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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獨木舟遠征2012

　　首先我要多謝每一位曾經當過我「艇頭」的香港外展訓練

學校同學會 (下稱OBAA) 的師兄師姐，因為我完全體會到他們的 

辛勞。

　　當CCF向我介紹OBAA舉辦的每十年一次港澳獨木舟遠征時，

我並未立下決心參加。這是因為我不懂獨木舟，而且港澳相距50

公里，這個距離是我難以想像的。我抱着多學一項運動的心態接

觸獨木舟，結果半年的奇妙旅程就此展開。



專題

3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43期．2/2013

　　在參加獨木舟的訓練初期，體能的確是一大

難題，完成訓練回到基地後我的內心會發出一

句：「終於回來了……」每次練習後的第二天，

上班時總會覺得雙手乏力，不期然的問：「這雙

手屬於自己的嗎？」這當然有誇張成份，幸好隨

着訓練時距離逐漸增加，經過半年訓練和工餘時

作體能鍛鍊，我總算克服了體力不繼的問題。

　　我參加獨木舟訓練後，逐漸被這活動吸

引。各師兄師姐帶我去很多以前未去過的地

方，如馬屎州、三門仔、赤州、吉澳、企嶺和

塔門等等，這些地方天海一色，風景如畫，但

位置偏遠，缺乏交通工具到達，獨木舟卻成了

最便捷的方法，穿梭縱橫各處與世隔絕之地。

　　這次遠征曾經因為颱風關係而取消，我和

CCF的隊友都十分失落，擔心半年的辛勞和付出

的時間會付諸東流，但眾運動員熾熱的心從未

減卻，終於大家選定補辦日期，讓我和大家不

用再等十年。在遠征當日，我懷着興奮的心情

和眾人出發，大家分工合作，運動員努力的向

前划，支援船上的我和其他人努力不懈的預備

物資，那刻我看到整個團隊在運作，大家發揮

出強大的團隊精神。

(接下頁)

港澳獨木舟遠征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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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網站的由來
　　當接近香港水域時，期待已久的時刻終於到

了，我可以「落艇」了！當大家進入大澳水道

時，我不期然想到這是我第一次到大澳，想不到

會以這樣的方式來到，能夠在接近海平面的角度

欣賞大澳水鄉風貌，令我深深被大澳的純樸氣息

吸引住。之後，我們到達機場水道。其實，這是

很難得的機會，因為該水道是禁區，我們是要經

過申請、得到批准才可以進入。從這裡近距離看

到飛機起飛，昂平纜車在頭上橫越，感覺別是另

有一番風味。



專題

5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43期．2/2013

　　第一，互相信任：我認識到信任隊

友的重要，無論你技術如何了得，再

資深的獨木舟選手都有機會翻艇，翻艇

後其他人不會取笑落水的隊友，恰恰相

反，大家會擔心在海中漂浮的隊友安

全，然後儘快協助隊友離開水面上艇。

我不害怕風浪，不擔心翻艇，因為我的

隊友一定就在身邊。

　　第二，與大自然共存：在大海中，風浪既是敵人也是

朋友，風浪可以令獨木舟難以前進，甚至打翻艇隻，但

是風浪亦可能提供額外的動力助獨木舟前進，幫助節省體

力。我曾經遇上汹湧風浪，不知天高地厚的我要強行衝

浪，結果人仰「艇」翻，飲下幾口海水，事後教練告訴我

們，若遇巨浪，應該將船頭45度斜放，卸去風浪正面的巨

大力量。這件事令我明白，做事不應只顧一股腦兒向前

衝，必須心存大局，一眼關七，尋找最適當最大效益的解

決方法。

　　最後，我要多謝 CCF 和 OBAA 給

我今次難得的機會參與港澳獨木舟遠

征，半年來的汗水和海水 (翻艇後) 匯

聚成我一幕幕永誌難忘的回憶。

陽光大使

嘉駒

　　在這半年的獨木舟奇妙旅程中，我希望能跟大家分享我學到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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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隔離房的環境

