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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癌症基金會資助團體

    

 

編者的話 
 

 今期我們除了報導本會及「香港骨髓捐贈基金」的新動向外，還有

幾個活動向大家推介。 

  

 11 月 14 日將會舉辦「心聲交流室」，歡迎各會

友參加與醫護人員真情對話。而一年一度的週年大

會又來了，提醒各位會友記得報名。另外， 在 12

月還會與「心血會」合辦旅行，遊覽香港最新的景

點─廸欣湖，還有豐富的海鮮餐呢！名額有限，為

免向隅，報名從速。 

 

 每個人都總要經歷生老病死，是喜是悲，全在我們自己面對的態

度，今期我們撰文對一位大家都熟悉的資深義工的深情懷念，她燦爛

的笑容和無限的愛心永遠留在我們心中。  

 

 

 

NEWS  

 

 
 
 最近我們增邀了多位醫生和醫護人員為本會的顧問，希望藉著他們

的豐富經驗，提供更多新資訊和寶貴的意見給本會，協助我們推進會

務。顧問名單細列如下(排名以筆劃序)： 

 

李卓廣醫生、李國維醫生、袁詠詩姑娘、梁如鴻醫生、梁憲孫教授  

 

詹楚生醫生、趙健華醫生、戴慧明姑娘、簡倩婷姑娘、鄺沃林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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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心間  友愛長存 

 

我們敬愛的慧如已經離開我們，到了另一個新天

地。在此謹向她表達我們深切的悼念，並向她的家人致

以最深切的慰問。 

楊慧如女士在 1995 年加入髓康會探訪小組，定期在週

末探訪病友。翌年兼任本會委員會財政一職，努力維持

本會財政穩健。直到 2003 年，慧如因健康原因而暫停義工工作，但她

仍惦念義工服務，當病情穩定後，她就主動提出任本會地區電話探訪

工作，繼續關懷和支持病友。 

這位為本會、為病友服務近十年的義工，縱使走在人生的幽谷中，

她仍表現出對生命的熱愛和積極工作;對周圍的人，特別是對病友充滿

愛心，她這份執著，堅持到人生最後一刻，教人敬佩。  

 以下是一位與慧如並肩服務的義工給她的輓辭： 

 

  慧如駕御雲彩： 

 十二載友情今惜別   難斷難離亦要分 

 祝君此去覓新天     他朝吾來慶重逢                               

           金玉痛輓 

感謝您，留給我們溫暖，這份溫暖將繼續暖和我們心間;感謝您，

留給我們見證 ── 生命的光彩可以散發到人生最後一刻。別了，我

們的摯友。放心，我們會繼續活出精彩，並延續您的愛心。 

 

 
 

「香港骨髓捐贈基金」的最新動向 
 
 由二零零五年九月一日開始，由「香港骨髓捐贈基金」成立的骨髓

捐贈者資料庫(「基金資料庫」)的管理已轉移至「香港紅十字會」(紅十

字會)。與至同時，「紅十字會」另立一個新的骨髓捐贈者資料庫 ─  「香

港骨髓捐贈者資料庫」(「捐贈者資料庫」)，繼續為有需要的病人尋找

骨髓。「基金」及「紅十字會」已共同委任「紅十字會」轄下由「醫院管

理局」管理之「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查閱及使用存於「基金資

料庫」及「捐贈者資料庫」的捐贈者個人資料，並由同日起，提供與「基

金」原有服務，包括管理及維持「基金資料庫」及「捐贈者資料庫」的

運作、為病人或捐髓者進行白血球組織型化驗及其他相關服務。 

 

 曾與「基金」登記的骨髓捐贈者，無需再次登記，

資料將會在徵得你同意後轉移至「香港骨髓捐贈者資

料庫」。 

骨髓捐贈查詢：2710 1206 / 2819 0766   網址：hkbmdr@ha.org.hk   

《節錄自「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熱血節拍”第三期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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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動 預 告 
 

 

心聲交流室 
(本會與瑪麗醫院癌症輔導及支援服務及心血會合辦) 

 
日期 ： 2005 年 11 月 14 日(星期一) 

時間 ： 下午 1:30-3:00 

地點 ： 瑪麗醫院 K 座二樓醫生休息室 

對象 ： 白血病、淋巴瘤及骨髓移植病人及家屬 

內容 ： 以輕鬆的形式增加醫務人員、病友的了解及溝通並解答

   病友心中疑問。 

出席者： 髓康會、心血會康復者義工 

   血液及腫瘤科的醫護人員 

備註 ： 本活動會提供簡單午膳給報名者，除報名者外，如有任

   何更改，恕不另行通知! 

報名 ： 2855 3900 (瑪麗醫院癌症中心) 

 
 

第十二屆週年大會 

 

日期： 2005 年 11 月 19 日(星期六) 

時間： 晚上 6 時至 10 時 30 分    

地點： 九龍油麻地窩打老道 23 號 

  青年會國際賓館(YMCA)2 樓水晶廳 

     (油麻地地鐵站 A2 出口) 

節目： 會員大會、自助晚餐、遊戲、抽獎 

費用： HK$100.00 (會員及附屬會員) 

  HK$150.00 (會員及附屬會員之首名家屬) 

  HK$200.00 (非會員) 《大小同價；三歲以下小童免費》       

名額： 100 位 (會員、附屬會員及其首名家屬優先) 

報名：6239 0025 與熱線義工聯絡 

截止：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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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欣湖及黃金海岸一天遊 
(本會與心血會合辦) 
 

