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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動全城」━━
關注本港兒童紓緩服務發展
  2016年10月14日是一個特別的日子，因為每年十月的第二個星期五，是國際

關懷兒童紓緩服務網絡（International Children's Palliative Care Network，以下簡稱

ICPCN）訂定的世界兒童紓緩服務關懷日（Paediatric Palliative Awareness Day）。

基金的家居及紓緩護理服務團隊，首次響應這個特別的日子，在香港舉行活動，

藉以提升公眾對兒童紓緩服務的認識和關注。

國際及本港兒童紓緩服務的實況

  事實上，世界有很多地方都沒有兒童紓緩服務。公眾不僅對此服務不太

認識，也忽略了一些患有威脅生命的重症兒童需要。據 I CPCN的資料，全球有

二千一百萬名十八歲以下的兒童及青少年需要此項服務，現時只在歐美、加拿大

及澳洲等先進國家有提供兒童紓緩服務。在香港，估計有一千名兒童有此需要，

可惜的是目前香港的醫療系統仍未設立為兒童提供的紓緩服務，只有由基金自

1999年成立為癌症病童及其家庭提供的家居及紓緩護理服務，及於2011 年開始拓

展為非癌病的重症病童，提供的紓緩服務先導計劃。

  2016年初，香港中文大學兒科部門李志光教授召集了一班有興趣發展兒童

紓緩服務的醫護人員定期開會，一起研習複雜醫療個案及商議推動服務的發展， 

基金對此鼎力支持。基金家居及紓緩服務的護士積極參與，希望令更多醫護人員

及公眾了解此服務對受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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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帽動全城」活動

  感謝明愛樂勤學校的教職員為

此活動準備了色彩繽紛的「皇冠」

帽子及貼紙，由基金派發給幾間醫

院管理局轄下醫院的兒童及青少年

病房醫護人員及十間嚴重智障學校

內的教職員和學生。於「世界兒童

紓緩服務關懷日」當日，大家響應

活動，開心地戴上各式各樣的帽

子，或在身上貼上印有「帽動全

城」口號的貼紙，象徵支持紓緩服

務，要讓孩子有尊嚴、快樂地繼續

走人生餘下的旅程。同日，基金的

專業服務經理（家居及紓緩護理服

務）林國嬿姑娘就聯同一位喪親家

長，到香港電台接受訪問，談及紓

緩服務的重要性，及服務如何幫助

家庭面對困難，走過陰暗的日子。

願景

  每個生命，不分年齡，都應受到尊重。當兒童不幸患上重病而

預期生命有限時，他們的需要和權利必須受到重視。盼望在不久將

來，兒童紓緩服務會成為香港醫療系統其中一項必備的服務。

紓緩服務與寧養/ 
善終服務的分別

    紓緩服務不等同寧養/善終服務。紓緩服務旨

在提升患有威脅生命的重症病童生活質素，主要是

關注兒童的身心社靈及其家庭的需要，目的是期望

孩子可以有質素地活得更好、更久。寧養/善終服

務則指病人在其生命最後六個月至一年這段期間所

需要的照顧及看護。紓緩服務亦包括了孩子離世後

為其家人提供的哀傷關顧。

專業服務經理

（家居及紓緩護理服務）

林國嬿

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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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對 香 港 兒 童 醫 院 的 期 望

  根據醫院管理局的資料，香港兒童醫院預計於 2018 年起分階段投入服務，初階段提供的服務包括

兒童腫瘤科、心臟科、腎科、外科、深切治療部以及放射科、病理學科和麻醉科。醫院內會逐步開放

468 個床位，提供住院及日間醫院服務，此外亦設有手術室、臨床化驗室、研究化驗室、綜合康復中

心、以及教學和培訓等設施。

  兒童腫瘤科作為香港兒童醫院集中處理的複雜病症之一，一班過往於各間公立醫院接受癌症治療

的康復者，及為他們病情操勞的家長們，都對香港兒童醫院的服務及相關配套十分關注。不如聽聽六

位家長及康復者，他們對香港兒童醫院的想望吧！

張祖望 ――基金理事，兩歲半的兒子Hayden因第四期腎上腺癌過世 (原文為英文)

