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淋巴水腫

香港癌症基金會於1987年成立，目的是為癌症患者提供資訊和心理上的支援，

同時提高大眾對癌症的認識。

基金會屬下的三間癌症基金會癌協服務中心，統籌21個癌症病人自助組織，成

立互助網絡，為癌症患者和家屬提供心理諮詢和實質的幫助；同時也著重個人

化的服務。

 

本刊物是基金會出版的《癌症資料小冊子》系列之一，詳述有關癌症診斷和治

療的資訊，為癌症患者及家屬提供實用貼士，以應付因癌症及治療而產生的各

種副作用和情緒上造成的困擾。你也可以從我們的網站閱讀或下載本系列。

香港癌症基金會沒有接受任何政府及公益金的贊助，本會所提供的免費服務全

賴個人及商業機構的捐助，以持續支持各項免費癌症支援服務。若你想支持香

港的癌症患者，請與我們聯絡，你的捐款將直接令香港的癌症患者受惠。

服務熱線：3656 0800  

網址：www.cancer-fund.org   捐款熱線：3667 6333

中環癌協服務中心 

中環皇后大道中99號中環中心地下G03室 

電話：3667 3030   傳真：3667 3100   電郵：canlinkcentral@hkcf.org

黃大仙癌協服務中心 

九龍黃大仙下邨龍昌樓C翼地下2-8號 

電話：3656 0700   傳真：3656 0900   電郵：canlink@hkcf.org

天水圍癌協服務中心 

元朗天水圍天恩路12-18號置富嘉湖第2期2樓201C室 

電話：3919 7070   傳真：3919 7099   電郵：canlink-tsw@hkc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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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淋巴水腫的成因是淋巴系統受到阻

塞或受損，可分為原發性和繼發性。

當淋巴管道受損，淋巴液積聚，便會

形成淋巴水腫，妨礙日常生活。

我們希望透過本小冊子增進你對淋

巴水腫的認識，了解病發的原因，以

便作出適當的自我護理，減低症狀惡

化的機會。到目前為止，雖然醫學界

尚未有方法根治淋巴水腫，但卻有

不少良方可以幫助患者減輕患處的

脹痛感覺。下文會逐一說明淋巴水腫

的療法，以及探討有關問題引起的

生理及情緒問題。

原發性（Primary）

原發性淋巴水腫是受遺傳影響，但

並不常見。

繼發性（Secondary）

當局部淋巴系統受到破壞，或淋巴結

被堵塞，就會出現淋巴水腫。繼發性

淋巴水腫多見於因手術或放射治療

令淋巴系統受破壞的癌症患者身上。

如受損或病灶部位在頸部，臉部或

下頷會出現水腫；如受損或病灶部

位在下腹部或腹股溝，下肢淋巴回流

會受阻，便會引致下肢淋巴水腫；如

受損或病灶部位在腋下，腋下淋巴

回流受阻，就會引致上肢淋巴水腫。

無論是哪一類的淋巴水腫，只要身體

出現不正常腫脹，都應該儘快見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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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系統

了解淋巴水腫的成因前，必須先認識

淋巴系統的構造和功能。

淋巴系統是免疫系統的一部分，其

組成部分包括淋巴球、淋巴結、淋巴

液、淋巴管及不同的淋巴腺，能夠保

護身體組織，抵抗疾病和感染。

腋下淋巴結

肝

鼠蹊淋巴

橫隔膜

頸部淋巴結

脾

圖示位置：如圖示淋巴集結的區域受到破壞，便會引致附近組織出現淋巴水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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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系統是由無數細管組成的網

絡，像河流一樣貫穿全身。淋巴

管（Lymph Vessels）運送的清澈

液體就是淋巴液。淋巴液於血管

內製造，透過血液循環系統進出

體內組織。

 

