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寄

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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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五開放至晚上 9:00    (8月30日、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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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倫、吳士駒
職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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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開始
接受報名

挪亞方舟迎中秋
日期: 2019年9月9日(星期一)
活動時間: 上午10:30-晚上8:00
集合地點: 本會中心
午膳及活動地點: 馬灣公園–挪亞方舟
活動內容: 集體遊戲、遊覽挪亞方舟、晚宴、抽獎
晚宴及解散地點: 客滿庭
                (黃大仙睦鄰街現崇山商場一樓16號鋪)
收費: 會員及附屬會員$140、照顧者$180(已包車費、午膳及晚宴)

名額: 116人

2019年8月至9月
雙月會訊

香港造口人協會

請於8月28日(星期三)前繳費

澄清

協會收到多名會員反映7月20日會員大會當日收到某會員派發投訴信件及
於Whatsapp和微信傳遞該些信件，更有會員誤會該些信件由協會發出。

協會特此作出以下澄清：

希望各會員維護協會互助互勉的良好氣氛及聲譽，請勿以訛傳訛，
避免助長負面風氣。　

鳴謝: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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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畫等），
歡迎致電2834 6096聯絡職員。

1.該些信件及訊息並非以協會名義發出，事前亦沒有獲協會同意派發。
2.按照本會會章，任何年齡的普通會員（包括現有造口人士、駁回造口
  人士）均有參選權及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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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星期一)

訂購日期 領取日期

8月12至13日 8月19至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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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及7月獲轉贈造口用品之人士，需留待10月及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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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使更多會員享用到服務。

豬油膏

床邊袋、透氣敷料、灌腸劑，保護噴霧、防漏膏、尿片(大碼)

13945二件裝(50mm)
13975二件裝(50mm)
15570一件裝(10mm)
5985一件裝(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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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65一件裝(25mm)
416718一件裝(20mm)
416419二件裝(57mm) 1盒
22771一件裝(19mm)
22766一件(32mm)

8614一件裝(32mm) 窩形(少量)
14104二件裝(70mm)

REF803-25(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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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803(45mm) 1盒
411802(45mm) 1盒
413181(45mm)窩形
125265(57mm)
413154(38mm)

請致電2834 6096與本會職員登記。

Alcare
(菊花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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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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五

下午 2:00-5:00

晚上 6:3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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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口用品咨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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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及
19年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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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81一件裝(20mm) 少量

10025(50mm)

416700一件裝(20mm)
416701一件裝(20mm) 1盒
416709一件裝(35mm) 1盒
401523二件裝(57mm)
401527二件裝(57mm)
416706一件裝(30mm)

401541二件裝(57mm)
64927一件裝(19mm) 1盒
401539二件裝(38mm)1盒
401549二件裝(45mm)1盒

2 *歡迎會員主動聯絡本會要求探訪，本會將盡快安排。

1. 屯門及元朗

2. 深水埗

6. 沙田

7. 西貢

8. 港島南區

9. 觀塘

3. 黃大仙

4. 荃灣及葵青

5. 油尖旺及九龍

7月上門家訪

將會探訪的地區

5月

7月

已探訪的地區

10.北區及大埔
東區及灣仔

本會6-7月已電話訪問約20位中西區及離島的會員，關懷他們的最新情況，
並於7月4日(星期四)上門探訪2名會員及照顧者，將關懷帶給他們。
8-9月我們將會慰問及探訪屯門及元朗區的會員及照顧者，希望到時可以見到你啦！

挪亞方舟迎中秋
日期: 2019年9月9日(星期一)
活動時間: 上午10:30-晚上8:00
集合地點: 本會中心
午膳及活動地點: 馬灣公園–挪亞方舟
活動內容: 集體遊戲、遊覽挪亞方舟、晚宴、抽獎
晚宴及解散地點: 客滿庭
                (黃大仙睦鄰街現崇山商場一樓16號鋪)
收費: 會員及附屬會員$140、照顧者$180(已包車費、午膳及晚宴)

名額: 116人

中西區及離島

鳴謝: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Dansac
(丹麥寶)

1758二件裝(50mm)
11855二件裝(50mm)
1757二件裝(40mm)

XTC713一件裝(13mm)

14104(7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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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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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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倫、李影雪
報名方法：請致電2834 6096留位

