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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會訊的編制

工作增添了新力軍，希望本年

度的內容更臻完善，同時這個

編輯小組還負責更新在瑪麗

醫院 J8 骨髓移植中心及 K20

血液及腫瘤科的壁報板，大家

敬請留意及多提意見。 

 日月如梭，新一屆的委員

會已完成互選，確定了各人的

崗位和分工，今期會訊刊登了

委員名單和本年度的工作大

綱。 

 

 今屆第一個活動是廸欣湖

大旅行，反應不俗，精彩活動

接踵而來，希望大家踴躍參

加。 

 

 今期的「投其所好」有行

運超人的故事，而 BMT 小百科

內容是解讀肝膽檢驗報告的

項目，幫助大家了解自己的肝

功能狀況。 

 

2005-2006 年度委員會 

 
經過一輪提名、通過及互選後， 

零五至零六年度委員會名單如下： 

主席 ： 鄧超馳 

副主席 ： 陳玉珊 

秘書 ： 趙翠瑜 

財政 ： 梁綺霞 

常委 ： 梁嘉兒、詹興歡、

沈  澤、黃錦漢、

呂惠貞 

義工 ： 吳金玉、葉秀蘭、

侯鳳群、羅曼霞、

何鑽儀、周偉鵬、

唐創華、林義文、

古柏峯、唐  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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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屆週年大會 
 
 本會第 12 屆會員大會，已於 11 月 19 日假

YMCA 舉行。當晚除了有 65 位會員及家屬參加

之外，還邀得 18 位嘉賓出席，包括顧問趙健

華醫生、梁如鴻醫生、李卓廣醫生、簡倩婷姑

娘、戴慧明姑娘、袁詠詩姑娘；瑪麗醫院血液

及腫瘤科陳漪瑩經理及數位護理人員、癌協社

工陳美寶姑娘及李淑儀姑娘，心血會馮秀儀姑娘及該會兩位代

表。感謝嘉賓們的蒞臨，這實在是對我們的一種鼓舞。 

 

 大會先由本會主席鄧超馳先生及財政梁綺霞女士報告會務和

財務，隨即開始遊戲和自助餐。席間洋溢著歡樂的氣氛，停不了

的抽獎，把氣氛推向高潮，連同嘉賓的致贈共送出了數十份禮物,

大家都滿載而歸。 

 

髓康會是各位接受骨髓移植的朋友及家屬彼此關懷和分享、互相

鼓勵和支持的園地，十分歡迎您的參與。希望髓康會在大家的支

持和關懷下，繼續茁壯成長，成為您人生路上的加油站。 

 

鳴  謝 

 

梁如鴻醫生、李卓廣醫生、戴慧明姑娘、袁詠詩姑娘、瑪麗醫院血液及腫

瘤科、癌協李淑儀姑娘，心血會、毛少洲先生、余詠詩小姐、梁綺霞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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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工作安排及定期會議 
 
定期會議 

 

委員會每個月都會召開定期會議，以便籌劃及商討會務的安排。

其實除了委員之外，會議亦歡迎會友列席。一般來說，所有會議

會安排在星期六下午二時在黃大仙癌協中心舉行，有興趣列席的

會員，可於會議前致電熱線通知委員會安排。會議日期如下： 

 

一月七日 二月四日 三月四日 四月八日 

五月十三日 六月十日 七月八日 八月六日 

九月九日 十月十四日 十一月四日 十二月九日 

 

 

已籌劃之工作 

 

25.02.06 喜桌迎新禧 

12.03.06 退修營 

25.03.06 義工訓練課程 

04.04.06 心聲交流室 

30.04.06 南丫島海鮮自遊團 

27.05.06 專題講座 

10.07.06 心聲交流室 

06.08.06 迎新會 

11.08.06 血液及腫瘤科飲食與營養講座 

10.10.06 心聲交流室 

19.11.06 秋季旅行 

25.11.06 專題講座 

16.12.06 第十三屆週年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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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其所好 

行 運 超 人           撰寫：日 月 

 

