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咽癌康復者互助組織)
註冊慈善團體
通訊地址：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99號中環中心地下G03室中環癌協服務中心轉健樂社收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非辦公時間如有要事請於電話錄音留言
電話﹕3667 3238 / 5223 0136 傳真﹕3667 3111
電郵： info@kinlokclub.com 網址：www.kinlokclub.com

2016年4-6月

第八十三期會訊(2016年第二期)
編者的話：

每兩年一屆的委員會選舉即將舉行，相信大家已收到投票表格了，請
大家踴躍投票，歡迎志願參與或發掘身邊的有心人加入委員會，除了正副
主席外，分別有秘書、司庫、資訊、康樂、外務、總務、聯絡及關懷等崗
位，總有一個組別發揮到你潛能，切莫小覷你的能力，親和力和凝聚力也
是一股強大力量，來給自己一個新的體驗，為會務作貢獻，無私付出，不
求回報，彰顯人性美善！珍惜你的投票權，請記得於3月29日前把選舉名單
寄回健樂社。
本社網頁已沿用了七年，現由委員郭偉倫精心設計網頁更新，已于2月28日完成，
請各社員登入：Kinlokclub.com.hk瀏覽本社最新資訊，登入方法：輸入社員號碼，再
輸入密碼(預設為社員身分證頭六個數字，不包括英文字及括弧內的數字)，新網頁同時
適用於手機、平板電腦和桌上電腦，並加入網上報名和短片觀賞功能，新增意見箱供
社員反映意見，歡迎大家利用此平台發表意見，讚賞令人鼓舞，批評令人進步，集思
廣益令會務更臻完善！

會務簡報
1. 12月23日及1月13日心聲組分別開辦了馬賽
克首飾盒製作班和皮革零錢包製作，每位社
友透過是次活動各自分享參其與過程感受，
而兩次小組參與人數分別為10人及15人。
2. 1月3日廸士尼一天遊200張門票已全數派出，
本社在此感謝各位關懷大使及社友支持，期望
於下次同類型活動中可以安排得更好！
3. 2月28日假德興酒家舉行地區聚會，延開六
席，多謝柔力球導師謝玉花女士為大家示範表

演，黎姑娘，蘭子姑娘教大家製作精美的手工
藝，感謝她們的光臨，當日共有70人參加。
4. 3月6日新春行大運一日遊，暢遊新界三個
景點，共有 85人參加。
5. 3月13日 香 港 鼻 咽 癌 聯 席 舉 辦 的 地 質 公 園
一天遊，本會有28人參加。
6. 溫 馨 提 示 ：2015年 至2016年 度 的 會 藉 將
於 本 年3月31日 屆 滿 ， 請 各 社 員 於 盡 快 辦
理續會手續。

名譽顧問：蔡德江醫生
韋霖教授
岑信棠醫生
陳麗雲教授
鄺麗雲教授
周振權醫生
許由醫生
吳偉民醫生
原家翠女士
陳慧琼註冊中醫師
黎雅明律師
李浩勳助理教授
陳汝威醫生
黃龍順會計師
方思行言語治療師
黎瑞玲姑娘
陳麗玲姑娘
名譽會員：李乃棉先生
委員：主席：梁耀開——秘書：湯婉卿——司庫：湛慧馨——關懷及聯絡：鄧瑞芳
總務：簡惠貞——外務：周艷開——康樂：郭偉倫——資訊：李子良 鄭麗英
本社程序幹事：洪曉嵐姑娘
會訊編輯：梁耀開 李子良 鄭麗英 (以上排名不分先後)
資助機構：
抗癌路上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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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維基顧問醫生
廖家碧言語治療師
梁承暉教授

蔡清淟醫生
李淑儀姑娘
鄭玉儀女士

健樂社4-6月活動資訊
【恆常小組聚會系列】
活動名稱

揭面小組
情緒管理工作坊

(一) 及(二)

心聲興趣小組
(逢每月最後的
星期三為聚會日期)

