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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取閱

 

資助機構：

(第 期)79

Bmtpa HK

活 動 預 告

日期 2014年11月29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6 時恭侯，7 時入席。

地點 九龍尖沙咀河內道18號 K11 

2樓201舖365東海蟹(尖沙咀港鐵站

N3/N4出口)

費用 會員及附屬會員  HK$150 

會員之首名家屬  HK$200

非會員  HK$270               

名額 100人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報名方法 致電熱線 6239 0025 

：

：

：

：

：

：

  第廿一屆周年大會暨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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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遊 南 丫 島

日期：2014年10月26日(星期日)

地點：南丫島 (由索罟灣往榕樹灣)

集合時間：上午8時正 (約下午3時回程)

集合地點：中環港外線4號碼頭 (往南丫島線)

午餐費用：會員/附屬會員$40

首名家屬$60

非會員$100

交通費：自傋 (請攜殘疾人士登記證)

名額：30人 (額滿即止)

報名：致電本會熱線 62390025

截止日期：2014年10月20日

講座－白血病的診斷、治療與護理

以上講座由本會與心血會、瑪麗醫院癌症病人關顧支援組及瑪麗醫院血液及血液腫瘤科護理部合辦

日期：2015年1月9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地點：瑪麗醫院癌症中心二樓活動室

主題：白血病的診斷、治療與護理

講者：梁如鴻教授－瑪麗醫院血液及血液腫瘤科教授

內容：1) 白血病的診斷、治療與護理

2) 心聲交流－康復者分享

對象：血液及血液腫瘤科病人及其家屬，歡迎有興趣公眾人士出席

報名：致電 2255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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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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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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及腫瘤科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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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國際復康日
  

-「免費乘搭車船暨免費參觀博物館和使用暖水游泳池及免費遊覽香港濕

地公園」

2014年國際復康日訂定11月9日「免費乘搭車船暨免費參觀博物館和使

用暖水游泳池及免費遊覽香港濕地公園」。

「殘疾人士免費乘搭車船日」當天，凡持有勞工及福利局新的「殘疾人

士登記證」的殘疾人士，均可與一名同行照顧者（任何年齡）免費乘搭各種

公共交通工具及免費參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博物館和享用游泳池設施及免

費遊覽香港濕地公園。

通  告

本會外務副主席張國科先生(人稱科長) 已於8月20日辭世，我們深切懷念

科長熱心為病友服務，尤其他關心骨髓瘤病友及就自費藥物資助問題向有關

方面表達，並向他的家人致以誠摯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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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香港器官移植及透析人士運動會

以下是本會為出席運動會開幕禮及觀賽會友的安排：

第二屆香港器官移植及透析人士運動會報名已經截止，我們共有16位骨

髓移植康復病友參加各項比賽。如果你今年錯過了做運動員的機會，不要

緊！你們還有機會替一眾運動員在運動會場上打氣，一同感受現場氣氛。

運動會將於11月8日將軍澳體育館(全日)舉行羽毛球及乓乓球比賽，同時

當日上午在將軍澳游泳池進行游泳比賽；並於11月9日在將軍澳運動場舉行各

項田徑比賽。

歡迎各位會友在11月9日將軍澳運動場出席運動會的開幕禮及觀賽，每位

到場人士屆時將會有午膳安排(11月8及9日) ，而在11月9日更可獲紀念品一

份。有興趣參加者請於10月25日前向本會報名，以方便作當日的膳食安排。

日期：2014年11月9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8 時正

集合地點：將軍澳運動場入口 (從將軍澳地鐵站A2出口步行過前面的馬路，

再一直行至迴旋處向左轉，之後再上位於寶康路 (即你那時在走的

路) 的天橋，再過對面，便是將軍澳運動場的入口。)

報名方法：致電本會熱線 62390025 報名 (10月25日截止)

大會安排多次拉筋及田徑項目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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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讓我的生命得以延續

