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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資助《童心》印製經費，	

基金特此致謝。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五日，久違了多時的太陽

伯伯，終於在雲端悄悄的探出頭來，為午後的白

田邨灑滿一地冬日的和煦。這可算是老天爺特別

為暫顧及復康中心開幕送來的第一份教人喜出望

外的賀禮！

　　天公如此造美，所有到賀的嘉賓步進户外會

場時，亦無不喜上眉梢，讓本已喜洋洋的氣氛，

倍添歡欣。在半個多小時的典禮中，食物及衞生

局常任秘書長（衞生）李淑儀女士主持了揭幕儀

式，為整個活動掀起高潮，並由基金名譽贊助人

陳方安生女士陪同主禮。典禮最後在基金會長李

陳婉寶女士致感謝詞後，於熱烈的掌聲和祝賀聲

中完滿結束。

　　謹此，再次向所有蒞臨出席的嘉賓及一直支

持本會服務的朋友致謝！同時亦祝願兒童癌病基

金的服務，能隨着暫顧及復康中心的成立更上一

層樓，繼往開來地，為患病的兒童和家人提供更

優質、全面的專業服務！

暫顧及復康
中心

開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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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醫學會管弦樂團為賓客 
奏出悠揚樂韻。

露天典禮會場既簡約、 

清新又不失隆重。

基金名譽贊助人陳方安生女士和食物及

衞生局常任秘書長（衞生）李淑儀女士

的蒞臨，讓典禮生色不少。

賓客滿堂，喜氣洋洋。

剪綵儀式由基金名譽贊助人、會長、

理事，聯同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衞生）李淑儀女士一起主持。

基金十分榮幸邀請到基金名譽贊助人 
陳方安生女士和食物及 

衞生局常任秘書長（衞生）李淑儀女士 
擔任揭幕嘉賓。

基金會長李陳婉寶女士致詞， 

答謝社會各界對基金工作長久以來的 

支持和鼓勵。

開幕儀式結束，參觀活動隨即展開。

由小朋友即場示範醫療遊戲的玩法。

開幕典禮能順利完成，全賴背後一羣 
幕後功臣多月來的默默付出！



專題

2020

� 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37期．12/2009

　　暫顧及復康中心成立後，兩項新的服務－暫顧及復康服務

亦隨即開展。位於九龍白田邨的暫顧及復康中心是香港唯一為

癌病兒童提供日託服務的中心，並設有護理服務、治療小組和

康樂活動。暫顧及復康中心內還有遊戲治療師駐守，是本會提

供遊戲服務的基地。

　　暫顧服務成立的目的，是提升患病孩子及其家人的生活質

素，並減輕父母因長期照顧患病孩子而面對的身心壓力。任何

長期照顧患病孩子的父母或照顧者，如遇有因私人事務，或需

要短暫時間出外紓緩壓力而暫時不能照顧孩子時，可預先聯絡

本會職員申請使用暫顧服務，屆時將有職員悉心照顧有不同需

要的病童。暫顧服務於中心開放時間內（週一至五早上九時

至下午五時三十分及週六早上九時至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提供；需經轉介及預約，費用全免。

　　除了暫顧服務，中心內更設有職業治療服務。職業治療

是復康服務的一種。基金的職業治療師鄭琪姑娘會因應個

別康復者的功能限制及殘障，提供體能、認知等評估，然後

安排適切的訓練。職業治療的目的是提升他們的潛能，增加

他們在自我照顧、工作及學習方面的獨立性，以適應自身生

理上及週遭環境的變化。此服務需經轉介，費用全免。如家

長需要更多資料或諮詢，請聯絡本會專業同事或主診醫生。

　　暫顧及復康中心現已全面投入服務，期望將有更多病童

及其家人受惠。如需更多資料，歡迎來電查詢，中心電話是

2319 1396。

服務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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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介紹