　　淼淼是一名患有神經母細胞瘤的六歲男孩，因先天的聽力問題，他

要配載助聽器，平日能以簡單手語與人溝通。為治療神經母細胞瘤，淼

淼須接受五天的高濃度放射性藥物治療，期間除了必須的醫護程序外，

淼淼只能獨自一人逗留隔離病房內，每天爸爸和媽媽只可隔著鉛製屏風

陪伴他十數分鐘，避免吸收過量幅射。

　　以往要進行這高濃度放射性療程，病童只可靠電話與外界通

訊。若掛念家人，也只能靠照片得到安慰。聽障令淼淼在隔離期

間無法以電話與父母通話，五天的隔離對只有六歲的淼淼來說是

一個艱巨的任務。

　　醫院遊戲師嘗試利用新的通訊方式，協助淼淼克服隔離的障

礙。若透過手提電腦作視象通訊，步驟煩複，哪怕只是一個簡單

的錯誤也可能令通訊無效，更遑論要六歲的淼淼獨自處理。平板

電腦的操作相對簡單得多，可惜隔離病房只有固網上網系統。

經過遊戲師反覆嘗試，終於將病房原有的固網上網系統接駁無線路由器 

(wireless router)，將固網上網系統轉化為無線上網，淼淼便可輕易地和父

母視象通訊，減少因隔離而帶來的壓力。

真實的隔離房情況

爸媽在隔離房外與
我和淼淼視頻

首次測試視頻成功！

穿兒童癌病基金風褸
的手偶公仔

　　解決了溝通的障礙後，醫院遊戲師還用玩具幫助淼淼明白隔離病房的環境和治

療的安排。在小小模型病房內，男孩公仔就躺在床上，由他愛玩的超人玩具相片、

常用玩遊戲的手提電腦和平板電腦紙模型陪伴他。醫院遊戲師把紙板爸爸、媽媽、

護士放在另一個地方，令淼淼明白雖然他們不在房間內，但他們會從護士站的閉路

電視畫面看着淼淼，好好看顧他。

　　最後，遊戲師留下了手偶公仔，代替自己陪伴淼淼一同應付治療。經過一晚淼

淼指住手偶風褸上的圖，又指住遊戲師風褸上的圖，用口形表達「C」「C」「F」。

那刻真的很感人：遊戲師感受到被淼淼接納，也確定了此等工作的價值。  

　　利用平板電腦作視象通訊在威爾斯已廣被其他適齡病童使用，因病所帶來的疏

離和孤單感也會相應減低。醫院遊戲師的使命，正希望透過不同方法，令病人能更

好地應付治療和住院生活，把患病的經驗變成成長的機會！

醫院遊戲師

陳綺敏

溫暖的科技
　　先進的科技常給人冰冷的感覺。這次醫院遊戲師藉着科技，

為被分隔的孩子和父母連繫上，原來科技也可以是暖暖的。



職業治療
　　位於石硤尾的暫顧及復康中心，放學後及星期六時段特別多孩子到那裡接受「職業治

療」。職業治療？是否物理治療才對？孩子還在讀書，沒有什麼職業需要治療，就算已經上班

的，也沒有什麼職業病啊！不用急，就讓我為你一一解答。

　　首先我們要知道什麼是職業。我們一般理解職業 (occupation) 為賺錢上班的工作，但其實

occupation一字亦有恆常活動 (regular activity) 的意思。一個小朋友的恆常活動多數是遊戲和學

習。退休的老人家也有自己的職業，例如照顧自己及家人，閒暇活動等。疾病會在日常生活中

造成短暫或永久的障礙，例如手眼不協調會引致書寫困難，記憶力衰退會造成學習問題等。職

業治療正正就是針對這些障礙而進行的復康訓練。

　　因此，還在學的孩子有機會需要職業治療，而部份職業治療師是專

門醫治這類職業病的。

　　職業治療與物理治療都有共同目標，就是提升孩子的獨立能力。

但兩者所用方法各有不同。經評估後，職業治療師會透過悉心設計的

活動去改善及提升孩子的能力。在中心，我經常和孩子玩不同的平衡

障礙遊戲，訓練他們的手部靈活性及書寫能力，希望能幫助他們應

付學校生活。我也會進行家訪，評估家居安全和建議合適的輔助用

具。一張合適的沖涼椅或一些特製的食具，很多時就能簡易提升孩

子在家的獨立性。畢業後的朋友如有就業困難，我也會替他們作職

前評估及訓練。

　　好了，究竟我是誰呢？我就是CCF的職業治療師，下次來做職業治療訓練時不要說錯了！

專業服務統籌(職業治療)

鄭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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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笑寫真館康復征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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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晴點滴

　　認識阿寧已有

一段頗長的時間。

記 得 剛 相 識 的 時

候 ， 談 及 尋 找 工

作，他總是愛理不理、支吾以對。他常說：

「好累呀！我時常失眠，哪能做到工？」在朋

友和我的鼓勵下，他半推半就地做了第一份

工 — 便利店的店務員。意外地，他竟然一做

便做了全職的時間。雖然他一邊做一邊埋怨辛

苦，但是我知道他是用心去工作的，心裡間暗

暗欣賞起這個小伙子來。

　　後來，阿寧轉做警衛員，一簽便是四個月

的合約。初期，他的老毛病又發作：「我做不

長的，很快便炒老闆魷魚。」我說：「你能夠

做到的，如果你做滿三個月，我請你吃飯作為

獎勵。」最後，他最終都沒有令我失望。有一

天，他還打電話告訴我：「我打來報喜的。」

我捉弄他說：「喔！你結婚呀？怎麼沒聽你說

起過？」他說：「不是呀！我是說，我升了

做助理警衛長呀！」我說：「哇！好厲害！

這麼短時間便晉升到管理層。你的表現相當 

好呀！」

　　阿寧的經歷，對於正在努力尋找工作的康

復朋友，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於是我約他做

個訪問，他一口便答應了。見面的早上，他看

上去精神奕奕，一點也不像當完了通宵工作。

他的幹勁十分驚人，除了當助理警衛長，每天

晚上11時上班，至翌日早上7時30分才下班。還在

放工後，於星期四至日，兼職做扭汽球的工作。

　　不知不覺間，阿寧從事警衛行業，快將一年

了。他告訴我每晚巡樓要走60多層樓梯，每一個

檢查點都要用鐘棒報到，巡邏的時候只得自己一

個人，有時會有點害怕。我說：「這麼多層！你

不能用電梯嗎？」他說：「巡查的地方多數是後

台，根本沒有電梯可以用。」我說：「這份工

作，你覺得怎樣？」他直接了當地說：「累！沒

有私人時間。」我說：「看來，你有些不滿喎！

那麼你為什麼還做？」他鬼馬地說：「沒由來的

有些錢用囉！」

　　說到扭汽球，阿寧變得活潑起來。他拿出手

機，面帶笑容地給我看他的大作，有猴子、兔

子、熊貓等，造型十分可愛。他說：「這些都是

我研究出來的。你看，這隻猴子多可愛！」我

說：「你很有天份啊！只學了兩堂基本功，已能

做到這種款式。」他說：「平時有練習的嘛！不

過，老闆時常嘮嘮叨叨的，很煩。」他說：「有

一次，有位顧客的兒子很喜歡猴子，送了我的作

品給他們時，爸爸說：『很真喎！』，那一刻真

的幾開心！」接著，他還說了許多工作上的苦與

樂。看著他臉上泛起的滿足笑容，聽著他肯定的

說話語氣，我知道他找到了工作的方向。他說：

「明明我做的作品，跟汽球師做的一樣，但是回

報卻相差很多，真不公平！」我說：「你想取得

合理的回報，可以怎樣做？」他肯定地說：「做

個真正的汽球師！」尋找到工作的興趣，是件可

喜可賀的事，祝願阿寧早日達到目標！

專業服務統籌

(康復者長遠跟進服務)

林桂銘

我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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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從家開始

　　四年一度的奧運會早已曲終人散。除了精彩的賽事外，鏡頭下捕捉

到不少運動員各樣的表情和動作，有部份畫面仍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當運動員站在頒獎台上，升起國旗，奏着國歌的時候，眼裏閃着淚光；

