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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機構：

(第 期)75

Bmtpa HK

活 動 預 告

金風送爽的時候，一年一度大家期待的聚會又到來了。髓康會已踏入雙

十年華，我們的義工隊伍也正在壯大中，希望在大家努力耕耘下，服務範圍

得以持續擴大。 

日期：2013 11 16

時間：

地點：香港

：第二十屆周年大會、自助晚餐及大抽獎等

費用：HK$180

HK$240

HK$350

，三歲以下小童免費〕

名額：100人 (額滿即止)

報名： 報名

情緣滿載髓康二十年

年 月 日(星期六)

下午 6 時恭侯

城景國際酒店(YMCA)水晶廳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23 號

(油麻地地鐵站 A2 出口)

內容

(會員及附屬會員)

(會員及附屬會員之首名家屬)

(非會員)

〔大小同價

致電熱線 6293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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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速 遞活 動 速 遞

二零一三年十月 髓康會 會訊(75期)

2013年國際復康日

– 「免費乘車船暨免費參觀博物館和使用暖水泳池及免費遊覽

香港濕地公園」

日期 年 月 日(星期日)

內容 凡持有「殘疾人士登記證」的人士，均可與一名同行照顧者於該日免

費乘搭各種公共交通工具、免費參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博物館和使

用暖水泳池設施，並可免費遊覽香港濕地公園。

：2013 11 10

：

活動名稱 詳    情日期及時間

關懷探訪

逢星期六

上午10時–

中午12時

認識同路人，分享經驗

對象：住院病友

地點：瑪麗醫院骨髓移植中心及

          血 液及腫瘤科

緣聚一刻

(門診探訪)

星期一或四

(每月一次)

上午10時–

中午12時

義工與等待覆診的病人作分享經驗，互相

交流。

對象: 瑪麗醫院骨髓移植中心覆診病友

地點: 瑪麗醫院骨髓移植中心門診部

家庭會議

探訪

星期三

(每月二次)

下午1時– 4時

義工在瑪麗醫院與準備接受骨髓移植的病

友及其家屬，以過來人身份與他們分享骨

髓移植的經驗。

對象：準備接受骨髓移植的病友及

          其 家屬

地點：瑪麗醫院骨髓移植中心

醫院探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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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沃林教授主講「白血病的治療和復發處理 講座。」

活 動 剪 影

陳漪瑩姑娘(血液腫瘤 病房經理)為本會培訓義工，講解義工守則及身心準備等。科

謝偉財醫生主講「標靶藥物在血液腫瘤科的應用」；陳漪瑩姑娘主講「藥物經濟援助知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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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G 2013世界移植運動會後記

在去年參加完香港器官移植及透析人士運動會後，我一直渴望能參與在

南非德班舉行的第十九屆世界移植運動會 (下稱WTG 2013)。坦白說，一個

普通人除非特別超卓，根本很難有機會參加世界性的運動會。很慶幸我擁有

這'特別的身份，於是抱著去見識和體驗一下的心態，決定報名參加。

7月26日晚上11時50分，我們一行

40人浩浩盪盪出征南非德班。香港隊陣

容不算很龐大，當中20位是運動員，其

餘是隨團醫生、護士、物理治療師、支持

家屬和工作人員。很難形容那一刻的心

情，因為這是我首次踏足非洲大陸， 而

令我難以置信的是可以以香港代表隊的身份出征這個充滿意義的盛事。

比賽在7月28日至8月3日期間舉行，一共

有來自49個國家/地區，900多個運動員競逐，

這個旅程其實都頗艱辛，清早五、六時便要起

床準備，七時許便要出發，有幾天甚至比賽到

太陽下了山才回來。晚上還要開例會，加上當

地早晚溫差大，食物又不太適合，有些隊友都

生病了，幸而只是輕微感冒和水土不服。

這個旅程有一些小插曲，令我興奮了一陣子，而且感覺很玄妙。全團

40人， 除了陪伴我的妹妹和病友林義文外，報名時我是一個都不認識的；我

其中一個參賽項目是草地滾球雙人賽，籌委會安排給我的拍檔竟然是我姪女

的老師，恰巧她妹妹跟我同名同姓，我的運動員編號是315，剛巧是我的生

日：3月15日；運動會期間的酒店房號是1025，碰巧是我骨髓移植的日期：

10月25日。這些巧合令我覺得自己選擇參加是更有意義的。

這次WTG 2013的經歷，使我深深體會到

團隊精神。在這十多天裏，各人都發揮互助互

愛，守望相助的精神。不用比賽的時候，大家

都會為其他隊友打氣。同行者也有不同的任

務，有些充當場地經理，替大家報到和提醒大

家出場時間，有些則負責拍攝，使運動員可專

心比賽。 

投 其 所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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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整個WTG 2013的氣