她是幸運的！ 

 小時候，家人親戚寵她；上學的時候，老師喜歡

她，不需多溫習她也考得不錯的成績；後來，她找

到一份不錯的工作，也有一班寵她的工作夥伴。朋

友們都封她為『行運超人』！ 
 

 不過，幸福不是必然的。那一年她才二十四歲，

因為氣喘而被迫住進醫院，經過初步的檢查，醫生說她的胸口有一

個十厘米的陰影。她聽後也沒當一回事，以為醫學昌明，也相信自

己是不會有事的。然後，她被安排做不同的檢查。在抽細胞組織檢

查時，她的一邊肺不小心被弄穿了，要插管一星期放肺氣。當醫生

替她插管的時候，他叫她閉著眼，但被醫生發現了她在偷看，於是，

便叫她抱著護士。她緊緊地抱著護士，那護士感覺到她的驚慌，低

下頭看著她微笑，叫她放心，很快會過去的。她那時候不知道是怎

樣一種感覺，知道她把自己交託給醫生和護士，便什麼都不用怕了。 
 

 「癌症？那可以開刀吧。」這是她聽到噩耗後的第

一句話。「不能開刀嗎?」她又一次疑惑的問。這時候，

她終於忍不住了，哭得像块堤一樣。她的姐姐不知道

什麼時候來了，陪著她轉往東區醫院。當護士收到她

的轉院紙，看了一下便說：「醫生在等你，他還為你預

留了一個景色不錯的床位。」她還在納悶的時候，醫

生來了。不過，他沒讓她閒著，問了一大堆問題，也

安排了一連串的檢查。最後，他說要為她抽骨髓，「會

很痛嗎？」她戰戰兢兢的問。「是啊! 會很痛很痛的。」

她在心裡埋怨著：「他是誰啊！有病呀！還以為他是一

個仁心仁術的醫生，太令人失望了…，咦!他是在貼傷口嗎？骨髓

抽了嗎？怎麼不覺得痛呢？」她恍然大悟，原來他是為了分散病人

的注意力才說這樣的話。 
 

 醫生離開後，一直都悶不哼聲的姐姐走了過來，哽咽地說：「要

努力啊•••不要怕•••。」然後走出病房，她是不想妹妹看到

她哭而難過。不久，家人、朋友、公司的同事都來看她。雖然她們

說了些鼓勵的話，但她們的臉看起來比任何時候都憂傷，像是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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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離死別那樣的傷感。在她們眼裏，她一直是一個長不大的孩

