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0 活動開始

10:32 致歡迎辭 香港腎臟基金會主席雷兆輝醫生 BBS MH JP

香港腎科學會主席周啟明醫生

香港腎科護士學會主席李潔芬護士

10:37 嘉賓致辭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教授 BBS, JP

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高拔陞醫生 JP 

10:47 尋四隱患匯報 主持: 鄭玉麟醫生, 醫生周啟明醫生, 李潔芬護士

李俊生醫生, 馮加信醫生, 黃思豪醫生, 葉逸軒醫生, 宋嘉明護士, 尹慧詩護士

鳴謝領展 領展社區關係總經理吳鴻揮先生

10:57 高少少啫不是問題？ (快閃劇場 ) 

周啟明醫生, 周植長醫生, 吳傑聰醫生, 潘家欣醫生, 陳耀恆醫生, 

袁仕傑醫生, 陸頤醫生, 區詠雅護士, 陸偉莊護士, 李淑恆護士

11:06 健康護腎貼士 (降低患上腎病的風險 8項黃金法則)

- 香港腎臟基金會會長梁智鴻醫生 GBM, GBS, JP

- 香港腎臟基金會贊助人余宇康教授 SBS

- 亞太腎病學會會長鄧智偉教授

- 醫院管理局聯網服務總監鄧耀鏗醫生

- 醫院管理局中央腎臟委員會聯合主席雷聲亮醫生

-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健康促進處主任何理明醫生

- 衞生署推廣體能活動專責小組副主席雷雄德博士

- 腎友聯主席許麗華女士

11:15 大合照

11:20 健康生活 - 郁多D  食醒D  全城起動

衞生署署長林文健醫生 JP

(i)  推廣「日行萬步」衞生署推廣體能活動專責小組主席雷兆輝醫生及副主席雷雄德博士

(ii) 推廣「十分鐘活力操」 張偉玲物理治療師

(iii) 不再油鹽 (原曲:不再猶豫)  St John band

蔡中銘醫生, 蔡振興醫生, 麥肇敬醫生, 劉子榮醫生, 傅惠霖醫生, 劉業光醫生, 胡曉峰醫生

(iv) 鄧智偉教授 - 最佳拍檔 WKD版 (原曲: 最佳拍檔)

11:40 鳴謝 儀式結束

11:50   與觀眾一起唱歌 12.10    活動結束

MC:   伍妙敏女士 車淑梅女士

主禮嘉賓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教授 BBS, JP

衞生署署長林文健醫生 JP 
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高拔陞醫生 JP

2023年3月5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半至中午十二時

赤柱露天廣場

活動手冊二維碼

https://hkkf.org.hk/zh/wkd2023-c/

https://hkkf.org.hk/zh/wkd2023-c/


「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畫」
針對未知道自身有患病風險的隱形患者。

現時本港超過一百萬已診斷的尿病及高血壓患者，
有三分一人診斷時已經發覺有併發症
如中風、心臟病等，需要接受專科治療。
他估計現時仍有一百萬名隱性患者，
希望透過計畫盡早找到他們。

香港2023年世界腎臟日焦點
健康護腎 尋四隱患

(1) 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
積極活動 (運動, 步行)

適當飲食（食醒D, 食好D)。

(2) 及早發現非傳染性疾病, 
找尋隱形非傳染病患者。

(3 及早打理及(達標)治療非傳染性疾病,
減少危害和並發症。

(4) 健康的身體，健康的腎臟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教授 BBS, JP
(12.2022)

香港末期腎衰竭病人
香港醫院管理局過去一年有1,466新末期腎衰竭症接受腎功能替代治療

糖尿病 51%, 腎小球炎 20%, 高血壓/腎血管病 10%

全港每年大約有1,600新末期腎衰竭症
全港大约有 12,400末期腎衰竭症病人

*資料取自香港醫院管理局香港腎病註冊，31/12/2021（包括了90-95% 在香港的病人）







2023 年 2 月 4-19 日（3 個週末）
在領展的 5 購物中心

引起市民關注‘隱性患者’的問題
為1661名香港市民進行簡單的健康篩選檢查

高血壓、糖尿病、血脂和體重指數

年齡：平均 65 歲，中位數 65 歲，15-99 歲
男性 31%，女性 69%

血壓

收縮壓≥140 或

舒張壓≥90

43%
(708)