淋巴液包含了俗稱「白血球」，又稱

淋巴細胞的淋巴球（Lymphocyte），

幫助身體抵抗感染。淋巴球會進攻

沿途經過的細菌、病原體、癌細胞，

通過血液與體內其他廢料一起過濾

出去。

淋巴管沿途有許多大小不一的豆狀

組織，稱為淋巴結（Lymph Node），

又稱淋巴腺（Lymph Glands）。這些

淋巴結分布在全身各處，包括頸脖、

手臂、胸膛、小腹和鼠蹊。

當淋巴液在身體的組織內找到任何

細菌或癌腫，就會把他們「關」進淋

巴結，造成淋巴結脹大。情況就像是

我們喉嚨痛的時候，頸脖的淋巴結

會腫大一樣。由病毒感染引起的淋

巴結腫脹，一般會有輕微痛感；如果

腫脹是由癌腫而起，往往反而不痛，

用手觸摸也沒有不適。雖然很多無

痛的腫脹並非因癌腫而起，但是萬

一發現這種情況，還是應該儘快看

醫生。

癌腫會令淋巴結腫脹，是由於被 

「關」在淋巴結的癌細胞在裡面繼

續分裂繁殖，令體積增加。這些癌細

胞可能來自淋巴系統本身的癌腫，但

也有可能由身體其他部位的癌症擴

散過來，例如舌癌、喉癌、食道癌、

乳癌、前列腺癌、子宮癌、大腸癌、膀

胱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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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水腫

當淋巴系統受到破壞，淋巴液不能

流通，積聚在皮下，便會形成淋巴水

腫。破壞淋巴系統的元兇包括疾病，

例如腫瘤及寄生蟲感染；割除淋巴

結手術及放射治療等醫療程序，都

可能引致淋巴水腫。如果患者同時

出現上述兩種情況，發生淋巴水腫

的機會便會更大。

淋巴水腫常見於四肢，但有時候也見

於身體其他部位。水腫常於受波及

的淋巴結部位發生，例如軀幹（胸部

或腹部）、鼠蹊，較罕見的於臉部發

生也有可能。

由癌腫引致的淋巴水腫

當癌腫壓住淋巴結或淋巴管，令淋巴

液不能流通，便會造成淋巴水腫。

當癌症轉移，進入循環系統，充塞淋

巴結，就會破壞淋巴系統循環，有機

會引起淋巴水腫，由癌腫引起的肢

體淋巴水腫較常見於乳癌、前列腺

癌、外陰癌、子宮頸癌、子宮癌、膀胱

癌、陰莖癌、淋巴瘤、黑色素瘤皮膚

癌及頭頸癌。

由治療引致的淋巴水腫

患者因癌症接受淋巴結/淋巴管切

除手術或淋巴結放射治療後，有可

能進一步令淋巴受損而造成淋巴水

腫。初時並無明顯跡象，症狀可於治

療數月或數年後慢慢出現，患者可能

會感到肢體沉重、發脹、感覺遲鈍，

後來才逐漸發覺是淋巴水腫 。

﹡ 請注意：淋巴水腫亦可能是由癌

症復發引起，所以一旦發現有淋巴

水腫，務必請醫生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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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水腫及乳癌

乳癌患者接受淋巴結/淋巴管切除手

術或腋下淋巴結放射治療後，約有

20%患者會發生上肢淋巴水腫。

今天，隨著前哨淋巴結切除術獲廣

泛應用，乳癌術後淋巴水腫的情況

已有所改善。醫生只針對切除擴散

風險最高的腋下前哨淋巴結，避免

清除不必要的腋下淋巴，減低引致淋

巴水腫的風險。同時，由於同時接受

手術及放射治療的乳癌患者發生淋

巴水腫的機會較接受單一治療的患

者高，醫生亦會儘量避免替患者同時

施行兩種治療方法，減低患者發生

淋巴水腫的機會。

黃大仙癌協

免費支援熱線

3656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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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專科 
醫生提問

