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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資助《童心》印製經費，	

基金特此致謝。

　　兒童癌病基金在1989年開創時，我親

眼見證它由一點星星之火，隨着歲月迅速

變成一團團熊熊的烈燄。基金的成功在於

發揮了人性最美善的一面，所有共事的人

勇於承擔義務，顯示人與人之間的同情心

是一股強大的推動力。

　　我看到有些病童要坐輪椅，也有些被癌症摧殘得體衰力弱，仍然不畏勞

苦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來基金的服務中心，我的內心就感到戚戚然。經濟上

他們難以長期負擔乘坐的士的開支，要預訂社區的復康巴士接載又不容易，

在打風下雨時尤其困難。

　　孩子們已經為病情焦慮不安，我很想替他們解除使用公共交通的煩惱，

可以儘量享用基金兩個服務中心的設施。現在基金有了自己的復康巴士，病

童就不用常常困在家裏，他們要去覆診或入院治療，甚至去基金服務中心接

受輔導、沐浴或小睡，都可以召喚這部復康巴士接載。

　　我有信心由於孩子們可以較容易地使用CCF所提供的周全康復環境，他們

的生活質素和心靈上的照顧也相應地得以提升。

　　我想藉着這次機會向眾多基金義工和管理層及專業員工致謝，他們各以

所長作出不少貢獻。在基金創會會長、現任會長和理事們的傑出領導下，所

有工作人員全副精神為患癌孩子締造家外之家，務使他們和家人獲得身心支

持和鼓勵。然而，我覺得最重要是讓孩子們得到無比的關懷和照顧，因愛帶

來希望，一天比一天多……

捐贈者的話

何建昌先生

焜明基金創辦人

CCF復康巴在本年6月份正式投入服務，

接載行動不便或體弱病童前來暫顧及復

康中心接受暫顧服務或往返醫院。此服

務需經專業人士轉介及預約，費用全

免。如有查詢，請致電23191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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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不少家長已注意到，較早前各報章曾公佈一項有關以

口服砒霜有效治療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成人）的研究報告。此口服

砒霜更是香港首次自行研發及申請美國專利的處方藥物。

　　事實上，自2000年起，兒童癌病基金便一直資助香港兒童血液及腫瘤科學會從事一項

名為「砒霜在兒童惡性神經組織腫瘤的應用」的臨床研究。在長達十年的研究中，學會對

砒霜在兒科腫瘤的臨床應用已累積了豐厚的經驗和研究成果。為了讓家長們對砒霜療法有

更全面的了解，筆者特別訪問了負責該項研究的香港大學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的陳

志峰教授。以下是經整理的訪問內容：

甚具潛質的

砒霜療法

1.什麽是砒霜？

　　它的化學名稱為三氧化二砷（As2O3），是一種無臭無味，外觀為白

色霜狀粉末，具有毒性的礦物。一般人經常把它和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毒

物「山埃」混淆。

(下接第四頁)

致 善 長 們 重要啟事
　　近日一家保險公司的推廣宣傳涉及本會個別成員，可能讓公眾產生錯誤聯想，特此澄清彼此間並不存

在任何商業夥伴關係 。

　　自創會以來，兒童癌病基金理事同仁一直保持高度警覺，嚴格遵守及維護建會核心價值。本會所有決

策及運作完全獨立自主，向來謝絕為任何產品、商標或服務作任何推介或認可。

　　該廣告系列之內容及形式均未獲兒童癌病基金理事會正式議決授權，在聯繫上的誤會令人遺憾。若理

事會事前知悉有關事宜，一定不會贊成任何可能構成誤導或誘發不必要聯想之安排。因此本會已立即採取

緊急補救行動，勒令所有涉及本會之廣告儘可能即時撤銷。

　　兒童癌病基金理事會對事件極感遺憾，謹此向所有善長及公眾人士衷誠保證今後必然全力把關，以免

再次發生類似的誤會。

承兒童癌病基金理事會命

會長李陳婉寶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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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砒霜於何時被應用在癌症治療上？

