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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9:15 至下午5:30　　　星期六：上午9:15 至下午12: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職員午膳時間：下午1:00 至 2:00

香港造口人協會
地址：九龍黃大仙下邨龍福樓地下14-15號 (港鐵站C出口)
電話：2834 6096 傳真：2838 3873 
電郵：info@stoma.org.hk

編輯：會訊小組  督印人：梁健康、吳士駒、周寶雲
職員：李庭康、陳恒賢、梁艷芳、司徒曉恩、王志雯、梁頌好

備註:1)會員可攜帶一名附屬會員或一名照顧者。
     請致電2834 6096報名

所有活動
由10月2日開始

接受報名

40週年晚宴
日    期: 2019年11月30日(星期六)
晚宴時間: 五時恭候，七時入席
晚宴收費: 會員及附屬會員$150、照顧者$190、綜援$90
晚宴地點: 富臨皇宮(黃大仙龍翔道120號新光中心3樓)

晚宴內容: 造口商展覽、晚宴、抽獎、聯誼

2019年10月至11月
雙月會訊

香港造口人協會

請於11月22日(星期五)前繳費

招募興趣班義工

協會現招募大家「分享興趣、發揮專長」義務教導會員，
如你願意與會員分享你的專長

（包括唱歌、氣功、手藝、書法、畫畫、
太極、手機攝影、舞蹈、普通話等），

歡迎致電2834 6096聯絡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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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開放時間更改通知
由10月開始，協會取消每月最後星期五晚上開放時間



請依照下列日期致電本會訂購及領取 奶粉代購服務 

造口用品轉贈站 

 

造口商 開口大便袋 密口大便袋 小便袋

本中心不接受一千元紙幣 

請各會員自備輔幣 

或用支票付款 

Hollister
(可力達)

其他:

登記日期：2019年11月4日(星期一)

訂購日期 領取日期

10月8至9日 10月16至25日

ConvaTec
(康復寶)

Coloplast
(康樂保)

使用細則：

1)  轉贈之造口用品均由會員、家屬、廠商或醫院送出。

2)  為讓更多會員受惠，曾於8月及9月獲轉贈造口用品之人士，需留待12月及2020年1月才可再獲轉贈，敬請留意。

3)  請於登記後兩星期內親自或委託他人到會址領取，逾期後本會有權把用品轉贈予其他有需要之會員。

4)  由於捐贈數量有限，每位會員每次只可取不多於10個造口袋及3件豬油膏，敬請見諒。

5)  如會員登記超過3款造口用品以上，將會按存貨而分配數量，希望讓更多會員享用到服務。

豬油膏

床邊袋、灌腸劑，保護噴霧、防漏膏、彈力帶

15570一件裝(10mm)
5985一件裝(10mm)少量
10385二件裝(50mm)
13830一件裝(12mm)
13946二件裝(60mm)

1.   請於指定日期內領取產品，逾期不取，     
　   本會將取消閣下之訂購。 

2.   領取產品時，請出示有效會員證正本，    
　   可付現金或支票。請自備購物袋 !

22764一件裝(19mm)少量
22771一件裝(19mm)
22766一件裝(32mm)少量
22765一件裝(25mm)

 8331一件裝(64mm)
18194二件裝(70mm)

XTC713一件裝(13mm)

物品

加營素(Ensure)

怡保康
糖尿病專用營養粉

佳膳成人升級配方 

佳膳低升糖指數配方 

包裝容量

900克

400克

850克

400克

800克

400克

800克

400克

價錢

$163

$78

$205.5

$90.5

$137

$69

$173

$88

413181(45mm)窩形
413155(45mm)
411805(57mm)1盒
413161(45mm)
125265(57mm)1盒

請致電2834 6096與本會職員登記。

Stomocur
(新康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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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當值及面談服務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內容

逢星期一、三及五 下午 2:15-5:00
本會
中心

會員／家屬／
公眾人士

本會義工親身與你分享
經驗和心得，並與你閒

話家常

造口用品諮詢服務
剛做完手術，問題多多
  造口護理問題多......用品選擇多......唔知點?
請逢星期五下午來到本會，資深義工可就你的個別情況(體型肥瘦、皮膚質素、年
齡增長等)提供意見，包括用品選擇、換袋方法、飲食配合等。