對生活的影響

淋巴水腫所引致的肢體腫脹，往往

會令患者活動不便，影響日常生活及

工作能力，更有可能產生負面情緒。

部分患者往往在發現手錶、手鐲或

戒指等飾物比從前繃緊時，才知道手

臂比從前腫脹，發現自己患上淋巴

水腫；小部分患者會因水腫造成皮

膚龜裂而滲出無色的淋巴液，但不用

擔心，這種情況非常罕見。

患處可能出現的症狀：

‧沉重或腫脹的感覺。

‧皮膚緊繃或粗厚乾燥。

‧關節靈活度降低。

‧患肢有不適甚至疼痛的感覺。

你的醫護團隊最熟悉你的病情，他

們會為你作出正確的診斷，並為你

跟進情况，建議護理方法，減低對生

活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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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方法

癌症患者術後預防淋巴水腫的主要

概念是避免患處感染或發炎、防止

淋巴液滯留、避免皮膚損傷以致淋

巴系統「過勞」而造成淋巴水腫。

下列介紹的預防方法可以幫助患者

降低患上淋巴水腫的風險：

‧皮膚護理

‧減低創傷機會

‧減少人為阻塞淋巴情況

‧避免肌肉過勞

皮膚護理

健康的皮膚能夠保護身體，防止細

菌入侵。適當護理皮膚，注意衛生，

對防止淋巴水腫極為重要。每天沐

浴後，都應該塗上潤膚膏輕輕按摩，

令皮膚保持濕潤。

如果皮膚乾燥皮薄，只要有輕微的

損傷，都會增加細菌入侵的機會，令

淋巴液在傷口積聚，讓液體裡的蛋

白質滋養細菌繁殖，造成感染，使

傷口紅腫、疼痛，甚至會令患者失

去食慾。如有此情況發生，應立刻看

醫生，並扶托著腫脹的部位，避免下

垂，儘量令患肢感到舒適。

嚴重的淋巴水腫會令皮膚變得粗

糙，呈橙皮狀，容易受傷，如傷口發

炎，便會提升淋巴液流量，增加淋巴

水腫發生的機會。不過，患者亦無須

太擔心，只要平日多注意滋潤皮膚，

便可減少此類情況發生。有需要時，

醫生亦會為你選配適用的潤膚膏護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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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低創傷機會

✔  避免在患肢抽血、注射或量血壓。

✔  保持雙手和指甲四周的皮膚柔軟、

潤滑。

✔  做家務時須戴手套。

✔  縫紉時戴針頂。

✔  煮食時戴手套，以免濺到滾水、滾

油或觸碰烤爐，灼傷皮膚。

✔  如要脫腋毛，請使用電鬚刨。

✔  進行戶外活動時使用蚊怕水。

✔  小心寵物的牙齒和爪，以免被抓傷

或咬傷。

✔  在烈日下塗防曬油，避免日光浴。

✔  洗碗或洗澡時避免水溫太高，避免

焗桑拿、浸溫泉。

✔  使用烤爐時戴手套，免被灼傷。

✔  外出時穿著襪子及密頭鞋保護腳

趾。

減少人為阻塞情況

肢體約束過緊，會令體液積聚，導致

淋巴腫脹。以下情況須特別注意：

✔  衣服、首飾、手套、鞋、襪都不能

太緊。

✔  避免使用肩帶皮包，以手提包為

宜；背囊、背包都不適宜。

✔  胸圍的肩帶不應陷入肌肉裡，否

則屬於過緊。

✔  胸圍大小適中，否則有礙胸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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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和淋巴液循環，令腫脹惡化。