　　早於十八世紀，西方醫學界已懂得利用砒霜去治療慢性骨髓細胞性白血病

（簡稱CML）。而香港於五十年代亦以砒霜作為第一線的治癌藥物。及後因為先

後發展出其它更有效的藥物和療法，砒霜逐漸被淘汰。

　　直至八十年代初，中國哈爾濱發表了一份有關第三類急性骨髓

細胞性白血病治療的研究報告，証實通過提純處理，並由靜脈注

射的砒霜，對上述病症具極高的療效。後經上海研究機構的臨

床驗証，並將有關結果刊登在西方醫學文獻後，隨即引起全球

醫學界的關注，紛紛加入研究行列。

3.現時砒霜主要應用在什麽種類的癌症上？

　　一般人常有一個美麗的誤會，以為砒霜可治癒所有血癌。事實上，到目前

為止，砒霜在癌症治療的使用範圍仍相當狹窄。

　　現時，在成人方面，砒霜主要應用在第三類急性骨髓細胞性白血病的病例中（簡稱

AML的M3或APL）。至於兒童方面，砒霜則主要應用在患有神經系統惡性腫瘤的患者身上，尤

其是較罕見及較難處理的神經母細胞瘤。事實上，以上兩種癌病，無論在成人或兒童的病例

中，所佔的比例均相當小。

4.口服砒霜和傳統靜脈注射砒霜療法比較，有哪些優勝之處？

　　過去，醫生都會採用靜脈注射的方法將經提煉過的砒霜注入病人體內，程序和一般化療無

分別。即病人需入院「落藥」數天至數週不等，回家休息數週後再回院「落藥」。如是者，整

個療程約持續半年。

　　新發明的口服砒霜最大的突破是，能讓病人在無須住院的情況下自行在家中按指示服藥。

醫生只需透過定期覆診，便能監察病人的進度，並按需要調校藥物。此舉不但能大量節省

醫療開支，更重要是讓療程變得更輕鬆簡單，從而減低病人因住院而產生的各種焦

慮和壓力。

　　副作用較少同樣是口服砒霜另一個明顯的優勢。由於它的毒性温和，

過往病人在化療期間出現的，包括：骨髓受壓抑（可導致出血和容易受感

染）、黏膜受損（可導致疼痛和潰瘍）、嘔吐和脫髮等副作用，一般都不會

在口服砒霜的病人身上出現。至於包括口腔潰瘍和肝臟受損等服食砒霜可能

出現的副作用，亦只有在長時間進食或使用甚高劑量的情況下才會發生，故

並不常見。

　　除此之外，在治病的基理和療效方面，口服砒霜和傳統的靜脈注射砒霜，其

實並無多大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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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陳志峰教授

整    理：黃鳴　　　

5.口服砒霜能否成為治療兒童癌病的一線藥物？

　　在兒童癌病基金的資助下，陳志峰教授曾為十三名兒童癌病患者（當中十一名為神經

母細胞癌患者）進行砒霜療法（包括口服和靜脈注射）的研究。結果証實砒霜療法對部份

患者具有療效。目前在兒童癌病的治療上，仍只能被視作二、三線藥物使用。另一方面，

現有用作治療急性髓性白血病及神經母細胞瘤的一線藥物，其療效仍較理想和可靠。例

如，現時所採用的化療加維甲酸（ATRA）的混合療法，對於第三類急性骨髓細胞性白血病

已可達到七至八成的長遠療效。

　　至於其他血癌，如急性淋巴性白血病（ALL），砒霜的療效仍不及傳統的化療理想。

因此，只有在現行一線療法無效或復發時，醫生才會考慮替病人施行砒霜療法。但長遠而

言，由於口服砒霜具有不少包括毒性低和無須住院等優於化療的特性，因此，砒霜仍擁有

相當的發展潛能，待有關的研究更趨成熟，是有望提升為一線的常規藥物，但相信會在病

例數目較多的成人病房先行使用。

　　除此之外，由於砒霜的成本亦遠較化療為低，因此在醫療設備相對落後，或國民所得

較低的第三世界國家，砒霜療法的發展空間將更大，並更有機會成為一線的常規療法。

6.除了對神經母細胞瘤和第三類急性骨髓細胞性 

　白血病的治療外，砒霜還有那些優勢有待研發？

　　現階段的研究証實，砒霜除了能直接殺死癌細胞外，亦能引導不正常細胞的分

化。意即有能力將一些不成熟的細胞（癌細胞的前身）引導成成熟的細胞，從而

有效阻止癌細胞的生長，以達到治病的效果。它的好處是，砒霜的使用份量可進

一步減低。毒性減輕了，副作用出現的機會自然就可以降低了。有關的研究雖仍

處起始階段，但正顯示出砒霜的確具有極大的研發潛力。

結論

　　口服砒霜不管在治療方式和副作用控制方面都比傳統的化療優勝。但由於它的使用範圍十分

狹窄，無奈只有極少數的患者能夠受惠。加上在療效方面，亦只相若於其他療法，這種種都讓口

服砒霜暫時無法成為一線的常規療法。但隨着醫療科技的急速發展和科研人員的不斷努力，相信

在不久的未來，砒霜在癌病治療的潛力將會進一步被發揮，屆時將為癌病小朋友帶來療效更高、

更可靠的優質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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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期間， 

家長與青少年子女的相處

　　在輔導患病青少年及其家長的過程中，常有機會處理他們在溝通方面所遇到的種種障礙。

一些青少年會覺得父母過份緊張，亦不太了解他們真正的感受和需要。反之，一些父母則訴說

子女不是默不作聲，便是無故地發脾氣，令他們不知如何去支持子女度過艱辛的治療。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為了讓家長進一步掌握青少年子女的需要，衝破溝通上的障礙，筆者找來五位（3男2

女）正在接受或剛完成治療的青少年（年齡由12至16歲），搜集他們對與家長溝通方面的意見。結果發現他們的意

見在很多方面均很類似。現將相關的意見撮要總結如下，以供家長參考：

1.在治療期間，容易引致心情轉差的事情包括：

˙ 病情變化、害怕復發

˙ 化療副作用，尤其是嘔吐、胃口欠佳、感到異常

疲倦等

˙ 當身體不適時，沒有家人陪伴

˙ 不可以返學

˙ 長時間留院，感到很悶，或在家度假期間，因發

燒而急需重返醫院醫治

˙ 吃不到美味的食物

2.心情欠佳時，最想做什麼？

˙ 玩電腦

˙ 與朋友、同學互通短訊及傾電話

˙ 聽歌

˙ 發脾氣

˙ 想獨處一會，冷靜一下

3.心情差時，期望家長如何支持？

˙ 大部份青少年，均期望家長給予一些獨處時間，

並希望家長不要在此時說太多話

˙ 但他們同時又期望待自己冷靜後，家長會主動安

慰及關心

˙ 在旁陪伴

˙ 以輕鬆的語氣，和他們談天，以分散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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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治療期間，容易引起與家長衝突的事情包括：

