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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景

追求全人腎臟更健康，
而腎病患者有更好的治療和復康生活。

使命

推廣腎臟健康，
並為腎病患者提供支援。

香港腎臟基金會



策略
1.為腎病患者提供治療、服務及援助

2.透過公眾活動和教育項目
教育市民保護腎臟和認識腎臟疾病

3.推動器官捐贈活動

4.推動與腎病相關的研究及活動

5.資助醫護人員深造及培訓

香港腎臟基金會



1:臨床服務

2:腎科專業教育及研討會

3:海外客席教授交流

4:醫護人員獎學金

5:腎科研究基金

6:公眾教育與宣傳

7: 推廣器官捐贈 COVID-19支持基金和計劃

8:病人活動

9: 義工

10:籌募活動

工作及活動項目



基金會的成立有賴社會人士慷慨捐贈。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承蒙李嘉誠先生GBM KBE JP捐贈
面積二千平方呎九龍城會址，

成立全港首間非牟利血液透析(洗血)中心。

香港腎臟基金會



家居血液透析

(家居洗血)

家居自動

腹膜透析

(家居洗肚)

中心血液透析
(中心洗血)

1: 臨床服務

藥物

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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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洗血)治療



沙田賽馬會洗腎中心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
沙田禾輋開設第二間血液透析中心

設置十五部血液透析機
可為七十八位病者提供血液透析

九龍城洗腎中心於一九八一由李嘉誠先生捐贈會址成立。二零一七年因受颱風破壞，
中心停止運作， 全都病人轉往沙田賽馬會洗腎中心繼續接受治療。



病人需由腎科醫生轉介，

每週接受兩至三次血液透析治療。

病人在腎臟基金會資助下，

每次接受治療衹需付約$1100-1200。

臨床服務 (1a) 
血液透析 (洗血中心進行)



腎臟基金會支持醫院管理局

推出之「共析計劃」

利用公私營合作模式，

讓病人可選擇於社區接受血液透析。

臨床服務 (1b) 
醫院管理局「共析計劃」



在夜間自行在家中進行血液透析，每周3-4晚。

臨床服務 (2) 
家居血液透析(家居洗血)



腎臟基金會每月資助病人三千元，

醫院管理局提供消耗品，

病人的費用約為每月港幣$ 3000。

受惠名額可至六十位腎病患者。

第一位病人 2007年8月

臨床服務 (2) 
家居血液透析(家居洗血)



回顧過去 - 血液透析服務

過去 40 年曾為超過600+名病人
提供中心血液透析了。

每年約有20位新病人。

現時共有65名病人接受中心血液透析
及52名病人在家中進行血液透析，

每年提供7000次血液透析。



病者可於夜間在家中自行接駁自動腹膜
透析机接受透析治療。
家居洗肚病者可維持日間的工作，有助
其身心康復及重投社會。

多數的病人買不起一部自動腹膜透析機
（HK$84,000）。 如符合條件（根據財
政評估），香港腎臟基金會免費向患者
提供自動腹膜透析機。

臨床服務(三)
家居自動腹膜透析(家居洗肚)

免費借用自動腹膜透析機。



自動腹膜透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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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去 - 自動腹膜透析服務

自1997年，基金會添置了727部
家居自動腹膜透析機

(捐款或捐贈透析機 - 總值HK$61,000,000) 

已經免費借與1,715名病人使用。
平均時間為 3-4年， 可長達10年。

目前供有558部透析機免費借與病人。

30 /6 / 2020



特別捐款 2019年6月

香港賽馬會捐款一千六百八十萬港元，

支持未來三年購買200台自動腹膜機。

- 140台替換己用了10年的舊自動腹膜機

- 60台新自動腹膜機。



家居自動腹膜透析機 共融互用計劃

• 「共融互用」計劃可使病人以「家居自動腹膜透析」作為透析治療選
項。病者若未能符合本會免費借機計劃的條件，可選擇參予 「共融互
用」計劃。

• 病者需要每月貢獻$2,800予「共融互用」基金，最長為期三十個月。
三十個月後，病者無需再對「共融互用」基金作出貢獻，但可使用自
動腹膜透析機直至病者無需接受自動腹膜透析治療。

• 自動腹膜透析機一般可用上三至四年，最長的可達十年。



• 香港腎臟基金會於2020年1月1 日推出「共融互用」計劃。本會接受一
份善心的捐助，可動用$840,000購買十部「自動腹膜透析」機，同時
香港百特醫療用品有限公司配合捐出五部「自動腹膜透析」機。 2020
年4月，香港腎臟基金會得蒙張靜蘭女仕遺產捐贈$420萬元支持計劃。

