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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是肺癌病人，妻子擔心會影響治療效果，戒了很多食
物不准我吃，包括我至愛吃的叉燒和奶油多士，於是我在一
個月內由65公斤瘦到得60公斤。請問我真的須要戒口嗎？

現時並無可靠研究指絕食可餓死癌細胞或戒口可減慢癌細胞
擴散，所以不應胡亂聽從坊間流言。對癌症病人來說，保持
進食及防止體重下降是非常重要的，體重過輕可影響生活質
素、削弱治療效果及存活率。出現惡質症 (Cachexia) 的病
人會有食慾不振、肌肉耗弱及新陳代謝改變而導致體重下
降，是癌症病人常見的死因，死亡率達5至25%1-4，可見
體重與存活率息息相關。在一個月內較慣常體重下降大於
5%或六個月內較慣常體重下降大於10%即屬營養不良，應
立即約見註冊營養師作進一步營養評估及介入營養治療，因
愈早實行可令治療更有效。

治療期間，可考慮攝取每日2克的Eicosapentaenoic Acid 
(EPA) 奧米加脂肪酸，臨床研究顯示，服用EPA或有助抑制
體重下降及改善胃口，詳情請諮詢註冊
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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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飲食紓緩癌症治療副作用



(2) 我是食道癌患者，在化療前後都有食欲不振的問題，很
擔心沒有足夠營養啊。

厭食是癌症病人最普遍的問題，在平靜舒適環境下進食和規
律的運動可改善食慾，亦有數個方法可幫助這些病人，包括
少食多餐，每一至兩小時進食少量含高蛋白質和高熱量的膳
食來替代每日三份大餐。

早上胃口一般較好，可進食高卡
路里和蛋白質的早餐，如香蕉
花生醬多士、芝士火腿奄烈、
吞拿魚三文治或肉碎通粉。此
外，亦可改變食譜，如在三文治
中加入沙律醬、在意粉上加芝士、在薯蓉加牛油和鮮奶、在
冷熱飲品中加糖加奶，來提供額外的卡路里和蛋白質。若進
食固體食物有困難，可選擇飲用營養補充品、果汁、奶昔和
糖水（如芝麻糊、合桃露等），質地較軟的食物會比較容易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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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媽媽是鼻咽癌病人，她在數次化療後味覺變差了，有方
法改善嗎？

要紓緩問題，可嘗試少食多餐，以及進食喜愛的食物和嘗試
新的食物。不想吃紅肉的話，可進食家禽、魚類、雞蛋和豆
類製品代替。

進食時感苦味、可以加甜醬、海鮮醬、花生醬；或喝果汁、
蜜糖水等掩蓋苦味。覺得食物無味，不妨加鹽、大蒜、糖、
芝士、火腿、芹菜、洋蔥、醃菜或香料來加重味道。另外，
肉類可伴隨帶甜味的水果進食，如菠蘿、蜜桃等。

若覺食物有金屬味，用塑膠廚具或餐具可以減少苦味，不要
用罐裝飲料或金屬杯。食用酸性的食物可以幫助減低口腔裡
的金屬味道，例如果汁。此外，進食前用清水漱口亦可改善
問題。

(4) 鼻咽癌病人在接受放射性治療後有口乾舌燥的情況，影
響進食，應如何改善問題？

飲用充足流質是紓緩口乾的方法，你可隨
身攜帶清水，保持口腔濕潤。病人亦可進食
濕潤食物例如豆腐、稀飯、麥皮、腸粉及薯
蓉，塗上額外醬料如湯、肉汁和植
物油。進食較甜或酸的食物和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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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刺激唾液分泌 (此法不適用於口腔疼痛者)，或以吸管吸吮
流質食物。避免吃太鹹的食物，因為會引起口乾。含冰塊或
有味的冰條、吮吸硬糖或咀嚼口香糖等，可增加唾液，但需
要常漱口，保持口腔健康。

(5) 大腸癌化療後令我出現口腔潰瘍，導致吃不下嚥，如何
解決這情況？

建議把食物切成小塊，並煮稔至軟質，以及進食容易咀嚼
和吞嚥的軟質食物，包括軟水果 (香蕉、果蓉、燉梨或蘋果
等)、薯蓉、粉麵、奶昔、炒蛋、即食燕麥片及豆腐花等。另
外，可以用攪拌器把蔬菜和肉類打至軟滑，或添加肉湯或醬
汁於食物之中。