而那邊廂，志在必得，却又輸掉了獎牌的運動員，神情落寞，有些眼

眶通紅，有些抱頭痛哭，這些影像在我的腦海裏交織

着，除了讓我深深體會到他們複雜強烈的情緒外，也

觸動了我的心，讓我聯想到一些在病房裏所接觸到的

故事，大家有否認真地去探索過其中的深層意義呢？

　　身患白血病的少女，在治療期間受到嚴重的真菌感染，一度性命垂危。在醫護人員全力搶

救，家人不斷支持和鼓勵下，她奇蹟地活過來，還順利完成餘下的療程。當我問她是什麼力量在

支撐着她的時候，她回答道：「我很記得家人在旁的聲音，不停地叫我要加油呀！勇敢些！撐住

呀！」說的時候她忍不住笑了起來。我再問她：「笑什麼？」她深深吸了一口氣，告訴我其實這

個經驗叫她深深體會到勇敢固然重要，但單靠勇敢也不完全有用。她稍一頓，眼睛濕潤了，淚

珠在滾動，此時，她心靈深處有一把聲音告訴她，其實她背後有一股龐大的原動力，叫她死裏逃

生，那就是愛。看她淚水緩緩流下，她好好的感受，到這份愛，在這份愛的滋潤下，茁壯成長。

這少女用她親身經驗告訴我什麼是「愛比死亡更堅強」！

　　十六歲的兒子確診骨癌，媽媽心裏萬分恐懼，更不知如何告訴他這個好像天塌下來的壞消息。當她

要開口對兒子說患癌症的消息時，媽媽的眼淚不由自主的掉出來，她難掩心裏悲傷，唯有別過臉來，趕

緊拿紙巾拭淚，避過兒子的目光。兒子反倒過來，拍拍媽媽的肩膊，輕輕鬆鬆地說了則笑話，令媽媽破

涕為笑。當媽媽向我憶述這片段時，回想起兒子在抗癌治療中的表現，不禁驚嘆：「原來兒子是挺積極

樂觀呢！」再想深一層，她明白到兒子在痛楚中，忘我地說笑，目的是要安撫媽媽的負面情緒，好為母

親解圍。說到這裏，這位媽媽又再哭起來，這一次她說是為感動而哭，她深刻體會並感受到兒子對她的

愛，她也明白到自己的擔心是很真實的，也不用刻意迴避，過份的虛耗精力去與之抗衡，却又徒勞無

功。她知道自己是有選擇的，她選擇了要跟這些擔憂和焦慮共存，承認它們的存在，學習如何駕馭，更

不忘投入兒子的笑話，珍惜這溫馨愉悅的母子交流過程，好好地享受愛與被愛的感覺，細味何謂「笑中

有淚，淚中有笑」的經驗，上了人生寶貴的一課！

　　一個內地新移民婦女，來港不久丈夫因病去世，半年後，獨子不幸因癌症復發亦離世。接踵

而來失去至親，在港孤身一人，舉目無親，一切不幸叫她心碎。她感到被重重的扔入地獄深淵，

絕望無助。幸好，兒子臨終前的遺願就是要媽媽不要做傷害自己的事，要好好的活下去。當媽媽

每次跌進抑鬱的漩渦而處於危險邊緣時，她就會想起兒子的遺願，不管有多艱難也都提醒自己要

振作起來。兒子的心意撫慰着她創傷的心靈，令她可繼續堅持下去。這些日子以來，這位媽媽感

受著兒子的愛意，給媽媽有生存的希望，引領她如何堅強的活下去。

　　以上的故事都是取材自真實個案，在此多謝當事人同意讓我跟讀者分

享。每一個故事主人翁與我相遇，他們的生命豐富了我的生命，叫我內心無

限感激，學習怎樣從每一經歷中再一深刻體會生命的價值。

家庭輔導員

尹蕙儀

 眼淚訴說着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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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前，有一個惡性腫瘤從柔柔的牙齦

長出來。她做了一個手術把腫瘤切除，然後

以大、小腿的肌肉補在面上的大傷口。其後因

小腿的傷口癒合不好，媽媽要孭著行動不便的

她每天到醫院清洗傷口。接受電療期間，她要

早、晚往返醫院。好不容易熬過這些艱苦日

子，不久，病又復發了，於是她又經歷了六期

的化療。可是最後腫瘤不單再長出來，還穿破

了她頸項和面頰的皮膚。除了感到疼痛外，最

讓一位十七歲少女感到難受的是腫瘤影響了外

觀！此時，柔柔決定不再接受化療，她選擇了

用中醫藥治療。

　　柔柔這麼年青，難道就此放棄嗎？她還有

甚麼心願未了？柔柔並不是放棄自己，她只是

選擇較高質素的生活。關心她的親友和醫護人

員都希望她能在有限的生命內達成心願，讓生

命無憾。原來柔柔的心願是希望可以多留在家

中與家人一起。雖然家裏並不富裕，環境也不

算理想，但柔柔覺得家是最舒服的地方，家人

對她的不離不棄，便是她生存的動力。

　　在照顧柔柔的過程中，我看到家居紓緩護

理服務的重要性。柔柔在家休養期間，醫生為

柔柔處方止痛藥，減輕她的痛楚不適。我也按

她的需要到她家中提供護理，因此她不需要舟

車勞動的到醫院覆診。藉著家訪及電話諮詢，

我與病房醫護人員，柔柔及她的家人經常保持

緊密聯繫。因此即使柔柔沒有覆診，醫護人員

對她的病情也很了解；家人沒有被遺忘、被放

棄的感覺，便可以有信心的繼續留在家中。曾

柔柔的心願

有幾次柔柔媽媽因為每天要清洗女兒臉頸上的潰

瘍，感到身心疲憊而想放棄，打算送柔柔返醫院

留醫。由於有家居服務的支援，柔柔和媽媽才能

夠撐過去。

　　留在家休養的另一個好處便是飲食照顧較方

便。柔柔食慾欠佳，家人為了讓她吃多些，每天

都會跟隨她的意願去買或預備不同的食物。有一

次，柔柔在我和遊戲師到訪期間，邀請我們分享

了她喜愛的麥當奴餐。雖然她只吃了少量，媽媽

說這已是她少有的吃得較多的一餐了！看著她滿

足的笑容，我便知道她有多開心，原來快樂滿足

有時便是這麼簡單。柔柔留在家休養，親友可以

隨時探訪她，她也可以爭取多些時間向家人表達

關心和愛，這對柔柔和她的親人來說都是十分重

要的。柔柔的姐姐在柔柔病情開始轉差時決定停

學，陪伴柔柔走完她生命最後的一個月。在這期

間，她天天為買妹妹喜歡的食物奔波，並紓緩了

媽媽照顧妹妹的辛勞和壓力。「愛」緊緊繫著家

中每一個人的心，只有互相扶持才能讓一家人有

力量走下去。

　　能夠達成柔柔的心願，需要家人及醫院內的

醫護人員支持和合作，再加上基金提供的紓緩服

務作支援，缺一不可。看著柔柔圓滿安詳地離

去，我深感欣慰。雖然這個離別很無奈，但柔柔

已毋須再被癌病折磨。正如她寫給媽媽的信中所

講，她和媽媽這兩年太辛苦了，大家都需要好好

休息。祝願柔柔在天家安享福樂，將來與家人在

天家重聚。

家居及紓緩護理服務專科護士

衛詠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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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喝湯
　「嘩！好香呀！」「送湯嚟嗱，今日飲咩湯

