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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治疗让我更有
信心到处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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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春的颈椎和下腰椎不幸退变。这是两个

最容易病变、引发椎间盘疾病的部位。自从患
上了该疾病后，万春就一直遭受着慢性疼痛、
手脚麻痹无力、反射神经放缓，以及肌肉僵硬
酸痛等一系列的病症所侵扰。不仅如此，他还
经历了数次将金属植入脊椎的手术。医生曾告
诉他，如果他当初没有进行手术，现在全身瘫
痪的可能性很大。
尽管如此，万春手脚和颈项的灵活度都受到严
重局限，还伴随着巨大的疼痛，让他行动起
来十分艰难。雪上加霜
的是万春需要每个月13
次来往于四美的洗肾中
心，每一次对行动不便
的他来说都是一项严
峻的挑战。

通过职能治疗改善健康
物理和职能治疗被证明能有效减轻颈项和背部
疼痛。万春在开始洗肾的时候，很高兴地发
现了NKF为病人提供的职能治疗计划，于是即
刻申请加入，并从去年3月起，每个星期二在
NKF总部接受复健疗程。通过锻炼，万春的颈
项逐渐灵活起来，肌腱力量也变强了，他原本
软弱无力的右手更是有了显著的进步。比起刚
来到NKF时甚至无法独自站立的状态，如今的
万春经过多月不懈的锻炼，体能状况正在不
断地好转。他稳健地走在康复之路上，疼痛不
再，烦恼亦然。

不停服用止痛药和频繁的膀胱感染本来就对万
春的身体造成了不小的负荷。随着年岁增长，
他更是深感体力大不如前。这名70岁的前健
身教练终于在2年前被诊断出有脊椎问题，还
因此患上了肾衰竭，令他不得不开始洗肾的日
子。

生活更自主
在建屋局推出的“乐龄易计划”
（Enhancement for Active 
Seniors, 简称EASE）下，NKF的
职能治疗师谭甲伟帮助万春取得
津贴，在家中安装了扶手，让他
能够更容易、更安全地在自己家
里四处走动。如此一来，面对日
常生活中的一些事，万春都能亲
力亲为，无需依赖家人。虽然生
活上独立性变强了，但与太太、 
儿 子 和 8 岁 可 爱 小 孙 儿 一 起 居
住的万春正值含饴弄孙之年，
仍会时不时乐得坐享小孙子为他倒茶递水的 
“爱心服务”。

鼓励其他病人
万春深刻了解到职能治疗的益处，因此经常鼓
励洗肾中心的其他年长病人也加入治疗，提
高他们的体能，尤其是那些还患有并发症的
病人。他说：“如果什么都不
做，任由身体功能衰退下
去，他们将会觉得人生
毫无意义。职能治疗能
帮助他们活得更久更
开心。” 

我能更好地

生活 知多
一点点

掌控自己的

职能治疗的好处包括：
• 提高安全性和病人在家中的自我护理能力
• 降低跌倒的风险，并在病人不幸跌倒的情 
 况下为其提供有效护理，避免不必要的住 
 院和身体功能衰退
• 强化并保持病人的肌肉力量、平衡感、 
 协调性以及身体对一般活动的耐受力
• 鼓励病人走出家门，参与社群，重新拾起 
 对生活的热忱
• 教育和培训护理人管理并最佳发挥自己的 
 能力，从而减少他们的压力
• 了解病人的需求并协助他们申请资金添置 
 辅助器材，如轮椅、助行器和电动滑板车 
 等

contact_us@nkfs.org

1800-KIDNEYS (5436397)

欲知更多职能治疗相关信息， 
请与我们联系

职能治疗的成效真的 
很棒！我每个星期都 
很期待来接受为我制
定、没有风险的治疗。

唐万春

NKF旗下的“职能治疗计划”针对患者的个

人需要，为他们规划复健进度，帮助患者提

高生活质量和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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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岁的蔡秀芳拥有超过25年的医疗经验，

目前在NKF担任资深护士经理一职。她以尽心
尽力的服务态度，打动了许多病人，与他们建
立了亲密的关系，其中之一便是42岁的病人
刘楚贤。
楚贤年仅17岁的时候就患上了红斑狼疮，导
致肾衰竭。她在4年前开始在NKF洗肾，并在
那时遇到了秀芳。据秀芳回忆，初到洗肾中心
的楚贤态度别扭，不听劝，是个很难相处的病
人。秀芳举例说：“有一次，她坚持洗肾中心
的椅子很肮脏，每次都一定要我们把椅子擦干
净才愿意坐下来接受洗肾治疗。诸如此类的种
种举止给我和团队带来了不少挑战。”