克己職˙盡本份

　　從診所助理員，到智障中心護理員，再轉到現時的病人服務助理，李慶瑛小姐

於數年間深深感受到「助人為快樂之本」 的意義。

　　在基金的暫顧及復康中心當服務助理員的李小姐，覺得這份工作除了有意義

外，對於自己的個人成長及專業發展也有莫大禆益。

　　雖然沒有照顧病人的訓練及經驗，但李小姐仍然盡心盡力，緊守崗位，把中心

打理得一塵不染，窗明几淨。李小姐語帶輕鬆地說：「我雖未必直接照顧病童，但

也希望盡力做好本份，為病童提供一個舒適衞生的環境，協助他們早日康復！」只

是一句輕描淡寫的說話，卻令我們深深感受到這一位熱心員工的工作熱誠與及不求

回報的高尚情操。

“緣”自有心

　　全因一個“緣”字，潘慧儀小姐加入了兒童癌病基金的大家庭。

　　潘小姐於白田的暫顧及復康中心擔任秘書和病人聯絡的工作。從事了

十多年社會服務，潘小姐感覺現時工作充滿挑戰性。以往的服務對象是一

般大眾市民（包括少數族裔），而現時的服務對象則是曾患癌病的兒童及

其家人。性質雖各有不同，但同樣需要無限的愛心與關懷。潘小姐現正修

讀輔導學碩士課程，能於復康中心工作，她相信定可學以致用。

　　談到工作上難忘的事情，潘小姐想了一想說：「眼看病情嚴重的病

童，可以在家人無微不至的支持及關顧下，積極面對人生，戰勝病魔，心

中那份滿足感是無法言喻的。」透過自己的力量和同事的緊密合作，令小

朋友的生命更添色彩，相信就是工作上最大的回報！

嶄新服務、新的希望

　　作為基金位於白田的暫顧及復康中心的職業治療師，鄭廸琪姑娘對這份專業有著

一份獨特的情意結。憑著對工作的熱忱及抱負，鄭姑娘為每一位復康病童悉心設計個

別的活動療程，希望透過最合適的身體協調及大腦機能訓練，幫助他們改善生活素

質，繼續學習，順利融入社會。

　　秉承以往豐富的臨床經驗，鄭姑娘對於協助癌症康復兒童懷着一份新的期待

與盼望。她深深相信：「即使疾病可能會為病童帶來不同程度的後遺症，

職業治療確實能協助他們更有效而積極地步上復康之路，用有限的能力做

到最好，令生命更有色彩，活得更有意義。」我們相信，憑着鄭姑娘的毅

力和堅定的信念，暫顧及復康中心定能為復康病童提供更周全的照顧。

　　雖然職業治療是這個中心一項嶄新的服務，但卻佔着不可或缺的角

色。在鄭姑娘及團隊永不放棄的精神下，職業治療必會帶來新的希望，

令病童的復康道路更晴朗。

林國嬿　黃鳴　陳世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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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家長明白到遊戲在兒童成長

中的重要性，遊戲能有效發展孩子的

大小肌能力、解決問題能力、溝通及

與人相處的技巧等。家長亦了解多與

孩子一起玩耍，能更有效與孩子建立

良好親密的親子關係。因此，不論工

作有多忙，家長都會抽時間陪伴子女

一起玩耍。

　　然而，對一些有子女因病而需住院的家長

來說，要與子女進行遊戲，會面對很多限制。

家長會：

1) 因孩子在治療過程中出現身體虛弱、疲倦等

情況，而希望孩子多作休息，不宜作劇烈的

遊戲活動。

2) 家長會認為現階段應著重身體健康，遊戲只

是次要，可暫且擱置不做。

3) 孩子的健康狀況及醫院環境的限制，家長較

難掌握與孩子遊戲的技巧。

4) 家長亦因擔心孩子的病況，容易忽略孩子對

遊戲的需要及意願。

5) 家長在子女接受治療期間，終日疲於奔命往

返醫院及家居，身心皆已疲累，實在沒有多

餘精力與孩子玩耍。

兒戲
宜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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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遊戲除可消磨時間，鍛鍊孩子的大小肌及訓練他們的溝通能

力外，更能有效舒緩他們的情緒，促進身心康健，並能加強面對困境的適

應能力。

　　孩子一旦被安排到陌生的病房接受治療，與家

人分開，便容易感到焦慮、不安及煩躁。同時，小

孩亦會因感受到父母的擔心而憂慮，種種情況實非

他們能力可承擔面對。此時，家長可透過與孩子畫

畫，了解孩子的情緒感受。例如鼓勵小朋友在畫紙

上大力塗鴉，可讓他表達內心不滿、不安的情緒。

當中，最重要的是要讓孩子明白父母會在他身旁支

持及接受他。畫畫並不是著重美麗好看與否，而是

讓小朋友透過畫筆和色彩表達內心世界。

　　在接受治療過程中孩子出現不適時，家長通常

都希望孩子好好休息。然而，家長可不要忘記，

遊戲也是一種有效的「止痛藥」，當孩子投入遊戲

時，自然會忘卻辛苦不適的感覺。

　　我們經常說：「開心啲，人都健康

啲！」遊戲正正是有效舒緩不安情緒的

良方妙藥。如孩童能經常保持身心開

朗，這對他們的身體健康亦有很大幫

助。

　　一些劇烈的遊戲活動當然不適合患

病孩子參與。但遊戲的種類是多樣化

的，有動態及靜態。家長只要小心評估

孩子的身體狀況及能力，一定能為他們

找到合適的遊戲。

　　親子同玩同樂的感覺比甚麼玩意都重要，因家長的角色是

無可替代的。家長應盡量抽空與孩子進行親子遊戲，就算一星

期只有一兩次，對親子關係都能起著積極的催化作用。

　　遊戲並沒有空間限制，亦毋需購買昂貴的玩具，家長只要

多運用身旁的用品，再加點創意，定能創造出無數精彩的遊

戲。只要家長能全情投入，定可與你的寶寶一齊享受遊戲的箇

中樂趣。

　　家長如對親子遊戲有任何疑問，可向本中心家庭輔導員或

醫院遊戲師查詢。

家庭輔導員

劉延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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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
小病人