56%

之前並不知道

隨機血糖 ≥9 mmol/l 18%
(295)

68%

之前並不知道

隨機血糖 ≥11.1 mmol/l
7%

(113)

50%

之前並不知道

隨機血總膽固醇 ≥5.2 mmol/l 50%
(826)

73%

之前並不知道

體重指數≥23 54%
(930)

36%

不覺超重或肥胖



2023 年 2 月 4-19 日（3 個週末）
在領展的 5 購物中心

引起市民關注‘隱性患者’的問題
為1661名香港市民進行簡單的健康篩選檢查

高血壓、糖尿病、血脂和體重指數

年齡：平均 65 歲，中位數 65 歲，15-99 歲
男性 31%，女性 69%

鳴謝提供場地



28%



1 - 尋找四隱者

2 - 血壓少少高不是問題？錯的

3 - 血糖少少高不是問題？錯的

4 - 膽固醇少少高不是問題？錯的

5 - 體重少少過重不是問題？錯的

6 - 不常做運動不是問題？錯的

7 - 小便少少不正常不是問題？錯的

快閃劇場
高少少啫不是問題？

錯的,是問題!

7個30秒健康教育短片
將於2023年在TVB播出

鳴謝德國寶靈家殷格翰(香港)有限公司

周啟明醫生, 周植長醫生, 吳傑聰醫生, 潘家欣醫生, 陳耀恆醫生, 
袁仕傑醫生, 陸頤醫生, 區詠雅護士, 陸偉莊護士, 李淑恆護士





謢腎8招

1. 勤運動 衞生署推廣體能活動專責小組副主席雷雄德博士

保持健康和活躍

可以幫助你維持理想體重和血壓，減低患上慢性腎病的風險。

「腎臟健康在行動」的概念是呼籲全球公眾、知名人士及專業人士集體參

與，透過在公眾地方步行、跑步及騎單車。大家何不跟他們一起，選擇自

己合適的方式一起行動。

2. 食醒啲 香港腎臟基金會會長梁智鴻醫生 GBM, GBS, JP

健康飲食 保持體

重健康飲食有助維持理想體重，減低高血壓，預防糖尿病、心臟疾病及其

他引致慢性腎臟疾病的成因。減少攝入鹽分，建議每天鈉的攝取量約五至

六克鹽。這包括你所進食所有食物的鹽份量（約一茶匙）。

嘗試減鹽可以減低外出用膳及切勿在食物上加鹽，較易做到控制鹽分的最

佳做法是自行用新鮮食材煮食。

3. 控血糖 香港腎臟基金會贊助人余宇康教授 SBS

定期控制血糖水平

半數糖尿病患者個人並不知情，因此大家必須在日常身體檢查做血糖數值

測試，尤其是中年及長者。

半數糖尿病患者會引發腎臟受損，若糖尿控制得好可以避免或減慢對腎臟

的損害。定期抽血及驗小便作監察。

4. 控血壓 亞太腎病學會會長鄧智偉教授

監測你的血壓

半數高血壓患者個人並不知情，因此大家必須在日常身體檢查做血壓檢測，

尤其是中年及長者。

高血壓會引發腎臟受損，尤其是同時患有糖尿病、高膽固醇及心血管疾病

等，若控制好血壓亦都可以降低腎病危機。

正常血壓應維持120/80。當隨機兩天量度血壓的上壓是或大於140；下壓是

或大於90，根據世衛指標，血壓持續維持高水平尤其是年輕人，必須見醫

生討論箇中危機，有必要就生活方式作出調節及使用藥物治療。



5. 多飲水 醫院管理局聯網服務總監鄧耀鏗醫生

保持健康的水份攝取量

合適的水份攝取量因人而異，視乎多個因素包括：運動、天氣、健康狀況、

懷孕及母乳餵哺。一般而言，健康水份攝取量對健康人士在正常天氣應是

八杯（約兩公升）。

因應天氣的嚴重變化，水份的攝取量需作調整。患有腎臟、心臟或肝臟疾

病的患者則需要注意水份攝取份量的調整，應向醫生查詢個人所需的水份

攝取量。

6. 勿吸煙 醫院管理局中央腎臟委員會聯合主席雷聲亮醫生