˙ 全部青少年均指出「戒口」是引起最多衝突的源

頭

˙ 作息時間

˙ 想和朋友去街，但家長因為擔心感染而不允許

5.遇有衝突時，期望家長怎樣去處理：

˙ 有商有量地解釋所持的理由，不要用命令的口吻

去要求他們絕對服從

˙ 大部份青少年表示明白家長要求「戒口」和早睡

等，出發點是為他們好，但亦希望家長體諒他們

的感受，容許他們偶然發洩一下。並較富彈性地

執行，間中滿足他們的索求

˙ 當大家開始有爭執時，可以暫停話題，各自冷靜

一下

6.患病期間，建議家長如何支持他們：

˙ 可以在他們身體不適時，多些關心及陪伴他

們

˙ 主動去關心其感受和看法，因為他們會因害

怕家長擔心而將心事隱藏

˙ 與他們一起討論病情及療程安排

˙ 不要將注意力過度集中在病情或相關的事宜

上。過份緊張，只會令他們承受不必要的壓

力。若多與他們談天說地，或做一些消閒活

動，可幫助他們較輕鬆地應付辛苦的療程

˙ 給予他們一點私人空間和時間，去紓緩情緒

˙ 為他們多煮些美味的食物

˙ 能以朋友的方式與他們溝通

˙ 談話時，避免太「長氣」，否則容易引起煩

躁

˙ 應有適當的娛樂來鬆弛身心，不要將全部精

神和時間集中在照顧上

7.彼此關係，有否因此轉變？

　　全部青少年均指出，與父母的關係較病發

前好，因為大家多了溝通，及目睹父母不辭

勞苦的照顧，感受到他們的愛。然而，部份青

少年覺得父母有時會過份保護，感到被「支

配」。

　　衷心感謝上述五位青少年由衷的分享，他們的分享確實反映了很多患病青少年的心聲。青少年需要父母的

關愛及陪伴去面對治療所帶來的痛楚。但是，他們有其獨立的思想和感受，需要得到父母的尊重。

　　愛要適得其法，家長宜多體諒青少年子女渴求獨立及私人空間的需要，適當地讓子女掌管自己的生活細

節，避免因過份保護，變為過度的管束。我相信，父母只要與子女維持和諧的關係和坦誠的溝通，定必能共同

應付治療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家庭輔導員

黃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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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將腦海的影像轉移至一個兒童病房的四人大房。四歲的恆恆坐在其中一張病床上，媽媽剛讓

他吃完早餐，正要準備把食具拿往轉角的洗手間清潔時，恆恆嚷媽媽不要離開。媽媽拿他沒法子之

際，恆恆表示要小便，媽媽為他清理後，想把尿壺拿去清理，恆恆又再次喊不可以，媽媽更感到苦惱

和不知如何是好。

　　接，病房姑娘表示要帶恆恆往X-光部門做肺部照片，媽媽陪恆恆到了檢驗室。工作員指導恆恆

如何站立在「照相機」前，並指示媽媽到門外等候。恆恆得悉媽媽要離去，即表現得慌張，並不斷叫

嚷。媽媽無奈地安撫他一會便離開。完成檢驗後，恆恆一看見媽媽，便氣憤地拍打她的身驅和喊叫媽

媽不要他。媽媽唯有很委屈和無奈地，拖一個驚惶的小身驅離開。回到病房，一幕幕孩子和媽媽需要

短暫分離的情景又再次呈現：媽媽上洗手間、孩子要獨自在治療室打背脊針、媽媽要到醫院餐廳買飯吃

…。

　　無可否認，住院孩童因父母不在身旁所引起的憂慮，較一般家居的孩童為高。我們理解到，孩子的

憂慮是源於感到自己處身於一個不安全的環境，並且可能因此受到傷害。然而，獨自遊玩、探索和完成

事情卻是每位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必需要培養的能力，以避免出現過度倚賴的心態和行為。

協助住院的孩童適應父母暫時的離開， 

家長可以做的事：

˙預先告訴孩子，你要去那裡，何時會回來。

˙預先告訴孩子當天你需要離開的時間。

˙盡早帶領孩子認識病房環境，特別是你常去的地方。

˙預先向孩子解釋，哪些治療爸媽不能在旁陪伴，但承諾會在

房間外等候。

˙為孩子預備一些玩意，當你不在時，讓他的注意力轉移到遊

戲。

˙讓孩子學習與父母分離的時限，可從數分鐘逐漸遞增至半小

時、甚至一小時。

˙讚賞孩子，尤其每當他能獨立完成一些事情，藉以提升他的

自信心和安全感。

˙倘若孩子表現抗拒和哭鬧，請你堅定地告訴他：「媽媽去買

午飯，一會兒就回來，媽媽相信你可以在床上玩玩具，等候

媽媽回來。」

醫院遊戲師會做的事：

˙誘導孩子表達不安和憂慮的情緒。使用

布偶和動物玩具有助孩童表達其想法。

˙透過合適的故事內容紓緩孩子的憂慮，

從而加強他們勇敢和信任的能力。

˙運用具主題性的遊戲工具以強化孩子的

理解能力，接受父母離開的需要。

˙協助孩子認識和模擬那些單獨的治療和

檢查，例如：放射治療、磁力共振、X-

光照影和骨髓移植。

˙與父母商議和制定合適的方法以鼓勵孩

子學習自處的能力。

醫院遊戲師

陳麗文

爸
媽不要走

　　「媽媽……嗚嗚……媽媽……我唔要你走開呀！嗚嗚

……」對於在病房工作的朋友，孩子呼喚父母的聲音已是病房

慣常的配樂。事實上，住院的孩童除了要學習克服治療過程中

的痛楚，他們還需要面對另一個重大的考驗和學習的任務，就

是「父母不在身旁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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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為什麼會這樣？」我們充滿好奇地看著魔術師，一手提著一條垂直的銀鏈，一手持著一個鐵

