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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春寒料峭，乍暖還寒。我們舉辦春節聯歡和退修營都遇上很寒冷的天氣，可

是病友和義工們的熱情把當天的氣氛變得暖洋洋，請看今期會訊裡大家的真情剖

白。到了四月，大旅行有和風暖日，大家更能享受大自然的美景，真是賞心樂事。

我們的好活動還陸續有來，例如「骨髓瘤講座」、「義工培訓課程」、「迎新會」、「飲

食營養講座暨分享會」、「骨髓移植後如何重投生活講座」等，請大家密切留意，

報名參加。因此，已是會員的「老友記」，請記得填妥續會表格寄回，而還未入

會的病友和家屬，我們衷心歡迎你們加入髓康會大家庭，與我們分享一切。今期

值得一提是戴慧明姑娘的專訪，細談她在骨髓移植中心(J8)工作 15 年的苦與樂。 

 

續會及個人資料表 

又係續會的日子喇！由於本會獲香港癌症基金會資助部份行政及活動開支，

如郵費、電話費及探訪義工車馬費等，所以經委員會決定後，5/2005 至 4/2006

年度會費將調低至$60 元。除續會外，希望各位會友可填妥「個人資料表」，用意

是在籌劃各項服務及活動時作參考。有關續會及個人資料表格，已隨今期會訊一

併寄出，並附上回郵信封方便大家寄回，請繼續支持髓康會及儘快寄回。 

 

入會手續 

想成為髓康會一份子的朋友們，可以從下列途徑索取申請表： 

-致電本會熱線，以郵寄或傳真方式索取； 

-到本會網頁下載表格； 

-本會在瑪麗醫院骨髓移植中心(J8)、血液科(K20)或癌症中心設置之報告板； 

-癌協綜合服務中心； 

不用再猶疑，快啲加入啦！我們在 7月尾將為你們安排「迎新會」活動，屆

時新舊會員可以一同認識吓、開心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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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新春 

今年的春節聯歡，經已於二零零五年二月二十六日晚上，在金鐘中信大廈四

樓會所順利舉行。當晚筵開四席，席間除有會員及其家屬外，還有髓康會顧問戴

慧明姑娘。 

開席前，大會特別安排“放炮仗＂儀

式，以增加新春氣氛。當然不少得由髓康

會「財神」大派利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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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1、2、3， 嘞“放炮仗” ！

每次聚餐活動，最高興就是遊戲時間，

今次分別有三個遊戲，每檯為一組，人人

都可以參與。 

 第一個遊戲是「創意揮一揮」，每組要

寫一張揮春來祝賀髓康會各人，以有創

意、字體靚、好意頭為評分準則。 

 遊戲二是「運財筷夾妥」，每組以筷子

夾起金花生，一個傳一個，如中途掉下，要從頭再傳過，以最快時間完成為勝。

大家鬥快時很投入，亦很守規則，中途掉下金花生時，並無「賴貓」，從頭再傳。 

 最後一個遊戲是「問誰領風騷」，以 IQ 題目來考考大家，答對最多的一組為

羸家。看到大家的投入感同開心指數高漲，發覺最緊要的不是食物，而是大家可

以聚首一堂。 

 其實是次的聚會，除了一同迎接新春外，亦藉以歡送戴慧明姑娘。因為戴姑

娘在 3月正式調職瑪麗醫院防止感染組接受新挑戰。雖然戴姑娘離開骨髓移植中

心，但並不代表她會忘記我們，她亦會繼續擔任髓康會的顧問，大家放一萬個心

吧！ 

  

新界大自然一天遊 

4月17日我會舉行了“新界大自然一

天遊＂。是日我們乘坐十分舒服的旅遊

車，迎著和風暖日，首先到達『白鷺林』，

觀賞小白鷺盤旋飛舞。接著到韓國餐廳享

用東南亞自助午餐。飽餐之後便往『拉姆

薩爾尖鼻咀』，觀賞候鳥穿梭於茂密的紅

樹林沼澤濕地，同時模糊的深圳樓影盡入

眼簾。話別青蔥樹木，我們繼續前往『恆

香餅廠』參觀及品嚐新鮮出爐的老婆餅。

最後來到元朗公園，在綠油油的草坡上漫步，並參觀園內的百鳥塔、人工瀑布、

湖心亭等。整個旅程就在輕輕鬆鬆、悠閒自在的氣氛中結束。 

一齊在白鷺林來張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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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骨髓瘤講座 

 

日期：2005 年 5 月 21 日 (星期六) 

時間：下午 3：00 至 下午 4：30 

地點：瑪麗醫院癌症中心六樓會議室 

主講：詹楚生醫生─瑪麗醫院血液及腫瘤科高級醫生 

內容：認識何謂骨髓瘤及其治療方法、病友分享 

對象：骨髓瘤病患者及其家屬、有興趣之公眾人士 

報名：致電 2855 3900 與瑪麗醫院癌症中心聯絡 

 