除正餐外，不妨飲用高熱量、高蛋白質的營養飲品，以及選
擇冷凍或室溫食物。此外要避免過熱和刺激性食品，如酒
精、柑橘類水果和果汁 (如橙、柑、檸檬和西柚)、辛辣或過
鹹食物、粗糙或乾身食物 (薯片、餅乾、多士及早餐穀麥片
等)。緊記清潔牙齒 (包括假牙) 和每日於餐後和睡前漱口，
保持口腔清潔，預防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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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父親接受食道癌化療後有噁心感覺，可怎樣處理？

病人可少食多餐來抑制問題，以及避免味道太濃、太甜與油
膩的食物。可試乾身食物 (如多士、餅乾、炒薑飯)，而室溫
或冷凍的食物比較易接受。慢慢進食，仔細咀嚼，有助消
化。如因噁心而胃口欠佳，可以飲營養飲品補充正餐所需。
如早上起床時覺得嘔心，可先吃少量梳打餅才慢慢下床。另
一方面，進食前少說話也有幫助，可避免充斥太多空氣導致
反胃。同時要遠離煮食的油煙、香水、煙霧等氣味。情況嚴
重的話，病人可請教醫生處方抗嘔心藥。

( 7 )  晚 期 性 結 腸 直 腸 癌 患 者 要 接 受 化 療 藥 伊 立 替 康 
(Irinotecan) 的治療，這藥卻有副作用腹瀉，患者可以服食止
瀉藥抑制嗎？

長期腹瀉可引致脫水或缺乏人體所需的重要礦物質，包括鈉
質和鉀質。病人應保持少食多餐，並嘗試在腹瀉時飲用流質
飲料如清水、米水等紓緩病情，讓腸道休息及補充失去的水
份。腹瀉情況改善後，可慢慢加入低渣及固體食物，如白
粥、白麵包、白飯、瘦肉、魚及熟透的蛋等。

運動飲料能補充因腹瀉而流失的鈉質和鉀質，同時每日飲用
充足流質，室溫飲料較冷熱飲料為佳。避免飲用咖啡、酒
精、牛奶、果汁及汽水，或進食油炸、肥膩、過甜、濃味
的食物。避免食用無糖香口膠或糖果、高纖食物 (如全麥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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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品、豆類及果仁)，應選吃低渣的蔬菜 (如嫩的葉菜類和去皮
去子的瓜類) 及吃水果前去皮，以及減少進食蔬果的份量。
情況嚴重時，請向醫生處方止瀉劑。

(8) 在大腸癌的化療期間常有便秘，可有食療能紓緩問題？

每週少於三次排便、大便呈粒狀很硬、要用力排便、大便後
仍有便意、排便時肛門有阻塞感覺是便秘的徵狀，在癌症病
人當中很常見，受此困擾者可每日飲用八至十二杯流質 (清
水、清茶、湯水、奶及西梅汁)，宜多吃高纖維素的食物如
全麥麵包、全麥穀類早餐、紅
米、糙米、燕麥、蔬菜、水
果及豆類等。恆常散步和運
動有助促進腸道蠕動，如有
需要可選用醫生處方的通便
藥。

(9) 正在治療胃癌的爸爸說，進餐後有肚脹的不適感覺，可
怎樣處理？

病人應放慢飲食的速度，避免吃產生氣體的食物，如豆類、
洋蔥、粟米、椰菜、牛奶和有汽的飲品。溫和的運動如步
行，有助減輕情況。忌食香口膠，進食時少講話以免吸入過
多空氣。假如肚脹情況加劇或持續，應盡快求醫。



(10) 我是乳癌病人，服用孕激素後食欲大增，結果胖了十
磅﹗可以如何減肥呢？

乳癌病人在接受化療期間體重有機會增加，主因是進食過多
高脂食物，或化療期間疲憊而不想運動所造成，荷爾蒙治療
如孕激素也可能是造成體重增加的原因。如果你的體重增
加，最好在化療結束後向註冊營養師了解減肥計劃。