呀！」「我依家要做嘢，記住留番碗俾我喎！」

　　當步入病房時，這些聲音此起彼落，為我們

舉辦的活動響起了動聽的前奏曲。

　　「CCF愛心靚湯齊分享」是每月一次在醫院

舉辦的活動。2011年4月第一次登陸在瑪麗醫院的

兒童腫瘤科病房，及後在今年5月，我們移師到沙

田威爾斯的兒童癌症中心，繼續把我們的愛心透

過一碗自家製的足料靚湯傳送到各人手中。這怎 

麼說？

　　負責煲湯的同事於送湯前幾天已需購買有關

材料，在當天更需早上六時便回到中心開始準

備，切、洗、浸、煲水，然後到市場購買新鮮

肉，回來再把肉「汆水」……，最後準備盛湯的

碗(為保衛生，每次我們也會先把碗洗一遍再晾

乾)。一陣忙碌，約到十一時半，用百份百材料＋

百份百心機的靚湯才算大功告成。

　　每次我們大約有60碗湯，主要對象是給住

院病童的家長或照顧者，希望為他們辛勞的身

軀打打氣，也供給各醫護人員，以舒緩一下他

們繁重的工作。其實在選料上我們都用溫和不

含特別藥材的湯料為前提來準備，完全適合大

小飲用，但為小心起見，只建議給大人享用。

話雖如此，很多大人都拿湯給病童喝。最近一

次，有位約五歲的小孩一連喝了三碗湯，還吃

了很多紅蘿蔔和粟米呢！多謝他那麼欣賞，也

多謝大家對CCF的信任。

　　喝湯的同時，也邀請了我們的基金委員，

也是義工的「資深家庭主婦」與大家分享煲湯

的心得。家長們你一言我一語的好不熱鬧，傾

煲湯之餘，還會聊起「今晚煮乜餸」，解決了

我這個門外漢不少煮食困難。有家長後來和我

說，能這樣和其他家長聚在一起談天真好，病

房內又沒有什麼地方可逛，只能整天待在病床

旁，平時話也沒能多說一句呢！

　　「雪梨蘋果湯」、「海底椰甘筍粟米

湯」、「老黃瓜湯」……我款款都愛喝。我喜

愛它有益和包含著濃濃家的味道，連只是嗅它

的香氣也令我感到幸福的滿足。祝願在醫院的

大小朋友也可透過這一小碗的湯，再次得力，

早日康復回家飲靚湯！

家庭會服務統籌

麥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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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中學的生命教育工

作，已踏入第五個學年。不經

不覺，我到訪的學校己超過

一百間，並先後與接近四萬名

中學生一同探討和分享生命的

欣喜和可貴。

　　回顧十多年前，入職兒童

癌病基金教育及發展統籌時，

偶而也會應學校或其他捐款機

構的邀請，以講座形式介紹香

港兒童癌病的狀况和兒童癌病

基金的服務。但直至五年前，

眼看當時香港媒體充斥着青少

年自殘，以至輕生的負面報

導，才驅使我構思以癌病小朋

友抗擊病魔的經歷，去啓發中

學生反思生命的意義，並藉此

增强他們的抗逆能力。這個取

名為「生命 I Love You !」的生命

教育講座遂於零八年七月正式

推出。信函一經寄出，隨即收

到三十六所中學的邀請，為過

萬名學生舉辦四十二塲講座。

如此踴躍的回響，正好為這項

新開拓的公眾教育服務注入一

支强心針，讓我更堅定確立服

務的需要和方向。

　　服務開展的頭兩年，我是

透過一部經剪輯的，片長約

十三分鐘的D V D錄像作為主要

的教材。片中記述了兩名分別

患有骨癌和血癌的青少年，在

治療和康復過程中的經歷，他

們對生命的反思，和面對逆境

的心態。藉此，我們期望同學

們對當下擁有的一切，包括健

康、生活、與親人、朋友的關

係等，能重新思考當中的意義

和價值，令他們在碰到各種困

難時，能以較正面，以至感恩

的心態去面對。到了講座的末

段，當同學們被告知，片段當

中一名患者已離世多年時，我

亦期望這訊息能促使他們更深

切體會到生命的無常，變得更

懂得珍惜和尊重生命。

　　到了一零年春天，隨着

Angel 梅家琪的加入，生命教育

服務踏上了一個新紀元。Angel
是一名曾遭遇兩次復發的青少

年患者。在台上，她與我以對

談的形式，向同學們分享她如

何積極地調整心態，來克服癌

病一再的襲擊。同時亦透過多

段與死神擦身而過的經歴，去

提倡她一套豁達、感恩和活在

當下的生死觀。

　　剛於今年三月加入生命教

育行列的 S a m 何景琛，更為此

服務帶來新的火花和朝氣。停

葯才一年的 S a m，來自一個單

親家庭，自小便習慣一個人生

活，不善表達，亦缺乏自信。

諷刺地，癌病竟然讓他重拾久

違了的家庭温暖和自信心。生

命的禍福，互為因果，絕不應

因一時的逆境而輕言放棄，這

正是他希望在台上宣揚出去的

生命訊息！

　　由於 A n g e l 和 S a m 都是

十八、九歲的青少年，對同學

而言，他們的分享更具感染力

和說服力。加上兩位同時擁有

一副優美的聲線，並玩得一手

好結他，音樂响起，全塲氣氛

隨即升溫。歌聲、掌聲、Encore 
聲，連同剛才每段積極的生命

訊息，在所有出席師生的腦海

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活着就是精彩
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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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節錄了部份分享的內容，願與讀者一同回味。

問：	 病發時，你有否埋怨為何患病的是自己呢？

Angel：開始時不停問，但媽媽告訴我，這是不會有

答案的。於是我便不再去想它，好好聽醫生

話，專心醫好個病就得啦！

問：	 如果上天憐憫你，可讓生命有 Take Two，你
會如何選擇？

Sam： 黄先生，這問題你已問了我多次。我的答案

始終不變，就是我仍情願有癌病。因為這並

非「等價交換」。在這場病中，我失去的只

是背部一小塊肌肉 (腫瘤) 和療程所花的半年

光陰，但我卻得到很多、很多。這包括同家

人的關係、自信心、一大班關心自己的朋

友、病友，同形形色色的體驗。所以我覺得

自己是賺多咗！

問：	 你怕死嗎？

Angel： 我唔怕死！因為我經歷了這麽多，今天仍然

能站在這裡，已經是賺回來的！死亡要來便

來，誰也阻止不了。我和死神已有幾次擦身

而過的經驗，所以我不怕它！

問：	 你有好幾位親密的病友先後離世，這對你有

什麽打擊嗎？

Angel： 我雖然一再復發，但我仍然係度。相對於他

們，我是何等的幸運！因此，我要為他們好

好珍惜每一天，開心地渡過每一天，這樣才

不會辜負他們。

問：	 你怕復發嗎？

Sam： 唔怕！我可以打贏一次，當然可以再打贏第

二次啦！

　　在流轉的生命中，我們將無可避免要面對各種高、低、起、落。很多時候，於不少人和事，我

們能改變的確實不多，但我們卻要不斷提醒自己，我們絕對有能力去主宰面對每件事的心態。Angel
和 S am 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未來，我希望在此專欄中，透過一些在工作或生活中遇到的小故事，和

大家分享一些積極、樂觀的生命訊息。這個半年一次的聚會，約定你喇！

社區服務經理

黃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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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進 新紀元
　　大報紙出版了100期啦！