初生至12個月

　　嬰兒雖然活動能力不高，大部份時間也在睡眠，

但也會感受到住院帶來的壓力，當中包括：

1. 對陌生人感到不安，

2. 作息的規律被擾亂了，

3. 環境欠缺合適的官感刺激。

建議

1. 盡量由固定的照顧者照顧，建立規律的作息時間

表。

2. 照顧者離開的話，可以放一件曾穿過的衣服在嬰兒

身旁。

3. 從家中帶一些嬰兒熟悉的被舖、音樂、玩具到醫

院。

4. 嬰兒醒來後，多把他/她抱起來看看四週，唱唱歌。

假如嬰兒正在落藥或連接上監察器，可以向護士查

詢合適的移動和抱的方式。輕搖、觸摸、低聲說話

都有助嬰兒感受安全和放鬆。

5. 較大的嬰兒需要安全的活動空間讓他們發展身體的

協調，可以的話，在遊戲室或病房的一角放上地墊

讓嬰兒活動。

1歲至3歲

　　幼兒活動力顯著增加，對環境日益好奇，對父母

的依賴更加強烈。住院會帶來的壓力有：

1. 與父母分離會帶來很大焦慮，會有被遺棄的感覺。

2. 剛學會的自主能力（例如：爬行、走路、進食）因

不能使用而感到挫敗。

3.對痛楚的經驗有記憶，會害怕穿上制服的人。

4. 仰臥在床的姿勢令幼兒感到被威嚇。

5. 狹小的活動空間令幼兒感到抑壓。

6. 幼兒可能會誤以為治療是一種懲罰。

建議

1. 父母應盡量陪伴左右。需要離開時，告訴幼兒你要

去什麼地方及何時回來，並一再保證你一定會回

來。

2. 帶備一些幼兒在家中喜歡的玩具或物品。

3. 保持作息的規律，多點讓幼兒離開病床以活動四

肢。

4. 用玩具公仔讓幼兒模仿治療程序，以故事或圖片簡

單說明治療的安排。

5. 接受檢查或治療時，把幼兒抱在膝上，以平靜的聲

調和他說話。

6. 治療時，幼兒不肯合作也是可理解的，不要責備

他，向他解釋治療不是一種懲罰。

7. 表現倒退、固執或發脾氣均是幼兒對壓力的反應，

父母可表示諒解和接納，在適當的時候再予以教

導。

醫院遊戲統籌

呂思華

　　兒童病房是特別為小病人而設計，但對嬰兒這些

小小小病人來說，病房的環境還是陌生和刻板的。當

幼小的嬰兒要長期留院治療，父母也不期然地擔心如

何在醫院環境下繼續適切的照顧，讓嬰兒維持正常的

身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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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炎炎的夏日，你會參加什麼活動？我們一班義工選擇在八月份的星

期六，為協助「香港傷殘青年協會」的活動，提供義工服務而默默地耕耘。

一、二、三...	八月份有五個星期六這麼多，不會做五次吧？不用心急，待

我逐一為大家分解。

1/8  我們來到協會位於樂富的中心，大家排排坐，專心地聆聽導

師陳先生講解傷殘人士的需要及溝通的技巧。接著，大家在

陳先生的指導下學習推輪椅，原來，要避免輪胎被夾在溝渠

蓋上，推的時候應盡量從蓋邊斜斜的推入便解決了。在中心

外面繞一圈，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8/8   大伙兒來到活動地點──九龍寨城公園及九龍城廣場──進

