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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盟之聲 ]        第二期        2019 年 1 月 

*** 同盟之友 *** 

同路人同盟 2017-2019 年度第一屆執行委員： 

陳偉傑（主席）、黃祺偉（秘書）、梁勇（司庫）、區少貞和李紹榮。 

同路人同盟 2017-2019 年度第一屆顧問： 

葛珮帆議員、容海恩議員、熊志添教授、莊清寧副教授、王紹明副教授、梁佩如博士、邱家

駿醫生、梁廣泉醫生、崔俊明藥劑師、陳穎琳藥劑師、黃敏櫻社工和麥嘉欣先生。 

同盟之聲編輯組： 

陳偉傑、馮秀儀和李紹榮。 

*** 主席的話 *** 

同路人同盟的服務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三日星期四，同盟在威爾斯

親王醫院開始了第一次病友分享會，正式為病

友提供分享和支援服務。得到其他好友團體和

個人支持，分享會也十分成功。 

同盟服務的願景 

同盟已向其餘六間癌症病科醫院申請病房探

訪和合辦分享會服務。希望二零一九年開始可

以為全港癌病病友提供適切分享服務。為加強

同盟義工對不同癌科知識，本會幹事會一直為

義工爭取出席參與不同的講座和論壇，義工們

都努力不懈地學習和参與，確實發揮出助人自

助精神，使本會深感驕傲。 

同盟服務的目標 

同盟希望在每間腫瘤科醫院都可由該院康復

病友提供分享服務。同盟與各病人組織和個人

義工提供一個平台，讓所有新症病友可聯繫其

同路人或同科組織，即時可得分享服務。 

同盟提供分享服務的伙伴 

所有病人組織、同路人個人義工、醫護人員、

社工，凡認同同盟理念和全心為支援病友者都

是同盟的伙伴，都歡迎加入為病友努力。 

同盟新顧問 

同盟很榮幸得香港復康會總監(復康)梁佩如博

士、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藥劑學系講師陳穎

琳藥劑師、港島東醫院聯網社區服務榮譽顧問

黃敏櫻社工、香港中文大學熊志添教授、香港

中文大學莊清寧副教授和港島東醫院聯網社

區服務榮譽顧問黃敏櫻註冊社工加入同盟顧

問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義工招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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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持同路人同盟，為病友和照顧者出一分力。 

請關絡同路人同盟執行委員或電聯 51112504。 

 

世界更美、只因有您 

抗癌路上絕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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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盟交流篇 *** 

同盟會員義工接受 [堅料網] 訪問： 

確診無期治療拖廷公立醫院癌症病人等到死 

 

資料來源 http://goo.gl/5qA7eY 

 公立醫院輪候診症時間長，癌症病人由出

現病症至確診，再接受治療，往往需時半

年。 

 70歲的郭明患有肺癌，由生病到確診整整

耗時8個月。 

 「同路人同盟」主席陳偉傑坦言，公立醫

院診斷時間好長。 

 陳沛然認為，香港25年沒有興建可治療癌

病的大醫院，令病人輪候時間越來越長。 

 醫管局回應指，會透過加建設施和增加人

手提升癌症手術的服務量。      

 醫管局現時營辦6所以聯網為基礎的腫瘤

科中心，為癌症病人提供服務。 

 

最近連續爆出幾宗公立醫院看不到病人 X 光

片陰影，延誤肺癌診治時機的個案，社會輿論

嘩然。癌症是一種嚴重疾病，向來是越早診

斷、越快治療越好。可是公立醫院病人，由出

現病徵到確診，再開始接受治療，往往要半年

時間，又是否可以接受？有病人咳血咳足 8 個

月，三次入院才證實患上肺癌；也有病人因為

等不到政府安排手術，要自行到私家醫院處

理。 

病人組織表明，診斷時間太長，主要浪費在輪

候之上，希望政府增加資源，醫管局則稱正在

改善之中。醫學界立法會議員則說，香港曾停

建大型醫院十多年，造成今天的境況，醫療開

支要增加一倍至每年過千億，才能解決問題。

這是所謂「亞洲國際都市」的公共醫療情況，

恐怕在可見的未來，問題都不會解決。 

 