(11) 我因胃癌而切除部分胃部，之後每次進食後片刻都覺暈
眩，這是手術副作用嗎？

這是傾瀉綜合症 (Dumping Syndrome) 的症狀。手術後胃部
容量減少，令進食後食物太快進入小腸，繼而刺激身體分泌
大量胰島素，造成血糖過低，令人昏眩、出汗和臉色蒼白，
這些症狀通常在餐後半小時至兩小時出現。
建議少食多餐，進食含複合碳水化合物食
物，如飯、麵包和通心粉，以延緩食物
進入小腸吸收的時間，令血糖保持較
平穩的水平。而糖果、糖水、汽水和
果汁等含有大量快速被吸收的糖份，
不宜多吃。同時避免進餐時飲用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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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醫生說我的白血球細胞數量過低，有機會引起感染，是
真的嗎？

放射性治療、化療或癌症本身都有機會導致白血球細胞數量
降低，令病人增加感染風險。要減低受感染的機會，應避免
進食生雞蛋或魚生、發霉或已損壞的水果和蔬菜、包裝已經
被破壞的食物、過期食物、外出用餐的沙律吧和自助餐。

肉類、家禽和魚類食品須徹底煮熟，而且應於微波爐、雪櫃
冷凍格或放在流動的水喉水下解凍食物，切勿於室溫解凍，
而食物在解凍後應立即烹煮。保持熱食和冷凍食品的應有的
溫度。進餐剩餘之食物應於兩小時內冷藏，不應把剩餘的食
物保存在雪櫃超過三天，且不應翻熱超過一次。為減少吃剩
餘食品的機會，最好購買小份量包裝的食品或避免一餐煮過
多的份量。分開擺放、用不同的刀和砧板分開處理生及熟的
食物，以避免交叉污染。生活習慣方面，應勤用梘液洗手可
防止細菌傳播。

(13) 晚期癌症病人應如何飲食？

癌症晚期病人的紓緩護理包括營養食療和 / 或藥物治療，以
減輕病痛和維持生活質素，保持均衡的營養，癌症晚期病人
的營養需求是因人而異的。對於癌症晚期病人，大部份食物
是允許，因為病人經常因食慾下降導致身體機能出現問題，
所以應鼓勵病人吃喜愛的食物。飲食有困難的病人應約見註
冊營養師聽取專業指導，並考慮用營養補充劑，輔以適量運
動有助增加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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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癌症飲食之迷思

1. 飲豆漿、吃豆腐會令我的乳癌復發嗎？

此乃謬誤，反而有研究指大豆可減低罹患乳癌及復發的風
險。女性及乳癌症倖存者也可安全食用大豆類食品，更應包
含在每天的均衡飲食內。大豆或大豆製食品 (如豆腐、腐竹
及豆奶等) 含豐富蛋白質，是肉類的代替品，對癌症病人來
說是不錯的選擇，因為其口感較稔滑，容易入口及消化。

2. 我是不是有需要進食有機蔬果？

有機食物的營養價值與傳統方法種植的食物分
別不大，而有研究指出，每天進食多種不
同種類的蔬果，其好處遠遠超出殺蟲
劑殘留物可能帶來的禍害。要將殺
蟲劑殘留物的影響減至最少，可
用清水把蔬果徹低洗淨，並除掉
外皮。

3. 食雞會增加患癌風險嗎？

本港已無「打針雞」出售，而且無研究指進食雞肉或其他家
禽會可增加患癌風險。反而我們應小心烹調方法，因燒烤及
高溫煎煮肉類後，可分解出蛋白質中的胺基酸，產生雜環胺 
(Heterocyclic Amines，簡稱HCAs)，屬致癌物質。較低溫
的烹調方法如蒸和焗可避免產生雜環胺，
同時不應進食肉類上燒焦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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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癌症期間每日要食多少卡路里才算足夠？

在癌症治療期間，需求大量能量和蛋白質，如進食不足，身
體只會消耗肌肉組織來彌補熱量。最佳做法是均衡飲食，以
攝取足夠營養素。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質是重要的能量
來源： 1克脂肪等於卡路里9千卡，而1克碳水化合物或蛋白
質等於卡路里4千卡，標準攝取量是按每公斤體重攝取卡路
里30至35千卡；如本身體重為60公斤，每日的卡路里攝取
應為 (60公斤x 30至35千卡 = 1800至2100千卡)。請向註冊
營養師商議制定飲食計畫。