不要吸煙

吸煙會影響血液流向腎臟，當血液減少到腎臟會降低腎功能的正常運作。

吸煙亦會增加腎癌高達50%。

7. 慎成藥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健康促進處主任何理明醫生

不要經常服用非處方藥物

非處方藥物例如非類固醇消炎藥和止痛藥，若經常服用會傷腎。

若腎臟病患者或腎功能轉差的人，只要服用少量此類藥物會傷腎。

任何疑問，請向醫生或藥劑師查詢。

8. 須驗腎 腎友聯主席許麗華女士

如果你有一個或多個高危因素，請檢查自己的腎功能

·  你患有糖尿病

·  你患有高血壓

·  你屬於肥胖

·   你的家族有腎臟疾病歷史



推廣「日行萬步」
衞生署推廣體能活動專責小組

主席雷兆輝醫生及副主席雷雄德博士

https://10000stepsaday.hk/

https://10000stepsaday.h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0jGGI11_gc

張偉玲物理治療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0jGGI11_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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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油鹽 (原曲:不再猶豫)
曲：Beyond

詞：廖匡平 / 麥肇敬
St John band-

蔡中銘醫生, 蔡振興醫生, 麥肇敬醫生, 劉子榮醫生, 
傅惠霖醫生, 劉業光醫生, 胡曉峰醫生

20

時常食野愛油鹽食到超標不太掂

減磅靠決心吃喝要改變

如能避免去落油驟眼腹肌多兩舊

減磅要戒口運動要足夠

欲撇甩三高清清淡淡先至好

若覺得口寡加蔥蒜落下醋 喔我要我身體壯健

今天起我決定減磅全力避免油鹽

喔喝下普洱解下膩 健康戒掉油鹽

身體好咗煥發的美態不得了

從前食野愛油鹽 食到超標不太掂

減磅靠決心吃喝要改變

如能避免去落油 驟眼腹肌多兩舊

減磅要戒口運動要足夠

欲撇甩三高 清清淡淡先至好

若覺得口寡 加蔥蒜落下醋 喔我要我身體壯健

今天起我決定減磅 全力避免油鹽

喔喝下普洱解下膩健康戒掉油鹽

身體好咗煥發的美態 不得了

喔喔喔 今天起我決定減磅全力避免油鹽

喔喔喔 健康戒掉油鹽身體好咗煥發的美態不得了



最佳拍檔 WKD版

(原曲: 最佳拍檔)

鄧智偉教授 -

你名叫「KM」你名叫「Maggie 」你名叫「SF」，
最關注病人，平易近人清新開朗，

我名叫 Sydney，最關注Kidney，最佳拍檔。

咖啡你沖水，我加奶落糖，你洗衫我將Ｄ衫燙。

你分配資源，我俾晒patients，最佳拍檔。
有乜野Crisis，我都會不妨，拋開顧忌坐低講，
我需要支援，你吔梗會支持（係咪呀？）

點樣辛苦都冇相干。

你晌我身邊，我不再徬徨，兩家一對膽都壯，
你一切擔當，我可以心安，最佳拍檔。

你有乜野problem，我請你不妨，
拋開顧忌坐低講，

你需要幫忙，我哋梗會幫忙 (唔使驚呀）
點樣辛苦都冇相干。

我晌你身邊，你不要徬徨，兩家一對膽都壯，
我一切擔當，你不要驚慌，最佳拍檔，
我地係最佳拍檔，永遠係最佳拍檔。



糖分過高 (原曲:同步過冬)