今年 70 歲的郭明，回想起十一年前發現自己

患上肺癌的恐怖經歷，仍然歷歷在目：「有乜 

理由入幾次醫院都唔知咩事？」 

郭明說，未確診自己患上肺癌前，都有吸煙習

慣，最多一日三包煙，加上經常捱夜看球賽，

以致身體轉差。07 年 4 月開始出現咳嗽：「夜

晚瞓覺咳醒，咳出血。」於是入院治理，留醫

數日後出院。到 6 月又咳到出血要入醫院，當

時仍查不到是甚麼原因。 

病情輾轉到了 10 月，郭明再次入醫院，仍然

查不到病因：「又抽血又照 X 光，都係照唔到

啲乜，結果又係要我出院。」直至聖誕期間，

因為咳嗽太厲害，郭明轉看普通科門診，再照

X 光。這次終於照到肺部有一個陰影，普通科

醫生即時轉介郭明到沙田圓洲角胸肺科診

所，再轉到將軍澳靈實醫院。 

 

咳血 8 個月才驗出肺癌 

「初時圓洲角嗰個醫生以為我係肺癆，於是轉

介我去靈實。」郭明說：「靈實個黃醫生真係

好好，可能係緣份啦，佢幫咗我好多，同我抽

組織，先證實係肺癌，係 3B 期。」知道是肺

癌後檢查過程立即加速，3 日後即到仁安醫院

進行正電子掃描，再轉到威爾斯親王醫院腫瘤

科掛號，至 08 年 1 月 24 日，即確診後一個月，

才正式進行第一次化療。 

由生病到確診整整 8 個月：「我唔敢批評公立

醫院嘅制度⋯⋯都係遲㗎啦，我 07 年入咗咁多

次（醫院）都查唔到，其實如果佢哋（政府醫

院）講俾我知：『我哋公立醫院做唔到』，介

紹我去邊度邊度，做甚麼檢查佢哋知嘛，喺私

人化驗所都係 6、7 千蚊之嘛，我都俾得起，

如果可以早啲知咪好囉。」 

在外國，醫學界對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

（LDCT）檢查肺癌有正面效果，好處是能發

現 X 光照不到的位置，例如胸椎、心臟前後、

肋骨及肝臟前後方。3D 立體影象，令直徑少

於 0.5 cm 的微細病灶也無所遁形：「電腦掃 

描 07 年有嘅，但一年後（才可檢查）我點等

呀，我都係喺出面（私院）做，出面做晒俾（報

告）佢就快好多。」郭說。 

http://goo.gl/5qA7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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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盟交流篇 *** 

「醫生話唔知等幾耐才可做手術」 

 

受延診影響的不止郭明，家庭主婦周太（化

名），2016 年 10 月照 X 光時發現肺部有陰影，

醫生說懷疑她肺部有腫瘤，要求她去進行正電

子掃描檢查，但單單排期檢查也花了 1 個月時

間。完成正電子掃描檢查後又要等兩、三星期

才能覆診見醫生，證實她有一個 3 厘米和一個

1 點幾厘米大的腫瘤，共有兩個。 

醫生說，可以做手術切除腫瘤：「我問醫生要

排幾耐，佢話『唔知幾耐』⋯⋯等嘅期間當然

係好驚啦，結果等不到，去咗私家醫院做（手

術）。結果是兩個多月後，政府醫院先打俾我

話可以做手術。我手術都做咗啦。」周太說，

兩個多月時間等做手術實在太遲。 

可是噩夢未有因為手術成功而過去，今年 5 月

再覆診時，發現有復發，要再照 X 光和驗血，

結果又是等了 4 個月，到 9 月才決定要食標靶

藥：「我覺得（等待）時間真係好長，要個病

人係咁等係咁等，都幾辛苦。」周太希望醫管

局盡快增加人手，在處理嚴重疾病個案排期快

一點，不要等得太久。 

 