氛相當融洽，無論在酒店裏、升降機

內、穿梭巴士上或是比賽場地，個個

都笑臉迎人。雖然大家來自五湖四

海，素未謀面， 但都會互相問好，互

相鼓勵。大家亦會帶備一些小紀念

品，在現場四處找人交換。 到最後一

天，甚至會將身上穿的制服也脫下來

交換呢！而最令感動的畫面就是在田

徑場上，看台上每一個人，無論跑道上的健兒是不是自己隊的，都會拍掌歡

呼，為他們加油！

今次香港代表隊得到很好的成績，共取得14金12銀和11銅共37面獎牌， 

而我亦僥倖在草地滾球賽獲得1金1銀。是次的成功有賴籌委會和義工們的努

力。  在出發前安排體測和集訓，在現場為我們張羅。我更要特別鳴謝陪行的

妹妹和隨隊的兩位物理治療師Cora和Ken。 

在第一天出發到比賽場地時，由於攜帶的滾球頗重，在車上我巳不小心

拉傷了肩頸，幸得妹妹全程為我提行李，不單做我的球僮，更充當我的褓姆

和攝影師。 至於物理治療師Cora和Ken更對我們呵護備至，只要我們稍有不

適，他倆便會想盡辦法為我們治理，他們不單止在賽場替我們治療，更會在

往比賽途中在車上為我們按摩，每晚比賽後更要在房間開門診呢！我相信他

們比運動員更加疲倦啊！  

這個運動會最大的意義不是輸贏，

而是要讓大家知道器官捐贈的重要性和

意義，期望下一屆的WTG有多些骨髓移

植的康復者參加。我們這一群曾在鬼門

關口徘徊的病人，因着捐贈者和捐贈家

庭無私的大愛，得以重生的機會，我們

更想藉着這個機會來感謝和告訴捐贈者，我們都活得很精彩，沒有浪費他們

的善心。

支持器官捐贈和骨髓捐贈，讓更多生命獲得重生！

大家可瀏覽以下網址，內容是香港隊在WTG 2013的花絮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fHYf8WW9wk

撰文：梁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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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病的治療和復發

白血病分為急性與慢性，而這兩種又可以分為淋巴性及骨髓性：

治療方法包括：

白血病是造血系統的惡性疾病，患者體內有大量異變的白血球細胞廣泛而

不受控制地增生在骨髓、血液及淋巴組織中，甚而滲潤入肝、脾等器官，因

而引起病人出現感染、貧血及出血等問題。

(一) 急性淋巴性白血病(ALL) 

(二)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AML) 

(三) 慢性淋巴性白血病(CLL) 

(四)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CML)

(一) 誘導治療

(二) 鞏固治療

(三) 維持治療

(四) 骨髓移植 

雖然急性白血病的病情較凶險，但由於發病時病徵明顯，患者如及時看

醫生及治療，可能會比慢性白血病更易治癒。急性白血病的治療通常以殺死

病變白血球細胞為主，並使之不再復發，而大多數醫生以治療5年內無症狀為

治癒標準。如在治療一年後不復發，復發的機會便會大大減少。但慢性白血

病卻發展緩慢，以致患者於較遲才接受治療，而有可能惡化。

BMT 快訊

節錄自鄺沃林教授主講「白血病的治療和復發處理」講座內容

國際新指引 助控制慢性骨髓性白血病CML免惡化

2010年數字顯示，有488宗白血病新症個案，當中15%為慢性骨髓性白

血病(CML)。香港血癌基金副主席梁憲孫表示，CML分為三期，由慢性期可

維持4至6年，逐漸可演變成急進期，即急性白血病，因此，慢性期是治療的

黃金時期，及早控制病情，避免惡化。
 
他又稱，CML患者因血液細胞帶有「費城染色體」，而染色體則有一個

新的「融合BCR-ABL1」基因，故多採取標靶藥物作治療，近年亦已有第二

代標靶藥物。為了解治療成效，國際已採取新指引，建議治療12個月後，體

內的異常基因水平下降至千分之一才算達標，醫學界會根據有關指引，為患

者提供最合適的治療方案。為了讓患者及家屬加深對CML的了解，該基金趁

著9月22日為「世界慢性骨髓性白血病日」，故在網上開設網站

www.hkbcfcml.org.hk，提供最新資訊。
摘錄自am730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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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轄下「香港骨髓捐贈者資料庫」於九月二十