八月廿二日，我終於能與捐贈骨髓者見面了！

短短數小時的會面過程中，充滿感動。他謙虛地說只是作出少少的付

出，但這些付出對我來說，真是天父給我最好的禮物，如果沒有他的捐助，

現在的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的境況。他無私的捐獻令我的生命得以延續，現在

我每呼吸的一口氣、心臟每一下的跳動也是源於他，世間上沒有任何一種言

詞能形容我對他的感激，只知道我繼續好好的生活就是我對他的謝恩。

與捐贈者的會談中，令我回想起這兩年來在疾病中的經歷。當最初在醫

生確診我患了血癌，真的有點驚訝！但我並沒有怨天尤人，因為知道每個人

都會生病，只是我的病較普通人嚴重吧了。但我最擔心的是家中的媽媽，本

希望自己工作賺錢，好讓她有較好的生活，但我卻患了病，要她擔心……，

還要她辭去工作，用所有時間照顧我，使我真的很內疚。還記得她第一次到

病房探望我時，我不能强忍淚水，擁抱着她，大哭了一場。

記得第一次化療時，那種辛苦的滋味，我不願在家人及朋友面前表達，

因為爸爸十年前是患肺癌過身的，我明白到作為病者家屬的傷心及擔憂。所

以當他們來醫院探病時，我常會和他們說說每天在病房中的笑話或其他事

情，盡量保持輕鬆的心情面對他們。

我在患病期間，每天期望療程快點完結、也每天幻想病房中的三餐是珍

饈百味。在骨髓移植病房中，日子實在太苦悶，我想盡了所有方法來娛樂自

已；當時日子很難過，但現在回想起來，難過的日子總會過。幸運的是我有

家人、男朋友及一班要好的朋友一直在這過程中支持我、鼓勵我，令我苦痛

的治療過程帶點甜思思的温暖。

雖然，這次患病經驗令我失去了寶貴的光陰，但我得到的相比失去的更

多，我還感謝神給我患病，因患病令我感受到家人、男朋友及親友的關懷，

令我學懂珍惜身邊的一切。其實生命可貴之處並不在乎長短，而是有否珍惜

生存的每分每秒、有否珍惜身邊所擁有的人和事。

撰文：寶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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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訊 速 遞

二零一四年十月 髓康會 會訊(79期)

全球淋巴癌關注月活動

9月15日是「 淋巴癌關注日」，血癌基金、心血會和本會每年都會合

辦推廣活動，關注淋巴癌病友的治療，並提高公眾對淋巴癌的認識。

今年8月24日假尖沙咀海員俱樂部舉辦了「淋巴癌心靈點滴專題講座及藝

術創作坊」由梁憲孫教授和臨 心理學家馮淑敏博士主講。病友和家人熱烈

參與，一齊歡度愉快的下午，互相鼓勵，積極抗病。

此外，「淋巴癌關注日2014」於9月14日在銅鑼灣世貿廣場舉行新聞發

佈會，梁憲孫教授提醒公眾注意身體變化，萬一發現患上淋巴癌，及早求

醫，愈早接受治療，治癒機會愈大。

全球

牀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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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管理局藥物名冊病人諮詢會」

醫管局於2014年9月19日(星期五)下午6時30分於醫管局大樓閣樓研討室

(一)舉行的「醫院管理局藥物名冊病人諮詢會」，主要是就2016-17年度建議

入名冊藥物作出諮詢。

本會有4位代表出席在會上表達對一些自費新藥價格的關注，期望降低申

請資助的門檻，例如治療骨髓瘤的藥物；另要求有關方面提供骨髓移植病人

注射預防 生蛇」針 及 肺炎鏈球菌」 針，醫管局藥物名冊諮詢委員會主席

周嘉歡醫生回應指預防 生蛇」針不適合免疫力低的人士，原因是注入的是

活菌，須按個別病人情況考慮風險；而預防 肺炎鏈球菌」 針現時只針對發

病率高的年齡群，規定免費提供65歲以上的高齡人士，而其他人士亦未必須

注射，然而有關方面會留意此關注。

醫管局藥物名冊諮詢委員會正對藥物名冊進行大規模檢視，歡迎各位就

這課題提供意見，如有興趣參與相關諮詢會，可致電本會登記，以便日後聯

絡。詳情可瀏覽以下網頁：

「 「

「

「

www.ha.org.hk/hadf  

招 聘 啟 事

誠聘行政助理(全職或半職)

職責：處理日常來往文書、會員事務、中英文資料電腦輸入、電話聯

絡、協助委員會推行各種活動及服務等。

工作時間：全職者每周 5 天工作，半職另議；須外勤及彈性上班時間。

資歷：1) 中學畢業或具同等學歷及1年以上工作經驗，中英文書寫能力良

好，有服務團體經驗會優先考慮。

2) 主動、能獨立工作，熱心，盡責及善於與人溝通。

3) 熟悉中英文文書電腦MS Office、Excel、powerpoint等操

作。

有興趣應徵者請將履歷及要求待遇於10月31日前郵寄到香港郵局3659號

髓康會收或電郵至本會 bmtpa1993@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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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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製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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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錦漢

、

編 者 的 話

二零一四年十月 髓康會 會訊(79期)

隨著骨髓移植中心的擴充，更多的病友能得到治療康復，踏入廿一歲的

髓康會要因應病友的需要，開展多些工作，加強聯繫，擴大病友服務。

我們向社會福利署申請的資助撥款剛喜獲批准，有了多些資源，未來便

可進一步發展會務，歡迎康復的您加入我們的團隊，集思廣益，各施所長，

協助後來的病友重過健康生活。

今期刋載了病友與捐髓者會面的興奮，並以積極生活表達感恩之情。接

踵而來的活動有淋巴瘤講座、秋季旅行、移植運動會、周年大會和聚餐等，

大家趕快報名參加，和會友們共渡歡樂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