子，愛笑、愛鬧、無憂無慮。「好啦好啦，你們快回去吧。」看到

了一個個熟悉又陌生的背影,慢慢的遠去,她感到莫名的寂寞•••。

要是他們還不走，她的眼淚肯定馬上块堤。 
 

 這突如其來的病讓她不知所措，她像在擁

擠的人群中被推來推去，驚慌得已經忘了

哭。這時候，醫生拉著她走，為她安排療程。

她也不明所以的跟著他。雖然化療令她覺得

難受，但效果不錯，用藥三次已令那腫瘤消

失了。可惜，完成療程後，醫生跟她說：「腫

瘤又再長出來了，你要做骨髓移植！」 
 

 「我不相信，我不是『行運超人』嗎？他怎麼老是陰魂不散啊！

我和他又不熟，為什麼會選上我?」不過，不甘心又能怎麼樣，一

切都無法改變了，她很快就接受了那事實。 
 

 這一年，她過了個終生難忘的生日。那天她剛好進了醫院的隔離

病房準備接受移植手術，醫護人員也特別容許她的家人和朋友在隔

離病房外，捧著蛋糕，唱著生日歌為她慶祝。而要做移植那天，朋

友也特意致電廣播電台，說了一些鼓勵的話。她覺得自己很幸福，

有一班寵她的人陪伴著，多苦都可變成甜，多軟弱也會變得勇敢。 

他們的祝福令她勇往直前，因為她不想他們失望。 
 

 不知不覺在隔離病房渡過了一個多月，她終於可以

回家了。不過，她感覺身邊的人都起了變化，他們表

面上沒什麼，其實她們都緊張，總為她安排最好的東

西，說話也特別小心，萬事以她為先。她在大家的愛

護下，很快就恢復精神，不到一年就出來工作了。 
 

 經歷了這次的病，她比以前更注重身心的健康！當看到朋友不注

意身體，她又會說：「當健康靠近你，可以握在手中的時候，你卻

視而不見，以為這一切是那麼自然；當他突然遠離你，連同那曾經

帶給你的快樂也帶走，不想再留給你什麼，你便害怕、失落、難過，

那時才發現他對你是那麼重要，我們真的要好好珍惜健康。」 
 

 她的朋友見到她，都會關心她的身體狀況。她都會驕傲的說：「我

很好，沒事了！幸運之神常在眷顧著我呢！我不會孤單，因爲有你

們同在。但願我所有的朋友和家人都能健健康康，開開心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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廸欣湖一天遊 
 

去年十二月四日，本會與心血會合辦了秋季旅行，在天朗氣清下，

一行六十人浩浩蕩蕩前往行程第一站──迪欣湖。它是全港最大

人工湖，景色幽美，湖邊栽種了水生植物、並設有人工瀑布及中

央噴水器。那兒人山人海，大家紛紛選取有利位置留下倩影。更

有遊人在湖中泛舟，極富詩情畫意，不失為遠離煩囂的好去處。

中午我們來到荃灣的酒樓品嚐豐富的海鮮餐。接著我們到青馬大

橋觀景台，遠眺雄偉的青馬大橋，見識人類工程的偉大，並參觀

了遊客中心的大橋模型和相片。位於觀景台旁邊，有新生精神康

復會的精品店及茶座，深受大家歡迎。最後，我們來到位於屯門

黃金泳灘一角的『黃金海岸海豚廣場』，參觀三條建造得栩栩如生

的海豚。此處環境優美，令人心曠神怡，當然我們不會錯過來過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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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T 小百科 
 

接受骨髓移植後的部份病人會出現肝排斥，故需抽血進行肝膽功

能測試。 

(1) ALT 和 AST(谷丙轉氨酶)─兩者都是肝細胞內的酵素。如果肝

細胞受損或壞死，則這兩種酵素就會釋放到血液中，而導致

ALT 和 AST 值明顯上升，表示有肝炎現象，故兩者可約略代

表肝細胞受損程度。 

(2) ALP(鹼性磷酸酶)和 GGT(麩氨醢轉移酶)─兩者為與膽道有

關的酵素，如兩種酵素都上升，表示發生膽汁排泄障礙或肝

浸潤的病變。如果只有 ALP 值上升，可能有骨骼病變，如只

有 GGT 值上升，可能有藥物性肝受損。 

(3) BILI(膽紅素)─來自紅血球破壞後的產物，膽紅素總量上

升，表示有黃疸現象。黃疸的產生是因為膽紅素被肝細胞攝

取、結合處理及排泄的過程受損引起。如直接膽紅素比率太

低，表示有溶血的可能；若比率太高，表示有膽管阻塞的可

能。當直接型與間接型比率相近，表示有肝臟疾病。 

 

肝膽功能檢查報告： 

 

項目 正常數值 單位 

R.Glucose 尿糖 2hr pp<7.8 mmol/L 

Albumin 白蛋質 30 – 48 g/L 

Total Bili 總膽紅素 7 – 19 umol/L 

Direct Bili 直接膽紅素 <6 umol/L 

ALP  鹼性磷酸酶 34 – 104 U/L 

ALT 肝酵素 谷丙轉氨酶 5 – 31 U/L 

AST  谷丙轉氨酶 12 – 28 U/L 

GGT  麩氨醢轉移酶 9 - 42 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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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道消息 
 

下一期會訊將增設「健康問與答」新欄目，歡迎各會友提出有關接受

骨髓移植前後的生理或心理健康問題，我們會選擇一些常見或特別的

問題，邀請本會顧問及專業人士解答。大家可透過本會電郵、郵箱、

網頁留言板或意見箱(在瑪麗醫院 J8 骨髓移植中心)，將問題遞交；又

或 者 傳 真 至 2323 2717(註 明 髓 康 會 收 );你 們 甚 至 可 以 致 電 熱 線

62390025 把問題講出來。 

 
 

 

 

本會顧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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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髓康會通訊小組製作 ~ 

 

 

香港郵政信箱 3659 號 

髓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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