夏季迎新會暨
生日聯歡會

日期 / 時間

地 點

工作坊(一)：
2016年4月8日
(星期五)
下午2:30至4:30
工作坊(二)：
2016年6月3日
(星期五)
下午2:30至4:30

工作坊(一)：
黃大仙癌協
中心
活動室1室
工作坊(二)：
黃大仙癌協
中心
活動室3室

內 容

對象/名額

由癌症輔導社工講解情緒對
講者: 梁國良社工
身體的影響，讓參加者對個
癌症輔導專員
人 情 緒 加 深 認 知 之 餘 ， 學 習 中環癌協服務中心
如何管理和面對自身情緒問
項目經理
題，從而學習改善情緒問
(1) 曾接受揭面手術的
題，籍此讓社員及其家屬了
鼻咽癌康復者及
解更多。本小組亦加入分享
其家屬
環 節 ， 令 社 員 可 以 互 相 交 流 (2) 社員及其家屬
近況和復康心得。
透過不同的興趣和活動，讓彼此
交流和分享，籍此大家暢談近況
及互相認識。溫馨預告：

2016年
4月27日(星期三)
5月25日(星期二)
6月29日(星期三)
上午
11:00至1:00

黃大仙
癌協服務中心 以下為每月小組主題預告：
1號活動室 4月份-毛巾操

社員及其家屬

5月份-夏日美食製作
6月份-圓圈畫創作體驗

1. 迎新加入社員及其家屬，介
紹健樂社、與資深社友互相
交流復康經驗及心得。

2016年
6月25日
(星期六)
下午
2:30-5:30

黃大仙
癌協服務中心 2. 為4至6月份生日的社友慶祝
2-3號活動室

新舊社員及
其家屬

3. 豐富茶點
4. 送小禮物予生日社友

【義工服務系列】

瑪麗醫院
探訪服務

威爾斯親王醫院
新症分享會

威爾斯親王醫院
病房探訪

2016年
4月5及19日
5月3日及17日
6月7及21日
(星期二)
上午10:30至12:30

專科門診
電療區
化療區
及病房

藉著同路義工探訪病友，
互相支持及鼓勵。

2016年
4月21日
沙田威爾斯親
5月19日
王醫院包玉剛 與新症患者互相分享經驗，
6月16日
從中鼓勵他們。
癌症病人資源
(星期四)
中心三樓
上午10:30至12:30

2016年4月21日
2016年5月1 9日
2016年6月16日
(星期四)
下 午3:30至5 :00

專科門診
電療區
化療區
及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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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同路義工探訪病友，
互相支持及鼓勵。

正在接受治療
之鼻咽癌患者

新症患者及
其家屬

正在接受治療
之鼻咽癌患者

【 興趣小組系列 】
日期 / 時間

活動名稱

2016年4月15 日
2016年 4 月22日
2016年 5 月6日
2016年 5 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11:00至
中午1: 00
(共4節)

上環體育館
十一樓
室內運動場
舞蹈室

上環體育館
2016年6月17日
十一樓
(星期五)
室內運動場
上午 10:00至12:00
舞蹈室

徒手操其實是很簡單的手
臂與腰的伸展動作。透過
導師: 由康文署安排
徒手健體讓照顧者及病友
社員及其家屬
利用不同的伸展動作，以
(名額 : 15位)
提高身體的活動幅度，並
(費用全免)
改變大腦的運動神經纖
維，以放鬆筋膜及肌肉。

(與康文署合辦)

(與康文署合辦)

對象/名額

透過太極身法心法，讓照顧
者及病友能夠配合吐納呼吸 導師: 由康文署安排
動勢，鼓動丹田，一動全動
社員及其家屬
；以心帶意、意帶氣、氣帶
(名額 : 15位)
力之要領，對人體提升健康
(費用全免)
養生有極大幫助。

太極訓練班

普及健體運動系列
徒手操健體同樂日

內 容

地 點

2016年
7月12 日
7 月19日
西方土風舞
8 月9日
訓練班
8 月16日
(與康文署合辦)
(星期二)
上午11:00至1:00
(共4節)

透過學習土風舞，讓照顧者
及病友利用不同的伸展動
作，以提高身體的活動幅
導師: 由康文署安排
度，並改變大腦的運動神經
社員及其家屬
纖維，以放鬆筋膜及肌肉，
(名額 : 15位)
本訓練班將會教授西方土風
(費用全免)
舞基本簡單舞步，練習各國
的土風舞。