BMT 小百科  

每次覆診，大家都會收到“成績表“─血液檢查報告，你知道檢查甚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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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常規檢查 正常數值 

 WBC 白血球 4.40 --- 10.10  
 RBC 紅血球 3.80 --- 5.10  
 HGB 血紅素(血色素) 11.7 --- 14.8  
 HCT 紅血球容積 0.34 --- 0.44  
 MCV 平均血球容積 82.0 --- 96.9  
 MCH 平均紅血球血紅素量 27.5 --- 33.4  
 MCHC 平均紅血球血紅素濃度 33.0 --- 36.0  
 RDW 紅血球大小分佈寬度 11.7 --- 14.0  
 PLT 血小板 170 --- 380  

白血球分類：    
 Neutrophil 嗜中性白血球 2.2 --- 6.7  
 Lymphocyte 淋巴球 1.2 --- 3.4  
 Monocyte 單核球 0.2 --- 0.7  
 Eosinophil 嗜伊紅球 0.0 --- 0.5  
 Basophil 嗜鹼性球 0.0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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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業樂業的專科護士─戴慧明姑娘 

 
提起戴姑娘，相信骨髓移植中心的病友都一定認識她。戴慧明姑娘是本會的

顧問，一直以來都為本會作了不少貢獻。她不但是我們與瑪麗醫院骨髓移植中心

的溝通橋樑，還協助本會安排分享會和提供各項資源，例如印製有關骨髓移植的

小冊子和護理常識單張等。悉聞戴姑娘將要調職至瑪麗醫院的防止感染組，我們

即約會戴姑娘作訪問，和她細談在移植中心工作多年的感受。 

 

一切由零開始 
戴姑娘可以說是瑪麗醫院骨髓移植中心的第一個員工。1988 年，瑪麗醫院計

劃籌辦骨髓移植中心，開設病房進行骨髓移植。當時戴姑娘在伊利沙伯醫院任

職，原本打算進修腫瘤科，怎料醫院方面卻希望她到骨髓移植中心工作，便派她

往英國唸骨髓移植課程。受訓 3個月後，她便在 1989 年底調職至瑪麗醫院。1990

年 1 月開始籌辦骨髓移植中心。當時什麼也沒有，從參詳購買檯椅、傢俬到開設

訓練課程培訓護理人員等工作，一切由零開始。在 90 年 3月 14 日，骨髓移植中

心正式成立。第一宗骨髓移植則在 5 月進行，至今移植中心已成立了 15 年，完

成超過 1,000 宗骨髓移植。開始時只有 6個醫護人員共同負責照顧病人的一切安

排，病床由 4 張逐漸增加至 7 張，然後 9 張再到 10 張。早期有一張病床是為兒

童而設的，但由於輪候的成年病人實在太多，應接不暇，所以後來轉到兒科病房，

為有需要的病童進行骨髓移植。 

 

貼心周全照料 
從前移植中心的醫療人員，除了醫生，便是護士長和護士，後來加設專科護

士，戴姑娘便是從護士長轉為專科護士一職，工作主要有臨床、教育、研究及管

理這四大範疇。除了負責病房內外一切的籌劃工作，與及安排照顧病人的起居飲

食外，還要負責設計課程，培訓護理人員，經常與營養師、心理治療師、化驗室

等商討，協調各科的分工，以便給予病人適當的治療和護理。戴姑娘更不時在護

理深造學院，香港大學校外課程學院講學，讓護理人員進修關於骨髓移植知識。 

戴姑娘其中一項很重要的工作是為準備接受骨髓移植的病人安排家庭會議，

即讓病人及家屬與醫生會面，由醫生解釋關於病理方面的情況，之後便由戴姑娘

向他們解釋移植的過程，移植前的準備及其後的處理等，讓病人有充分的心理準

備去進行移植。基本上每個病人進入移植中心前她都接觸過，因此可以說 90%以

上病人都認識她。除此，戴姑娘還會利用病人移植後回醫院覆診時，舉辦講座及

課程，協助病人出院後面對各種問題，重過健康生活。她那不慍不燥的耐心解說，

使人有一種「平安」的感覺，很能減低病人的焦慮。 

 

放下包袱  珍惜現在 
「無論今天是好是壞，到了明天，今天的一切都已成過去」。這是令筆者聽戴

姑娘說的一段感受很深刻的說話，這對無論有病或健康的人來說都有同樣的意

義。她還說「做人不要老埋首追憶過去，應該放下包袱，珍惜現在，忘記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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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現在剎那間一瞬即逝，你馬上便要面對新的未來，所以為何不好好把握這