環。施予魔法後，鐵環迅速地由銀鏈的上方滾向下方，跟著緊緊地扣在一起了。「我來！我來試試！」

呯！呯！我連試兩次都失敗，嘟著嘴問：「為什麼做不到？」魔術師友善地笑笑，鼓勵地說：「想一想，

再試試！」如是者…「呀！成功了！」過一會，「咦！又失敗了！」原來學魔術除了要動腦筋之外，還

需要有恆心。你看，大家多麼認真地在練習！爸爸、媽媽、仔仔一起動手做。「Yes！Yeah！」做到的時

候，我聽到大家開心地大叫；失手的時候，我看到大哥哥提點著小弟弟如何改進。這一刻，大家享受著歡

樂的笑聲及互相學習的融洽氣氛。

　　經過三星期的苦練之後，大家都來展示一下真功夫，輪流在眾多組員面前表演。說起來也真奇怪，現

在想「失手」反而有點困難，所謂「熟能生巧」就是這個道理。

　　除此之外，我發現自己的信心及說話技巧，明顯地在進步中。整個人感覺主動多了，學習的動機也提

升了。魔術的力量真是很奇妙！聽說，稍後會加開舞台魔術訓練班呢！我很想學多些不同類型的魔術啊！

快一點開班就好了。

　康復者長遠跟進服務統籌

林桂銘

神奇的魔法力量

　　臨近新年，啟晴計劃決定在新的一年搞搞新意思，開辦

了兩堂魔術班。參加者學會了「一技旁身」後，能隨時逗逗

身邊的人開心。以下是一位學員在課堂上的所見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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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運”可以由自己控制嗎？以前嘅我係相信可

以嘅。但自從我有癌症之後，我反而覺得好多嘢都係

整定，有時啲嘢唔係自己想點就會係點。根本唔到我

哋去控制！有邊個會想自己有事？有邊個父母會接受

到自己嘅子女有“癌症”呀？

　　普通的疾病，例如傷風感冒，對大家而言，可能

有點兒息息相關嘅感覺。至於癌症，就會覺得係一樣

遙不可及嘅事情。我當初都係咁諗，但原來“癌症”

係會突然間殺你一個措手不及！

　　「命運就算曲折離奇…別流淚心酸更不應捨棄

…」，大家覺唔覺得呢段歌詞似曾相識呢？「紅日」

呢一首歌帶俾我好多感覺，喺我有病之前，我已經用

佢作為我人生嘅其中一個座佑銘。當然，喺我有病之

後，我更加每一日都將呢一句歌詞，甚至係成首歌，

銘記喺我嘅腦海之中！

　　喺一年半前，啱啱喺我升讀中五嘅時候，呢個時

間正正係我人生好重要嘅一年。我發現自己排便方面

唔係太正常，於是就去睇醫生。睇好幾個醫生，佢哋

都話我係腸胃炎，但係我發覺屁股嗰度好似有啲嘢凸

出嚟。有醫生話嗰舊係骨嚟嘅，所以我冇理會佢。但

係過多一個星期都仲係咁，原本只係間唔中有小病痛

嘅我，體重下降咗差不多20磅。我同媽咪決定去搵專

科醫生檢查一下。專科醫生建議我照磁力共振，於是

我就入法國醫院住兩日一夜。初頭我仲諗住係做個

body  check，做完就可以返學努力讀書考會考。但世

事嘅嘢，往往事與願違，檢查完第二日，惡夢就開始

喇……

　　醫生話俾我同屋企人知我有癌症，仲要係一種喺

我呢個歲數好罕有嘅癌症－橫紋肌肉瘤。聽到嘅時

候，我嘅腦海一片空白，淨係喺度諗「點解會係我

呢？」。我相信所有人如果聽到自己或者自己嘅仔女

有癌症，第一個反應都會同我一樣，不停地問自己好

多個「點解」嘅問題。

　　喺醫生嘅轉介下，我留院兩日一夜後，第二朝一

早就到瑪麗醫院辦理入院手續。癌症係唔拖得，佢隨

時都可以奪去一個人嘅生命。入院頭兩日我都仲未識

得驚，但係當瑪麗醫院兒童腫瘤科嘅醫生嚟見我哋，

同我哋講我有嘅係第四期癌症，我驚到一句聲都出唔

到。

　　我入院幾日，醫生就安排幫我插一條中央靜脈導

管，方便我接受化療。之後就入住兒童腫瘤科病房。

入到去嗰種感覺係好得人驚，從來未入住過醫院嘅

我，意識到我將會喺呢個病房度過一段頗長嘅時間。

一開頭，我係完全接受唔到，所以經常都悶悶不樂。

悶悶不樂到，向來愛玩嘅我連醫院遊戲師都唔理睬。

跟住接二連三嘅打擊不停地來臨。先嚟每一個星期嘅

化療藥，將我打敗到發燒，甚至喺廁所度休克。再嚟

第二個打擊，就係頭髮不停咁脫落，最後變一個

「光頭妹」。第三樣係化療藥影響到我嘅右腳行動唔

方便，呢樣對於喜愛跳舞嘅我係一個好大嘅打擊。最

後得知有一段時間唔可以返屋企。呢啲打擊唔係人人

都可以接受到，更何況我當時只得16歲！

命運就算

曲折離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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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院差不多1個半月先有機會「回家渡假」。大