行實地考察。大家一起記下傷殘人士洗手間的位置、參觀的

路線、入口、店舖及電梯的位置等。在攝氏33度的高溫下，

我們走來走去，只顧著活動當天會否令參加者感到辛苦，似

乎忘記了自己的頭頂也在「煎蛋」呢！

15/8  在CCF的大本營，我們一起編排每一個細節，熱烈地討論、

謹慎地思考，旨在減低任何可能出現的問題。

《熾熱的心》

如八月的太陽

22/8  到了義工服務的大日子啦！當參加者浩浩蕩蕩地到達九龍寨

城公園後，我們熱情地與他們互相認識、協助他們去洗手

間、並送上簡介公園的小冊子供他們參考。之後，我

們來到公園辦事處，由導賞員逐一講解建築物及碑

記的由來、公園的歷史等。她那生動的講解，細緻

的解釋，令我們充分地明白到，寨城公園由十五世

紀至今的演變。跟著，我們前往展覽館參觀，館內

展示當時居民在半無政府狀態下生活的不同面貌，

密集的居住環境、小朋友在天台上玩耍的畫面等。

在參觀期間，有位傷殘人士突然鬧情緒，需要義工

燊燊安撫。燊燊除了細心聆聽他的需要之外，更透過

對講機詳細地複述導賞員講解的內容。經過一番努力之後，

他才慢慢地平靜下來。接著，大伙兒高高興興地來到九龍城

廣場逛街。參加者到這間商店走走，那間店舖看看，忙個不

停；原來逛商場對他們來說是十分難得的機會呢！

29/8  我們集合在一起，認真地檢討活動的每一項安排，討論什麼地

方做得好，什麼地方需要改善，務求下次能夠做到盡善盡美。

如果你想一起付出愛心、體驗「助人為快樂之本」的意義，請加入我們的行列吧！

復康者長遠跟進服務統籌

林桂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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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人在森林中漫遊的時候，突然遇見了一隻

飢餓的老虎。老虎大吼一聲就撲了上來，他立刻用

生平最大的力氣和最快的速度逃開。但是老虎緊追不

捨，他一直跑一直跑，最後被老虎逼入了斷崖邊上。

站在懸崖邊上，他想：「與其被老虎捉到，活活被咬和肢

解，還不如跳入懸崖，說不定還有一線生機。」他縱身跳入懸崖，

非常幸運的卡在一棵樹上，那是長在斷崖邊的梅樹，樹上結滿了梅子。正在

慶幸的時候，他聽到斷崖深處傳來巨大的吼聲，往崖底望去，原來有一隻兇猛的獅子

正抬頭看著他，獅子的聲音使他心顫，但轉念一想：「獅子和老虎都是猛獸，被什麼吃掉，都

是一樣的。」

　　當他一放下心，又聽見了一陣聲音，仔細一看，一黑一白的兩隻老鼠，正用力咬著梅樹的樹

幹。他又是一陣驚慌，但很快又放心了，他想：「被老鼠咬斷樹幹跌死，總比被獅子咬好。」情緒

平伏下來後，他感到肚子有點餓，看到梅子長得正好，就採了一些吃起來，並找到一個三角形樹丫

休息。他覺得一輩子從沒吃過那麼好吃的梅子，心想著：「既然遲早都要死，不如在死前好好睡一

覺吧！」於是他在樹上沉沉睡了。睡醒之後，他發現黑白老鼠不見了，老虎、獅子也不見了。他順

著樹枝，小心翼翼的攀上懸崖，終於脫離險境。

　　原來就在他睡著的時候，飢餓的老虎按捺不住，大吼一聲，然後跳下懸崖。黑白老鼠聽到老虎

的吼聲，驚慌的逃走了。跳下懸崖的老虎與崖下的獅子，展開激烈的打鬥，最終雙雙負傷逃走了。

　　由我們誕生那一刻開始，「困難」就像飢餓的老虎一直追趕著我們，「死亡」就像一頭兇猛的

獅子，一直在懸崖的盡頭靜候。白天和黑夜的交替，就像黑白老鼠，不停地正用力咬著我們暫時棲

身的生活之樹，總有一天我們會落入獅子的口中。既然這是人生旅程的必然終點，你會怎樣策劃你

的人生旅程？你會用什麼心態面對老虎的追趕？你有沒有好好地享受旅程中的每分每秒？

　　如果剛才你和親人為了芝麻綠豆的小事鬧翻了；如果你為了別人一句說話而氣壞了，現在頭頂

還在生煙的話，請你看看一望無際的天空、飄渺的白雲、黑夜的星星、路邊的小花。其實當你正為

了世俗瑣事煩惱時，也正是錯過了生命旅程中美好的一天！

　　各位！讓我們互勉，真正的快樂不是擁有的多，而是計較的少。祝大家新年身體強壯！心靈富

足！有個圓滿的人生旅程！

暫顧及復康中心主任

林國嬿

有這樣
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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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地方見