NKF护士团队与卫生部政务部长徐芳达（图中央） 
和新加坡保健集团总裁黄瑞莲教授（左起第3） 

合照。NKF还摘下了其它8个奖项。楚贤的态度出现180度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发
生在她又一次入院之际，秀芳给了她“惊喜”
的探访，还带来她爱吃的食物。楚贤说：“自
从患上红斑狼疮以来，我就时常进出医院，那
还是第一次有护士这么关心我，为我着想。

打动病人心灵
受到感动的楚贤于是开始暗中观察秀芳与其他
人的互动，结果发现秀芳真的非常关怀病人，
因此便向她敞开了自己的心房。久而久之，两
人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小10岁的楚贤
还亲密地称呼秀芳为“大姐”，让人很难想象
她曾是护士们眼中的“叛逆病人”。

由于楚贤怕痛，因此不希望每次洗肾时，护士
在手臂不同部位插针。秀芳得知后，特地为她
安排了另一种插针方法，让每一次的插针都入
同一个针孔，这样就能能减少楚贤的疼痛。 NKF的一组护士成功地将5间洗肾中

心的血管通路感染率在短短一年里
从7.14（每100病人月）减至1.23 
— 远远优于2.31的平均值。这项 
成就为她们赢得了医疗行业的最 
高荣誉之一: “2016新加坡健康 

素质服务奖”。

*红斑狼疮症是一种自体免疫慢性疾病。 
患病者自身的免疫系统变得极度活跃， 
乃至攻击体内健康正常的细胞，这可 
导致一系列的病症如发炎红肿以及关节、 
皮肤、血液、心肺和肾脏受损。

病人叫我

“大姐”“大姐”
当我洗肾感到寒冷时， 
她还会替我按摩，一直 
鼓励我，让我深受感动。
刘楚贤

新加坡健康素质服务奖

病人的生活素质
致力提升

为更多病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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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膜透析社区支援计划

“我 
7岁的时候就有尿路感染的问题，因此经常发烧

入院，小时候我还做过一项脊椎手术。频繁的尿道感染
也使我的肾脏渐渐失去了功能，住院成了家常便饭。本
来医生告诉我最迟撑到18岁时就得洗肾，但我足足将洗
肾延迟了10年，一直到2015年才开始。这可能是因为我
长大后会注意饮食健康，也时常运动，从而缓和了肾衰
竭的速度。

保持乐观的态度
另一个没有让我的病情迅速恶化的原因可能就是我始
终保持着乐观的态度。我看过很多病人比我更不幸，
有些人甚至没法走动或者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我还
能过正常人般的生活，可说是很幸运了。

每晚居家洗肾
我选择腹膜洗肾，这样就能每天晚上自己在家
里做，每个晚上只花大约 7个半小时。腹膜洗
肾十分方便，让我能拥有灵活的生活方式，唯
一需要注意的就是要严格保持家里卫生环境，
以防受感染。
由于患上肾病，我毕业后要找工作并不顺
利。但我认为天无绝人之路，总会找到办法
的。我从小就对唱歌感兴趣，因此便决定唱
歌台来赚钱，现在我也找到了一份销售员
的兼职。接下来，我还会接受楷博学院的
奖学金，修读文凭课程来提升我的技能。
我很幸运能在经济上获得NKF的帮助，
去年还荣获了他们颁发的“微笑与鼓
励勇士奖”。”

Gives Me

欲获得更多讯息与协助， 
请联络我们

pd.support@nkfs.org

1800-KIDNEYS (5436397)

一种可以轻松在家进行的洗肾治疗

不需要插针，因此过程无痛

更温和的治疗， 
因此饮食限制和副作用较少

腹膜透析是一项更便
捷和更具弹性的疗程。
只需要注意维持环境
卫生以防感染即可。

黄瑞君，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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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膜透析让我的生活

更为自由
你知道吗？

腹膜透析是…

我没有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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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膜透析



做饭时记得：

• 以烧烤、烘或蒸的方式来准备食物， 
 尽量避免油炸
• 使用天然的香料来调味，而不是 
 高汤块和人工调味料
• 使用较为健康的食油，例如菜籽、 
 葵花籽或花生油 
 
外出吃饭时记得：

• 不要吃鸡肉的皮和肥的部位
• 吃椰浆饭只选择一种油炸的食物， 
 并要求更多的蔬菜
• 选择汤面而不是干面，因为前者含 
 盐较少

世界 脏日 是一项全球运动，旨在提高人们的肾脏健康意识，降低肾病的病发率。 
今年的3月9日便是世界肾脏日，主题为“肾病与肥胖症”，探讨肥胖症和慢性肾病的关联及预防。

来源：保健促进局

体重 (公斤) 

身高 (米) x 身高 (米)

