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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康會會訊(第96期)

活動報名及繳款方法:

凡參加本會任何活動，請致電 3656 0822或6239 0025報名及
下列方法於活動舉行前繳款:

1) 以現金到本會辦事處交付。
2) 入賬至本會匯豐銀行賬户 511-038226-001，並將附有姓名
   及人數之入數纸WhatsApp至熱線 6239 0025 。
3) 郵寄支票至本會，抬頭 [香港骨髓移植復康會有限公司]，
   背面須寫上姓名及聯絡電話。

活動速遞

日期：2019年3月16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6時恭候，7時入席(敬請準時)
地點：新馥海景宴會廳 
      銅鑼灣告士打道250-254號伊利沙伯大廈6樓
      (港鐵銅鑼灣站C出口)
節目：晚飯、遊戲及大抽獎
名額：120人
費用：會員及首名陪人 $180/位
      其他陪人  $220/位

報名：參加者請於3月8日前致電 3656 0822 彭姑娘報名及繳款

金豬迎春團圓宴

歡迎新舊會員參加，共聚賀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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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及腫瘤科飲食與營養講座暨心聲交流】

由瑪麗醫院營養部、瑪麗醫院癌症病人關顧支援組、髓康會及心血會合辦

日期：2019年3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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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樓活動室
講者：瑪麗醫院營養師
對象：血液腫瘤科患者及其家屬
內容： 1. 講解血科病人常見的飲食問題
       2. 問答時間
       3. 康復者分享復康經驗 
報名：致電瑪麗醫院癌症病人關顧支援組電話: 2255 3900

【淋巴癌多面「睇」- 治療新趨勢及護理】講座
由髓康會主辦及香港醫護學會協辦

主題 : 淋巴癌多面「睇」 - 治療新趨勢及護理
主講 : 趙健華醫生(血液及血液腫瘤科)及專業物理治療師
日期 : 2018年3月2日 (星期六)
時間 : 下午2時至4時
地點 : 八本 (香港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4樓4&5室)
費用 : 免費
人數 : 100人
報名 : 致電彭姑娘 3656 0822



3 2019年01月髓康會 會訊(96期)

廸士尼樂園免費門票
日期 : 2019年4月28日(星期日)
時間 : 上午10時正
地點 : 大嶼山香港廸士尼樂園
名額 : 200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 : 2019年1月20日至4月8日
報名詳情 : 每位會員可以攜同一位陪同人進場，報名時請提供會員、
           陪同人姓名及年齡。如有超額，本會將以抽籤方式決定。

港島區童軍毅行日2019

    2019年3月17日在太平山舉行的“第22屆港島童軍毅行＂是由港島童
軍總會主辦，鼓勵童軍以行動服務社群，今年的主題是捐贈罐頭行動，
參加者一人捐一個罐頭，送給食物收集中心派發給有需要的人。
    髓康會受邀作支持機構，並致送紀念品給參賽者，為毅行加多一重意
義--介紹骨髓移植，呼籲社會大眾，尤其青少年登記捐骨髓，「多一個登
記，多一個希望」給有需要接受骨髓移植的病人。
請大家踴躍參與。

日期 : 2019年3月17日(星期日)
集合時間及地點 : 下午2時15分，山頂廣場門口等
路線 : 山頂盧吉道至夏力道繞行一圈，全程約3.5公里，
       步行時間約1小時
費用 : 全免
截止報名日期 : 請於3月10日前致電本會彭姑娘 3656 0822

抽籤結果將於2019年4月15日後以電話形式個別通知。中籤者請於4月28日
當日上午10前攜同會員證到廸士尼樂園正門噴泉領取門票，逾時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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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康緣聚廿五載」周年大會暨聚餐

    第25屆周年會慶於11月25日在城景國際酒店舉行，筵開12席。
會慶在彩色氣球爆破聲中展開序幕，當日除了有各式美食的自助餐
和豐富的大抽獎外，還有2個特别環節，分享我們參與大型活動的
感受:

1) 出席台灣慈濟與捐髓人相見歡盛會
2) 參賽第四屆香港器官移植運動會

同時，本會向持續為病友服務的資深義工頒發嘉許狀，為大家打氣。
而新的一屆執行委員會成員則在周年大會中通過誕生。

2018-2019年度委員會

主席     : 梁嘉兒
副主席   : 鄧超馳
司庫     : 唐燊
秘書     : 湯艷萍
委員     : 劉安綺
           伍健斌
           楊靜文
           廖億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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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參閱更多照片請登入