家唔好俾呢四個字呃，我只係「回家渡假」幾個鐘

喳。即係返屋企食餐晚飯就要返醫院！但係對於當時

嘅我嚟講，有得返去一陣已經好滿足喇！

　　喺醫院期間，好好彩隔離床嘅都係同齡嘅女孩

子，雖然一開始我都係唔出聲，但係住耐咗，我地就

成為「三姊妹」，感情比以往認識嘅朋友還要好！

　　落化療藥大約三個幾月，醫生話個腫瘤縮細超

過50%，可以考慮做手術或者電療。手術有得做固然

好，但係存在嘅風險好大，加上會有好多後遺症，我

和媽咪都接受唔到，所以決定唔做手術，亦唔做電

療，出去試下中醫睇吓得唔得。

　　睇咗半年中醫，個人係精神咗，但係最後大便出

血，都係要返瑪麗醫院，以“復發”嘅病因再次接受

一連串嘅治療。今次我面對自己嘅病，唔再好似第一

次咁樣，我好樂觀同開心咁去過每一日。因為媽咪同

我講過「你活嘅每一日都係賺番嚟嘅。」。我覺得媽

咪講得冇錯，我喺之前嗰一年所經歷嘅實在太多，太

深刻喇！我喊又喊過，痛又痛過，點解我唔笑住咁樣

過呢？

　　可能真係經常地笑，再加上復發之後喺醫院認識

咗一個同樣愛笑，及志同道合嘅家長，今次嘅療程好

似過得比以前嘅輕鬆。

　　喺醫院嘅每一個角落都聽到我嘅笑聲，冇一個人

係見唔到我笑嘅，除咗喺我電療完之後嗰一個半月，

我真係笑唔出，因為真係好痛，痛到我坐都坐唔到。

坐立不安令到我連嘢都唔想食。但係諗起背後有咁多

人支持我，我就算冇胃口都會食少少嘢。

　　喺第一次發現自己有癌症嗰陣，我係乜嘢活動都

唔參加。可能係經一事長一智嘅關係，喺我復發之

後，我卻頻頻參與各個機構所舉辦嘅活動，近期更上

咗電台接受訪問，同普羅大眾分享自己嘅經歷同心得

添！

　　經過呢一年半，我發覺自己成長咗好多，思想成

熟咗。可能係受到一啲病友嘅離開而影響，我對人生

已經睇化晒喇，覺得世上好多嘢都係整定嘅。雖然我

偶然會發脾氣，但係我已經唔會介意自己係一個癌症

患者，反而更加積極面對人生，因為我相信自己可以

戰勝病魔！

　　「人生之中兜兜轉轉那會看清楚」，其實人生之

中所發生嘅嘢係唔可以預料。成日問點解，到最終都

係得唔到一個確實嘅答案。其實只要每一日都活得精

彩，活得開心，人生就無憾了！

梅家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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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話只要有,

吓! 咁辛苦,
都只係得1粒！

真係粒粒辛苦

可以出院啦

飲水,食生果,
散步都有幫助

　　位於九龍白田邨的暫顧及復康

中心開始投入服務了！

　　如果你是癌病病童的父母或

照顧者，因長期照顧孩子而身心

承受高度壓力，需要短暫時間外

出紓緩壓力，或因重要事務而短

時間無法照顧患病孩子，歡迎申

請「日間暫顧服務」。

服務對象

　　正接受治療的十八歲以下癌病病童及 

　　其兄弟姊妹

服務形式

•個別照顧

•康樂活動

•護理服務

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如有需要，可作特別安排，請與中心主任聯絡

收費全免

交通

•如病童有需要，可安排專車接送

•需預約

膳食安排

•免費提供簡單膳食

•如需特別膳食安排，請自備食物及所需食具

申請手續

•必需預約

•請與兒童癌病基金職員或病房護士聯絡

•歡迎直接致電中心查詢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地址：九龍白田邨第九座地下1-5號　

電話：2319 1396

歡迎使用

日間

暫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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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ignature	Homes	 八周年紀念派對	 ��0.�0

11月12日	 State	Street	Bank	and		 籌款活動  �0,000.00	

	 	 Trust	Company

21/11	 AMHH*	 	 步行籌款		 �,010.00

2�/11	 啟新書院	 	 遊藝會	 ���.�0

11月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慈善義賣	 1,1��.00

11月	 Teledirect	Hong	Kong	Ltd.*	 Teledirect善心月	 20,000.00

11月	 耀中國際學校*		 籌款活動	 �,�0�.20	 善款由小學部籌得。

11月-1月	 藍十字(亞太)保險有限公司	 藍十字�0周年「大慈善家」  100,000.00	

	 	 	 	 網上籌款活動

11月-2月	 連卡佛*	 	 Christmas	Poptastic	Program	 1,�00,000.00	 善款用作為瑪麗醫院添置一 

            部流式細胞分析儀。

11月-�月	 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	 「有誰共鳴」節目	 2�,���.21

11月-�月	 Red	Mission*	 	 Red	Card籌款活動	 2,10�.00

�/12	 匯豐銀行	 	 慈善義賣	 ��,��0.00	 善款由亞太區市場部籌得。

�/12	 Highgate	House	School	 聖誕賣物會	 20,0��.�0

�-11/12	 馬哥孛羅香港酒店*  栗子派送活動	 ��,1��.�0

�-2�/12	 新都城國際百貨有限公司	 籌款活動	 2�,200.�0

�-12/12	 富豪九龍酒店	 	 栗子慈善義賣活動	 1�,��2.10

12/12	 中英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慈善抽獎	 �0,000.00	 活動於周年晚宴上舉行。