5. 多飲蔬果汁可預防癌症嗎？

蔬果中的各種抗氧化物、維他命、礦
物質以及植物性化學物，可保護我們
的細胞免受侵害，有助預防癌症。此
外，蔬果亦含豐富膳食纖維，有助維持
腸道健康，降低大腸癌的風險。

香港衛生署建議市民每天進食2份水果 
(1份=1個中型水果或180毫升無添加糖
的純果汁) 及3份蔬菜 (1份=半碗熟菜、
瓜類或菇類)。天然果汁可以是建議的

每日2份水果的其中一份，但與整個水果比較，果汁的膳食
纖維較低，且因果汁含果糖，過量飲用會攝取過多的糖分或
熱量。因此鼓勵進食水果，若飲用果汁，建議每天不多於一
份 (約180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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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偏方建議喝蔬果汁如馬鈴薯生汁來防癌，但只喝蔬果
汁是不足以預防癌症的，還要減少進食高脂、高糖的食物、
避免進食加工的肉類、飲酒和吸煙等不良習慣，才能達致全
方位防癌。

6. 食得多炒菜會致癌？

近年研究發現，食物經高溫處理或烹煮，會在食物內產生基
因致癌物丙烯酰胺(Acrylamide)，而本港市民從膳食中攝入
丙烯酰胺的主要來源是蔬菜及蔬菜製品，而其中大部分來自
炒菜，生吃、水煮或蒸的蔬菜未有檢測到丙烯酰胺。實驗結
果顯示，炒菜時溫度愈高、時間愈長，產生的丙烯酰胺會愈
多。所以市民應避免長時間以過高油溫烹煮，亦不應進食燒
焦的食物。如要炒菜，可灼菜，或用健康的
烹煮方法如水煮或蒸等。不管是病人還
是健康人士，吃菜都能帶來益處，每
天應進食最少三份蔬菜，避免吃過
量煎炸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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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食檸檬可殺癌細胞？

檸檬汁富含維他命C，有助增強身體抵抗力。但目前未有醫
學研究發現檸檬汁可殺死癌細胞，故建
議癌症病人應盡速就醫，因癌症愈早
治療的效果愈好。癌症病人應避免採
用偏方，以免延誤病情。
 

8. 布緯療法真的有治療癌症的效用？

近年在坊間流傳的布緯療法以茅屋芝士及冷榨亞麻籽油為食
療，並要求病人戒所有肉類 (包括魚) 來配合療法。從營養學
角度看，亞麻籽油含有豐富奧米加三脂肪酸，適量進食配合
均衡飲食可對身體有益，尤其是心臟血管健康。但亞麻籽油
和茅屋芝士對治療癌症的科研證據不足，不建議癌症病人採
用此偏方來取代醫學治療。同時亦不建議癌症病人避免所有
肉類 (包括魚)，此舉只會令飲食欠缺多元化，有機會令蛋白
質攝取不足，影響治療及康復進度。目前並沒有足夠研究指
適量吃肉會令癌症惡化或復發，相反，攝取足夠蛋白質是癌
症病人飲食十分重要的一環。
三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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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十大全方位防癌建議

世界癌症研究基金會於2007年發表的報告5：《食物、營
養、體力活動與癌症預防》指出所有癌症當中，有三分之一
與我們的飲食、運動習慣及體重控制有直接關係。我們可以
透過日常飲食及生活習慣，減低患癌症的風險。以下列出報
告中的十項防癌建議，除了有助維持身體健康及預防癌症
外，亦適合癌症康復者預防癌症復發。

1. 減少進食高熱量食物

高熱量密度食物和高糖份飲料可令人超重和肥胖，從而提升
患癌的機會，因此應減少進食熱量密
度高的食物，包括高糖份或低
纖或高脂肪的加工食物，如朱
古力、薯片、炸雞和汽水等。
另外亦應避免過度飲用含糖飲
品。

2. 多吃蔬果、豆類食物及全穀食物

有研究指蔬果有機會預防多種癌症，包括食道癌、胃癌、口
腔癌、咽喉癌、胰臟癌、肺癌和前列腺癌。至於全榖物及豆
類食物有豐富的膳食纖維，亦可減低患上大腸癌的風險。事
實上不同種類的蔬果、全榖物和豆類食物有高密度營養，包
括維他命、礦物質及纖維素等，對防癌有很大功效，所以平
日應多選擇全麥麵飽、燕麥、紅米和糙米，每天最少吃兩個
中型水果及一碗半煮熟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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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少吃紅肉與加工肉類