BMTPA

第25屆周年大會暨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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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相見歡及交流之旅

          台灣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為慶祝25周年舉辦了
「髓漾年華愛重生」盛會，安排20多對捐髓和受髓
人相見。我們有6位病友有幸能與其台灣捐髓人見面。
在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的協助下，本會代表和病友
家屬陪同6位病友共24人ㄧ同赴台北參加盛會，大家
都很興奮帶同禮物去會見賦予第二生命的恩人。
    我們抵台當天，首先拜會了台灣的血癌病友組織-「髓緣之友協會」，
和康復的義工交流，並ㄧ起共晉晚餐，由於大家都經歴病患，所以交淺言
深，非常親切。
    11月3日，我們參加了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整天的相見歡活動，每ㄧ組
捐髓和受髓人魚貫上台相見，互訴心聲，場面非常感人。大會還安排了每
組人在會議室繼續交談，並接受傳媒訪問，以便向公眾宣傳骨髓捐贈。
    慈濟志工的骨髓捐贈宣傳和跟進工作做得相當貼心，讓捐髓人很安心和
開心，以配對成功而能捐髓為榮，也是ㄧ種功德，值得我們借鏡。

如欲觀看慈濟「髓漾年華愛重生」相見歡活動詳情，可瀏覧以下連結:
慈濟相見歡(ㄧ)
https://youtu.be/utjPZ3wiZMk

慈濟相見歡(二)
https://www.facebook.com/tzuchicommuity.taipei/vid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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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病友與台灣捐髓人會面節錄 :

1) 林淑珍
https://youtu.be/8x1yLUDSZkk

2) 李勤堅
https://youtu.be/Sy2nZquaE4E

3) 曾詠恩
http://www.tzuchi.org.tw/communit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6088:
23173810E18E11E8AD5132480C310671&catid=177:2016-08-30-03-30-53&Itemid=420

4) 潘紫馨
http://www.tzuchi.org.tw/communit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6087:
42C81500E18C11E8AD5132480C310671&catid=177:2016-08-30-03-30-53&Itemid=420

5) 彭望棣
http://www.tzuchi.org.tw/communit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6116:
E91F17F0E24511E8AD5132480C310671&catid=177:2016-08-30-03-30-53&Itemid=420

6) 唐燊
http://tw.tzuchi.org/communit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6066:EE8C
B020E01611E8AD5132480C310671&catid=177:2016-08-30-03-30-53&Itemid=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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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齊歡度聖誕 - 送暖給瑪麗醫院病友

抗癌大歩走

  



9 2019年01月髓康會 會訊(96期)

   骨髓移植組在今屆運動會的成績斐然，共取得31個奬牌，包括15金、
9銀及7銅佳績。同時，王珈曦獲最優秀女(成人)運動員(3金2銀1銅)，陳柏
熹獲最優秀男運動員(兒童)，另骨髓組還取得男子隊際大奬(成人)季軍。
運動員們更興致勃勃，準備進軍今年8月在英國紐卡素舉行的世界移植運動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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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運動會隨想                                       謝肖娟