　　自1995年創刊，今年八月份大報紙剛出版了第100期！

大報紙是住院朋友仔的小小園地，分享大家有趣的創作，

一同「諗計仔」應付治療上的挑戰。陽光小子們，還記得

這份屬於你們的刊物嗎？

　　為慶祝第100期的出版，大報紙邀請朋友仔拍攝100隻

手指大合照。大家齊來分享一下朋友仔的喜悅和創意！

專業服務統籌

(醫院遊戲服務)

呂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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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沙灣遊艇會每年都會為四間兒童慈善機構

舉辦24小時慈善小艇賽。今年賽事於10月6日至7

日舉行。作為受惠機構之一，我們由14名康復者

組成的CCF隊，輪流接力參與賽事。早在九月，白

沙灣遊艇會就安排五天的訓練準備隊員應戰！

　　今年CCF隊伍的特別之處就是除了一班熱愛生

命的陽光小子外，還有幾位十二、三歲的少年康

復者。他們都踴躍參與，為這場24小時慈善小艇

賽出一分力。

　　當中參與的少年康復者有軒軒、毅毅(喜歡被

稱為「求其」)和詩詩。他們三人在九月的周末放

棄「出街玩」的時間，一起在白沙灣遊艇會進行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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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灣遊艇會      賽24小時

問：在這次經驗中，你們又有什麼難忘的經歷？

軒軒： 我覺得控制船身和掌舵都是好好玩和需要技術的。真的好好玩啊！

求其： 我覺得小艇在海上高速航行是十分特別的體驗。這是我從未試過的經

歷。最難忘的是我第一次翻艇，好艱難才將艇翻回來，然後爬回艇上，

整個過程我都覺得好得意、好難忘。

詩詩： 我意想不到的，是可以和一大班人一齊玩，與拍檔們互相「勉勵」(『互

吋』)，實在令我倍感親切。拍檔們活潑可愛，令整個活動十分熱鬧。另

外，我發現自己都幾厲害，當船與海成90度，我都可以唔跌落水。

　　今年，白沙灣遊艇會24小時慈善小艇賽為基金共籌得約港幣$654,000。特別

鳴謝白沙灣遊艇會及Sailability Hong Kong為隊員提供免費訓練。

陽光大使

靜菲

問：其實，你們為何想參加這個小艇賽？

軒軒： 因為未玩過囉！我好奇小艇這項運動是怎樣

玩的。

求其： 其實，我未試過，覺得好得意，所以我來試

吓，試過之後，發現比想像中更得意，真的

好玩。

詩詩： 我有興趣玩。

在我們九月最後一個訓練日，我與三位活潑好動的陽光小子有以下的分享：

Marks &Spencer義工隊協助當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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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踏征途」 ─  
路．．．我們一起走！

　　今年5月，兩位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牛奶 (Milk) 和亞禮 (Terence) 專程到台

灣踏單車環島一圈，為兒童癌病基金籌款。沿途，與遇到的人分享旅程目

的，並會邀請他們在一本記事簿上為小朋友寫下一些打氣和祝福的句子，鼓

勵正在香港抗癌的孩子們。

　　「有些事你現在不做，可能一輩子再無機會做。」

　　牛奶和亞禮表示，他們的共同興趣就是踏單車，在3月決定到台灣單車

環島行時，忽然想到，何不賦予這次環島行一個特別意義呢？最後，他們決

定用這次環島行為慈善機構籌款。但是，究竟為哪一間機構籌款好呢？如何

籌？有什麼手續要做？受助機構會不會接受他們的計劃？一連串的問題都在

牛奶和亞禮的腦海中浮現。最後，他們決定分工合作，亞禮負責找慈善機構

的資料，牛奶就找宣傳捐款的平台及途徑。

　　結果，他們選擇了兒童癌病基金，要為正在抗癌的孩子做點事。

　　亞禮說，他曾看過一些書籍，提及到治療的最佳良藥，就是自己的心

態。他今次經歷艱辛的環島旅程和途中遇到的困難，就像與正在接受治療的

孩子一起打這場抗癌仗一樣。其實，正在抗癌的孩子需要長時間留院治療又

或要停學一段時期，可能連外面的世界變得怎樣也不知。所以在台灣環島

行時，每日會在 Facebook 的「同踏征途」(Pedal for Hope) 專頁上載圖片和文

章，分享在台灣的所見所聞，讓孩子們能感覺像親身去旅行一樣，欣賞世界

的美好，鼓勵他們無論路程有多艱苦，都要勇敢面對，克服困難。這樣一

來，豈不是更能令孩子們感到快樂和有所得着嗎？ 

　　「你以心靈與我結伴， 我以雙腳與你同行。路…我們一起走！」

　　在3至4月期間，他們都各自要上班工作，但是他們都會在工餘時為今次

旅程作準備，例如到訪基金總辦事處與基金職員開會、設計口號、訂造環島

行的制服和手帶，以及練習踏單車等等。

　　4月底，二人出發到台灣，實踐環島踏單車之旅。由5月1日開始，他們

由台北出發去關渡，途經新竹、彰化、嘉義、高雄、墾丁、台南鵝巒鼻、台

東、花蓮、蘇花公路、宜蘭頭城等台灣城鎮。

　　旅途上，他們除了要克服變化不定的台灣天氣、單車「爆呔」等困難

外，他們也遇過幾乎要放棄的時候。

台灣環島之旅
　為基金籌款 傳遞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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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踏單車行逾四百公里、差不多到高雄市時，亞禮的單車突然「爆