• 「共融互用」基金所得的供款是為未來購買「自動腹膜透析」機之用，
每月$2800的供款，為期三十個月便可累積$84,000購買多一部「自動
腹膜透析」機供另一位病人使用。 此計劃是一自給自足的計劃，

• 創始之五百萬元基金可購置六十部「自動腹膜透析」機，估計供款額
可累積達二仟五百萬，為「共融互用」基金增加至280部「自動腹膜
透析」機，提供給400位病人於六年間使用。

家居自動腹膜透析機 共融互用計劃



臨床服務(四)

藥物支援計劃

d

腎臟移植抗排斥藥及

紅血球生成素(EPO)補血針資助

得蒙各藥廠的贊助，累計$9,400,000捐款，
基金會為有需要的腎病患者對自購藥物提供半數資助，

每位病人每年可得$6,000至$24,000金額援助。



合辧機構：
香港腎科學會
醫院管理局

2017

2: 腎科專業教育及研討會





國內外腎科學者及專家到訪禾輋洗腎中心

3. 海外客席教授交流



4. 醫護人員獎學金

自一九九五年設立獎學金資助了二十七名醫生及護士
赴海外腎科學院深造增進經驗。

自二零一三年設立獎學金資助二十名醫生
赴海外參與國際腎科會議及課程。

1995 2017



海外深造獎學金名冊

18/19 余知行醫生 00/01 林萬斐醫生

17/18 關佩玄醫生 99/00 羅學敬醫生

蔡倩雯醫生 詹愷怡醫生

陳 梓醫生 周婉霞女士

15/16 莫明兒醫生 98/99 鄧榮仲醫生

13/14 嚴嘉輝醫生 周植長醫生

13/14 鄺瑋琦醫生 李威廉醫生

12/13 馬錦文醫生 97/98 張欣寧醫生

11/12 陳淑芬醫生 陳婉瑩女士

07/08 李素貞女士 96/97 趙 永醫生

張嬋珠女士 陳麗嬌女士

03/04 陳正傑醫生 95/96 雷聲亮醫生

02/03 周啟明醫生 鄭慶明醫生

熊啟恩醫生



香港腎臟基金會成立研究基金支持
由香港腎科學會每年選出之傑出研究項目。

5. 腎科研究基金



第一屆 香港腎臟日 2001 

公眾講座、健康教育展覽、攤位遊戲及身體檢查(量度血壓)。 旨在喚起市民對腎病的關注

第二屆 香港腎臟日 2004

6: 公眾教育與宣傳



自我風險評估



Hong Kong 

Society Of Nephrology

Hong Kong 

Kidney 

Foundation

第一屆 世界腎臟日在香港 2006

您的腎臟健康嗎？

12.3.2006



第二屆 世界腎臟日在香港 2007

腎病十分普遍而且具傷害性，如及早發覺是可有合適的治療
第三屆 世界腎臟日在香港 2008

奇妙的腎

第四屆 世界腎臟日在香港 2009

為保腎臟好 誓防血壓高
第五屆 世界腎臟日在香港 2010

保護您的腎臟 - 控制糖尿病



第八屆 世界腎臟日在香港 2013

保護腎臟 防止急性腎損傷
第九屆 世界腎臟日在香港 2014

愛長者 防腎病

第六屆 世界腎臟日在香港 2011

齊保腎 同護心

第七屆 世界腎臟日在香港 2012

愛心捐腎 重獲新生



第十二屆 世界腎臟日在香港 2017

肥胖問題生腎病 健康生活保腎康
第十三屆 世界腎臟日在香港 2018

腎臟與婦女健康

第十屆 世界腎臟日在香港 2015

全民腎康 全城響應

第十一屆 世界腎臟日在香港 2016

兒童腎病 及早預防



香港腎科學會香港腎臟基金會

Hong Kong Kidney Foundation

World 

Kidney Day

Hong Kong

第14屆世界腎臟日在香港 2019

「全城參與 維護腎康」



2014年“食好D” – 腎病患者烹飪比賽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
示範製作 『蜜柑釀蝦棗』