✔  避免使用患肢量度血壓。如兩隻

手臂都有淋巴腫脹，可改為量度

大腿。

✔  飛行前先徵詢醫護人員是否需要

配戴壓力袖/襪。若患者需要經常

飛行，特別是長途飛行，在機上應

穿上壓力衣物，定時活動肢體。

注意：壓力袖的長度至少要蓋住腕

肘，而手臂休息的位置應高於心臟；

如須穿壓力襪，至少要穿上至腹股

溝，下至腳趾的位置；壓力衣物必須

合身，否則後果比不使用壓力衣更

糟。下機後，最好等半小時至一個小

時才脫下壓力袖，讓手臂適應正常

氣壓。飛行途中也應經常活動及伸

展肢體。

避免肌肉過勞

不要因為肢體或身體某部分曾進行

手術而避而不用，只要不過份勞累，

使用患處進行輕巧的動作如梳頭或

按摩，對復原大有幫助。

✔  定期及定量運動，但切勿過勞。

✔  避免力度大而重複的動作，例如

刷地、用力推拉等。

✔  切勿使用患臂提起重物，尤其不

應使用肩帶背負沉重的袋子，避

免血管擴張，增加淋巴液分泌，加

重淋巴系統負荷。 

✔  用患臂提重15磅已經屬重負荷，

故此不宜提重超過五分鐘；抱孩

子、買菜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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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治療？

淋巴水腫屬長期疾病，可惜現時並

未有根治的方法。雖然患者可以透

過不同的方法減輕淋巴水腫的症

狀，特別是腫脹情況，但是往往要經

過長期的運動治療，小心護理，方可

有效控制淋巴水腫，避免情況惡化。

治療時期甚至可以年計才有療效。

四種療法

以下介紹的四種淋巴水腫治療方法，

一般會結合使用以促進治療效果。

請徵詢你的醫護人員，了解哪種合

併治療方法最適合你。每天勤加練

習，可取得良好療效。癌協服務中心

亦不時舉辦免費淋巴水腫講座及運

動班，教授患者改善水腫的技巧，促

進康復，請致電癌協服務中心熱線

3656 0800查詢。

‧壓力衣物

‧活動四肢

‧ 按摩

‧ 漸進壓力電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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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衣物

合適的壓力袖/襪可控制淋巴腫脹，

避免惡化。壓力衣物可增加患肢四

周的張力，控制腫脹的部位，避免體

液積聚，同時可作患肢的支架，幫助

肌肉泵走體液。壓力衣物經特別設

計，使壓力平均分佈並支持在肢體

肌肉，方便排液；分為不同的壓力程

度，一般使用二級壓力。

壓力衣物必須由專人量度肢體訂做，

太緊會防礙四肢的血液循環，太鬆則

難以控制腫脹。如穿上後有刺痛感

覺、手指或腳趾變色，便代表壓力衣

物太緊，須立即脫下。無論感覺太鬆

或太緊，都不合適，須重新訂做。

日間活動時，應全日戴上壓力袖/襪，

待晚上休息時才除下。長途飛行更

應全程佩戴。下機後，要待半個小時

至一個小時才能除下。

如腫脹情況嚴重或皮膚有凹陷皺

痕，壓力袖/襪會束緊皮膚，不但不能

縮小腫脹，反而會增加痛楚。使用壓

力衣物時，遇到任何疑問就要請教

醫護人員。

佩戴壓力袖/襪注意事項

✔  注意指甲要短。穿卸壓力衣物前

先除下首飾。

✔  每天醒來時，儘可能下床前就要

穿好。開始活動前也要確保穿戴

好壓力衣物。

✔  穿上前，先翻出壓力袖/襪約一半

或以上的夾裡，先穿上前部手腕

或腳跟處，再慢慢往上拉。注意不

要抓住衣物的上緣硬往上拉，把

翻轉部分逐寸翻上，避免壓力衣

縮皺在一起，令壓力局部上升—

難於穿戴會妨礙血液流通，令腫

脹惡化。

✔  穿戴時可用絲滑套協助借力，使

壓力衣物容易往上拉。

✔  穿上壓力衣物後，要確保物料分

布均勻，沒有皺褶，保持壓力平

均。

✔  為了方便穿戴，可於患肢略塗不

含香料的爽身粉。

✔  如患肢的手部也有腫脹情況，除

壓力袖外，可能還需要戴手套，注

意手套須覆蓋到壓力袖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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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腳面有腫脹的情況，除壓力褲