12	&	20/12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聖誕攝影慈善籌款	 �,���.�0

1�/12	 港威酒店*	 	 栗子派送活動	 1,���.�0

1�/12	 噴射飛航*	 	 義賣獎券	 11,�0�.00	 活動於聖誕聯歡會上舉行。

1�/12	 鹿兒國際小童學園有限公司	 聖誕賣物會	 �,000.00

1�/12	 太子酒店*	 	 栗子派送活動	 �,���.20

  日期  善長芳名/主辦機構  活動內容  善款數目(港幣)  摘要

  200�

2009年11月至2010年4月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籌款紀要

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38期．07/20101�

1�/12	 粉嶺神召會幼稚園*	 聖誕親子嘉年華會	 21,��2.�0

1�/12	 樂基幼兒學校(九龍塘)	 慈善親子賣物園遊會		 �0,���.�0

1�/12	 善一堂安逸幼稚園*	 義賣愛心曲奇	 1,000.00	 由家長教師委員會籌得。

1�/12	 Zizitutu.com	Art	Idea	Centre	 義賣畫袋	 �,�00.00

21/12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籌款活動	 1�,���.��

22/12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聖誕嘉年華	 11,�2�.00

12月	 保柏(亞洲)有限公司*	 問卷調查	 ��,1�0.00

12月	 Mr.	Michael	Stuart	Ellis	 Greenpower	Hike	 21,000.00	 活動於200�年2月2�日 

            舉行。

12月	 法拉利物流(亞洲)有限公司*	 籌款活動	 �1,��0.00	 善款為伊利沙伯醫院購置�個 
            床頭櫃及1�部液晶電視。

12月	 香港銀行家會所*	 籌款活動	 20,000.00

12月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籌款活動	 �,0��.00	 善款由家長教師會籌得。

12月	 港島太平洋酒店*	 聖誕栗子義賣	 1,�20.�0

12月	 英皇佐治五世學校*	 籌款活動	 �0,���.00

12月	 Next	Sourcing	Ltd.	 籌款活動	 ��,12�.00

12月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福袋義賣活動	 1,1�0.00

12月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籌款活動	 1,000.00

12月	 聖保羅男女中學*	 籌款活動	 1,000.00

12月	 香港真光中學*		 籌款活動	 �,000.00

12月	 東井圓佛會	 	 籌款活動	 100,000.00

12月	 飛騰行(香港)有限公司*	 籌款活動	 20,000.00

12月-�月	 Bang	&	Olufsen	(HK)	Ltd.	 慈善義賣	 2�,01�.00

2010

1�-21/1	 精洺有限公司	 	 籌款活動	 �,���.00

2�/1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北區*	 慈善義賣	 2�,���.00

2�/1-2�/2	 香港機場管理局	 名人齊創愛心虎		 �,��0.�0	

	 	 	 	 翔天喜迎天下客

1月	 尼爾森公司*	 	 籌款活動	 1,�00.00

1月	 太平洋會*	 	 籌款活動	 ��,���.00	 活動於200�年舉行。

1月	 英華書院	 	 籌款活動	 �,000.00

�/2	 Mrs.	Pauline	Edwards	 Greenpower	Hike	 �,��0.00

2�/2	 Miss	Maggie	Chu	 Run	for	Charity	 �,��0.00

2月	 明愛莊月明中學*	 利是送暖活動	 �,���.�0

2月	 方方樂趣教育機構	 新春籌款活動	 �1,�1�.�0

  日期  善長芳名/主辦機構  活動內容  善款數目(港幣)  摘要

  200�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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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Pedder	Group	Ltd.*	 Hello	Kitty糖果襟針義賣	 ��,22�.20	 活動於200�年�月至12月 

            舉行。

2月	 Pink	Martini	Hong	Kong	Ltd.	 開幕誌慶	 22,1��.�0	 活動於200�年10月及11月 

            舉行。

2月	 思加圖鞋業有限公司	 STACCATO	x	Gaile	 �1,�1�.�2	 活動於200�年10月至2010年 

            1月舉行。

2月	 標準人壽保險(亞洲)有限公司	 籌款活動	 110,01�.0�	 活動於200�年舉行。

2月	 Zoonis	Production	Ltd.	 義賣nisBear		 1,0�0.00

�/�	 心聲會*	 	 聲醉情真Live	Show	 1�,�00.00	

11/�	 Charity	Log	Committee*	 籌款活動	 �,�10.00

�月	 卡地亞	 	 「愛無止境」慈善活動	 ��,��0.00	 活動於200�年�月舉行。

�月	 帝堡城	 	 帝堡城愛心交易廣場	 �,�0�.00	 善款於200�年�月至2010年 

            �月籌得。

�月	 弘志幼稚園*	 	 籌款活動	 �,��0.00

�月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籌款活動	 1,0��.00

�月	 尼爾森公司*	 	 籌款活動	 10,000.00

�月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小學部)*	 籌款活動	 10,000.00	 善款由家長教師會籌得。

