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盟之聲]            第七期           2021年7月 

*** 同盟之友 *** 

同路人同盟 2019-2021年度第二屆執行委員： 
陳偉傑（主席）、李紹榮（秘書）、梁勇（司庫）、蔡廣森 
同路人同盟 2019-2021年度第二屆顧問： 
葛珮帆議員、麥美娟議員、鄭彥銘教授、熊志添教授、崔俊明教授、梁憲孫教授、王紹
明副教授、麥可琪名譽臨床助理教授、梁佩如博士、周睿博士、李翠萍博士、莊清寧醫
生、邱家駿醫生、梁廣泉醫生、廖崇瑜醫生、陳穎琳藥劑師、張寶瑛社工、黃敏櫻社工
和梁玉衡核數師 
同盟之聲編輯組： 
陳偉傑、李紹榮和馮秀儀社工 

*** 主席的話  *** 

防疫同行新路向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義工服務全面停頓一
年多。同盟推出：[網上分享2021] 內容 
包括醫生講座、藥劑師話你知和同路人網
上分享一系列癌病視頻；血癌病友資訊研
討會和病人支援分享會。 
感謝各嘉賓好友義務協助：梁憲孫教授、
王绍明副教、鄭彥銘醫學博士、周睿博士、
廖崇瑜專科醫生、 張智瑩專科醫生、麥可
琪專科醫生、謝日恆專科醫生、蔡添成專
科醫生、陳少康專科醫生、李宇聰專科醫
生、李浩勳專科醫生、王韶如專科醫生、
區兆基專科醫生和徐偉樑藥劑師。 
教授、醫生、藥劑師和義工仗義支持，小
弟無言感激。特別感謝協辦機構香港藥劑
專科深造學院和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病人互助發展中心提供技術培訓及支援。 
記得訂閱 #同路人同盟  #網上分享2021 
Facebook專頁  和   同路人同盟網頁。 

病友網上分享會 
同盟為繼續舉辦病友分享會，不停地聯絡
各專科醫生舉辦網上病友分享會。希望可
幫助新症病友和認識新療法，希望大家多
多支持。 

人間有情港人有義 
特別鳴謝以下善長仁翁捐贈。 
第55批：寄由Christine捐贈口罩。第56批：
寄由工聯會「口罩工場」和美國輝瑞科研
製藥有限公司捐贈口罩。第57批：九龍區
派口罩由工聯會「口罩工場」捐贈。第58
批： 香港區派口罩由工聯會由「口罩工場」
捐贈。第59批：新界區派口罩由工聯會
「口罩工場」捐贈。至六月十七日同盟共
寄和派出共59批防疫物資。包括口罩
52,995個，酒精消毒紙 1,400張，酒精消
毒液 1,160支。同盟再一次多謝各善長仁
翁，萬分感謝。 

香港癌症策略論壇 
自費抗癌標靶藥物非常昂貴，往往要數萬
元一個月，一般病友根本負擔不起。同盟
八月七日主辦「香港癌症策略論壇」正正
是要向政府官員、議員、醫院管理局行政
總裁、商界人士、慈善機構代表、藥業界
代表和各持份者反映：如何可加快抗癌藥
物入藥、自費藥物空窗期自願醫保如何可
發揮更好功能和官商民眾籌方案。希望能
集思廣益再改善癌症藥物納入藥物名冊和
資助問題造福病友。 1 



*** 同盟活動花絮 *** 

2021年1月13日派第55批口罩由 

Christine 和有心人捐贈 

 

 

 

 

 

 

 

 

 

2021年1月14日 寄第56批口罩由 

工聯會「口罩工場」和 

美國輝瑞科研製藥有限公司捐贈 

 

 

 

2021年3月2日寄 

食衞局約見就引入境外醫生 

2021年3月20日 

血癌病友資訊研討會  

 

 

 

2021年3月20日  
網上分享2021 血癌系列 

 

 

 

 

 

 

2021年4月16日  
病人支援分享會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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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盟活動花絮 *** 

2021年4月30日  
網上分享2021 乳癌和婦科癌系列 

 
 
 
 
 
 
 
 
 
 
 

2021年5月9日 
長期病患者關注醫療改革聯席 

引入非本地培訓港人醫生意見調查發佈會 
 
 
 
 
 
 
 
 
 

2021年5月20日 
網上分享 2021 腦癌系列 

 
 
 

2021年6月5日 
工聯會職業發展服務處 
「口罩工場」閉幕儀式 

 
 
 
 

2021年6月15日 
九龍區派發第五十七批口罩 
由工聯會「口罩工場」捐贈 

 
 
 
 
 
 
 
 
 
 

2021年6月16日 
港島區派發第五十八批口罩 
由工聯會「口罩工場」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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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盟活動花絮 *** 

2021年6月17日 
新界區派發第五十九批口罩 
由工聯會「口罩工場」捐贈 

 
 
 
 
 
 
 
 
 
 
 
 
 

2021年6月26日 
網上分享 2021 肺癌系列 

 
 
 
 
 
 
 
 
 
 
 

[網上分享 2021] 
 

血癌系列
https://www.cancerpatientalliance.org/

8  
醫生講座 
• 血癌 （白血病）鄭彥銘醫學博士 
• 慢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CLL）廖崇瑜