刻，而選擇錯失現在所擁有的呢！中國人許多時都放不開，總帶著多少內疚，甚

至把患病歸咎於自己做了錯事。其實想深一層，縱使今日你虧欠人，他日也可以

幫助人，徒然遺憾、內疚是無謂的。我常教導兒子當你有少些要求，多些付出便

會有多些滿足。少些貪念，少些抱怨，不要強求，安於現狀便可。最重要做個有

用的人，自己有沒有真正付出努力，如果你不肯付出，什麼事也難求成功。」 

「骨髓移植不是絕對成功的，但是移植帶來希望和康復的機會」。戴姑娘鼓勵

病人應該積極面對，抱著感恩的心情，無論成功率有多少，只要心存希望，便有

鬥志，能夠接受移植已是「不幸中之大幸」，應珍惜自己所擁有的。渡過骨髓移

植並非易事，而在移植後適應生活，面對轉變又是另一場挑戰。她表示「坦白說，

我是很佩服你們有面對疾病的勇氣和毅力的。」 

 

坦然面對生與死 
戴姑娘在護理崗位上工作 30 年，見過無數病例。「接受移植的病人基本上都

能在一段或長或短的時間後出院，“死亡＂只是很少部份病人在出院後出現反覆

或有其他複雜情況下發生。固然面對病人情況不穩時，我也是有感觸的，當自己

靜下來的時候，也會哭出來，特別是我比較熟絡的病人，當然也會放不下。記得

有一次出席病人喪禮後，在駕車途中也不禁流淚。幸好我丈夫(也是醫護人員)會

給我支持和鼓勵，樂於聽我傾訴。所以遇到不愉快的事情，我下班後便會不停咀

地將日間的事情說出來，和丈夫分享，於是我便會“一身鬆晒＂。」 

 

與時並進  終身學習 
戴姑娘是一邊工作，一邊學習的，在 1994 年已取得學士和碩士學位的她，現

在還修讀博士課程。她說讀書學的不單是知識，更是學如何待人和處事，學懂如

何思考，怎樣從多角度看事情。「在讀碩士時的老師是臨床心理學家，好多謝他

教曉我很多，以前我很固執，現在我已學會說「對不起」，當發覺自己有不對時，

即使對方是兒子，也得說「對不起」，一句「對不起」可以將雙方的距離拉近。」

她經常與兒子分享學習心得和做人態度。「作為母親，當然會對孩子們很多叮嚀，

但如果他們不接受，便讓他們自己從碰釘中學懂道理，不要勉強。」可見她教導

兒子的開放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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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成身退  再創新猷 

由於院方希望戴姑娘到防止感染組肩負主管一

職，經過一輪掙扎，考慮到 J8 骨髓移植中心經歷

15 年的發展，至今整個管理架構和分工都已上軌

道，進行骨髓移植的醫療科技天天進步，對病人提

供的身心照顧也日臻完善，令人滿意。可能是功成

身退的時候，於是欣然接受新挑戰。正如戴姑娘所

說，現在的她大可以安安穩穩在 J8 待下去，可是

她卻選擇接受新任命，重新適應新環境，她那孜孜

不倦的學習精神，實在值得我們欽佩。在此我們祝願戴姑娘的事業再創高峰。 

 
 
 
 
 
 
 
 

戴姑娘與嘉兒(筆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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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及義工退修營後感 

 

在這個只有攝氏 10 度的星期天早上，髓康會委員及義工，向著“香港青年協

會賽馬會西貢戶外訓練營＂ 進發，參加由癌協社工陳美寶姑娘帶領的退修營。

雖然我們落遲了站，要步行數十分鐘才到達目的地，但卻成為不錯的熱身運動呢! 

這次退修營的主題是:“有效的團隊建基於什麼？＂以下

是委員和義工們的退修營後感，讓大家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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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鳳群 
從遊戲中，讓我這名新丁，認識到一個有效的團體，

原來是建基於隊員們要有共同的目標，各人皆清楚自己的角色及責任，一起參

與，願意付出和承擔，彼此坦誠溝通和互信，互補不足和協力支援，所付出的努

力得到認同…。我認識髓康會和委員尚淺，我不知道他們是否都擁有了這些元素? 