曲：方樹樑詞：麥肇敬 / 若⼦

行街到處食飯外⾯吃每一餐

選菜式飲品落單的瞬間

學會防範糖分亦都可以減要食到安樂茶飯

改變成習慣知道就別懶

甜品也有上限份量你要識揀

請記得忍⼝絕不可以貪

別說太艱難若後果可更慘領略到選擇平淡

改變成習慣知道尚未晚

糖分過高⻄多奶茶蛋糕

不管身體多重

也別要被誘惑美味的甜品操縱

⼀掃⽽空味蕾罷工

身體失控惡疾存在暗湧 喔

糖分過高增磅有目共睹

阻止身體超重我願我共你亦記住這健康指數

走向成功可愛面孔

他朝身體仿似不變老



從此戰勝局限運動你已搵啱

三角肌腹肌效果轉眼間

近況確非凡定目標不懶散抱定決心做模範

改變成習慣感覺特別讚

糖分過高⻄多奶茶蛋糕

不管身體多重

也別要被誘惑美味的甜品操縱

⼀掃⽽空味蕾罷工

身體失控惡疾存在暗湧喔

糖分過高增磅有目共睹

阻止身體超重我願我共你亦記住這健康指數

走向成功可愛面孔

他朝身體仿似不變老

糖分過高⻄多奶茶蛋糕

不管身體多重

也別要被誘惑美味的甜品操縱

⼀掃⽽空味蕾罷工

身體失控惡疾存在暗湧喔



壯志驕陽
作詞：陳少琪 作曲：Kan

今天不怕路遠來為我一生打算
這一刻你別心酸和你兩心分開不遠
天空光線耀眼來預告光陰璀璨

這一刻遠赴他方容我揭開新的界限
引來驕陽伴我心高飛編織理想

像片風孤單飄身遠洋
憑你眼光照路途上 OH...OH...

願某天一起編織理想
願某天彼此心中太陽

仍似這刻熾熱明亮 OH...
天空廣闊萬里浮現我思海的你

再叮囑歲月風飛
仍要我等他鄉某天再會你

引來驕陽伴我心高飛編織理想
像片風孤單飄身遠洋

憑你眼光照路途上 OH...OH...
願某天一起編織理想
願某天彼此心中太陽

仍似這刻熾熱明亮 OH...
飛機將降落了全沒法掩飾的笑

我手中你贈的錶提我愛惜一分一秒
天空廣闊萬里浮現我思海的你

再叮囑歲月風飛
仍要我等他鄉某天再會你

再叮囑歲月風飛
仍要我等他鄉某天再會你

























在線腎臟健康及腎臟疾病的知識
我講你講 與腎同行

腎智台系列二

https://hkkf.org.hk/zh/kidneytalk2/

重溫節目

重溫節目

https://hkkf.org.hk/zh/kidneytalk2/


https://hkkf.org.hk/zh/hk-recips/

https://hkkf.org.hk/zh/hk-recips/


https://hkkf.org.hk/zh/main-c/

https://hkkf.org.hk/zh/main-c/


香港腎科護士學會
https://www.hkarn.com

香港腎科學會
https://www.hksn.org

https://www.hkarn.com/
https://www.hksn.org/


鳴謝

德國寶靈家殷格翰(香港)有限公司

暉致香港

香港安斯泰來製藥有限公司
阿斯利康香港有限公司

費森尤斯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協和麒麟(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大塚製藥有限公司

百特醫療用品有限公司
拜耳醫療保健有限公司

美國禮來亞洲公司
費森尤斯卡比香港有限公司

葛蘭素史克有限公司
賽諾菲香港有限公司

瑞士諾華製藥(香港)有限公司

領展
The GULU

Hi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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