外，還需要戴上足套。

✔  洗澡後四肢濕潤，較難穿戴壓力

袖。宜待皮膚乾爽後才穿上。

✔  晚上脫下壓力衣物後宜滋潤皮

膚，但早上起來不要塗潤膚油，避

免增加穿戴壓力衣物時的難度。

每種壓力衣物最好準備至少兩件以

供替換，並遵照醫護人員的指示洗

濯存放。一般壓力袖/襪大概可使用

六個月。如壓力袖/襪鬆弛不稱身，

請向醫護人員了解是否需要更換。

壓力繃帶

如患者自理能力較高，可每天自

行使用卷軸彈性繃帶包紮。壓力

繃帶可能須使用兩至三個星期，

待體形回復正常後，再改用壓力

袖/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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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肢 

溫和的運動是日常自我護理重要的

一部分。其實，我們可以隨時在日常

生活中進行簡單的運動。不妨把日

程分成幾個時段，每段之間稍事休

息，承托患肢，使之得以放鬆。

穿著壓力袖/襪做運動，效果會更

佳。

做運動有三個好處：

‧幫助身體組織排液、消腫

‧增加關節的靈活性

‧改善身體姿勢

運動量要適中，以感到舒適為標準。

慢慢做，並持之以恆。如運動過量，

會增加淋巴流量，令腫脹惡化，皮膚

變紅、濕熱。

你可以請醫護人員推薦適合你的運

動。如做運動期間氣喘、感到不適或

腫脹加劇，應立即停止，並通知醫護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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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臂水腫運動

‧ 嘗試對著鏡子做，注意身體姿態，

肩膀保持水平。

‧ 放鬆身體坐下來。手臂擱在墊子

上，與肩膀同一高度。握拳，然後

張開手掌，伸直手指。如感覺良

好，就可以繼續做。

‧ 承托住手臂，在手肘處彎曲和伸直

手臂。

‧ 儘量向上提升肩膊，然後放鬆，返

回原位。

‧ 用肩膊打圈，先由前往後轉動，再

由後往前。

腿部水腫運動

‧ 舒適地坐下來，把雙腿伸直，注意

膝蓋後要有承托。

‧ 在腳踝處，移動腳趾往上、再往下

運動。

‧ 在膝蓋處，彎曲和伸直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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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

按摩可分為人手按摩法及機器按摩

法兩種。

治療淋巴水腫的按摩方法與一般的

人手按摩方法不同。針對淋巴水腫

的按摩方法可以減少淋巴液在腫脹

部位積聚，使之得以自然散去，對治

療水腫十分重要，但要確保按摩手

法正確才能收效。

人手淋巴液引流法（MLD, Manual 

Lymphatic Drainage）

動作輕柔，能使淋巴液流出腫脹的部

位。MLD對臉部、乳房、腹部、生殖器

和軀幹各部位的腫脹特別有效，須由

經過專業訓練的淋巴治療師進行。

自我按摩（簡單淋巴液引流法 SLD, 

Simple Lymphatic Drainage)

SLD是一種簡單的按摩方法，患者在

無須他人協助的情況下，也可在家中

自行或在家人協助下按摩。不過，由

於每人的淋巴水腫情況不同，按摩的

力度、步驟會有個別差異，故適宜經

有關專業人員教導後才自行練習。

如有興趣學習有關按摩方法，可約見

物理治療師或有淋巴水腫治療師資

格的醫護人員尋求協助。

日常生活按摩法

患有淋巴水腫的患者可參考以下提

供的按摩方法，善用日常生活的時間

自行適量按摩，以緩和腫脹帶來的不

適，但必需注意下列要點：

1.  用力輕巧，如「摸貓」之力即可。

由於淺層淋巴是在皮膚上層，用

輕撫「花貓」之力輕輕按摩，可壓

下表層皮膚一厘米下的地方。

2. 按摩時用手腕帶動手掌，手指合攏

貼著皮膚，由箭咀起點到終點（如

右圖示）慢慢連續推動，用力平均

即可。

天水圍癌協

免費支援熱線

3919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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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頸部水腫按摩

 

方法：

順著箭頭方向輕輕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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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肢淋巴水腫按摩