上環體育館
十一樓
室內運動場
舞蹈室

以上活動報名及查詢請致電：3667 3238及5223 0136與程序幹事洪曉嵐姑娘聯絡
歡迎下列新社員及聯繫社員加入健樂社
正式社員：601施超彥

602黃帶金 603陳宜光 604何利鴻 605關金城 606陳笑英

聯繫社員 : 601A莫明安 602A王永祥 604A白錦青 605A陳玉儀

鳴

謝

健樂社得蒙下列善長/機構在上季捐款，以作活動經費及捐出物資，特此致謝。
香港癌症基金會，香港迪士尼樂園，梁永康先生，梁嘉禮先生，高冠峰先生
(以上排名不分先後)

以下是2016年4、5、6月份生日的社友名單

梁耀開先生
林慧萍女士

葉壽雄先生
李小芬女士

余逢英女士
聶劍珍女士

黎志文先生
唐國威先生

周建亨先生
麥美娟女士

鄧瑞芳女士
陳 超先生

5月份 鄭福好女士
黃劍萍女士

蘇玉安女士

張火金女士

羅愛好女士

鄭麗英女士

楊志明先生

葉志華先生

陳兆榮先生

黃帶金女士

蔡滋明先生

梁永康先生

6月份 程愛有女士
蘇子衡先生

陳志建先生
林源海先生

黎家興先生
梁嘉禮先生

麥碧暉先生
陸秀霞女士

湯婉卿女士

譚潔翠女士

4月份

(以上名單如有錯漏，敬請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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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6 年 4 月 16 日 (星期六)
時間：晚上七時至十時 (六時恭候)
地點：九龍彌敦道750號始創中心6字樓煌府婚宴專門店 (太子鐵路站B2出口)
內容：會務報告、就職典禮、聯歡聚餐、集體遊戲 及 幸運抽獎
對象：本社社員及家屬 名額：180人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費用：正式會員及聯繫會員：$150 / 非社員：$180 /
綜援正式會員及綜援聯繫會員：$75 (由社友贊助，費用全免)

年 聯 歡晚 宴 菜 譜 】

錦繡燒味大拼盆

碧綠彩鳳蚌片

瑤 柱 扒 雙 蔬

黃 金 海 皇 卷

紅燒竹笙雞絲翅

清 蒸 大 海 班

蠔皇金錢海鮑片

當紅一品燒雞

瑤柱蛋白炒飯

香 燒 伊 麵

精 彩 美 點

合 時 甜 品

【周

報名方法：
1. 請填寫報名表格，並把支票抬頭寫「健樂社」，支票背後請寫上社員編號及姓名，然後一併寄
回本社。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99號中環中心地下G03室轉健樂社收
2. 透過銀行轉帳，把費用轉入本社匯豐銀行之戶口，戶口號碼：025-3-068357然後把入數紙連同報
名表一同寄回本社或傳真到本社，傳真：3667 3111 (請註明致健樂社)
3. 帶備現金及報名表親臨中環癌協服務中心報名 (請先致電3667 3238/ 5223 0136 洪曉嵐姑娘)。

截止報名日期：請於2016年3月31日(星期四)前交款作實，未交款者作退出論。

「健樂社」 第二十二周年大會聯歡晚會 報名回條
社員編號

姓 名

費用($)

聯絡電話

費用合共： $
‧4‧

支票號碼

備註

頭頸癌(包括︰鼻咽癌)可通過電療醫治，但電療所引致的後遺症－－吞嚥和咬字 問題卻不容
忽視。吞嚥困難可以引起肺炎、營養不良、脫水等，甚至嚴重者可導 致死亡。然而，很多頭頸
癌康復者並不認識吞嚥困難這個問題，它的主要表徵包括：飲食時哽塞（俗稱“濁親”、說話含
糊不清、張口咀嚼困難和體重持續下降等。目前香港大學吞嚥研究所正進行以下兩個研究項目，
展開對鼻咽癌或頭頸癌康復者電療後出現言語及吞嚥問題的普查。