=  BM I
25 – 29.9 18.5 – 23 ≥ 30 

低风险 中度风险 高风险

我如何知道自己是否超重/患有肥胖症？ 

肥胖症可致命！

来源：全国健康调查报告2010

9.5%12.1%

患有肥胖症

• 搭巴士时，尽量在目的地前一站下车， 
 走完剩余的路程
• 久坐后不妨做些简单的拉伸运动
• 楼层不高的话，选择爬楼梯， 
 不使用电梯
• 外出午餐时，走远路去餐馆
• 看电视时可以顺便做脚部运动或 
 举重运动
• 每星期快走、跑步 
 或游泳3次，每次 
 至少15分钟

如果摄取的热量超过消耗的热量，体重就会增加并可能导致肥胖症

肾病与

肥胖症 身体质量指数

预防肥胖症的 大诀窍
随时随地运动起来 注意饮食均衡

每 9名18至69岁的新加坡人中， 1 人患有肥胖症

超重/ 
肥胖症

热量燃烧热量摄取 
（卡路里消耗）

肥胖症可导致

148

糖尿病 和 高血压， 肾衰竭的2个主因。

08 09

教育与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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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于2016年11月19日在IMM
举办的慈善嘉年华上推出了全新
的“NKF之友”会员卡。会员卡将
能为我们的捐助者提供独家折扣和
优惠，回报您对我们一直以来的鼎
力支持。
 “NKF之友”会员卡将于近期内寄给
您，敬请期待！

我们在2016年12月10日和11日的
诺维娜广场（Velocity@Novena 
Square）举办了一场独一无二的 
活动，通过邀请公众骑固定运动脚
踏车(stationary bicycle)来鼓励
他们积极运动。这项大型活动吸引
了约800人参与，共同创下了高达
20,000公里的壮举。

感 谢 梁 智 强 导 演 与 其 友 人 ， 
Futuristic Store Fixtures 私人有
限公司的执行理事 David Low，
我们才得以再次邀请长期以来支
持我们的各界善翁免费观赏这部
贺年喜剧《遇见贵人》。电影观
赏会于 2017年2月9日 在武吉士
FilmGrande举行。

2017年度NKF慈善抽奖 
第一奖：价值10,000元的现金礼券 
第二奖：价值5,000元的现金礼券 
第三奖：价值2,000元的现金礼券 
50份安慰奖：每份价值100元的现金礼券

抽奖日期 ：2017年4月28日 
时间 ：下午3点 
地点 ：NKF Centre 
  81 Kim Keat Road 
  Singapore 328836

即刻捐款！ 
www.nkfs.org/event/ 

nkf-donation-draw-2017

我们将通过电话通知中奖者。中奖者需携带固本
和身份证以领取奖品。中奖名单将于2017年5月

8日刊登在TODAY报纸和www.nkfs.org。须受
条款及细则约束。

有兴趣成为我们的伙伴之一？ 

请与林嘉敏 (shawna.lam@nkfs.org) 
联系，获取更多信息！

Members of Tote Board Group

每张

$2
一本

$20

之友

之友

为肾脏病人伸出援手
赋予他们生命的希望!

参与NKF慈善抽奖， 

购买彩票，就有机会 

赢取现金礼券 ！（不可扣税）

社区伙伴



年 
长者跌倒，后果和代价往往很严重。年龄越大，年长者跌倒的风险也就越高。每次跌倒

后，因为各种因素如肌肉萎缩和反应迟缓导致再次跌倒的几率也会随之上升。NKF的病人中，半
数为65岁以上的年长者，其中还有许多人患有多重疾病，若是跌倒了，就会引发许多问题，例
如生活质量下降、心理受到影响，以及无法去洗肾中心等等。
基于有必要提高年长病人的预防跌倒意识，NKF与国家福利理事会和SG Rehab联手推出“社区
预防跌倒意识计划”，鼓励病人在防跌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一起打造一个安全、零跌倒的居家
环境。这项计划会由志愿者领导，帮助年长病人辨识家中可能会导致跌倒的潜在风险并作出修
正，从而减少跌倒事故。

博恩教会对很多NKF的病人和护理人员来说，已经成为
一个熟悉亲切的名字。博恩是新加坡东区的社区伙伴，
同时也为NKF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自2010年起便慷慨好
施，从多方面协助病人过上更好更健康的生活。在我们
的社区预防跌倒意识计划中，来自博恩的志愿者们也依
旧不遗余力地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帮助病人减少跌
倒的风险。

志愿者们正在接受培训， 
以更好地执行他们的工作

病友代表们已准备好向年长病人 
传播防跌的重要性

NKF的长期社区伙伴博恩教会也
积极参与，在培训中通过角色扮

演来学习如何提倡防跌意识

欲知更多详情，或有意成为我们的社区伙伴，请电邮至 volunteer@nkfs.org 联络我们！

博恩的教友踊跃报名当义工，支持NKF的社区预防跌倒意识计划。
他们不惜牺牲宝贵的星期六下午，出席了培训，学习教导病人 

如何防止跌倒。

Liu Sy Yee代表博恩在其赞助的病
人活动上接受NKF颁发的感谢状。
活动当天，病人和家属们一起放松
心情，通过玩乐增进彼此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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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在过去一年，发生了