如遇複雜問題，本會亦可轉介到醫院造口科護士跟進。

醫療科技進步，越來越多腸癌新症的病人可駁回造口。
如果醫生建議你可駁回造口，而你想知道駁回造口前有什麼可以準備？
歡迎你前來討論或查詢。而本會於每月的第三個星期一（2019年10月21日及
2019年11月18日）安排臨時造口義工當值，由過來人分享個人經驗。

駁回造口前後的需知

若造口人士在接受手術前後有情緒問題或需要心理支援，本會的註冊社工可透
過面談或電話諮詢提供輔導服務。

輔導服務

10025(50mm)
2832(50mm)
13191(60mm)
11031(60mm)
46759(50mm)窩形

416700一件裝(20mm)2盒
416701一件裝(20mm)1盒
416709一件裝(35mm)1盒
401523二件裝(57mm)
416706一件裝(30mm)

401541二件裝(57mm)1盒
401540二件裝(45mm)

2 *歡迎會員主動聯絡本會要求探訪，本會將盡快安排。

1. 深水埗

2. 黃大仙

6. 西貢

7. 港島南區

8. 觀塘

9. 北區及大埔

3. 荃灣及葵青

4. 油尖旺及九龍城

5. 沙田

9月上門家訪

將會探訪的地區

7月

9月

已探訪的地區

10.東區及灣仔
中西區及離島

本會8-9月已電話訪問約45位屯門及元朗區的會員，關懷他們的最新情況，
並於9月25日(星期三)上門探訪5名會員及照顧者，將關懷帶給他們。
10-11月我們將會慰問及探訪深水埗區的會員及照顧者，希望到時可以見到你啦！

40週年晚宴
日    期: 2019年11月30日(星期六)
晚宴時間: 五時恭候，七時入席
晚宴收費: 會員及附屬會員$150、照顧者$190、綜援$90
晚宴地點: 富臨皇宮(黃大仙龍翔道120號新光中心3樓)

晚宴內容: 造口商展覽、晚宴、抽獎、聯誼

屯門及元朗

Welland
(威業)

CS3020一件裝(13mm)

14104(70mm) 82400一件裝(55mm)

5585一件裝(10mm)
1757二件裝(40mm)
16870一件裝(21mm)窩形2盒

UFL5715(57mm)

WUR713一件裝(13mm)1盒

15470一件裝(10mm)

XFLD713一件裝(1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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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醫院造口護理
轉介服務

本會一直為會員提供多元化的優質服務，其中一項是「公立醫院造口護理轉介服務」，為
有需要的會員提供造口護理。如會員欲查詢有關服務，請致電2834 6096與職員聯絡。

入會及續會
 

本會的會籍乃由每年的4月1日至翌年的3月31日，年費港幣$50。入會及續會手續如下：
 

1) 郵寄支票，抬頭請註明：香港造口人協會有限公司，在背面寫上姓名及會員  
　 號碼，寄回本會；或
 

2) 將年費存入本會中國銀行戶口：012-567-1-0010959，並在銀行入數紙正面寫上姓名、　
　 會員號碼及聯絡電話，然後傳真至2838 3873或郵寄至本會；或
 

3) 親自到本會會址辦理入會及續會手續。
 

▲ 新會員如於每年1月入會，會籍將至翌年3月底才屆滿(只適用於第一次加入本會的會員)。
 

▲ 豁免年費：如欲申請豁免年費，請將社會福利署發出之有效綜合援助金通知書的副本連
　 同入會申請表格交回本會。
 

▲ 會員需每年續會。過期而未續會的會員，本會只保留該會籍一年，逾期需重新辦理入會        
　 手續。
 

▲ 續會時請將舊會員卡一併交回本會，以更新會籍的有效日期。
 

▲ 為方便舊會員續會，舊會員續會另可把銀行入數紙以手機whatsapp傳送至9848-9496，再   
　 由本會電話確認，不用親身上來，方便快捷。(只限舊會員續會)
   (會員卡亦需以郵寄方式交回以便更新會員卡上有效日期。)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腸癌治療講座分享
日期：2019年10月10日 (星期四)      時間：上午10:45-12:00
地點：東座大樓一樓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對象：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病人、本會會員及家屬
義工：雷蘭歡、何道明
報名方法：請致電2834 6096留位