日期：2005 年 12 月 4 日(星期日) 

地點：迪欣湖及黃金海岸 

對象：髓康會及心血會會員／附屬會員及其親屬 

集合時間/地點：上午 8:45  (逾時不候) 

      黃大仙下邨龍昌樓地下癌協綜合服務中心 

費用：會員、附屬會員及其首名家屬 HK$60.00/位 

     綜援會員及家屬 HK$50.00/位  

     其他人士 HK$80.00/位 (所有價錢大小同價，每名會員最多報 4 位) 

名額：兩會共 60 人 (先報先得，額滿即止)   

報名：髓康會：6239 0025   心血會：2603 6869 馮姑娘洽 

 

內容如下： 
遊覽香港最新之『迪欣湖』 

面積達十二公頃的迪欣湖,是全港最大的人工湖，連同水下『康樂活動

中心』範圍,總面積合共有三十二公頃。整個活動中心大型公園模式設

計,湖水約五米深,湖面設有向上射水高達十八米的嘖泉、人工島和小

泉瀑布。沿著人工湖定一條長達一千五百米的緩跑徑,沿途設有多個健

身站、觀景亭及瀑布橋。  

 

黃金海岸海豚廣場 

位於屯門黃金泳灘的一角的『黃金海岸海豚廣

場』，內有一組高 9 米、闊 6.45 米及長 11 米的巨型海

豚雕像，共有三條建造得栩栩如生的海豚。 

          

午餐享用【龍躉鮑魚海鮮宴】 

白灼海生蝦、珍珠龍躉球、果皮蒸鮑魚、橙花焗肉排、招牌走地雞、 

翡翠炒鴛鴦片、蒜茸蒸茄子、田園靓油菜、絲苗白飯、合時生果 

 

注意事項： 
              由於活動地點有較多戶外地方， 

              建議參加者自行攜帶足夠飲料、 

        防曬用品、帽子及雨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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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MT 小 百 科 
 

治療後的性特徵 
 
每個人都有其個人的性別認同及性需要，而其重要性卻因人而異。但是治療如化

學治療（化療）或電療除可殺死惡性細胞外，同時亦可能會影響病人的性特徵，

令你的性關係受到大大的影響。  

 

不育

化療及電療會影響性腺功能而引致不育。就男性來說，睪丸的容量和睪丸激素（睪

脂酮）的分泌會減少，引致精子過少或缺乏，最後造成不育。在女性方面，因卵

巢及卵子的功能減低，引致卵巢纖維硬化，甚至衰竭，最後停經的現象隨之出現。 

 

雖然不育的機會頗大，但仍有生育的可能，所以應做好生育計劃。因此，在血/

骨髓幹細胞移植後三個月宜向血科或婦科醫生查詢有關生育計劃的資料。現時瑪

麗醫院有精液凍存計劃。在接受治療或移植前，男性病人可先將自己的精液樣本

凍存於精子庫內，以作日後人工授精之用。如欲採用此計劃，詳情可向你的醫生

查詢。但是在女性病人方面，現時還未有卵子儲藏的服務。 

 

性需求減少

這是常見的，皆因身體欠佳和治療後的效果如容易疲倦、軟弱無力，甚至外觀亦

有所改變，以致病者的性需求減少。嘗試坦誠地與你的伴侶表達或分享你的困難

和需要，或許親密的擁抱也能互相滿足對方。而且這情況只是暫時性的，日後將

會回復正常。 

 

性交時的困難或疼痛

當你的血小板計數 (Platelet count) 等同或高於 50 x 109/l 及嗜中性球 

(Neutrophil) 達至 2 x 109/l 的水平時，進行性交是安全的，但謹記留意作好

清潔及安全措施。 

♦ 男性方面 

主要是性交時陰莖未能達至或維持勃起，但不要氣餒，這情況是會慢慢改善

的。嘗試與你的伴侶或醫護人員商討你的情況，以抒緩不安、內疚及憤怒的情

緒。 

♦ 女性方面 

電療和移植體對宿主反應（GVHD）會令陰道乾燥及狹窄，以致性交時感到困難

及疼痛。克服的方法是儘量以溫柔的方式進行性交，並在陰道塗上大量潤滑劑

如 K-Y jelly 以防止陰道出血。請不要猶豫向伴侶或醫護人員講出你的不安

或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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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問我答 
 

Q： 骨髓移植手術，對男性的“性功能”會否有影響？ 

A： 不可確定。或會受心理、體力、外表的改變而有所影響。需要耐性

及多與伴侶溝通。如有問題請覆診時問醫生。 

 

Q： 女性病人進行“性行為”會否容易受感染？ 

A： 不用害怕“性行為”會容易受感染。最緊要注重個人衛生、留意白

血球及血小板的指數方可進行性行為，及作好安全措施避免懷孕。

 

Q： 骨髓移植後，有沒有經期？ 

A： 每個人都不同，有些沒有經期，有些繼續有經期但更年期可能提早。

 

Q： 擔心外表容顏改變及擔心會影響婚姻和諧。 

A： ♦ 頭髮會在移植後 3個月慢慢生長。期間可配帶假髮、帽子或頭巾。

♦ 膚色慢慢會回復正常，需要多些耐性。 

♦ 配合均衡的飲食習慣來保持正常體重。 

♦ 溝通極度重要。在真愛及包容下，一切外表的改變是應該不足以

影響夫妻關係。 

 

~ 髓康會通訊小組製作 ~ 

 

 

 
香港郵政信箱 3659 號 

髓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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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150.00 (會員及附屬會員之首名家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