1-1�/�	 Red	Mission*	 	 《印象。張國榮》圖片展覽	 �0,2��.�0

2-�/�	 Red	Mission*及荃新天地	 《張國榮–舞台上的絕代經典》 ��,�1�.�0 

        展覽

2-12/�	 Mr.	Paul	Goldman	 Marathon	Des	Sables	in		 ��,���.00	

	 	 	 	 Morocco	

�/�	 慧思創智*	 	 Wise-Kids	Playroom	 �,���.�0	

	 	 	 	 慈善開放日

10/�	 Mr.	&	Mrs.	Avelino	Cortes	 ��周年結婚紀念	 �,�00.00

1�,	21-2�/�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葵涌分校)	 籌款嘉年華	 �,���.�0

22/�	 Crown	Relocations	Ltd.	 拉丁舞之夜	 2�,0�0.00

2�/�	 東方海外貨櫃航運有限公司	 步行籌款	 �2,���.00

�月	 The	Billings	Family	 咖啡體驗之旅	 ��,000.00	 活動於200�年舉行。

�月	 香港城市大學	 	 籌款活動	 ���.�0

�月	 梁賀琪小姐	 	 《我就是天后》慈善義賣	 ��,���.��

(一)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及KCS	Hong	Kong	Limited免收年內為基金提供的專業服務費，謹此致謝。

(二)	馬哥孛羅香港酒店慷慨贊助每月例會場地，謹此致謝。

(三)	鳴謝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減收基金簽賬手續費。

(四)《TVB	周刊》及《摩登家庭》慨贈版位予基金向公眾呼籲，基金深表謝意。

至於其他曾向兒童癌病基金慷慨捐贈善款/物資或惠賜支援的各方善長及機構，由於篇幅所限，未能盡錄，亦謹此深表謝意。

（排名不分先後）

  日期  善長芳名/主辦機構  活動內容  善款數目(港幣)  摘要

  2010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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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1月及2月  四名來自伊利沙伯醫院的住院幼兒參與了一節手工藝活動。

    六名來自伊利沙伯醫院的住院幼兒參與了一節遊戲活動。

    專為住院兒童及青少年患者編寫的《大報紙》第85期出版。

    40名住院小朋友共參與了12節農曆年手工藝活動。

    在新春期間，於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及瑪麗醫院之壁佈

板設置了以許願樹為題之佈置，並邀請住院小朋友掛上了自己

的願望及祝福語句。

1月10日  27個喪親家庭共65人參與了一項於大埔滘自然教育徑之健行活動，並於大尾篤享用了燒烤。

1月16及23日  八名康復者出席了一項探訪黃大仙區獨居長者之活動。

1月30日  30個家庭共88人參與了一項於大埔滘自然教育徑之健行活動。

2月6及27日  為康復者舉辦了兩節魔術班活動，平均出席率為9人。

2月20日  33名喪親家長於基金暫顧及復康中心舉行新春茶聚，互相分享與支持。同時間，他們的子女參與一項

魔術班活動。

3月  四名來自伊利沙伯醫院的住院小朋友參與了一節熨膠珠活動。

    五名來自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之住院小朋友參與了一節團體活動。

3月13至17日  一個由康復者組成之“升呢群組”成立，主要是為組員提供利用認知行為療法之技巧處理壓力，及建

立一個互相支持的氣氛讓他們可彼此支持與分享大家共同關心的話

題。

3月21日  35個家庭共104人暢遊了青馬大橋觀景台、馬灣公園及林村。

4月  於伊利沙伯醫院舉辦了兩節團體遊戲，每次之平均出席人數是9人。

4月9日  三名康復者出席了一節工作坊以提升會考中文科應試技巧。

病人服務
200�年

11月  專為住院兒童及青少年患者編寫的《大報紙》第84期出版。

    兩名病童出席了“學習技巧訓練小組”。

10月29日至11月2日  六名病童偕同其一位家長暢遊了五天日本迪士尼及海洋迪士尼之旅。

11月28日  八名康復者出席了一項名為“如何在互聯網上創業”之工作坊。

11月29日  36名參加者包括正接受紓緩服務之病童及其家人和身體障礙之病童及其家人暢遊了海洋公園。

12月  聖誕老人探訪了來自四間醫院共80名住院小朋友，全部獲贈一份禮物及氣球。

    25名住院小朋友參與了於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舉行之聖誕慶祝會。

    27名來自伊利沙伯醫院、屯門醫院及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之住院小朋友共參與了六節聖誕手工

製作工作坊。

12月12日   54個家庭共178人參與了於錦田俱樂部的黃昏燒烤會。

12月15及16日  50名家庭會會員於高山劇場觀賞了一套粵劇“顛鸞倒鳳東宮恨”。

12月20日  59個家庭共199人參與了一項遊船河活動，暢遊南丫島及坪洲。

完成大埔滘自然教育徑的健行後，眾
參加者隨即享用豐盛的燒烤午餐。

青馬大橋觀景台是新春親子行大運活
動中，深受參加者歡迎的景點之一。

聖誕燒烤晚會當日天公造美，
天朗氣清。

坪洲、南丫島聖誕生
態遊，人人盡興，氣
氛熱鬧。

2009年11月至201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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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  18個喪親家庭共34人參與了一節於基金暫顧及復康中心舉行之悼念活動，一

個為六名喪親兄弟姊妹而設之兒童小組同時舉行。

4月11日  26個家庭共70人暢遊了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4月17日  12個基督教信仰之喪親家庭共22人參與了一節於基金暫顧及復康中心舉行之