減少進食紅肉如豬肉、牛肉和羊肉，以及避免進食加工的肉
類如火腿、午餐肉、香腸和煙肉等，都可減低患上大腸癌的
機會。不過我們不應完全戒絕紅肉，因當中含有豐富的蛋白

質和鐵質，所以每周我們應進食少於
500克或12.5兩已煮熟的紅肉，

或者可以魚、家禽及植物性蛋
白質（如豆類）來代替紅肉。

4. 減少或戒掉飲酒

飲酒對癌症很不利，因為任何酒精飲品都可增加患上癌症的
風險，亦會影響血壓、心臟和肝臟的健康，所以最好不要喝
酒。不過閒時想喝一點酒的話，男士每天不應喝多於兩杯酒
精飲品，而女士則飲一杯即夠。一杯酒精等於280毫升的啤

酒或蘋果酒、125毫升的葡萄酒或25毫升
的烈酒如伏特加與威士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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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勿過份攝取鹽分

眾所周知過量攝取鹽份對身體有害，會增加得到胃癌及高血
壓的風險。不過除了餐桌鹽，不少食物亦含有鹽 (鈉質)，尤
以加工醃製食物為主，例如罐頭湯、火腿、香腸、即食麵
等，調味料如豉油、雞粉、腐乳及蠔油等也有大量鈉質。每
人每日應攝取少於2400毫克的鈉質，即等於一平茶匙鹽。日
常多進食新鮮食物烹調的食材，並以香草、薑蔥蒜等作調味
料，既可減低用鹽，也不失食物美味。

6. 別靠營養補充劑防癌

都市人愛服用營養補充劑來預防癌症，然而這是不正確的觀
念，應以均衡飲食來防癌，更有研究顯示某些高劑量的營養
補充劑能帶來不同的癌症風險，故此別胡亂自行服用，應先
諮詢註冊營養師或醫生的建議。

7. 母乳對母子有益

母乳對母親及孩子皆有利，餵哺母乳有助母親預防乳癌之
餘，亦可預防兒童肥胖。最佳做法是以純母乳餵哺嬰兒至六
個月大，隨後逐漸添加適當的固體食物，並持續餵哺母乳至
嬰兒兩歲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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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終生保持健康體重

終生維持健康的體重是十分重要的防癌訣竅，可通過恆常運
動及良好的飲食習慣來保持最佳體重。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是量度肥胖最常用的方法。 

體重指數 (BMI) = 體重 (公斤) ÷ 身高 (米) ÷ 身高 (米) 

亞洲成年人健康的BMI範圍是18.5至22.9 

科研證據顯示貯存在腰部的脂肪會比
其他體脂帶來更高的患癌風險，但由
於體重指數未能有效反映身體的脂肪
分佈，因此有必要量度腰圍去評估體
脂的分佈情況。

亞洲成年人健康的腰圍指引:

 女性腰圍 80cm / 31.5吋或以下

 男性腰圍 90cm / 35.5吋或以下

量度腰圍技巧:

1. 量度位置以最後一條肋骨底部邊緣與髂骨頂部的中間水平
 線為準。
2. 將量尺準確地套於腰部外圍，避免擠壓腹部組織。



9. 切勿吸煙

九成肺癌由煙草引致，而煙草可間接引致口腔癌、咽喉癌、
喉頭癌、食道癌、子宮頸癌、腎臟癌、胰臟癌和膀胱癌，所
以切勿吸煙或咀嚼任何煙草類產品。

10. 日日運動

每日進行最少三十分鐘運動，有助減低患癌的風險，以及保
持健康體重。市民應接照自己的體能及喜好來選擇運動，如
跑步、球類運動、行山、急步行、游泳和跳舞等。至於體力
不濟者，仍可進行輕量運動如慢行或打
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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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易甜品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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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芒
奶
昔
︵
一
人
份
量
︶

成份:
鮮奶*200毫升
芒果味雪糕 (其他味道亦可) 100毫升
(約一球雪糕大小)