項目一：鼻咽癌康復者的免費言語及吞嚥功能檢查
目的： 了解電療對鼻咽癌康復者的長期影響。
參加條件： 1. 曾被診斷為鼻咽癌患者；
2. 曾在香港接受過調強電療（IMRT）；
3. 完成電療至少 3 年或以上；
4. 沒有接受過任何頭或頸部的手術；
5. 未曾患有其他類型的癌症；
6. 沒有任何影響言語及吞嚥的神經性退化疾病如柏金遜症或認知障礙；
檢查內容： 1. 言語功能檢查：
－閱讀一些字句，作錄音用途。
－聲帶內規鏡檢查，內規鏡會經鼻孔進入以檢查聲帶及喉部。
－填寫有關言語及聲線問題的詳細問卷。
2. 吞嚥功能檢查：
－X 光吞鋇造影吞嚥檢查或喉部內規鏡檢查
－填寫有關吞嚥問題的詳細問卷。
－舌頭力度及耐力檢查
研究地點： X 光吞鋇造影吞嚥檢查將會在瑪麗醫院進行，完成後由言語治療師講解檢查結果。
其他檢查將會在香港大學進行。
備註︰ 完成整個計劃的參加者會獲得 200 港幣的交通津貼。
私隱保密：
所有有關您的資料都會被保密，只作研究用途。
此項研究計劃已獲香港大學及 醫管局港島西醫院聯網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批。
參考編號︰UW-15 045； UW-15 245；
查詢或報名：
電話：3667 3238 / 5223 0136
電郵：info@kinlokclub.com.hk (與程序幹事聯絡)
網址：www.kinlokclub.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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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頸癌(包括︰鼻咽癌)可通過電療醫治，但電療所引致的後遺症－－吞嚥和咬字問題卻不容
忽視。吞嚥困難可以引起肺炎、營養不良、脫水等，甚至嚴重者可導 致死亡。 然而，很多頭頸
癌康復者並不認識吞嚥困難這個問題，它的主要表徵包括：飲食時哽塞（俗稱“濁親”、說話含
糊不清、張口咀嚼困難和體重持續下降等。目前香港大學吞嚥研究所正進行以下兩個研究項目，
展開對鼻咽癌或頭頸癌康復者電療後出現言語及吞嚥問題的普查。

項目二：針灸對頭頸癌康復者吞嚥困難的研究
目的：吞嚥困難常見於接受電療後的頭頸癌康復者中。根據文獻顯示，針灸有助於改善頭頸癌康
復者的吞嚥功能，但具體療效並不確切。此項目擬探討針灸對頭頸癌電 療後吞嚥困難的
療效。
參加條件：1. 被診斷為患有以下頭頸癌：鼻咽癌、扁桃腺癌、口咽癌、喉癌，並曾接受過放射治療；
2. 自訴有吞嚥困難；
3. 開始研究時 3 個月內沒有接受放射治療；
4. 沒有任何頭頸癌復發的跡象而需要再接受放射治療或手術治療；
5. 沒有頭部或頸部手術史，以及沒有包括中風、腦退化症、柏金遜症、重肌無力症、多發
5. 性硬化症、腦腫瘤及轉移性腦瘤而影響神經系統的情況。
檢查內容：1. 十二節針灸
2. 四節評估
－乏接受喉部內規鏡檢查吞嚥功能。
－填寫兩份問卷
參加者隨機被分為 3 組，分別是針灸一組、針灸二組，及對照組。針灸治療每週兩次，每次約三
十分鐘。評估於治療開始前一週內、完成治療後24 小時內、療程結束後 14 天及 30 天進行。每
節評估約 1 小時。對照組會在完成所有評估後接受 12 節針灸治療。
研究地點：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明華綜合大樓 7 樓。需預約。
私隱保密：
所有有關您的資料都會被保密，只作研究用途。
此項研究計劃已獲香港大學及醫管局港島西醫院聯網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批。
參考編號︰UW-15 045； UW-15 245；
查詢或報名：
電話：3667 3238 / 5223 0136
電郵：info@kinlokclub.com.hk (與程序幹事聯絡)
網址：www.kinlokclub.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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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樂園喜悅分享