方法：

               由小臂開始往上輕輕按摩，向上掃往膊頭位置，然後掃入胸腔部位。

輕輕沿著兩邊腋下位置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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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淋巴水腫按摩

方法：

由腹股溝開始往下腹方向輕輕按摩。

由大腿內側位置一邊往外掃，一邊輕輕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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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深呼吸運動

自行按摩前後，宜進行以下深呼

吸運動輔助，促進排放淋巴液：

‧ 放鬆身體坐下或躺下。雙膝微

彎，雙手放在腹部。

‧ 深呼吸以進一步鬆弛。

‧ 將吸入的空氣引到腹部，注意

要感到腹部隆起。

‧ 如嘆氣般緩慢地呼出空氣。呼

出時，腹部放鬆。

重複上述步驟五次，稍微休息才

起來或離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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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按摩器

患有關節炎的人士由於手指不靈活，

可借助手持按摩器自行按摩，手法

與患者自行按摩大致相同。關鍵在

於按摩動作要輕柔，以免壓住淋巴

管妨礙排液。不過，使用手持按摩器

可能比較重，患者未必能夠長時間

手持，如有需要，宜請親友協助。

如果你不確定自己是否適合使用按

摩器，可請教醫護人員，他們較掌握

你的情況並了解你的需要，或可協

助你選購適合你的按摩器，並指導

你使用。不過，由於當中涉及專門技

術，患者切勿自行使用，以下資料僅

供參考：

✔  每天至少使用15分鐘。

✔  採用最低的設定。

✔  使用前切勿於皮膚上塗潤膚膏。

✔  最好選購不帶熱墊裝置的型號，

一來重量較輕，二來較易使用。如

只有熱墊型號，使用時不要啟動

發熱功能。

✔  按摩方法如用手按摩，只須輕輕

地用按摩器在皮膚上打轉即可。

✔  按摩時須避開異常或損傷皮膚。

中環癌協

免費支援熱線

3667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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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進壓力電泵 

漸進壓力電泵可消除某些腫脹，要

注意的是淋巴水腫患者必需先空虛

深層淋巴後才可使用。由於當中涉及

專門技術，使用細節需要請教醫療

人員，患者切勿自行嘗試使用。

使用壓力電泵前，宜先參考上述方

式（SLD或MLD均可）按摩軀幹及患

肢底部，先行排走部分淋巴液。

壓力電泵的原理是利用交流電使充

氣袖漲縮。使用前須把患肢放入充

氣袖，然後按下開關讓袖子逐漸充

氣，氣袖有八至十個氣室。漸進式壓

力電泵會在肢體遠端先行充氣，當第

一個氣室的壓力到達指定標準後，

會維持壓力。第二氣室就會開始充

氣，如此類推，直至最後一個氣室完

成充氣後，氣室就會一起自動放氣。

，每次歷時幾分鐘。注意使用過程要

保持低壓力指數，不得超過水銀柱

40毫米的刻度，否則不但不能消腫，

更有機會弄巧反拙。充氣袖有多種

尺寸以供選用。

使用壓力電泵注意事項：

‧ 如患肢發炎，不宜使用壓力電泵。

‧ 為方便排液，使用時須確保患肢有

承托。手臂可擱在椅子扶手上，腿

可擱在長椅或床上。

‧ 如感到疼痛，請立即停止使用，並

通知醫生。

‧ 充氣袖停止漲縮後，注意患肢上端

是否較前腫脹或粗糙。如有此情況

發生，請立即檢查壓力度數，或諮

詢你的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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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飲食

對於有食物敏感的患者，部分食物

如辛辣食物或酒精可能會令腫脹情

況惡化，所以患者必須注意身體對

食物的反應，如有任何異常情況，就

要告訴醫生。

維持正常體重是同樣重要，如患者

體重增高，原有的壓力袖可能無法

容納患肢，或會影響治療效果，治療

水腫亦會困難得多。所以患者應維

持健康生活習慣，保持正常體重。如

有任何疑問，宜請教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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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感覺