    二零一八年是我重生的第十六個年頭：二八年華，生機勃勃！今年五月，
老公鼓勵我參加第四屆香港器官移植及透析人士運動會。當時我信心及興趣都
不大，但想想見識見識大型運動會，也不是壞事。所以便參加了飛鏢、保齡球
及法式滾球（團體）三個項目。
    報了名便要練習。但我除了保齡球外，其他兩項活動都不認識。去年退休
後每天忙著湊孫、運動、書畫、唱歌、氣功等等，並沒有多少空閒時間！最後
總算抽到時間學習了一次，便硬着頭皮去參加比賽。
    第一個項目是飛鏢，第三圈被淘汰，那正常不過。第二個項目是保齡球，
三局合共拿到約三百分，十分滿意，笑著離開。第三項賽事是法式滾球，竟被
委以隊長重任，賽前不停冒汗！
    11月4日，我們來到將軍澳運動場參加開幕禮及比賽。原來籌辦一個大型
運動會，人力物力確不少，多謝各醫院醫生、護士及志願機構的義工協助完成
賽事。除了香港本土運動員，還有澳門隊和中國隊，陣容鼎盛。
    我們一隊六人報名，僅有伍健斌、廖億娣、湯艷萍和我到了場館，而健斌
上午要參加木球和競步比賽，隊員就餘下我們三人（剛好達每隊最少三人的比
賽人數）。這一隊新兵連比賽規則也未掌握，當然是誰也不會看好。
    剛開始比賽的幾分都是由對手取得。但是我們都經歷過重生，經歷過J8時
的努力，這小小適應怎能難倒我們。隨著深入比賽，我們逐漸掌握了比賽節奏
和技巧，憑著團隊的努力，輕鬆地以13比7過了第一關。進入八強遇上另一對
手，我們仍然是勇者毋懼，憑著信心與頑強的鬥志，我們又以13比7再度晉級。
    下午的四強比賽，對賽隊伍愈來愈強，幸好得到健斌的歸隊，讓我們如虎
添翼，四顆心連在一起，不畏任何強敵！對手瑪麗醫院肝移植組的部分成員曾
經代表香港到瑞典比賽，實力之強可想而知。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們心知
自己的實力，亦知道對方中前場的球十分準繩，決定捨短取長，不予硬拼，所
以我們盡量開長遠球。面對對方的進取打法，我們一度落後4比8，但我們的團
隊堅持這打法，穩定的發揮力量，一分一分的追趕，逼使對手犯錯，慢慢搶回
優勢。
    比賽過程跌宕起伏，一個球的來回往往牽涉幾個隊分，非常刺激。但相對
骨髓移植的刺激和煎熬，我們都能一一闖過，這只算是小兒科，怎能難倒我們！
結果我們以11比9逆轉對手，邁向冠軍之路。



11 2019年01月髓康會 會訊(96期)

    強中自有強中手，冠軍決戰，對手是剛擊敗了上海隊的明愛醫院心臟移植
組。我們能進決賽，對手已刮目相看，半點也不敢輕敵。我們沿用早前的策略，
專心致志地去拼。比賽過程一直膠著，落後與領先都只是一分之差。每一局比
賽雙方各有6個滾球，當一方發出一個好球時，就要等待對方出球，看能否比
先前更靠近目標球。等待的時刻，心情最為忐忑，就像等待配對骨髓時的感覺！
一旦對方回敬一個好球，我們又要想盡辦法化解。面對這種情況，我們絕對佔
盡上風，因為每一個經歷骨髓移植的人都是身經百戰，不畏困難。勝利的天秤
早已傾向我方。果然11比8勝出，我們一鳴驚人，滿地盡是眼鏡碎片！
    首次參加法式滾球隊際賽，憑著團隊驚人的毅力，連過四關，勇奪冠軍，
當然喜上眉梢！但能以弱勝強，以卵擊石，絕非僥倖，此因我們擁有獨特的骨
髓移植經歷。我們都是浴火重生的火鳳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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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品

黃大仙癌協服務中心轉交髓康會
九龍黃大仙下邨龍昌樓地下C翼2-8號

會訊製作小組 

編輯 : 梁嘉兒
排版 : 張凌珊 楊靜文 
組員 : 黃錦漢 黃邦衛
       張汝榮 李容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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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康會顧問

梁憲孫教授 李卓廣醫生 趙健華醫生
鄺沃林教授 李國維醫生 梁如鴻醫生
詹楚生醫生 謝偉財醫生 區永仁醫生 
嚴淑明醫生 袁詠詩姑娘 戴慧明姑娘
簡倩婷姑娘 陳漪瑩姑娘 方素君姑娘
         (排名不分先後)

回顧、展望                                                                                         梁嘉兒
 

    廿五載的「髓緣」連繫著歷屆義工的辛勤努力，成就了髓康會的今天。
「走出去，請進來」是我們這幾年工作的寫照，也是未來發展的方向。
    我們除了走出去搜羅醫訊和爭取資源，持續病友關懷服務，支援家屬，
還走到社區去宣傳骨髓捐贈，讓大眾認識骨髓移植，並向有關方面反映，爭
取病友的合理權益。
    我們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廣邀病友參加和凝聚義工，請大家進入這大
家庭，讓病友癒後好好鍛練身體，活得更精彩和健康，回饋曾幫助我們重獲
生機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