2014 發行書籍 – 腎病患者分享故事



器官捐贈行動組-召集人

7a: 器官捐贈





大愛恩人

大愛的精神、永恆的奉獻、 末期器官衰竭病人的恩人

為宣揚正面的遺體器官捐贈，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華永會）與香港腎臟基金會合作，
於2017年7⽉1日推出遺體器官捐贈者「⼤愛恩⼈」計劃。 華永會於將軍澳紀念花園設立「⼤愛恩⼈」紀念牆壁。

遺體器官捐贈者親屬可選擇將捐贈者的骨灰撒放於紀念花園，並由香港腎臟基金會為「⼤愛恩⼈」竪立個⼈紀念牌匾，
表揚他們為末期器官衰竭患者和社會作出的貢獻。



香港腎臟基金會、香港腎科學會、香港泌尿外科
學會、香港移植學會、香港組織相容性及免疫遺
傳學學會，於2019年12月15日舉行「腎移植半世
紀的過去與未來記者會」。
是次活動目的是為慶祝香港過去腎移植的努力成
就，也為未來器官捐贈加強推廣，記者會獲媒體
廣泛報導。

嘉賓：
香港腎臟基金會會長梁智鴻醫生 (首個腎移植團隊醫生)
香港腎臟基金會主席雷兆輝醫生
香港腎科學會代表容震宇醫生
香港泌尿外科學會會長陳樹賢醫生
香港移植學會主席周啟明醫生
香港組織相容性及免疫遺傳學學會創會會長郭少燕醫生



7b: 新冠病毒香港腎友支援行動及基金

二零二零年三月七日

香港腎臟基金會、香港腎科學會及香港腎科護士學會聯合成立“新冠病毒香港腎友支援行動及基金”，
並獲友好機構及藥廠支持，於短時間內籌募一百萬元善款，購買三十萬個外科口罩，

向全港一萬一千多名於公立醫院及慈善團體接受替代治療的腎衰竭病人每人免費派送25個口罩。

捐贈機構: 

百特醫療用品有限公司、

費森尤斯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瑞士諾華製藥(香港)有限公司

費森尤斯卡比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安斯泰來製藥有限公司、

阿斯利康香港有限公司、

德國寶靈家殷格翰(香港)有限公司、

協和麒麟香港有限公司、

羅氏大藥廠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大塚製藥有限公司、

諾和諾德香港有限公司、Lapton E&M Ltd。



醫患同心 疫境同行

ZOOM 在線分享論壇 2020年8月8日星期六 下午2.00-3.30

108 位病友及醫謢人員參與 簡短講座 討論分享 互相支持

主辦單位: 香港腎臟基金會 香港腎科學會 香港腎科護士學會 腎友聯



8. 病人活動



香港泌尿外科學會
香港小兒腎科學會
香港腎科護士學會

香港器官捐贈行動組

各計劃贊助機構

百特醫療用品有限公司
香港安斯泰來製藥有限公司
協和麒麟香港有限公司

羅氏大藥廠香港有限公司
艾伯維有限公司世界腎臟日在香港的贊助機構

9：合作夥伴/義工



9：合作夥伴/義工

香港腎臟基金會
聘用一名全職員工處理

日常行政工作。

基金會的多項工作和活動
全賴熱心義工支持，
包括董事局成員、

獨立人仕
及義工團體。



香港腎臟基金會是-世界腎臟基金聯盟-世界腎臟聯合會的成員

雷兆輝醫生
世界腎臟基金聯盟-世界腎臟聯合會的當選後任總理

ISN/IFKF 世界腎臟日指導委員會項目總監



香港腎臟基金會每年需籌募超過五百萬元
用作資助各項慈善計劃。

10:籌募活動





香港腎臟基金會衷心感謝社會
賢達、有心人士、慈善團體及
商業機構的捐贈與支持。



全心服務腎病患

維護腎康展未來





未來發展

(1) 推廣腎臟健康

預防腎病(糖尿、高血壓)

利用互聯網，採用公共媒體，舉辦講座及

尋找隱者和高危人仕(健康檢查)

(2) 加強對腎病患者的服務

腎病替代治療、預防與復康

家居自動腹膜透析(家居洗肚)

家居血液透析(家居洗血)

透過器官捐贈行動組(大愛恩人)宣傳器官捐贈



懇請支持及捐助

香港腎臟基金會每年需籌募超過四百萬元

用作資助各項慈善計劃。

(1) 資助「血液透析」項目
家居血液透析 (每人每年$36,000)

中心血液透析 (每人每年$25,000)

(2) 自動腹膜透析機借用項目
每部透析機價值$84,000 

(每部機估計可用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