有錢私家搞掂  無錢等到六神無主 

綜合癌症科病人組織「同路人同盟」主席陳偉

傑說，公立醫院診斷時間「好長」：「所以有

保險的朋友，一定係去私家醫院，做晒手術，

先返去公立醫院進行化療。因為癌症病人一知

道有病，已經嚇到六神無主，而癌症係涉及生

死的疾病，所以有錢嘅，個個都走晒出去私家

搞掂晒先，最慘係嗰啲留在醫院排緊隊嗰啲，

真係冇錢嘅，就辛苦啲囉。」 

陳說，他們最近有一個癌病個案，一個已接受

乳癌治療的病人，由 8 月 18 日開始肺部病發，

到今日（11 月 2 日）仲未搵到原因：「先先就

當佢係肺癆，之後又當咗佢係肺炎，個幾月來 

照了 CT（電腦掃描）、PET（正電子電腦斷層

掃描）同取了組織化驗，到今天才到外科覆診 

看看是甚麼事，究竟是肺癌原發還是乳癌復發

轉移，所以話公立醫院真係好慢。 

陳偉傑說，同路人組織也很想找合適的病友陪

她，和她分享治療心得，讓她踏實一點，可是

根本不確定是那一種癌，很難安排。 

 

大腸癌等 77 日有得醫 

目前醫管局是如何對付癌病的？醫管局表

示，局方現時營辦 6 所以聯網為基礎的腫瘤科

中心，而各中心與聯網內其他醫院和診所組成

網絡，提供住院、日間醫療、門診和外展家居

照顧的癌症護理服務，涵蓋診斷以至治療、復

康、紓緩治療和晚期護理。醫管局亦與非政府

機構聯網，為癌症病人及其家人提供社區層面

的心理社交支援。 

根據局方提供資料，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期間，大腸癌、乳癌及鼻咽癌病人由確診到

首次獲得治療的第 90 個百分值（即有 90%的

病人而言）輪候時間分別為 77 日、63 日及 57

日，而 16 至 17 年則為 80 日、65.5 日和 54 日。

2016 至 17 年度，病人接受根治放射治療的第

90 個百分值輪候時間為 28 日，該數字在過去

兩年保持穩定。 

陳偉傑認為，等候時間太長，所以他們有時都

會建議病友，財政許可的話，便到私院做手

術：「始終都係有個癌症喺身體度，係人都驚

嘛，尤其是影響生活的病友。 

 

醫管局﹕改善中 

陳相信，導致今天的境況，肯定和醫護人手不

足有關。他們一直爭取，在醫療每年開支方

面，由 17%加到 20%：「希望增加嘅撥款，係

用喺增加醫護人手上面，因為我哋而家醫生又

唔夠，護士又唔夠，如果短時間內不夠醫生補

充，由海外聘請醫生是救命措施。」他又建議

醫管局考慮增加普通科門診人手，將病人分流

減輕專科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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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盟交流篇 *** 

醫管局回覆本刊查詢，為進一步提升服務量，

醫管局會繼續增加手術室節數，並透過加建設

施和增加人手來提升癌症手術的服務量。另

外，待基督教聯合醫院重建工程於 2023 年完

成後，在該院啟用第 7 所腫瘤科中心，以滿足

九龍東居民的需要。醫管局未來亦會增加放射

治療和化學治療的服務量。 

 

在診斷上，鑑於市民對確診癌症個案進行造影

的需求不斷增加，醫管局自 2012 年 5 月起實

施公私營協作放射診斷造影先導計劃，為癌症

病人提供電腦掃描造影和磁力共振掃描造影

檢查。多年來，這項計劃的目標病人類別已予

擴大，令更多癌症病人受惠。 

另外，醫管局除已設置兩部「正電子電腦斷層

掃描機」，為病人提供服務外，還在過去數年

加裝額外的電腦掃描造影機和磁力共振掃描

造影機，以提升服務量。由於市民對醫管局提

供的外科手術、化療和放射治療服務整體需求

增加，醫管局已逐步增加各聯網的手術室節數

和化療診所數目，以及延長放射治療服務時

間。 

 