呔」。「換呔」後，二人再次起步，本來預計需時半小時便可到高雄火

車站，但亞禮的左膝突然不能屈曲，他最後用單腳踏起單車來，前往 

高雄市。

　　翌日，亞禮左腳痛楚加劇，二人唯有改變計劃，租了一架客貨車，

由高雄送二人和單車到墾丁。到墾丁後，亞禮再嘗試，但痛楚程度無

減，估計是左膝蓋外側韌帶受傷。當時，二人曾討論是否仍然繼續旅

程。結果，由於亞禮不能在當時再踏單車，故決定換個角色，由他做後

勤支援，自己租了架私家車，與牛奶繼續環島行。

　　困難並未到此為止。到了第八日，他們要經過素有「魔鬼賽道」之稱的「蘇

花公路」。這是一條單綫單程的道路，整段路沿海邊山崖而建，彎多、起伏大、

隧道多、大型車多，但路窄、補給少、出路少。牛奶要出盡力，雙腿像摩打般不

停地踏腳踏上斜坡時，單車仍像原地踏步似的。

　　此外，由於台灣是靠右行駛，公路是沿東部海邊依山而建，故此牛奶一直向

北踏單車時，他右面就是懸崖峭壁。

　　期間，他還要穿過很多大大小小、光線昏暗、密封的隧道。每當車輛經過隧

道時，隧道內的氣流必定會令單車不自主的左右搖擺。進入隧道時，牛奶是看不

透前路的，但經過身邊的引擎聲卻震耳欲聾，氣流衝着自己單薄的身軀，從未試

有的恐懼感油然而生。幾經艱苦，牛奶終於完成了那條八十公里長的魔鬼賽道。

　　當他們完成環島行回港，基金派出職員和陽光大使康元親自到機場接機，答

謝他們為基金歷盡艱辛完成是次旅程。回港後，他們整理好環島經驗，開了一個

網誌分享旅程的所見所聞，讓瀏覽網誌的人得到更多的正能量，勇敢面對逆境。

　　7月底，他們更到訪CCF家庭會每年一次的親子營晚會。在會上，他們與小朋

友和家長們分享環島旅程。小朋友和家長們都對他們的環島經歷十分有興趣，即

席發問。分享完畢後，孩子們和家長都走上前與他們一起拍照留念。基金常務總

監黃瑞霞小姐亦代表基金，向牛奶和亞禮致送紀念品，感謝他們付出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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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Hea一Hea
作者 小芳子

陳姑娘    　了！
新家庭輔導員

王姑娘　　　!
　　有九年社工經驗的王雪濱姑娘，於2012年10月

加入了CCF的大家庭！愛心爆棚的王姑娘多年來的

服務對象都是兒童及家庭，她說，對於照顧小朋友

有一種使命感，亦覺得CCF的工作十分有意義，志

同道合下就開展她的家庭輔導工作。

　　王姑娘主要負責屯門醫院的個案，每星期都會

到醫院兩次跟小朋友及家人見面，了解他們的需

要，亦負責為緣風會的會員舉辦各種活動。如果在

醫院遇見，記住把握機會與王姑娘打個招呼啦！

登場升職

　一直駐守屯門醫院和伊利莎白醫

院的醫院遊戲師陳意寶姑娘獲擢升

至高級醫院遊戲師。她以後會逢周

一、二和四駐守伊利莎白醫院，提

供醫院遊戲服務。除了醫院的遊戲

服務外，陳姑娘還會為晚期癌症病

童提供家居遊戲服務，以及參與醫

院遊戲服務的研究和職員培訓等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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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

19, 24/4及 St. Baldrick’s Foundation* 剃頭活動 955,262.01 善款用作資助兒童癌症研 
9/6     究項目。（2012年總籌款額 

      為港幣2,370,867.80） 
 

1-12/5 譚朗明先生及胡世禮先生 「同踏征途」台灣單車 13,466.00 
    環島籌款之旅2012

4/5-13/7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籌款活動 2,776.80

10/5 黃廷方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慈善活動 200,000.00 善款用作資助有關基金工 

      作的影片製作。

 18/5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貧富宴 3,200.00

19/5 MGB METRO Group MGB遠足籌款活動 20,595.00 
  Buying HK Ltd.* 
 
 

23/5 香港女子合唱團 "Lean on Me" 音樂晚宴 501,507.00 善款用作資助基金翻新位 

      於何文田及薄扶林的療養 

      屋及贊助基金的藥物資助 

      計劃。 

5月 香港哥爾夫球會* 哥爾夫球慈善盃賽 11,150.00 善款由Ladies’ Section  
      籌得。

5月-10月 帝堡城  帝堡城愛心交易廣場 3,037.00

5月-10月 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 「有誰共鳴」節目 13,228.00

5月-10月 張文龍醫生  籌款活動 128,749.70

15/6 太平洋會*  慈善賭場之夜 223,526.00

26-27/6 上水官立中學  籌款活動 2,680.00

6月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籌款活動 2,800.00 
  家長教師會

 日期 善長芳名/主辦機構 活動內容 善款數目(港幣) 摘要

 2012

2012年5月至10月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籌款紀要

20 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43期．2/2013

感謝您

6月 愉居有限公司  Soccer 7’s Tournament 10,000.00

14/7 香港張世祥國際小提琴學校 陳佳峰慈善演奏會 1,819.90

7月 愉景灣國際學校 籌款活動 21,847.30

7月 香港真光書院*  籌款活動 2,000.00

7月 冠華鏡廠集團*  籌款活動 400,000.00

7月 馬哥孛羅酒店*  馬哥孛羅獎勵計劃 6,800.00

18/8 東方海外貨櫃航運有限公司* 步行籌款 10,200.00

23-25/8 奔騰媒體亞洲有限公司 「亞洲天然產品博覽2012」 8,496.10 
    籌款活動

26/8 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港澳慈善獨木舟遠征2012 353,788.00

8月 香港中文大學蘭苑 籌款活動 4,200.00

8月 聚龍居業主立案法團 舊衣回收活動 13,600.00 活動於2011年舉行。

22/9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義賣校服 4,515.00 
  家長教師會*

9月 Mrs. Grace Chandler* Father-Daughter Ball 54,404.21 活動於2012年2月18日舉 

      行。善款用作資助末期病 

      童海外旅遊。（活動總籌款 

      額為港幣109,404.21）

6-7/10 白沙灣遊艇會*  24小時慈善小艇賽 654,386.30 善款用作購買金屬骨，為 

      骨癌兒童進行保肢手術。

10月 Cantor Fitzgerald（Hong Kong） 慈善活動日 77,375.00 活動於2011年9月12日 

  Capital Markets Ltd.   舉行。

10月 嘉諾撒聖心學校 舊書義賣 2,470.20

10月 St. John’s Cathedral-CLARES* 籌款活動 15,000.00

 日期 善長芳名/主辦機構 活動內容 善款數目(港幣) 摘要

 2012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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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

特別鳴謝

（一） 以下機構慷慨贊助基金的藥物資助計劃： 
 （i）連卡佛社會關愛基金捐助港幣317,699元 
 （ii）孩之寶遠東有限公司捐助港幣160,000元

（二） 信和集團旗下酒店舉辦及贊助季度聯歡會予癌症病童。

（三） 《摩登家庭》、《姊妹專業美麗誌》、《TVB周刊》及 Premier Plus（MTR）慨贈版位予基金向公眾呼籲。

（四） 下列機構免費借出場地予基金放置捐款箱：

 亞洲高爾夫球會 健樂伸展治療中心 萬麗海景酒店

 Action Waterfall Manchester Business School Worldwide 帝京酒店

 BabyRoom 旺角維景酒店 Teledirect Hong Kong Ltd.