醫生 
藥劑師話你知 
• 慢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CLL) 周睿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學院講師 
• 非何傑金氏淋巴癌：濾泡型淋巴瘤 (FL)、

濔慢性大B細胞淋巴瘤 (DLBCL) 周睿博
士 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學院講師 

• 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ALL) 周睿博士 香港
中文大學藥劑學學院講師 

同路人分享 
•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AML) 陳偉傑 
• 瀰漫性大型B細胞淋巴瘤 李紹榮 
•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AML) 、骨髓移植 

梁勇 
• 慢性細胞性白血病 (CML) 、骨髓移植 

Ken Choy 
• 多發性骨髓瘤 (MM)  劉麗娟 

•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AML)  謝麗卿 

[網上分享 2021] 
 

乳癌和婦科癌系列 
https://www.cancerpatientalliance

.org/3  
醫生講座 
• 解開乳癌治療迷思 術前術後治療的

疑惑 麥可琪外科專科醫生 
• 乳房健康 莫遲疑 張智瑩外科專科醫

生 
• 新一代乳癌治療方案 李宇聰醫生臨

床腫瘤科專科醫生 
藥劑師話你知 
• 乳癌治療 周睿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藥

劑學學院講師 
同路人分享 
• 乳癌原位癌梁慧珊 
• 乳癌孔鳳玲 
• 乳癌一期尾阿貞 
• 乳癌HER 2佩佩 
• 子宮癌 康復者 周雪芬 
• 腸癌、子宮癌、膀胱癌康復者康復

者 蔡錦容 
• 卵巢癌 Joyce 
• 乳癌1期尾 廖谷逢 
• 乳癌 Co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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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盟活動 *** 

基因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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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盟活動 *** 

香港癌症策略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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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盟活動 *** 

乳癌病友網上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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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盟活動 *** 

前列腺癌病友網上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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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醫療和藥物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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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盟活動資訊*** 

*** 醫院服務 *** 
 

威爾斯親王醫院 
2020年3月12日、6月11日、9月10日和   

12月10日 (每季第二個星期四) 
病友分享會 10:30-12:00 
病房探訪 12:30-2:30 

 
屯門醫院 

病人支援服務 
2020年1月8日和3月11日 
(每單月份第二個星期三) 

上午10:00-12:00 
 

*** 愛心捐款贊助鳴謝 *** 
 

DR20046  馮秀儀 HKD200 
DR20047  孔鳳玲 HKD400 
DR20048  郭明 HKD400 
DR20049  羅氏大藥廠  HKD10,000 
DR20050  艾伯維 HKD68,800 
DR20051  楊森大藥廠 HKD10,000 
DR20052  香港綜合腫瘤中心 HKD10,000 
DR20055  英國阿斯利康藥廠 HKD10,000 
DR20056  美國輝瑞科研製藥有限公司 
HKD30,000 
DR20057 謝麗卿 HKD400 
DR20058  Joyce  HKD400 
DR21006  太陽花 HKD3,000 
DR21010 瑞士諾華製藥(香港)有限公司 
HKD10,000 
多謝以上善長慷慨捐款贊助，同盟定會繼
續努力關注和支持癌症病友及其照顧者，
務求達到 “抗癌路上，絕不孤單“。 

 

 

 

 

*** 義工招募 *** 
 

招募：同路人分享義工 

服務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屯門醫院、
聯合醫院和將軍澳醫院 

歡迎各認同同盟理念熱心人士、各癌科病
友和各癌科病人組織加入同路人同盟義工
團隊，同心同行為病友和照顧者出一分力 

查詢請聯絡本會 51112504 

*** 誠邀投稿 *** 

 
同盟交流篇歡迎本會會員、顧問、好友投
稿。字數一千字以下、可用筆名和加圖片。
請於每月二十號前用文字檔電郵到同盟郵
箱 mailtocpa@gmail.com 或 WhatsApp 

51112504。 

*** 請注意：編輯組有最終刪改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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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同路人同盟 Facebook 專頁 *** 
 
 
 
 
 
 
 
 
 

*** 愛心捐款 *** 

 

為了推動關懷全港癌症病友及照顧者，讓
同路人義工能發揮自助互助精神，讓病友
及照顧者得到適切、正確的訊息和積極正
面的鼓勵。本會極需要各界善長的慷慨解
囊支持本會服務。您們捐出的一分一毫將
會加強本會提供服務的能力，讓更多病友
帶來希望，社會更溫暖。 
郵寄支票捐款： 
請將捐款劃線支票，抬頭中文寫“同路人
同盟”或英文“Cancer Patient Alliance ” 
寄九龍橫頭磡邨宏禮樓地下 轉同路人同盟
收 或 存入捐款： 
請存入：中國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戶口名稱：同路人同盟， 
戶口號碼：012-352-2-003378-1 
電話：51112504 
電郵：mailtocpa@gmail.com 
網站：www.cancerpatientalliance.or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同路人同盟網站 *** 

 

 
 
 
 
 
 
 

會址：九龍橫頭磡邨宏禮樓地下 
電話 / WhatsApp : 5111 2504 
電郵 : mailtocpa@gmail.com 

網站：www.cancerpatientalliance.org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