將軍澳醫院 「腸樂之道」分享會
日期：2019年10月10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2:30-4:30
地點：將軍澳醫院日間醫療大樓1樓健康資源中心
內容：認識身、心、社、靈對康復的重要
對象：九龍東醫院聯網之腸癌患者
義工：何道明、黎美姿、譚明德
報名方法：請致電2834 6096留位

醫院分享會及講座

腰帶製作服務返嚟啦!
造口人士如有需要，可於日常生活配戴造口腰帶，

避免造口出現旁疝或預防旁疝問題變嚴重。
本會度身訂造腰帶價格調整：

 新收費 

會員 $230 

非會員 $300 

 

部分公立醫院亦設有製作腰帶服務，請向你的造口護士查詢。
歡迎有基本縫紉知識及有興趣製作腰帶的會員與職員聯絡。

 

 

有旁疝（小腸氣）問題

到造口門診由
專科護士量度尺寸

由醫院部門／
本會資深會員製作腰帶

瑪麗醫院「腸癌與造口人士飲食與營養」
日期：2019年11月22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4:30
地點：瑪麗醫院癌症中心二樓活動室
內容：認識身、心、社、靈對康復的重要
對象：瑪麗醫院病人、本會會員及家屬
義工：李影雪、雷蘭歡
報名方法：請致電2834 6096留位

入職感言

大家好！我係新入職的執行幹事李庭康先生。
能夠加入香港造口人協會，對我而言絕對是一
個難得的機會，可以感受自助組織的那種自助
互助精神。
希望日後有更多機會跟大家交流，了解多點大
家的需要。請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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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聚會

【颱風及暴雨情況下的活動安排】

活動
   黃色           暴雨警告／

１號風球　　　

紅色        、黑色       

暴雨警告／

     ３號或以上風球

備註

活動前-室內

活動前-戶外

活動中

 活動照常

▲ 視乎該區情況

▲ 視乎該區情況

 活動取消

活動前兩小時由
負責職員通知取消作實

參加者請配合
負責職員的安排

10月及11月各區茶聚

茶聚收費：會員、附屬會員及照顧者劃一收費 $25 

報名方法：請先致電2834 6096報名及繳費　報名作實,逾時不候 

參加者成功收集樣本後，需連同填妥的標籤貼紙、「大腸和直腸癌檢查問卷」，交回收集點   
(中環、鰂魚涌、荃灣、旺角等)，測試結果會有專函通知，如呈陽性更有專人跟進及轉介。

大便隱血測試服務（第二階段）

　　大腸癌是本港常見的癌症。根據資料顯示，
2012年大腸癌的發病個案有逾4,500宗，如果及
時發現早期大腸癌的徵兆能夠提升治癒的機會。
預防更勝於治療。
　　
大便隱血測試是透過化驗糞便，測試大便中是否帶有肉眼看不到的血液。
如有大便帶有隱血，即大腸有機會患有瘜肉、腫瘤或發炎等異常現象。參
加者只需依照指示，收集少量大便樣本，交回指定化驗所，便可檢測大便
有否隱血。過程簡單、方便、無潛在風險。
● 參加者可於本會開放時間親身前來本會或以郵寄方式購買測試包。
● 測試包每套$160（已包括化驗費用）。
● 歡迎本會會員、家屬及公眾人士參與。