 鍾兆崑醫生及 音樂領域 Today Speed Photofinishing Centre 
 郭樹明醫務協會家庭醫務中心

 莊沛珩舞蹈團 音樂領域（西貢） 碧綠菩提素食

 東怡旅遊有限公司 My Art Temptation 漾日居住客會所

 星河明居會所 實惠旅遊 Welldone Learning Centre

 Grand Waterfall Oh! My Dog 華美粵海酒店

 粵海酒店 日航香港酒店 慧思創智

 白沙灣遊艇會 百樂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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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謹此深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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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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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服務
2012

5月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10名住院病童參與一節對對碰遊戲。 
瑪麗醫院三名住院病童參與一節配對遊戲。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及瑪麗醫院共17名住院病童參與母親節手工藝活
動，製作特別的禮物送給母親。

6/5 46個家庭共73名成人及62名小童參加「山頂至龍虎山親子健行樂」。

12及18/5 15名陽光大使出席義工簡介會。

19/5 九名家長出席視網膜母細胞瘤患者家長互助小組「兒瞳樂」，召開的第一次 
會議。

20/5 特別鳴謝香港迪士尼樂園，贊助120個家庭共228名成人及185名小童暢遊 
樂園。

24/5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進行了一節愛心湯水活動，家長和醫護人員享用了
近70碗湯水。活動之後，共有八名家長參與湯水心得分享講座。

26/5 特別鳴謝美國駐港總領使館，邀請28個家庭共11名家長及17名病童登上兩棲運
輸艦新爾良號參觀。 

6月 伊利沙伯醫院三名住院幼兒接受一節醫學遊戲。 
伊利沙伯醫院三名住院病童參與一節青年支援小組活動。 
屯門醫院的五名病童參與父親節手工活動，製作特別的禮物送給父親。 
屯門醫院六名病童及家長參加音樂小組活動。

10/6 80個家庭共165名成人及118名小童遊覽海洋公園。

23/6 24個家庭共30名成人及兩名小童出席由註冊中醫師陳平順先生主持的「中醫食
療／湯水與兒童癌病」家長講座。

7月及8月 伊利沙伯醫院三名住院病童參與一節醫學遊戲。 
伊利沙伯醫院四名住院病童參與一節治療遊戲---打擊壞細胞。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七名住院病童參與一節對對碰遊戲。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九名住院病童參與兩節醫院奧運遊戲。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兩名住院病童參與繪畫班。

7/7 16個家庭共19名成人及20名小童參觀立法會綜合大樓。

8/7 六個家庭共10名成人及10名小童於宣道園出席家長茶會。

12/7 一名家長及兩名康復者出席導師計劃第一次會議。

14/7 六名陽光大使出席義工訓練– 導師小組。

14/7 13名陽光大使出席義工訓練– 節目支援小組。

14/7 特別鳴謝美國駐港總領使館，邀請15名康復者、16名家長及五名兄弟姊妹參觀
航空母艦。

19/7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進行了一節愛心湯水活動，家長和醫護人員享用了
近60碗湯水。活動之後，共有六名家長參與湯水心得分享講座。

21/7 36個家庭共48名成人及51名小童參觀港鐵及輕鐵車廠。

23/7 11個家庭共九名成人及13名小童參加奇趣工作坊：叮叮小蛋糕。

27/7 12名家長出席「兒瞳樂」會議。

28/7 13人出席夏令營 --- 節目支援小組。

28及29/7 27個家庭共44名成人及45名小童參加家庭夏令營。

30/7 12個家庭共七名成人及16名小童出席奇趣工作坊：夢幻水晶球。

8月 專為住院兒童及青少年患者編寫的《大報紙》第100期出版。

5/8 15個喪親家庭共28名家長及18名小童參加城門水塘半天遊。

5/8 29個家庭共43名成人及44名小童郊遊，遊覽大埔海濱公園、 
林村及黃金海岸。

9/8 八個家庭共四名成人及12名小童參加奇趣工作坊：粉彩畫。

13–16/8 14名病童在家長陪同下到新加坡旅遊四天。

18/8 四名來自香港眼科醫院及伊利沙伯醫院的醫生，聯同44名病童及家人
參加於白石俱樂部舉行之溫暖無限BBQ活動。

22/8 八個家庭共四名成人及11名小童參加奇趣工作坊：水彩畫。

大手拖小手，齊
齊踏步大自然

家長們專心聽講，努力增進
保健知識

參觀美軍的航
空母艦真是難
得的機會

各人懷著興奮的心情
準備出發往新加坡

在港鐵義工團隊「鐵路人，
鐵路心」悉心安排下，當天
同時參觀了港鐵及輕鐵車廠

夏日最佳消暑活動

新建成的立法會大樓，大家
都希望先睹為快

家長在小組分享前先和
小朋友進行親子遊戲

2012年5月-10月



病人及醫院服務覽表

23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43期．2/2013

病人服務
24/8 17個家庭共16名成人及20名小童參觀西灣河水警訓練學校。

25/8 八名家長出席「兒瞳樂」會議。

25–26/8 五名康復者參加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OBAA) 舉辦的港澳慈善獨木舟遠征2012。

26/8 特別鳴謝洲立影片發行 (香港) 有限公司，贊助96個家庭共165名成人及154名小童觀賞「荒失失奇兵3: 
歐洲逐隻捉 3D版」電影。

9月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的25名病童參與一節自製月餅活動。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四名住院病童參與一節對對碰遊戲。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及瑪麗醫院共25名住院病童參與共五節燈籠製作活動。 
特別鳴謝基金委員捐贈月餅予五間醫院共90名兒童癌症病人。

6/9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進行了一節愛心湯水活動，家長和醫護人員享用了近60碗湯水。活動之後，共有五名家長參與湯水心得
分享講座。

15/9 15名陽光大使參加第一次扭汽球訓練。

22/9 九名家長出席「兒瞳樂」工作小組會議。

22/9 特別鳴謝港島太平洋酒店舉辦共慶中秋大派對，邀請11個紓緩個案的病童及家庭共28人參加。

29/9 特別鳴謝 Rainbow Foundation，贊助16個家庭共25名成人及25名小童參觀馬灣公園諾亞方舟。

10月 伊利沙伯醫院10名住院病童參與三節手工藝活動。 
專為住院兒童及青少年患者編寫的《大報紙》第101期出版。

5/10 特別鳴謝謝惠群芳粵劇團，贊助10個家庭共17名成人及八名小童觀賞「粵劇戲寶聚良朋」。

6/10 14個家庭共21名成人及19名小童參加「西貢大坳門及白沙灣遊艇會一日遊」。

11/10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進行了一節愛心湯水活動，家長和醫護人員享用了近60碗湯水。活動之
後，共有五名家長參與湯水心得分享講座。

13–14/10 五名康復者及一名兄弟姊妹於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出席一個為期兩天的訓練課程。