起病人跌倒的事故

社区预防跌倒 
意识计划

发生在病人家中

60%
其

中

乐善好施，造福病人

能为NKF和各位病人们
尽力是我们的荣幸。
曾楚卿，博恩社区服务

“

”

爱心义工



谁可以成为活体肾脏捐赠者？

一名自愿成为活体肾脏捐赠者的人必须要：
1  身体健康

2  没有患上肾病

3  与受肾者的血型相兼容

捐赠者的种族、年龄和性别无需和受肾者一样。

活体肾脏移植和遗体肾脏移植的存活率有什么不同吗？

有的。活体肾脏的功能不仅比遗体肾脏来得更好，也能更持久。移植手术 
5年后，接受活体肾脏的病人存活率为99.1%。相较之下，遗体肾脏的病人
存活率则是91.5%。 
（来源：新加坡中央医院网站，新脉动，2013年5月/6月刊）

肾脏移植后，捐赠者的复原如何，通常需要多久？

捐赠者的平均住院天数为2到4天。出院后，他们可在家休养一星期左右， 
让身体有时间康复。大多数捐赠者能在4至6个星期内恢复正常生活。 

活体捐赠者在移植后是否会引发健康问题？

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活体捐赠者的存活率和没有捐过肾的人一样。捐赠者
剩余的一颗肾脏足以维持他们余生。他们在移植后患上肾病的风险也不会
比之前更高。

肾脏移植手术需要多少钱？如果我负担不起，能否获得经济支援？

肾脏移植捐赠者和受肾者通常能用终身健保（MediShield Life）和保健储
蓄来支付医疗费用和在重组医院的个别门诊费。有需要的国人还可以申请
保健基金来获得额外援助。
另外，NKF设立的“肾脏活体捐赠援助基金”能为有困难的活体捐赠者提
供肾脏移植相关的经济援助。符合NKF支付能力调查，并由重组医院转介
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皆可申请使用这项基金。

不是的。洗肾只能暂时通过机器过滤并清除血液中的毒素和
多余的液体，来维持生命，适用于等待接受肾脏移植的病
人。不同于肾脏移植，洗肾不能100%地代替肾功能，比如洗
肾就无法为人体制造维他命D来维持骨骼健康强壮。也因为
这样，很多肾脏病人都会患有骨骼疾病和其他的健康问题。
肾脏移植就不同了。肾脏移植几乎完全可以取代衰竭肾脏的
功能，因此是治疗肾衰竭的最佳方法，让病人过上正常的
生活。

肾脏移植是怎样进行的？ 
在手术过程中，捐赠的肾脏会与受肾者的血管和膀胱相
连。新的肾脏将会位于受肾者的下腹部，受肾者原本
的肾脏通常不会被移除。这意味着成功接受移植的
人体内就会有3颗肾脏！

是不是越早进行肾脏移植越好？

是的。一般来说，最理想的移植期为初洗肾之前，或者在开始洗肾
后的2年内。

什么是活体肾脏捐赠？

肾脏捐赠来源可分2种：

活体捐赠

病人的新肾脏来自亲属、 
伴侣或朋友

病人的新肾脏来自一名 
在近期内已经逝世的人

遗体捐赠

欲了解NKF肾脏活体捐献基金的详情， 
或解除您对捐肾的不安和疑惑，请联络我们

contact_us@nkfs.org1800-KIDNEYS (5436397) http://goo.gl/eLB4EA

一样吗

洗肾
肾脏移植和

contact_us@nkfs.org

www.nkfs.org

1800-KIDNEYS (5436397)

您的宝贵 
意见对我们
很重要！

我们致力于提升为
病人所提供的各项
服务，并力求加强
与 社 区 的 合 作 关
系。如果您有任何
建议或想法，请留
下您的回馈，以帮
助我们做得更好。

有肾脏 
健康相关 

 的疑问吗？
请 通 过 电 邮 将 您
的 问 题 寄 给 我
们 （ 主 题 标 明 
“ Q & A ”）， 
被 选 取 的 问 题
和 解 答 将 会 刊
登 在 下 一 期 的 

《暖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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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移植

膀胱

衰竭的肾脏

衰竭的肾脏

移植的肾脏

?



敬请期待
下一期  

《暖流》！

全国肾脏基金会
81 Kim Keat Road, Singapore 328836 Tel: 1800-KIDNEYS (5436397) Fax: (65) 6299 3164  contact_us@nkf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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