患上癌症，經歷漫長的治療後，以為

可以休養生息，靜待身體逐漸康復

過來，這時候卻冷不防出現淋巴水

腫，難免會影響患者的情緒。

淋巴水腫的出現，彷彿提醒自己仍然

是患者。淋巴水腫須小心護理，如處

理不善，情況有可能惡化。如果腫脹

情況嚴重，也有機會影響儀容，甚至

患者的社交生活。

我們可能需要時間去接受自己有淋

巴水腫及因此為身體帶來的改變。

時常要留心保護患處及持之以恆地

做適量按摩及練習，有時難免感到

有壓力，但是，請記著醫護人員一直

會協助你，他們會透過結合方法幫

助你改善情況。此外，你亦可與家人

及朋友傾談，抒發心情。如發現自己

的心情一直都因此而受困擾，不況聯

絡我們的癌協服務中心，與專業工作

人員傾談，一起找尋出路。

有時也有人基於好奇或關心，可能

直接向你提問及了解你的身體狀

況，你可以解釋是淋巴曾接受手術，

所以造成水腫。相信人們也會明白

和體諒，這樣回應比遮掩來得正面

及得體。

淋巴水腫不能治愈可能會令你難

受，接受自己需要時間去適應身體

及生活的轉變，不用心急及勉強自

己，慢慢定必可面對及適應。

單獨面對往往令人疲累，與其孤軍作

戰，不如加入「戰團」，參加各種自助

組織，一同抗病，反而能振奮起來，

令抑鬱一掃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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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可以幫忙？

不要忘記，有很多人願意幫助你和你的家人。你可能會憂慮家人或朋友的反

應，又不想他們擔心而感到難於啟齒。這時候，與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心理

顧問傾談，或許會有幫助。香港癌症基金會很樂意與你分享有關的經驗及提

供免費支援。詳情請電癌症基金會癌協服務中心熱線3656 0800。

癌症基金會的互助網絡

我們在社區中設有三間服務中心，而在香港七間主要的公立醫院內也設有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為癌症患者及家屬提供免費的資訊和諮詢服務*。

‧癌症基金會癌協服務中心

我們在社區中的三間癌症基金會癌協服務中心，提供了癌症患者和家屬在

患病的每個階段的需要。座落在中環、黃大仙和天水圍的服務中心，從全

方位關注的角度設計邁向康復的活動，同時著重個人的需要。

癌症基金會協助21個癌症病人自助組織，建立互助網絡，以便分享重要的

資源，為癌症患者和家屬提供最好的服務。除了彼此支援，組織各種活動

以外，一些癌症的康復者擔任義工，到醫院探望癌症患者，以過來人的身

分給予他們安慰。超過14,000人參加我們屬下的互助組織。這些互助組織

分為三大類，一類是為所有的癌症患者而設，另一類是為特定類別癌症的

患者所設，如乳癌、腸癌、鼻咽癌等，並有專為英語患者所設的組織。

*香港癌症基金會不設任何收費檢驗服務

本會為註冊慈善團體，為癌症患者、家屬及照顧者提供免費癌症支援服務。本會未有代理任
何健康產品、收費身體檢查或疫苗注射服務。如有任何自稱「癌症基金會」的收費服務，均
與本會無關。有關查詢，可致電癌症基金會癌協服務中心熱線 3656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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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基金會癌協服務中心的專業團隊包括社工、註冊護士、註冊營養師、臨

床心理學家、藝術治療師及心理輔導員，提供支援、資訊和特殊的需要。中

心提供家庭或個人的諮詢和傾談，幫助癌症患者、家屬及照顧者，透過不同

的技巧面對治療過程中的種種情緒波動。其中包括學習放鬆，以減輕身體和

精神的壓力。中心內也提供豐富的圖書和復健課程。

「治療本身不難應付，但完成療程後，我始終擔心癌症會復發， 

覺得很孤單，特別感激病友的支持。」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在醫院接受診斷後，「癌症病人資源中心」往往是癌症患者第一個得到支