基督教聯合醫院 「腸樂之道」分享會
日期：2019年8月16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4:30
地點：基督教聯合醫院Q座2樓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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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淑馨
報名方法：請致電2834 6096留位

醫院分享會及講座

匯寶醫療用品配套
有限公司

即場講解「新康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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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7日
(星期五)

         新會員迎新會
日期: 8月31日(星期六) 
地點: 協會活動室 時間: 下午2:30-4:30
內容: 互相認識、交流造口護理經驗、遊戲及茶點
對象: 三年內曾接受造口手術之人士及照顧者
報名方法: 請致電2834 6096
歡迎新會員到來互相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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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節日安排
9月13日(星期五)的開放時間
改為上午9:15至下午1:00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青
山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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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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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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1日(星期三) 下午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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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5日(星期四) 下午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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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5日(星期四) 上午9:30  

新界西-屯門
金海漁港酒家(屯門兆康苑商場地下103號舖)
日期 8月26日(星期一) 下午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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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6日(星期五)　下午2:00　

8月及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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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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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9日(星期四) 下午12:30 

         招募義工新力軍
協會一直透過不同類型的義工工作支持同路人，
歡迎各位會員成為義工新力軍，協助造口會服務同路人!
如有興趣加入義工行列，歡迎報名出席義工訓練:
日期: 9月18及25日(星期三)
時間: 下午2:30-4:30 
地點: 協會活動室 
內容: 互相認識、認識協會義務工作、探訪技巧
報名方法: 請致電2834 6096

參觀中央郵件中心

請於9月12日(星期四)前繳費

日期: 2019年9月19日(星期四)
活動時間: 上午10:00-下午14:00
集合地點: 本會中心   
午膳及解散地點: 黃大仙百好名宴
對象: 所有會員及附屬會員 
收費: $30(午膳及旅遊巴)
名額: 23人           

康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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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資訊

卡啦OK聯誼日
日期: 8月6、13、20、27日
      9月3、10、17、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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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月會
日期: 9月26日(星期四)
時間: 下午2:30-4:30
地點: 本會中心
題目:「陪著你走――痛與苦」 
講者: 生命熱線社工
內容: 講座、生日會
報名方法: 請致電2834 6096報名及登記。
備註: 8-9月生日的會員如出席9月月會，可獲贈餅卡壹張以示慶祝，請預先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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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tor Pet 動物醫生
動物醫生 ( Doctor Pet ) 致力推行動物輔助活動和動物輔助治
療，為病人及有需要人士帶來生理和心理的健康療效。

日期: 2019年9月12日(星期四)
活動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本會中心
名額: 25人

日期: 2019年8月22日(星期四)及
      2019年8月29日(星期四)   
時間: 下午2:30-4:30
地點: 本會中心   
對象: 所有會員及附屬會員
內容: 由本會義工教導會員製造小禮物送給新會員及被訪者。

               

興趣班 - 愛心小禮物班

 費用全免!

~歡迎所有會員及附屬會員參加~

2019-2021年度當選執行委員名單

主席 
吳士駒

(本地對外組長)

委員
譚明德

(地區網絡副組長)

委員
余光明

(本地對外副組長)

財政
吳淑馨

(家訪組長、財政組長)

委員
伍兆倫

(地區網絡組長)

秘書
梁健康
(會訊組長)

常委會委員
曾文強
(康樂組長)

內務副主席
何道明

(新會員組長)

委員
温衛平

(康樂副組長)

委員
黎美姿

(家訪副組長)

委員
李靜雯

(新會員副組長)

委員
周寶雲

(會訊副組長)

常委會委員
雷蘭歡

(醫院服務副組長)

委員
梁振保

委員(名譽顧問)
朱建華醫生

委員(名譽顧問)
彭澤厚護士

委員(名譽顧問)
陳麗玲姑娘

外務副主席
李影雪

(中國及海外組長、醫院服務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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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0日 2019年度會員大會暨選舉及聯誼晚宴，
有過百名會員參與投票，多名顧問、友會嘉賓及照顧者出席見證新一屆執行委員會成立，

晚上會員更移師到酒樓聚餐聯誼。

活動花絮

2019年5月23日 元朗、流浮山一天遊，
當天參觀「大夫第」認識了傳統華南士紳階級府第建築，
之後到流浮山享受豐富的海鮮午餐，最後還參觀恆香餅廠了解餅廠運作。

2019年6月20日參觀民航處，
認識了民航處的工作和香港航空業的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