議員陳沛然﹕醫療開支是政治問題 

「醫療開支，從來都係政治問題。」醫學界立

法會議員陳沛然說，香港政府每年都有施政報

告，只要看看醫療部分在報告中的排位，便能

看到政府的重視程度。陳沛然於是揭開今年的

施政報告，在後段才看到提及醫療的部分。就

算是醫療，政府的着眼點也不是癌病，而是中

醫醫院、開設基層醫療診所，而這些診所並沒

有癌病醫療服務：「這就是政治。」 

陳沛然認為政府的資源是用在其他方面為

主，例如基建投放差不多 1,000 億，第 2 及第

3 高的是社會福利和教育，之後才是醫療：「如

果政府將醫療放在第一位，我即刻舉腳贊成，

但其他事項是否扣錢呢？其實大家都在爭資

源。」 

政府每年醫療開支達 600 億，相對全港 700 多

萬市民，每人 8,000 元左右。目前的困局是甚

麼呢？ 

「而家有嘅錢（預算）就係得咁多，現在係市

民唔會因為冇錢而唔醫，但咁就要等好耐。我

哋堅持平價有質素的醫療服務，困難點就係時

間，我們而家係追時間，而解決方法就係錢。」 

25 年無建大型醫院   造成今日境況 

「如果你問我，我覺得醫療開支要翻一倍先

夠，但都未達到最先進國家的水平。目前呢一

刻係做唔到嘅。」陳沛然說，導致今天的情況，

還有一個原因，是香港在曾蔭權主政時有一段

時間停建大型醫院。對上一次有癌病治療的綜

合大型醫院建設，是東區尤德醫院：「醫院剛

剛慶祝 25 周年。」近年新建北區、將軍澳醫

院都是小型醫院，但大醫院就欠奉：「我睇返

資料都滴晒汗。回歸以來人口都多了 100 萬，

停建大醫院嘅副作用就係輪候時間越來越

長，但係市民只會怪醫生醫得慢，唔會怪已離

任的特首。」 

不過陳沛然也指出，目前香港人均壽命全球第

一，癌症存活率與國際水平相若：「但這並不

代表香港醫療沒有問題，應該要加快和處理得

更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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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ilto:mailtocp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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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盟活動花絮 *** 

2018 年 8 月 18 日 同路人同盟第一屆會員大

會暨病人賦能2.0 分享會  當日共92位嘉賓

出席。 

 

 
 

 

 
 

2018 年 9 月 4 日出席 新界東聯網病人關係

研討會 你所思我想知 

 

 

 

 

 

2018年 8月 25日 出席 [精叻病人 減輕藥費有

辦法工作坊] 

 

 

 

2018 月 9 月 11 日和 14 日出席 昂貴藥物資

助檢討。反映了同路人同盟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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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盟活動花絮 *** 

2018 年 8 月 25 日 出席新健社周年大會 2018 

 

 

2018 年 8 月 25 日 出席鮑廣桓兒童 善基

金會

 

 

2018 年 8 月 25 日 出席新健社周年大會 2018 

 

 

2018年 10月 24日 出席梁愷昍婦癌基金會 

5 周年午餐會 

 

 

2018 年 9 月 23 日 聯席政總遞信 

 

 

2018年 10月 24日 約見屯門醫院病人資源

中心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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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盟活動花絮 *** 

2018 年 11 月 2 日 堅料網 堅雜誌訪問 

 

 

2018 年 11 月 17 日出席 「東區醫院日 2018

－凝聚眾心．望創未來 (慈善步行及嘉年華)」 

 

 

2018年 11月 4日出席十大再生勇士選舉頒獎

禮 

 

 

2018年 11月 18日出席新健社 11.28慈善步行

籌款日」2018 

 

2018年11月4日出席伊利沙伯醫院自由講(II)

暨病人自助組織分享會 2018 

 

 

 

 

2018 年 11 月 30 日出席與醫管局商討昂貴藥

物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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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盟活動花絮 *** 

2018年 12月 1日出席  前列腺癌同路人學堂 

HKIOC 

 

