 !
如有錯漏，祈為指正。

代表本會出賽的三位有型有料廚神
左起 : 劉金明先生  吳發成先生 蘇洪偉先生

        本會於 2019 年 8 月 10 日參與由腎友聯主辦的「腎友食營 D 烹飪比賽」活動，
並派出會友吳發成、劉金明及蘇洪偉組成代表隊出賽。經過一番廚藝比試後，我會三
位廚藝出眾與創意兼備的隊員，以色香味俱全的菜式取得最高榮譽的金獎！
        大會規定比賽須要烹調兩個菜色：一、大會指定食材 ; 二、自創菜色，後者食材
不限，但價值須在港幣一百元之內，並訂明食譜要以「符合慢性腎臟病患者的飲食營
養需要為先」作為評判準則之一。賽前由腎科醫生及註冊營養師講解不同食材的相關
知識，讓與會者了解腎病患者的飲食要點。
        在每度菜的烹調時間以 30 分鐘為限之下，三位腎友對每道菜式的調製均充滿信
心，炮製大會指定食材的菜色，叫「春風得意人生多姿彩」；以及創作了一道命名為

「魚躍笙歌伴翡翠 .... 筍」，成品都是花心思的水準之作，色香味俱佳，獲至佳績敢說
實至名歸 !

腎友食營D烹飪比賽2019



九龍橫頭磡邨宏禮樓地下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轉交

         一年一度由
香港腎科學會、 門球
總會及康文署合辦的 

「2019 腎友門球比賽暨同樂日」，已於
2019 年 6 月 30 日在九龍公園室內體育
館舉行。本會共派出 2 支隊伍參與元老組
及公開組賽事，經過一輪緊張刺激的比拼
後，本會共取得公開組亞軍及元老組殿軍，
展現我們的門球隊歷年均能保持一定的實力，與各友會爭一日
之長短。腎友門球運動充份展示參與者的毅力和合作精神，
我們一群腎友與醫護也專誠到比賽現場為隊友們打氣，隊友亦
全力以赴地作賽，過程中無論得獎與否，參賽健兒及教練都贏
得各方的掌聲和敬佩。基於運動是腎友復康的元素，本會每年
均舉辦門球訓練班，鼓勵腎友們參加，一同鍛鍊體格。
如有興趣，歡迎致電 6252 5989 王先生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