13及20/10 18名陽光大使參加兩節扭汽球訓練。

13–23/10 兩名病童獲邀參加夢幻之旅2012，暢遊美國奧蘭多之迪士尼主題公園。

21/10 11個喪親家庭共14名家長及一名小童於暫顧及復康中心參加半天同樂日做運動及分享感受。

27–28/10 來自六個家庭八名8-12歲的小童參加於大潭童軍中心舉行的「野營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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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項藥物／醫療用品津貼
 (2) 四項與醫療有關的資助
 (3) 一隻義肢
 (4) 15個假髮
 (5) 殮葬津貼
 (6) 交通津貼
 (7) 超級市場現金券
 (8) 搬遷津貼
 (9) 緊急生活津貼

 (10) 購買清洗傷口用品津貼
 (11) 學費津貼
 (12) 租用哺育儀器津貼
 (13) 資助一名家長交通津貼
 (14) 資助一名病童兄弟姊妹之托兒費用
 (15) 護理或特殊照顧服務津貼
 (16) 資助一名骨髓移植病童購買冷氣機費用
 (17) 藥物資助一名有急切及嚴重情緒問題的喪親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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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期《陽光發射站》出版。
8月 第42期《童心》出版。

醫療服務
27/9 基金與五所主要公立醫院的醫生於伊利沙伯醫院舉行一次協調會議，以協助提升醫療服務水平和加強本會服務。

27/9 基金與五所主要公立醫院的醫生於伊利沙伯醫院舉行一次紓緩護理工作小組會議，以協助紓緩護理服務的推行。

醫療設備
5月至10日 基金為醫院添置下列各項所需物資：
 瑪嘉烈醫院　兩部　無線病床監護儀 

　　　　　　一部　32吋液晶電視

難得到場參觀，小朋友都積極
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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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培訓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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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6 一名威爾斯親王醫院的醫生獲資助前往美國威廉斯堡出席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ong-term Complications of 
Treatmen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for Cancer 國際會議。

15–17/6 來自中國多個省份的31名醫生和護士參加於鄭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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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7/6 一名威爾斯親王醫院的醫生獲資助前往加拿大多倫多出席 1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aediatric Neuro-Oncology 國際 
會議。

27/7–27/8 一名來自重慶醫科大學附屬兒童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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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兒科血液及腫瘤學 
訓練。

4/10–26/12 一名來自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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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兒科血液及腫瘤學訓練。

5-8/10 兩名威爾斯親王醫院和一名屯門醫院的醫生及兩名威爾斯親王醫院及兩名瑪麗醫院的護士獲資助前往英國倫敦出席國際兒
童腫瘤學會舉辦的第 44 屆國際會議。

25/10–4/12 一名來自貴陽醫學院附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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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0/2012–3/1/2013 一名來自蘇州大學附屬兒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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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0/2012–23/1/2013 一名來自蘇州大學附屬兒童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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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兒科血液及腫瘤學訓練。

骨髓移植手術
5月至10月 威爾斯親王醫院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及瑪麗醫院分別完成了四宗及六宗骨髓移植手術。

職員培訓
5月 醫院遊戲師出席由中文大學主辦的 Use of Arts, Dance and Experiential Learning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課程。

1-5/5 醫院遊戲師出席由香港小童群益會主辦的 Play Therapy in Special Group 課程。

2/5 專業服務統籌 (家庭輔導服務)、專業服務統籌 (康復者長遠跟進服務) 及兩位家庭輔導員出席由家庭治療學院主辦的 Where’
s the family in the new mental health era? 工作坊。

25/5 專業服務統籌 (職業治療) 出席香港青少年健康學會的 Vocational Assessment and Opportunities: Empowering Adolescents not 
in Mainstream Education 講座。

1及4/6 專業服務統籌 (家庭輔導服務) 及專業服務統籌 (醫院遊戲服務) 出席由扶康會舉辦之 Taking Steps Toward Evidence Based 
Practice in Social Service 培訓。

25/7 專職人員出席兩個由 Dr. Gilbert Fan 主持之工作坊，主題分別為 When All Seems Lost – Innovative Psychosocial Care at the End 
of Life 及 Reflective Group Therapy – from the Client’s Perspective。

18/8 專業服務經理 (紓緩及暫顧服務) 及專科護士出席由善寧會舉辦的 9th Hong Kong Palliative Care Symposium 會議。

6, 13, 20, 27/9及4/10 家庭輔導員出席由中文大學主辦的 End of Life Care 工作坊。

24/9 醫院遊戲師出席由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舉辦之一天 First Aid Training 訓練。

26/9 專職人員出席由青山醫院臨床心理學家盧笑蓮博士主持名為「靜觀」之工作坊。

9/10 家庭輔導員出席由香港大學主辦的 Couples and Family Expressive Arts Therapy 工作坊。

其他活動
26/5 基金會長、始創基金會長、行政總裁、臨床心理學家、專業服務經理 (紓緩及暫顧服務)、社區服務經理、專業服務統籌 

(家庭輔導服務)、專業服務統籌 (醫院遊戲服務) 及公共關係及傳訊主任出席由香港兒科醫學會舉辦之 Special Seminars on 
Centre of Excellence in Paediatrics (CEP) in Hong Kong 講座。

1/8 專業服務經理 (紓緩及暫顧服務) 為醫管局的護理深造學院舉辦的「兒童及新生嬰兒深切治療護理及兒童腫瘤科護理」課程
的參加者講了一課 Grief Support。

18/8 行政總裁及專業服務統籌 (醫院遊戲服務) 出席由香港兒科醫學會舉辦之 50th Anniversary Multidisciplinary Conference 會議。

9-12/9 專業服務經理 (紓緩及暫顧服務) 出席於馬來西亞舉行之 14th Asia Pacific Congress of Paediatrics 及 4th Asia Pacific Congress of 
Paediatric Nursing 會議。

21/9 專業服務經理 (紓緩及暫顧服務) 為瑪嘉烈醫院兒科專科護理的醫生及護士以 Bereavement Care for Families 為題進行一次 
演講。

公眾教育
5月至10月 基金為10所中學舉辦生命教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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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笑寫真館笑笑寫真館

新場地, 

新氣象

多啲嚟,

密啲手

呵呵呵…
你好嗎?

CCF聖誕FunFun
遊樂場
2012

嘩，D熊仔

好可愛呀!

有得玩, 有得睇, 
仲有得食!

香港女子合唱團 
的精采表演

蒞臨與我們歡度聖誕!

一擊即中

1,2,3
一齊吊起小丑拱門

請鼓掌!

與眾同樂

非洲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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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 派禮物老人到醫院

埋D同
聖誕老人影相

呵呵呵呵！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收禮物啦!

哇  !    咁  多  氣  球  

望住 -笑：）

明年見！拜拜!

多謝聖誕老人及義工!

錫錫
聖誕老人



CCF Comics / CCF漫畫廊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愈趕愈失魂(上) Too rush to remember (part 1)

愈趕愈失魂(下) Too rush to remember (part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