 

2018 年 12 月 11 日出席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

會 反映撒瑪利亞基金和關愛基金醫療援助

項目經濟審查機制的檢討結果 

 

 

2018年 12月 1日出席 照顧者初衷 宣傳和教

育的方向 

 

 
 

2018 年 12 月 13 日 威爾斯親王醫院合辦病

友分享會 

 

 

 

2018 年 12 月 8 日出席 同創同行病人賦能工

作坊 

 

 

 

 

*** 入會申請 *** 

 

申請：正式會員 / 屬附會員 / 義工 

中文姓名 : _____________ 

性別 ：男 / 女 

覆診醫院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癌症病科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交回本會 WhatsApp：51112504 

本會會稍後聯絡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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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新知篇 *** 

黏膜下剝離術 減併發症風險 

 

    

葉瀚智表示，病人若能及早診斷出早期的消化 

道癌症，可經內鏡手術作治療。 

王心義攝 

 

早期的消化道癌症，可透過內鏡手術切除 

腫瘤，免除病人進行大型手術之苦。威爾 

斯親王醫院外科專科駐院醫生葉瀚智指出 

，針對早期腸胃癌、食道癌症的黏膜下剝 

離術，屬無創手術，可減低手術併發症包 

括穿孔風險，以及保留病人術後的生活質 

素。 

手術僅一個多小時 

黏膜下剝離術主要透過內視鏡電刀，切除 

黏膜的腫瘤，手術時間約一個多小時，比 

傳統大手術需8小時為短。該院去年便進 

行了180宗有關剝離術，比2004年引入 

手術時僅9宗為多，整體中以應用於腸道 

方面的手術較多。 

葉指，消化道的早期癌症，指黏膜層或黏 

膜下層的癌症，比較少擴散至淋巴，若能 

及早治療，5年的存活率可超過九成。早 

期癌症一般難以發現，加上大部份病人未 

有症狀，容易錯過診斷，過去10年，該 

院引入不同類型的新檢查，包括窄帶影像 

檢查，屬一種強化影像，讓醫生較容易看 

到癌細胞的位置，其準確度達85%至90% 

，比傳統的白光內鏡僅55%至60%準確度 

為高，對診斷早期消化道癌症有幫助。 

■記者梁麗兒 

 

資料來源：蘋果新聞 

https://goo.gl/bEqLVy 

 

威院翻新內鏡中心 年處理 300 宗麻醉手術 

 

   

威爾斯親王醫院的新內鏡中心今年二月投入

服務。 

伍明輝攝。 

威爾斯親王醫院的新內鏡中心今年二月投入 

服務，為全港唯一可進行全身麻醉內鏡檢查及

治療的中心。新內鏡中心投資約三千萬元，介

入治療室由過往一間增至四間，可進行經全身

及局部麻醉的微創手術。威院預計，新中心落

成後一年，可處理三百宗經全身麻醉及監察麻

醉的病症，並正爭取明年每周增多兩節麻醉服

務節數，治療更多病人。 

隨著市民對早期癌症的微創治療的需求不斷

上升，威爾斯親王醫院以三千萬元翻新及擴建

新內鏡中心，今年二月正式投入服務。內鏡治

療室共增至八間，其中介入治療室增至四間，

面積較以往寬敞，可作小兒科腸胃鏡檢查、激

光碎石治療、經全身及局部麻醉的微創手術

等。威爾斯親王醫院內鏡中心病房經理黃美燕

指，過往舊中心只設一間介入治療室，使用情

況緊張，有時更需借用手術室，為病人進行治

療。 

在八間內鏡治療室中，有兩間治療室設有最新

綜合影像系統，可同時顯示數碼內鏡影像、電

腦斷層掃描影像、超聲波影像、X-光影像及病

人資料，方便醫護人員的診斷流程。新中心的

復甦區亦分開住院及門診病人，黃美雲指做法

可減低門診病人的心理壓力。 

設最新綜合影像系統 

新中心設立污染區、消毒區、潔淨風乾區及儲

存區。內視鏡經消毒後，再由醫護人員放置在

儲存櫃中風乾，若櫃中的內視鏡經消毒後，再 

https://goo.gl/bEqL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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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新知篇 *** 