　　老地方，港鐵九龍塘站D出口後方的一小

片空地。灰灰的水泥行人道上，疏落的豎着幾棵

半禿的樹，穿過枯乾的枝葉往上看，天總是濛濛的

透不出一點蔚藍。路上走着的人，也就沒有抬頭仰

視的理由。名副其實，這不過是一段讓行人走過的

行人路。雖說「行人」，卻硬邦邦的沒多少人味。

 老地
方見

　　說也奇怪，這老地方在我們的心目中，竟是一個

十分温馨，也很讓人期待和懷念的空間。眾多快樂、

難忘的旅程都在這裡起步。沒錯，這個老地方就是CCF

家庭會活動的集合和解散地點。

　　多少個週末、週日的早晨，老地方上紅紅、綠綠

的擠滿一團。家長們的寒暄與小孩子的嘻鬧此起彼

落，水泥地搖身一變，成為了一個色彩斑斕的假日墟

市，充滿了生機與活力。

　　由治療至康復，陽光小子與家人要走的路是漫長

而曲折的。要沿途走得安穩，一家人當然需要無比的

鬥志、毅力和上下一心的團隊精神。但要在悠悠的日

子裡，經常處於備戰狀態，實在叫人吃不消。假如

得不到適當的紓緩，期間所積壓的不安和焦慮將威脅

到家人的精神健康。同時，一些潛藏着的家庭問題，

如夫妻相處、子女管教、親子關係等，亦有可能加速

惡化而逐一浮現，以致墮入「屋漏兼逢連夜雨」的困

局。到頭來，癌病還沒治好，這個家已落得傷痕累

累。

　　情況就猶如一台汽車，燃燒汽油讓引擎得以發

動。但如何讓長期運轉的引擎不會過熱，內部緊密

互動的齒輪不會耗損，從而使到引擎完全發揮應有的

動力，它需要的則是優質的潤滑機油。沒有潤滑機油

的滋潤，再先進的引擎，也只有落得在途中冒煙「拋

錨」的下場。

　　CC F家庭會相信，在康復賽道上，最可靠又高效

能的潤滑機油就是歡笑。歡笑如何激發大腦分泌，進

而提升人體免疫功能這些高深莫測的科學理論暫且不

談，但歡笑能讓人忘憂、打破人際隔膜，使人活得更

有朝氣，卻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如何為衆多的陽光家庭，在彎多路窄的康復路途

中增添更多歡笑，製造更多難忘的快樂回憶，正是CCF

家庭會成立的宗旨，也是麥姑娘和黃先生很樂意達成

的任務。

　　但儘管我們如何努力，能夠做到的，也不過是提

供各種讓人感到輕鬆、愉快的環境和安排而已。真正

的歡樂與笑聲，唯有透過參加者對活動的投入，彼此

的關懷和分享才能營造出來，並且像波浪般向外擴散

至每一個角落。

　　這樣看來，CC F家庭會其實就像一間煉油廠，而

「老地方」自然就成為一個加油站，年終無休地為大

家供應促進家庭互動融洽的「超滑機油」，以及激發

家庭邁步向前的「特强汽油」。

　　請緊記，我們不接受現金、VISA或油卡，但鼓勵

與支持卻是多多益善，少少不拘！

教育及發展統籌

黃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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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凡？不平凡！
　31個兒童癌病康復者	

愛與希望的故事

　　為慶祝基金成立二十周年，一本製作經年，名為「平凡？不平凡！

31個兒童癌病康復者愛與希望的故事」的專書剛於去年十二月正式出

版。該書共有七十五彩頁，由基金多名專業同工參與構思和撰文。全書

除結集了三十一篇中英對照，講述康復者在復康路途上種種不平凡經歷

的勵志文章外，更配上超過一百張由專業攝影師精心攝製的相片。在繽

紛的色彩和悅目的構圖襯托下，讀者更能深切領會到故事主人翁那份積

極、開朗、對未來充滿希望的處世態度。

　　此書為非賣品，但基金將於日後在CCF家庭會活動中向會員免費派

發。各家長亦可親身前往基金位於黄大仙的家庭服務中心(地址：九龍

黄大仙下邨龍福樓地下8-13號)或白田的暫顧及復康中心(地址：九龍白

田邨第九座地下1-5號)免費索取。如有查詢，可致電23288323與本會職

員聯絡。

出版了
！

CCF新同事	-
　　　傳訊主任到任了！

CCF情報站特派員因此專誠為徐國貞(Alexis姐姐) 

做了一個簡短訪問：

特派員問：姐姐，你幾多歲呀？

徐姑娘答：大過CCF啦。

特派員問：咁你份工做乜嘅呢？

徐姑娘答：我主要是為CCF負責公關同聯絡傳媒的工作。目前首要

做的項目，就是為新網站和網上討論區做统籌工作。其

實，CCF成立二十年以來，曾為千多名癌症小朋友提供服

務，當中不少現已長大成人。所以，CCF希望新網站能結

合現時Web2.0的新科技，為我們的小朋友、青少年、家

長和公眾提供一個多元化的資訊平台，以鞏固CCF社群的

凝聚力。其實，現今香港仍未有一個癌病組織的網站具

有網上討論區和會員專區的功能，讓患者、康復者、他

們的家人，以至公眾人士可藉此交流資訊及互相支持。

所以，到新網站出街時，您記得要多點來瀏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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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西灣居民*    佛誕義賣  2�,22�.10