九龍東-黃大仙
黃大仙百好名宴(黃大仙龍翔道110號豪苑中心地下20-28號)
日期 10月17日(星期四) 下午2:00 義工：何道明 譚明德 

新界東-沙田
盈暉海鮮酒家(沙田銀城街2號置富第一城商場地下)
日期 10月3日(星期四) 下午2:00  義工：吳士駒 溫衛平

港島區-銅鑼灣
彩福酒家(銅鑼灣告士打道311號皇室堡9樓)
日期 10月10日(星期四) 上午9:30  義工：袁笑娥 姜志誠

九龍西-荔枝角
富臨漁港囍臨門酒家(荔枝角長沙灣道833號長沙灣廣場2樓)
日期 10月25日(星期五)　下午2:00　義工：區志成 李靜雯

新界西-屯門
彩逸軒酒家(屯門兆康苑商場地下103號舖)
日期 11月26日(星期一) 下午2:00   義工: 黎美姿 陳佩芬 

新界東-將軍澳(寶琳站)
煌宴酒家(寶琳新都城3期227-232號舖)
日期 11月28日(星期四) 下午2:00  義工:伍兆倫 蔡意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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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資訊
新會員適應小組
日期: 10月28日、11月4、11及18日(星期一)
地點: 本會中心 時間: 下午2:30-4:30
課程內容包括：
‧造口護理
‧自我評估造口及周圍之皮膚狀況
‧更換造口袋之注意事項
‧飲食注意事項
‧腸塞徵狀及處理方法
‧如何適應新生活
是次課程與香港中文大學護理系博士研究生合辦，
目的是希望在社區上為造口康復病人提供適切的基層醫療上的支援，
歡迎三年內接受造口手術的會員參加。

報名方法: 請致電2834 6096
歡迎新會員到來互相認識!

振業儀器有限公司
即場講解「菊花牌」產品特性，
會員可親身到本會參觀及
索取樣辦試用。

造口用品推廣日
日期 時間 地點 造口用品商 內容

下午
2:30 - 4:30

本會
中心

報名方法：請致電 2834 6096 報名及留位

10月25日
(星期五)

殘疾人士免費乘搭車船日
 

2019年11 月 10 日(星期日)殘疾人士免費乘搭車船日」，
凡持有「殘疾人士登記證」，均可與一名同行照顧者
*免費乘搭各種公共交通工具
*免費參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博物館
*免費享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游泳池設施
*免費遊覽香港濕地公園

卡啦OK聯誼日
日期: 10月8、15、22、29日
      11月5、12、19、26日
時間: 下午2:00-5:00
地點: 本會中心
對象: 所有會員及家屬 
~歡迎所有會員參加~

因應各位會員喜愛不同類型的歌曲，
所以未來卡啦0K會每星期輪流時段唱粵曲和流行曲。
(第一節下午2:00-3:30) 粵曲
(第二節下午3:30-5:00) 流行曲

日    期: 2019年10月30日(星期三)
活動時間: 下午2:00-6:00
集合地點: 海鱻城
         (樂富聯合道198號樂富廣場二期UG2樓U206-U209號舖)  
解散地點: 香港電台
收    費: $40(午膳及去程旅遊巴)
名    額: 18人          
對    象: 所有會員及附屬會員 

參觀香港電台

備註：活動需步行，參加者需視乎個人體力 決定報名   

日    期: 2019年11月28日(星期四)
活動時間: 下午2:00-6:30
集合地點: 煌宴酒家(寶琳新都城3期227-232號舖)
          (與將軍澳寶琳站茶聚同辦)  
解散地點: 官塘地鐵站
收    費: 會員及附屬會員$45、照顧者$55 (午膳及旅遊巴)
名    額: 56人          
對    象: 所有會員、附屬會員及照顧者 

一年一度身體檢查
日    期: 2019年10月31日(星期四)
活動時間: 上午9:30-12:30                 
地    點: 本會中心
活動內容: 量度血壓、*血糖、*膽固醇、脂肪比例、身高、體重等
          如有疑問可即場諮詢護士。
          *凡檢驗血糖及膽固醇的會員請於檢查前2小時停止進食。
費    用: 身體檢查全免 為鼓勵會員定期檢查身體，所有檢查費用由本會及各支持機構贊助。
          茶聚$30
支持機構: 真善美醫護有限公司、康復保醫療用品公司、尚健醫療器材公司、
          香港護士協會
備    註: 1)出席身體檢查的參加者，方可參與當日下午12:30在黃大仙客滿庭茶聚。
          2)會員可攜帶一名附屬會員或一名照顧者。

參觀消防及救護教育中心暨博物館

5

請於11月20日(星期三)前繳費

請於10月23日(星期三)前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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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2019年9月9日 挪亞方舟迎中秋，
當天下午在挪亞方舟遊玩，晚上在黃大仙酒樓享用豐富的中秋晚宴。

此外，特別鳴謝耀陽行動送出福袋給會員們慶賀中秋。

2019年9月12日Doctor Pet動物醫生，
當天有2位動物醫生到協會與會員互動，
並有義工介紹動物醫生的工作。

2019年9月19日 參觀中央郵件中心，
認識了郵差的工作和香港郵局的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