由醫護人員放置在儲存櫃中風乾，若櫃中的內

視鏡超過七十二小時未有啓用，櫃面就會亮起

紅燈，意味該鏡已過期。黃美燕指，舊中心沒

有保鮮風乾儀器，內視鏡經消毒清洗後，便會

暴露在空氣中，但院方會為三小時內未經使用

的內視鏡重新消毒，確保衛生。 

威爾斯親王醫院外科榮譽顧問醫生趙偉仁表

示，近年接受內視鏡手術的病人增加，院方去

年完成約一百八十宗黏膜下剝離術個案，主要

診治胃部、腸部及食道等早期癌症。為了應付

日漸上升的需求，內鏡中心於二０一五年增加

麻醉服務節數至每周四節，一星期可處理約六

至八宗病人個案，中心正申請在下年度，增多

兩節麻醉服務節數。 

趙偉仁指出，新中心落成後一年，有望能處理

至少三百宗經全身麻醉及監察麻醉的病症，多

於去年的二百三十四宗。他期望新中心落成

後，醫護人員能透過先進儀器及技術，發現更

多早期癌症，更有效進行無創內鏡手術。 

星島日報記者鄧安琪香港報道 

資料來源：星島日報  https://goo.gl/NhjRp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疲倦盜汗或患慢性血癌 新標靶藥增存活期 

    

王紹明表示，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屬較罕見血癌，病因

未明。 

林祐權攝。 

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患者以長者佔多，而疲倦

及盜汗等症狀易忽略，不少老友記 

以為只是「身子虛」而未被及早確診。醫生指，

不少年長患者因有長期病患及抵抗力弱，不能

承受傳統標靶藥治療變成無藥可醫，而研究顯

示，新一代標靶藥配合低毒性化療，無惡化存 

活期較傳統標靶藥長約十三個月，為患者帶來

多一個治療選項。 

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佔香港白血病個案約一

成三，每年有約七十宗新症，屬罕見血癌的一

種。中文大學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血液科主任

及名譽臨床副教授王紹明解釋，患者白血球中

的淋巴細胞會不正常增多，血液內正常細胞則

減少，令患者常受感染，且會有發燒、淋巴結

脹大、易倦、體重下降脾臟腫脹等問題。 

歐美研究顯示，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病發年齡

中位數為七十二歲，可是王臨床所見，有不少

年長患者誤以為只是體弱，飲湯水「進補」便

行，弄至後期才知患上此症。曾有八十一歲兼

有高血壓病史的女患者，持續上述徵狀一年，

到例行體檢的驗血結果卻得出白血球比正常

高出十倍且有貧血，確診是慢性淋巴細胞白血

病。 

年長患者若伴隨長期病患，接受傳統的單克隆

抗體標靶藥配合化療時有機會捱不住副作

用。王說，本地及外國均有研究指，近半年長 

患者因同時有長期病未能接受較進取治療，即 

使可用傳統標靶藥配合毒性較低的化療減輕

副作用，但療效並不顯著。 

一項中大有份參與的國際臨床研究發現，新一

代標靶藥阿托珠單抗的副作用雖與傳統標靶

藥相若，但或可延長此類患者存活期。王指，

該研究安排七百多名曾因健康問題而無接受

過治療的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患者，分別接受

傳統及新標靶藥物治療，兩組人同有配合低毒

性化療。 

結果發現，使用新標靶藥的人，無惡化存活期

中位數為廿八點九個月，相比服傳統標靶藥的

組群僅十五點七個月高，有效殺滅癌細胞的比

率較傳統亦高近三倍。王透露，他有兩、三名

年長患者正使用新標靶藥，而該藥去年八月已

納入藥物安全網，他希望大眾增加對該病認

知，同時明白即使有經濟困難，也可獲適切藥

物治療。 

資料來源：東網  https://goo.gl/Rww2sZ 

 

https://goo.gl/NhjRpC
https://goo.gl/Rww2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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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盟友好推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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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盟友好推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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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盟篇 *** 