做法：
將所有材料放入攪拌機內，攪15至20秒即成。

 小貼士： *可以營養奶代替鮮奶，
  有助進一步增加熱量和蛋白質。

每份營養： 

能量（千卡） 275
水化合物（克） 32
蛋白質（克） 8
脂肪（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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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家
製
雪
糕
︵
一
人
份
量
︶

成份:
鮮奶*200毫升
忌廉 50毫升

做法：
將鮮奶和忌廉攪勻，放入冰箱冷藏至凝固，即
成。

 小貼士： *可以營養奶代替鮮奶，有助進一
步增加熱量和蛋白質。亦可改用
朱古力奶或有味豆奶代替鮮奶，
添加口味。

每份營養： 

能量（千卡） 294
碳水化合物（克） 11
蛋白質（克） 7
脂肪（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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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
你
班
戟
︵
四
件
份
量
︶

成份:
鮮奶*50毫升
自發麵粉 40克
雞蛋 1隻
砂糖 4茶匙
牛油 2茶匙

做法：
1. 將雞蛋加入鮮奶打勻，再放入麵粉和砂糖一併
攪勻。
2. 牛油溶於熱平鍋中，倒1/3杯（80毫升）粉
漿入平鍋，每邊以慢火燒約2分鐘至金黃色，
即成。可加上自己喜愛的水果粒、糖霜、果
占、忌廉或朱古力醬等一併進食。

 小貼士： *可以營養奶代替鮮奶，有助進一
步增加熱量和蛋白質。

每份營養： 

能量（千卡） 95
碳水化合物（克） 12
蛋白質（克） 3
脂肪（克） 4

22



法
式
西
多
士
︵
一
件
份
量
︶

成份:
鮮奶*30毫升
厚切麵包1片
雞蛋 半隻
牛油或植物油 1茶匙
糖霜 1茶匙

做法：
1. 將鮮奶和雞蛋攪勻，然後把麵包浸於奶漿
中。
2. 牛油溶於熱平鍋中，以慢火將每邊麵包燒至金黃
色。
3. 上碟後在多士上灑上糖霜，亦可隨個人喜好
添加牛油、花生醬、朱古力醬、果占、煉奶、
玉桂粉或糖漿一併進食。

 小貼士： *可以營養奶代替鮮奶，有助進一
步增加熱量和蛋白質。

每份營養： 

能量（千卡） 238
碳水化合物（克） 30
蛋白質（克） 9
脂肪（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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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資料查詢 地址 電話

瑪麗醫院癌症中心 香港瑪麗醫院J座1樓癌症中心 2255 3900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 香港柴灣樂民道3號專科大樓東座 2595 4165
醫院癌症病人資源中心 一樓放射治療部

威爾斯親王醫院癌症 新界沙田銀城街30-32號威爾斯親王醫院 2632 4030
病人資源中心 包玉剛爵士癌症中心三樓

屯門醫院癌症病人 新界屯門青松觀路23號屯門醫院地庫 2468 5045
資源中心 放射治療部

瑪嘉烈醫院癌症病人 九龍荔枝角瑪嘉烈醫院道二至十號 2990 2498
資源中心 瑪嘉烈醫院H座腫瘤科大樓二樓及三樓

伊利沙伯醫院癌症病人 九龍加士居道30號伊利沙伯醫院 2958 5393
資源中心 R座六樓601

黃大仙癌協服務中心 九龍黃大仙下村 3656 0800
 龍昌樓地下C翼2-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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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資料查詢 地址 電話

中環癌協服務中心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99號 3667 3000
 中環中心地下G03室

天水圍癌協服務中心 新界天水圍天恩路12-18號 3919 7000
 嘉湖置富第二期2樓201C室

香港防癌會 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三十號 3921 3821

衛生署健康教育中心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0號 2572 1476
中央健康教育組 修頓中心7字樓

衛生署健康教育中心 新界荃灣西樓角路38號 2417 6505
荃灣健康教育中心 荃灣政府合署 13樓

香港防癌天使服務協會 西環德輔道西246號 2541 2366
 東慈商業中心901室

香港紅十字會輸血 九龍油麻地京士柏道15號 2710 1206
服務中心
香港骨髓捐贈者資料庫 

癌症患者社區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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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864
HK$960

(優惠期至2017年12月31日止)

www.caringforlife.hk

4. 此優惠有效期至2016年12月31日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