一日舉行「二零一三年度骨髓捐贈者嘉許禮」，共有八十三位捐髓者榮獲嘉

許。

出席嘉許禮的嘉賓包括食物及ä 生局局長高永文，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

務中心管治委員會暨香港骨髓捐贈者資料庫管治小組主席蔡永忠、香港骨髓

捐贈基金主席及副主席趙曾學韞教授及梁憲孫教授。

高永文致辭時表揚骨髓捐贈者無私奉獻的精神及慷慨的捐贈，亦藉此呼

籲市民踴躍登記捐贈骨髓，給予更多病人新的希望。此外，在嘉許禮上，兩

對捐髓及受髓者初次會面，真情分享捐贈及移植骨髓的經歷。

由於骨髓移植必須要捐髓者和受髓者的白血球組織型高度或完全吻合，

如果病人沒法從親屬中找到合適的捐贈者，便要於無血緣的捐贈者尋找。根

據統計，找到一位完全吻合的無血緣捐髓者的機會一般只有五千至一萬分之

一；若是罕見的白血球組織型，機率更少於十萬分之一。故此，愈多市民登

記捐贈骨髓，病人找到吻合捐髓者的機率便會更高。

香港於二十二年前成立全球首個華人無血緣骨髓捐贈者資料庫，截至今

年七月底，本港已有逾九萬四千名人士登記成為志願骨髓捐贈者，當中超過

三百位已作出捐贈；另外資料庫成功為約七百位本地及海外的病人尋獲合適

的造血幹細胞作移植治療。

去年十二月，醫院管理局及香港紅十字會應允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衛

生局簽訂「骨髓捐贈者登記」備忘錄，將骨髓捐贈服務擴展至澳門，此舉有

助擴闊香港骨髓捐贈者資料庫，將會惠及更多本地、澳門以至其他國家的病

人。

凡年齡介乎十八至六十歲及身體健康的人士均可前往任何一間捐血站登

記成為骨髓捐贈者，登記過程簡易，市民只須填妥登記表格，通過健康查詢

及接受抽血作血液化驗。有關捐贈骨髓的資料，市民可致電 或瀏

覽中心網頁（ ）。

                                                       摘錄自香港醫管局公報

2710 1206

www.ha.org.hk/rcbts

2013年度骨髓捐贈嘉許禮



髓  康  會  顧  問

方素君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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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漪瑩姑娘     區永仁醫生     詹楚生醫生  

趙健華醫生     戴慧明姑娘     簡倩婷姑娘  

謝偉財醫生     鄺沃林教授     嚴淑明醫生      
(排名以筆劃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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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二零一三年十月 髓康會 會訊(75期)

髓康會全賴有一群創會義工建立了堅固的基石，加上多年來熱心義工們

前仆後繼的努力，凝聚了一支友愛互助的義工團隊，才能夠延續為接受骨髓

移植前後的病友服務的使命。

會友們千萬不要錯過「情緣滿載髓康二十年」的聚會，屆時各位可和康

復的老友歡聚，更會見到許多在過去的二十年裏，曾經為骨髓移植病友貢獻

力量的醫護人員，記得盡早報名參加。

今期記載了一個接受骨髓移植18年的病友代表香港，和一群器官移植運

動員，一起到南非參加世界移植運動會，並奪得佳績的愉快經歷。這是一個

難得的有意義活動，鼓勵康復的病友擺脫陰霾，走出去，交朋友，擴闊生活

圈子，並藉此感謝捐贈者。

除此，還刊有2013年度骨髓捐贈者嘉許禮及關於白血病的治療及新資

訊。由於有了更精確的檢測方法，患者便能及早發現疾病，把握適當的治療

時機，提高治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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