1�-2�/�  連卡佛(香港)有限公司   World of Wonders  ��,���.�0

22/�  The Hong Kong Singers*  The Wizard of Oz  �,200.00

2�/�-�0/�  Kiehl’s since 1��1*  「呼吸新鮮空氣」慈善  11�,2�1.�0 善款用作為伊利沙伯醫院添 

        T-shirt 義賣    置兩部監察儀。

�月  城市女青年商會  「童畫、童話」慈善月曆  2�,�0�.�0  活動於200�年�月至200�年 

        創作比賽及義賣    �月舉行。

�月  歐盟有限公司   慈善義賣  �,000.00

�月  梁賀琪小姐    《我就是天后》慈善義賣  �0,000.00

�月  馬哥孛羅酒店*   馬哥孛羅獎勵計劃  10,�00.00

�月-10月  香港金域假日酒店*  「阿財與阿福」慈善義賣  �,���.10

�月-10月  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  「有誰共鳴」節目  ��,���.��

�月-10月  ipac financial planning HK Ltd.*  便服日  �00.00

�月-10月  梁劉柔芬女士   《第一口滋味》幼兒食譜  ��,�20.00 

        慈善義賣

�月-10月  Red Mission*    Red Card籌款活動  2,20�.�0

�月-10月  海堤灣畔海堤會  海堤愛心交易廣場  1,�2�.00

�月-10月  張文龍醫生    籌款活動  ��,�2�.�0

�/�  Anastassia’s Art House Ltd.  藝術工作坊  200.00

12/�  太平洋會*    慈善賭場之夜  102,020.00

1�-2�/�  PMC Connection (Hong Kong)*  銀之藝慈善展覽  2,�20.00

2�/�  周炎輝伉儷*    ��周年結婚紀念  ��,��0.00

�月  帝堡城    帝堡城愛心交易廣場  �,1��.00

�月  孩之寶遠東有限公司*  籌款活動  10�,�1�.00  善款用作為病童購買藥物。

�月  香港經濟日報集團*及  Let’s Talk兒童故事書  �2,000.00 

    創興銀行*    義賣

�月  冠華鏡廠集團   籌款活動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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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至10月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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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On Pedder    義賣Dylan’s Candy Bar糖果  ��,1��.�0 活動於200�年�月�日至�月 

            �月舉行。

�月  Shek O Country Club*  籌款活動  1,�10.00

�月  聖羅撒書院    籌款活動  1,000.00

�月  慧思創智*    籌款活動  10,000.00

�月-�月  尼爾森公司*    籌款活動  �,�00.00

1�/�  喬達國際（貨運）香港有限公司  我們心連心晚宴  1�,��0.00

�月  奇遇藝術室    籌款活動  �20.00

�月  仁安醫院*    籌款活動  ��,111.�0  活動於200�年�月至�月 

            舉行。 

�月  蘇黎世保險集團（香港）  籌款活動  2,1��.10

�月-10月  鄭欣宜小姐    籌款活動  ��,���.00

�月-10月  葉青霖攝影同學會*  慈善拍賣  2�,��0.00

�/�  朗豪坊*    盧廣仲簽唱會  �,0��.�0

2�/�  香港跆拳道青少年發展計劃*  全港十八區跆拳道  2,�2�.00 

        慈善金盃賽

2�/�  朗苗教育中心*   夏日繽紛展才能  �,2�0.00

�月  保柏（亞洲）有限公司*  問卷調查  10,��0.00

�月  開心挑戰營有限公司*  夏日挑戰營2009  �,000.00

�月  Thomas Sabo Sterling Silver*  慈善義賣  �0,��0.00

�/�  蘇黎世保險集團（香港）*  慈善保齡球賽  10�,���.�0

10/�  和頓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籌款活動  �,�12.�0

2�/�-10/10  Sony Computer Entertainment 籌款活動  1,��0.�0 

    Hong Kong Ltd., 海港城置業 

  有限公司*及花旗銀行

�月  劍橋大學中國同學會  Variety Show 200�  ��,�2�.�0  活動於200�年2月2�日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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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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St. John’s Cathedral – CLARES*  籌款活動  1�,000.00

�/10  晨曦足球隊    籌款活動  10,000.00

10-11/10  白沙灣遊艇會*   2�小時慈善小艇賽  ���,000.00

1�/10  German Speaking Ladies Group*  籌款活動  �0,000.00

1�/10  李淑媚小姐*    慈善賣物會  2,�2�.00

10月  Mountainview Montessori  慈善競跑  �,�00.00 

    Preschool*

10月  Red Mission*    霸王別姬藝術展  �0,1�0.00

10月  St. Baldrick’s Foundation*  剪髮活動  1,�1�,�11.2�  活動於200�年�月21、2�及 

            2�日舉行。籌得善款用作 

            資助微量殘留病追蹤研究， 

            為期兩年。

（一）下列機構免費借出場地予基金放置捐款箱，基金謹此致謝：

  亞洲高爾夫球會  海景嘉福酒店  Today Speed Photofinishing Centre

  大金冷氣（香港）有限公司  旺角維景酒店  碧綠菩提素食

  東怡旅遊有限公司  實惠旅遊  瀑布高爾夫健體天地

  星河明居會所  日航香港酒店  漾日居住客會所

 Grand Waterfall  百樂酒店  華美粵海酒店

  粵海酒店  萬麗海景酒店 

  白沙灣遊艇會  帝京酒店

（二）《學友社出路指南2009》、《都市日報》、《摩登家庭》、《TalkTown》及《TVB周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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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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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服務
5月  14名住院小朋友各自製作了一個別出心裁的購物袋，送給他們的母親作為母親節禮物。