*** 同盟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 

 

正式會員的權利： 

1. 提議、選舉、被選、表決及罷免權 

2. 享用本會提供之一切設施 

附屬會員的權利： 

1. 提議 

2. 享用本會提供之一切設施，以正式會員為

優先 

名譽會員的權利： 

1. 提議 

2. 享用本會提供之一切設施 

正式及附屬會員的義務： 

1. 遵守會章及服從會員大會的議決案 

2. 出席會員大會 

3. 推廣本會宗旨及支持本會各項活動 

4. 準時繳納會費 

名譽會員的義務： 

1. 遵守會章 

2. 協助推廣本會宗旨及支持本會各項活動 

3. 需要時出席會員大會及執委會會議 

*凡本會任何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損害本會名

譽或以本會作任何非法活動，經執委會多數

票通過後可革除其會籍，但不服者可於七天

內向執委會作書面上訴，主席必須在接到上

訴三十天內召開執委會，並以執委會的決議

為最後裁決。 

 

*** 同盟理念 *** 

 

 
鼓勵、包容、溝通、 

合作、共贏 

 

*** 同盟宗旨 *** 

 

由一群香港癌症病人及家屬組成之義工團隊，

為協助全港癌症病患者及照顧者面對癌病的困

擾，向全港癌症病患者及照顧者提供關顧分享

服務，一切相關活動皆為非牟利性質。 

為達致此宗旨，本會致力： 

 凝聚全港癌症同路人參與本會活動，分享

及交流經驗，提升癌症病患者及照顧者面

對治療時的積極態度； 

 凝聚全港癌症科病人組織提供同路人病房

探訪和分享服務，加强支援在接受治療中

癌症病患者； 

 提昇癌症病患者認識病人合理權益； 

 促進政府及社會人士對癌症病患者的認識

及關懷，促進大眾認識癌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同盟活動 *** 

 

14/3 

(四) 

威爾斯親王醫院 

病友分享會 

10:30-12:00 

 

14/3 

(四) 

威爾斯親王醫院 

病房探房 

12:30-2:30 

 

13/6 

(四) 

威爾斯親王醫院 

病友分享會 

10:30-12:00 

 

13/6 

(四) 

威爾斯親王醫院 

病房探房 

12:30-2:30 

 

12/9 

(四) 

威爾斯親王醫院 

病友分享會 

10:30-12:00 

 

12/9 

(四) 

威爾斯親王醫院 

病房探房 

12:30-2:30 

 

12/12 

(四) 

威爾斯親王醫院 

病友分享會 

10:30-12:00 

 

12/12 

(四) 

威爾斯親王醫院 

病房探房 

12:3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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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盟交流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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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邀投稿 *** 

*** 同盟活動花絮 *** 

*** 入會申請 *** 

*** 醫療新知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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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治早期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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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盟友好推介 *** 

*** 同盟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 

*** 同盟宗旨 *** 

*** 同盟理念 *** 

*** 同盟活動 *** 

*** 目錄 *** 

*** 愛心捐款 *** 

*** 愛心捐款鳴謝 *** 

-----------------------------------------------

同路人同盟 Facebook 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cancerpatie

ntalliance/ 

 

P.1 

P.1 

P.1 

P.2-P.4 

 

P.4 

P.5-P.8 

P.8 

P.9-P.10 

 

 

 

 

 

P.11-P.12 

P.13 

P.13 

P.13  

P.13 

P.13 

P.13 

 

 

P.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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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本會執行委員。 

電話：51112504 

電郵：mailtocpa@gmail.co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愛心捐款鳴謝 *** 

 

吳建忠先生     HK$300.00   REF. DR18007 

 

多謝以上善長慷慨捐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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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址：九龍橫頭磡邨宏禮樓地下 

電話 / WhatsApp : 5111 2504 

電郵 : mailtocpa@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cancerpatientalliance/
https://www.facebook.com/cancerpatientalliance/
mailto:mailtocpa@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