鍾翠珍

一月三曰天公造美，全日天陰冇雨，只是晨早下一陣微雨，很感恩！我倆獲
得二張門票，懷着興奮期朌心情，上午十一時抵達，甫進入公園即被四周氣氛吸
引，令人感到輕鬆歡樂，洋溢悅耳音樂，又有童話故事經典主角擺出歡欣表情，
遊客排隊與他們合照留念，平添歡樂氣氛。午餐後乘坐小船展開森林河流之旅，
由勇敢船長帶領往神祕森林探險，過程有驚無險，少D胆色也被嚇破胆，小孩子
當以為真，怕得躲在家長身傍尋求庇護，其後轉乘木筏到對岸，參觀泰山樹屋，
拾級而上，探索泰山在樹屋生活點滴，去到米奇幻想劇場院，戴3D眼鏡感受米奇
與唐老鴨指揮音樂會非常震撼，很有立體感，我被水花濺濕，仿如置身現場一樣
咁剌激，好好玩，進入小小世界，內有各地小朋友用不同語言演繹熟悉悅耳的歌
曲(世界真細小)，佈置設計令人目不暇給，重拾童真，極盡視聽享受，童話園林
為新開放景點，內有很多經典童話主角做賣點，馳車天地是我最喜愛場地，不用
車牌也可以揸車，一樂也！有得自駕遊，一嘗揸車滋味，新手駕車，既驚且喜，
龜速前進，卻又自得其樂！

6-3-2016-新春行大運：
社員在妙法寺劉金龍開心大合照 。

3-1-2016-迪士尼一日遊：
28-2-2016-健樂社地區大聚會
柔力球導師謝玉花女士帶領社員集體健身操，
社員毛巧會 ：
引領大家 > 健康強體魄，樂天看人生 <
拿著米奇老鼠氫氣球開心留影 。

♥
注意：歡迎各社友投稿！
各位如有參加活動後的記載和感想，或對本社的任何意見，本身患病經
歷和感受以及旅遊趣事和見聞，我們都歡迎你投稿，讓大家一同分享。但來
稿請不超過500字，一經刊登，將致送紀念品一份。同時本社保留有修改或
刪減文章的權利，文章純屬個人意見，一切與本社無關。
‧7‧

歡樂的地區聚會

鄭麗英

又見面啦，今年再度假德興酒家舉辦地區聚會，甫進場已見到擺好了四個攤位
遊戲，有扭汽球、穿珠仔、麵粉花、書法等，導師黎姑娘，蘭子姑娘和義工與大家
一起製作不同的手工藝，大家開心地戴上做型漂亮可愛的汽球製成品滿場飛，社友
們展示寫上祝福語揮春，手工藝拍照留念，仿如小型嘉年華會。正值新春，先由主
席同大家拜年，接著由四位社員穿上圑隊T恤，表演柔力球，他們天資聰穎，上了
十堂已掌握到箇中技巧，配合音樂節奏，以純熟優美一致的動作演繹高難度動作，
鼓掌喝采聲不絕。接著是師傅出馬為我們示範另一套的柔力球，當然是更上一層
樓，令大家大開眼界！師傅謝玉花女士再帶領大家一起做氣功十八式，運動完後，
又是共晉午餐，交流近況的時候。餐後，人稱郭大俠的郭偉倫為大家詳細介紹本會
的新網頁，並分享了部份近期活動的短片，新網頁加入了許多新元素，請登入本會
網站瀏覽，會令你耳目一新。當然還有少不了的抽獎環節、玩遊戲「有口難言」，
大家施展渾身解數去表達，結果由五分鐘猜中十六題的隊伍勝出！
這愉快的午間小聚，一年比一年精采，要多謝是次統籌康樂組委員郭偉倫和許
多義工通力合作，還有多謝社友的支持和參與，期望把這歡樂一直延續下去。

28-2-2019-地區大聚會今年的地區大聚會別開生面
現場有扭波波，麵粉花，穿珠仔
，及書法等更有心聲組活動小飾品
回顧展，各社友盡興而返。

28-2-2019-地區大聚會大家齊齊為病榻中社友打氣，
加油，加油

28-2-2019-地區大聚會由柔力球導師謝玉花女士(中)
左起> 鍾穌娣，蘇間璇，張楊潔斯，
郭偉倫 示範表演柔力球。

通訊地址：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99號中環中心G03室中環癌協服務中心轉健樂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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