這個退修營，可作為參加者的充電器和指南針，未能全部委員參與其中，真

是很可惜。我覺得能結出一個美好的果子並不容易，今天髓康會這個果子能趨向

成熟，我相信有賴從前至現在各階段的委員所付出的努力成果。他們有些日間要

上班;有些體力有限制，但仍無私的奉獻他們的時間和精神，我想他們若沒有一

份堅持的理想、沒有一份承擔感、責任感和投入感，加上“愛＂的心，是不易做

到的，容我在此表達對他們的敬意。 

我們都是曾經經歷崎嶇迂迴道路的同路人，能彼此理解和體恤。髓康會正正

提供了一個天地，讓我們可以彼此分享、扶持和鼓勵。我期望我們都好好珍惜這

個成果，繼續同心合力去栽培這果子，讓它開枝散葉，茂密成林，蔭護同路者。

有機會享受成果，是一種福份；有能力去貢獻更加是福中之福，其人生必定更添

姿彩。 

 

鄧超馳 
透過小組活動、遊戲和問答，加深我們瞭解認識，增進感情和關心。我自問

是一個非常忙碌的人，身體情況一般。我發現有委員比自己更充實，怱怱進營，

參加上午活動，沒有時間吃午飯便要離開。還有一位義工上落樓梯都有難度，也

不怕麻煩，都來參加，自己感到有點慚愧。黃昏離營時，在寒風下，心中湧起一

道暖流，軀走寒意。 

 

古柏峰 
在營中安頓好後，美寶便開始帶領我們玩遊戲，第一個遊戲

就要扮貓叫，好好玩，現在想起都會想叫幾聲喵喵……。然後入

正題開始玩關於對髓康會認識的遊戲，我發覺自己對會內的情況

不是太清楚，我真係要反省反省一下。很開心在那日可對各人加

深了解，離營時可帶着愉快心情回家，很舒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黃錦漢 
我們通過一些遊戲，從而思考各人之間的關係和溝

通。下午亦有討論的時間，可惜的是，一天的時間實在

是比較短。雖然文字上不能詳細講述當日的情況，但整

日內容十分豐富。希望來年亦有機會參加一年一度的退

修會。 

 
疊高完成作品 

 

陳玉珊 
整個退修營沒有沉悶的感覺，美寶姑娘以遊戲的方

式，使我們有反思及體驗的感受。印象最深是疊高遊戲，

各人要以自己的物品，一件一件的疊高，以不倒下來為

準。看似簡單的遊戲，其實要令物件不倒下並不容易，

這是需要大家互相配合才可以做得到。從這遊戲裡，讓

我了解到一個團體及在團隊合作中需要：穩固的基礎、

懂得運用資源、知人善用、目標一致、有共識、要投入

及有包容的心。 

 

吳金玉 
「退修營」讓我更進一步了解髓康會的取向，以及不同委員的處事方式。在

未來的會務發展上，我期望委員們能互相關心、體諒和幫助。遇上困難，需主動

提出找幫手，亦能主動關懷有需要協助的委員。我期望委員會能抱開放態度，廣

納意見。亦期望多些會員朋友提供協助及意見，我相信這些協助和意見，對進一

步發展這個屬於大家的髓康會十分重要。 

 

梁綺霞 
當天美寶姑娘為我們準備了很多遊戲，大家都玩得非常忘我，但最好的是每

個遊戲都能啟發我的思維，令我知道在委員會內處事應有的態度，獲益良多。 

 

梁嘉兒 
沒有行裝，沒有文件，我只帶著小學

生去旅行的輕鬆心情去參加退修營。雖然

參加人數不多，但大家都能放開懷抱地投

入社工為我們安排的工作坊。從遊戲中大

家分享做義工的樂趣，從交談中加深彼此

的了解，促進大家日後工作的默契，饒有

意義。可能因為大家都是「同路人」(同

是曾接受骨髓移植的康復者)，所以能夠

交淺言深，沒有隔膜；也正是義工們的真

誠，鼓勵我參與髓康會的工作，與大家共

創美好的明天。 

美寶姑娘(中)頒獎予遊戲勝出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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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問我答 

 

問： 另類治療是否對病有幫助？ 
答： 視乎什麼治療。如音樂治療、氣功及太極等都有幫助。 

 
問： 骨髓移植手術之成功率有多少？ 
答： 在接受骨髓移植前，醫生在家庭會議中會向病人講解其移植之成功

率。如果忘記請向醫生查詢。 
 

問： 骨髓捐贈者有否危險？何時復原？ 
答： 手術總有危險但捐贈骨髓之風險很低。捐贈者在捐骨髓後會給予大

概一星期病假，請配合均衡飲食、多休息、繼續服用補血藥、及避

免提重物和做劇烈運動。 
 

問： 接受骨髓移植手術後，是否一定可以康復？ 
答： 不可以說得那麼實在。須定期覆診，看有否其他問題如排斥、感染

或復發等情況。 
 

問： 擔心復發？ 
答： 沒有人能預測何時會否復發，所以擔心不能預測的事，衹會對身心

有害而沒有幫助，請抱平常心。 
 

 

 

 

~ 髓康會通訊小組製作 ~ 

香港郵政信箱 3659 號 

髓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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