    兩名來自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的住院小朋友參與了製作吊飾之小組。

5月16日  29個家庭共93人參與了「熊貓回家路」的電影觀賞會。

5月17日  23個家庭共37名家長及26名小朋友參與了一項家長茶聚之活動。

5月17及23日  11名康復者出席了兩節「會考英文面試班」之工作坊。

5月31日  44個家庭共149人參與了觀賞白海豚和暢遊大澳的活動。

6月  三名來自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的住院小朋友參與了一項手工藝

活動以製作父親節禮物。

6月3至24日  七名康復者出席了一項申請書展臨時工之面試。

6月21日  24名陽光大使出席一項迎新活動，包括介紹基金服務、陽光大使之工

作、小組分享及團隊發展體驗遊戲。

6月27日  10名康復者參觀於旺角的「青年就業起點」。

7月及8月  10名住院小朋友出席了一節賓哥活動。

    七名住院小朋友出席了兩節團體遊戲活動。

    五名住院小朋友出席了兩節手工藝活動。

7月5日  79名緣風會會員出席了一項觀賞白海豚和暢遊大澳之活動。

7月18日  27個家庭共73人暢遊了元朗及錦田。

7月22至28日  五名康復者受僱於「黃巴士」於書展之攤

位。

7月22及28日，8月6及12日  共舉辦了三節手工藝活動，平均出席人數為

14人。

7月23日  四名康復者出席了一節有關會考中文科應試

技巧之工作坊。

7月25日  六名康復者出席了一節有關面試技巧的工作

坊。

7月25日  14個家庭共30人參觀了香港科學園。

8月1至29日  九位康復者組成了一個義工小組，舉行了三節培訓及一次檢討會議；

為香港傷殘青年協會會員舉行了一次活動。

8月3至27日  四名康復者出席六節英文班。

8月10日  16個家庭共35人參觀可口可樂汽水廠。

8月16日  30個家庭共78人暢遊保良局北潭涌

渡假村。

9月  27名來自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

心、伊利沙伯醫院、屯門醫院及瑪

麗醫院的住院小朋友設計及製作了

獨一無二的燈籠，以慶祝中秋節。

    專為住院兒童及青少年患者編寫的

《大報紙》第83期出版。

9月19日  五名康復者出席一節手工藝工作

坊，由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之會員擔任導師。

9月27日  23名家長及18名小朋友暢遊了康寧農場及大埔海濱公園，是項活動專

為七歲以下兒童而設。

家長茶聚後的燒烤活動，讓家長
及隨行的小朋友共享親子之樂。

各陽光大使在迎新活
動中交流服務心得。

元朗屏山的古物古蹟 
為參加者帶來樂趣和 
知識。

香港科學園適合全家大小 

一同參觀。

參觀可口可樂汽水廠是不少 
小朋友渴望已久的活動。

參加者在北潭涌渡假營內，享受了
一天消暑、寫意的時光。

對幼童而言，餵牛牛絕對是一項新鮮的難忘體驗。

2009年5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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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三名來自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的住院小朋友參與一項萬聖節慶祝活動。