援與資訊的地方。這些中心提供認識癌症、應付癌症的小冊子。有需要的

話，有社工可以在情緒上支援患者和家屬。

‧熱線電話

由專業人員提供個人或家庭的輔導，幫助患者和家屬應付由癌症引起的生

理或心理問題。癌症基金會癌協服務中心熱線電話為3656 0800。

如欲索取其他有關癌症的資料， 

請致電香港癌症基金會癌協服務中心熱線：3656 0800

並歡迎瀏覽我們的網站：www.cancer-fund.org

本小冊子由香港癌症基金會出版2016

感謝廣華醫院外科部乳病中心專科護士柯婉媚姑娘參與審核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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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基金會癌協服務中心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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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癌協

皇后大道中99號中環中心地下 
G03室
電話：3667 3030  
傳真：3667 3100 
電郵：canlinkcentral@hkcf.org

天水圍癌協

新界天水圍天恩路12-18號 
置富嘉湖第2期2樓201C室
電話：3919 7070   
傳真：3919 7099 
電郵：canlink-tsw@hkcf.org

黃大仙癌協

黃大仙下邨龍昌樓地下2-8號
電話：3656 0700   
傳真：3656 0900 
電郵：canlink@hkc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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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癌症基金會組織網

病人互助組織

香港創域會

服務對象：所有癌症
電話：3656 0799
 
CANSURVIVE

服務對象：所有癌症（外籍人士）
電話：3667 3000

向日葵互協會

服務對象：乳癌及婦科癌
電話：3656 0838

展晴社（香港）有限公司

服務對象：乳癌及婦科癌
電話：2595 4202/9179 2330

妍康會

服務對象：乳癌
電話：3667 3288

東華醫院傳情舍

服務對象：乳癌
電話：2589 8151

紫荊社

服務對象：乳癌
電話：2468 5045

蕙蘭社

服務對象：婦科癌
電話：3656 0700 

癌症基金會伙伴網絡

瑪麗醫院癌症病人關顧支援組

香港瑪麗醫院癌症中心2樓 
電話：2255 3900  傳真：2255 3901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香港柴灣樂民道3號東座1樓
電話：2595 4165  傳真：2557 1005

伊利沙伯醫院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九龍加士居道30號伊利沙伯醫院 
R座6樓601室
電話：3506 5393  傳真：3506 5392

瑪嘉烈醫院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九龍荔枝角瑪嘉烈醫院道2至10號瑪嘉
烈醫院H座腫瘤科大樓2樓及3樓
電話：2990 2494  傳真：2990 2493

基督教聯合醫院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九龍觀塘協和街130號Q座2樓
電話：3949 3756  傳真：3949 5595

威爾斯親王醫院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新界沙田銀城街30-32號威爾斯親王
醫院包玉剛爵士癌症中心3樓
電話：2632 4030  傳真：2632 4557

屯門醫院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新界屯門青松觀道屯門醫院地庫 
放射治療部
電話：2468 5045  傳真：2455 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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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提供協助的組織

社會福利署

熱線：2343 2255

復康專科及資源中心

電話：2364 2345   
電郵：rehabaidcentre@ha.org.hk

撒瑪利亞會

生命熱線 
電話：2389 2222

僱員再培訓局 - 樂活一站

電話：182 182
電郵：erbhk@erb.org 

愛德循環運動社區支援及護送服務

可安排探訪、前往醫院的交通和購物等
電話：2777 2223  傳真：2777 2269

緊急求救電話

電話：999

政府救傷隊救護車

電話：2735 3355

易達巴士

為年滿60歲有行動困難者安排往返醫
院、診所覆診
電話：2348 0608

易達轎車

專為輪椅人士而設，提供個人化服務
電話：8106 6616

聖約翰救傷隊救護車 
24小時服務
電話：1878 000

善寧會 - 安家舍 
提供哀傷輔導服務
電話：2725 7693   
電郵：jttc@hospicecare.org.hk

贐明會

提供晚期病人及家屬服務及哀傷輔導
電話：2361 6606   
電郵：cccg@cccg.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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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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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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