悼念活動，一個為四名喪親兄弟姊妹而設之兒童小組同時舉行。

4月17至18日  四名青少年康復者、一名兄弟姊妹及五名家長出席了一項為期兩日之外展訓

練活動。

4月17及24日  八名康復者出席了兩節魔術訓練班。

4月18日  八個家庭共18人出席了一節由基金臨床心理學家主講名為「認識自

閉症及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之講座，下午則暢遊了迪欣湖。

4月18日  “升呢群組”舉行了第四節聚會，分享他們在小組中經驗及得著。

4月25日  三名康復者出席了一節會議討論有關營辦一個格仔舖。

經濟援助
2009年11月至2010年4月  基金為兒童癌病患者及其家庭提供下列經濟援助：

    (1) 10項藥物／醫療用品津貼

    (2) 一項正電子電腦掃描資助

    (3) 一項電腦掃描資助

    (4) 七個假髮

    (5) 食物現金券

    (6) 殮葬津貼

    (7) 交通津貼

    (8) 搬遷津貼

    (9) 緊急生活津貼

    (10)資助一名家長交通費用

    (11)資助一名病童購買用品作為骨髓移植前之準備

療養屋
2009年11月至2010年4月  共有三名兒童癌病患者及他們的家人使用療養屋服務。

出版刊物
2009年11月  第6期《陽光發射站》出版。

2010年3月  第37期《童心》出版。

醫療服務
2009年11月19日及  基金於伊利沙伯醫院與五所主要公立醫院的醫生舉行兩項協調會議，以協助提升醫療服務水平和加強

2010年3月18日   本會服務。

2010年11月19日及  基金於伊利沙伯醫院與五所主要公立醫院的醫生召開兩項紓緩護理工作小組會議，以加強紓緩護理服

2010年3月18日  務的推行。

專為幼兒家長而設的講座，由基金臨床
心理學家主持。

家庭日營是促進親子關係的
好時機。

親子外展挑戰營能加
強親子溝通與互信。

團隊合作亦是挑戰營另
一個重要的訓練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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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設備
2009年11月至2010年4月  基金為醫院添置下列各項所需物資：

    1. 伊利沙伯醫院

       二十八個  床頭櫃

       一部  無線中央監察儀

       四部  監察儀

       十三部  26吋液晶電視

       二部  流動推車

    2. 瑪麗醫院

       一部  流式細胞分析儀

醫療培訓
2009年  基金為下列醫護人員提供資助完成專科訓練或進行學術交流：

11月5日至6日  兩名威爾斯親王醫院的護士獲資助前往韓國漢城出席 �rd	Asia	Alliance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Nurses	
Meeting。

12月5日至8日  一名威爾斯親王醫院的醫生獲資助前往美國新奧爾良出席 �1st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Society	of	
Haematology。

2010年

3月1日至5月31日  一名來自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兒科的醫生獲資助於瑪麗醫院接受兒科血液及腫瘤學的訓練。

3月21日至24日  一名威爾斯親王醫院的護士獲資助前往奧地利維也納出席 ��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European	Group	
for	Blood	and	Marrow	Transplantation。

骨髓移植手術
2009年11月至2010年4月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及瑪麗醫院分別完成了八宗及九宗骨髓移植手術。

兒童癌病基金職員培訓
2009年

11月27日  基金臨床心理學家及長遠跟進服務統籌出席了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主辦名為“Intervention	Skills	for	
Internet	Addiction”之工作坊。

2010年

1月28日  基金長遠跟進服務統籌出席了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辦名為“Certificate	in	Applied	Positive	Psychology”
之工作坊。

2月26日  基金臨床心理學家及長遠跟進服務統籌出席了由國際社和富家庭學院主辦名為“Validated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Inventory”之講座。

3月2日  基金護士長、兩名專科護士及一名家庭輔導員出席一項由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主辦名為“美善

生命計劃研討會－為生命喝采”之活動。

3月10日  基金家庭輔導員及長遠跟進服務統籌出席了一項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辦名為“家、校、社工．同

手－有效協助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之研討會。

4月7日  基金護士長出席一項由香港護士協會主辦名為“Basic	Life	Support	for	Healthcare	Providers”之半日訓練
課程。

其他活動
2010年

1月30日  基金臨床心理學家出席了一項會議，與會者包括香港現時正為癌症病人提供服務之團體，以研討有關

在重要議題之合作和聯繫，是項會議於東區尤德夫人醫院舉行。

3月27日  基金行政總監出席一項於香港防癌會舉名為“Achieving	the	Targets	of	the	World	Cancer	Declaration	–	
Concerted	Efforts	in	Hong	Kong”之論壇。

公眾教育
2009年11月至2010年4月  基金為27間中學共舉辦了27次生命教育講座。

以上各項服務和活動得以順利推展，全賴各善長及機構慷慨捐贈所需物資和服務。惟篇幅有限未能載錄，基金謹此一併衷心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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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F Comics / CCF漫畫廊

作者TINA是一名長期支持基金義工服務的康復者，希望透過漫畫將歡樂和關懷送給每位「童心」的讀者。

The cartoonist Tina is a survivor and a long-term supporter of CCF volunteering work, who hopes to bring 
laughter and show concern to every reader of the CCF Newsletter.

It used to break my heart just to think that I was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s. 

But that doesn’t bother me anymore,  
‘cos I realized over time that as long as you hold onto 

what you believe and never give up…

You’ll get so much support and love, and your life would be filled with happiness bit by bit.  
Let’s take command of our future and live on with courage! 

但現在不同了， 
我慢慢懂得，學會人
只要不灰心喪志， 
堅守信念……

我曾因為和 
其他人不同，有分別，
而難過得心都碎了。

便會發現並得到 
很多人的支持及愛護， 

從而一點一點地幸福起來。 
讓我們一同抓緊未來， 

堅強活下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