    專為住院青少年而設的刊物《膠報》第14期出版。

    兩名病童參與了兩節名為「學習能力提升班」之工作坊。

10月11日  13個家庭共36人暢遊了於白沙灣遊艇會舉行之遊船河活動，並於西貢

享用午膳，是項活動特別為七歲以下幼童而設。

10月17日  17個喪親家庭共28名家長出席了一節由衍陽法師主講名為「你沒有離

開我」之講座。

10月18日  六個家庭共七人參與一項陶器製作班。

10月25日  25個家庭共94人參與了於九龍仔運動場舉行之運動日。

經濟援助
5月至10月  基金為兒童癌病患者及其家庭提供下列經濟援助：

    (1)  12項藥物津貼

    (2) 一隻金屬骨

    (3)  13個假髮

    (4) 殮葬津貼

    (5) 交通津貼

    (6) 搬遷津貼

    (7) 緊急生活津貼

    (8) 一項醫療設備用於一名接受骨髓移植之病童

    (9) 資助一名家長之交通津貼

    (10) 資助一名病童為骨髓移植而需購備之衣物

    (11) 資助一名病童的兄弟姊妹之托兒費用

    (12) 資助一名晚期病童購買高背椅達成最後心願

    (13) 資助一名晚期病童購買手提電話達成最後心願

    (14) 資助一名晚期病童購買一部手提電腦達成最後心願

    (15) 資助一名晚期病童及其家人暢遊香港迪士尼樂園達成最後心願

    (16) 資助四名病童及其家長之護照申請費用及零用金以便暢遊日本迪士尼

    (17) 資助一名晚期病童及其母親於香港黃金海岸酒店渡假以達成最後心願

療養屋
5月至10月  共有五名兒童癌病患者及他們的家人使用療養屋服務。

出版刊物
5月  第四期《陽光發射站》出版

6月  《陽光發射站》號外版出版

9月  第36期《童心》出版

醫療服務
5月19日  基金於伊利沙伯醫院與五所主要公立醫院的醫生舉行一項協調會議，以協助提升醫療服務水平和加強

本會服務。

5月19日  基金於伊利沙伯醫院與五所主要公立醫院的醫生召開一項紓緩護理工作小組會議，以加強推行紓緩護

理服務。

醫療設備
5月至10月  基金為醫院添置下列各項所需物資：

    1. 威爾斯親王醫院： 一部  19吋液晶電視

         一部  22吋液晶電視  

    2. 瑪麗醫院：  三部  32吋液晶電視

         一部  42吋液晶電視

         一部  電視掛牆碼

CCF「超迷你醒獅隊」為運動日
啟動開幕儀式。

CCF運動日「最佳男女運動員」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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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  雙掩門櫃

         六部  手提電腦

         二套  NOD32防毒軟件      

    3. 屯門醫院：  三部  手提電腦

醫療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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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6日至7月28日  一名來自上海复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的護士獲資助於威爾斯親王醫院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接受

兒科血液及腫瘤學的護理培訓。

5月8日至10日  一名威爾斯親王醫院的醫生獲資助前往意大利Bergamo出席了第二十屆國際兒童白血病研討會議。

6月1日至8月31日  一名伊利沙伯醫院的醫生獲資助前往美國田納西州Vanderbilt University接受兒科腫瘤病理學的訓練。

6月19日至22日  來自中國多個省份的64名醫生和護士參加於合肥舉行的小兒腫瘤繼續教學學習班的課程。是次學習班

由基金資助，上海兒童醫學中心、安徽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及香港中文大學威爾斯親王醫院包黃秀

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合作舉辦。

7月1日至12月31日  一名威爾斯親王醫院的醫生獲資助前往加拿大安大略省The Hospital for Sick Children, University of 
Toronto接受兒科血液及腫瘤學的訓練。

8月27日至29日  兩名威爾斯親王醫院的護士獲資助前往韓國漢城出席1�th Congress of the Asia-Pacific Blood and Marrow 
Transplantation會議。

2009年10月21日至  一名來自山東省立醫院小兒血液腫瘤科的醫生獲資助於威爾斯親王醫院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接

2010年1月19日  受兒科血液及腫瘤學的訓練。

10月29日至30日  一名威爾斯親王醫院的醫生獲資助前往英國愛丁堡出席The European Symposium on Late Complications 
after Childhood Cancer研討會。

骨髓移植手術
5月至10月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及瑪麗醫院分別完成了十宗及九宗骨髓移植手術。

兒童癌病基金職員培訓
5月15日  基金臨床心理學家及啟晴計劃統籌出席了由香港基督教服務主辦了一名為「網絡成癮實務攻略」之講

座。

6月23日  基金護士長及專科護士為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之護士主講了一個名為“Palliative Care for Children 
with Cancer and Their Families”之講座。

7月25日  一位家庭輔導員及專科護士出席了由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主辦名為「家庭法律需知」之工作坊。

8月21日  基金臨床心理學家及啟晴計劃統籌出席了由國際社和富家庭學院所主辦名為“Differentiation of Self 
Inventory – Revised (DSI-R) – Chinese Version”之發佈會。

9月2日  基金中心主任、護士長、專科護士、兩位家庭輔導員、啟晴計劃統籌、醫院遊戲統籌及職業治療師出

席了由瑪麗醫院主辦名為「防感染控制」之工作坊。

9月28至29日  基金家庭輔導員及醫院遊戲統籌出席了由Health Care and Communication Consultant Ltd.主辦為期兩日
之“Trauma Healing Workshop”講座。

10月7日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之孔先生為基金之專業職員主持一名為 「網絡成癮」之講座。

其他活動
6月5日  基金臨床心理學家及啟晴計劃統籌參觀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之空中棋園。

7月25至26日  基金創會會長、中心主任及醫院遊戲統籌出席於廣州舉行之「第一屆中國癌症患兒家長交流會」，創

會會長參與了兩天之會議，而中心主任及醫院遊戲統籌參與了第一天之會議。

公眾教育
6月至10月  於11所中學舉行了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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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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紋身」

公主殿下駕到！ 我又要!

目標在望

水清沙幼

聖誕快樂！ 溫馨
   三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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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