  我們和兒子 Hayden 兩年來出出入入各間醫院接受不同的治療，還歷歷在目。 當香港

兒童醫院在 2018 年正式投入服務時，病童家長就可以在一個既集中又方便舒適的環境去面

對他們艱辛的旅程。

  理想的香港兒童醫院是怎樣呢？就讓我們用想像力走一趟……

  我想應該坐在港鐵站附近開出的免費穿梭巴士前往，還是用手機招折扣的士前往呢？最後我決定在公共交

匯處，選擇乘搭直達小巴，比較容易預時間。我樂見醫院的附設停車場收費合理，方便家長駕車前來，尤其是

他們面對噩耗及沒有太多時間處理其他瑣事時，通常過高的泊車費或有限的泊車位，都會令病人家長及親戚大

感頭痛。

  醫院接待處顏色鮮明，還有先進的科技，讓家長可以在任何一個專科樓層替病童登記。因為以前我在醫院

內，要帶著病童「排長龍」，又或是將病童留在病房，再由家長走到中央登記處排隊，既要等待又要擔心獨留

病房內的小朋友。

  在兒童醫院，我感覺到這裡的醫護人員非常細心及樂於助人，亦十分明白病童、家長、親戚朋友等的需

要。一個患病的小朋友對家庭真的有很大影響，尤其是有長期病患的更甚，所以有醫護人員的支援，真的有很

大的分別。

  我又留意到一些專職人員，譬如兒童醫療輔導師等，適切地融合於整個醫院團隊中，與醫護人員一起相討

每個病童個案及每一個治療計劃的過程。換句話說，團隊可以為病童作好全面準備，在一些放射治療及掃描等

療程中，減少使用鎮靜藥物。過去這些醫護團隊之間的合作少之有少，現在這個三贏的局面可以在治療的路程

上，給予病人最有力的鼓舞，身心都不再飽受煎熬。

  最後我觀察到病房及周圍的環境，的確為常常留院、陪伴病童在旁的家長及照顧者們設想周到：病房內設

有柔和的燈光、隔壁的更衣室設有淋浴及盥洗設施、飲食區又加設有廚具，有如在家一樣。最後還有免費的無

線網絡，讓病童隨時都可以找到家長及照顧者。對病重的孩子來說，這些設施及服務是何等重要的支援啊！

  我要向建立這所兒童醫院的設計者及醫院管理局，衷心致敬，真正為香港這個國際城市，

增添一項國際級設施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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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對 香 港 兒 童 醫 院 的 期 望

Benedict ――慢性白血病患者，現為基金陽光大使 (原文為英文)

Tracy ――白血病康復者，現為基金陽光大使

  幸福並非必然，對於一眾患重病的小朋友，簡簡單單在公園自由地追逐，與朋友仔一起盪鞦

韆已經是極奢侈的活動。在為一眾小朋友設計的兒童醫院中，簡單一個小庭園加上適合住院病童

的遊戲設備，如讓輪椅病童也可參與的遊戲空間。這不單讓病童感到快樂，更重要是讓長期照顧病

童的家長，也有一個喘息的空間，減輕家長的個人壓力與情緒。

  在漫長的治療過程，家長與病童的情緒對病情有重要的影響。除了照顧病童的心情外，亦不能忽略

家長面對子女患上重病的情緒。因此在醫院內應加入更多關顧心靈需要的設施，同時亦不可忽視醫院中每一位

醫護人員與病童及家人之間的連繫。還記得我在醫院渡過的日子中，最難忘是每次有機會與醫護人員玩遊戲、

一起看電視及談天的時光。很多時候病童最怕的不是治療本身，而是害怕寂寞、害怕孤獨面對未知的治療。 

在病房內的醫護人員如果每一個都持有「同理心」，主動與病童建立關懷與愛心，相信每名病童不

會再害怕回到充滿愛的醫院，接受一連串艱難的治療。

  香港兒童醫院的成立是為兒科病患者提供較普

通醫院更合適的醫療設施和服務，旨在讓兒科病患

者在漫長的治療過程中，可以像其他小朋友一樣維

持一個快樂成長的童年。

  作為一位曾在兒科長期覆診的康復者，又曾與

大學和醫院職員有來往，我著重看醫院的設計和運

作能否符合病患者和員工的需要。

  交通便利對兒科病患者來說是關鍵之一。病患

者家屬需要方便帶孩子來往醫院。雖然醫院內會有

電梯、擔架床等儀器提供給需要深切治療、剛做完

手術、正用著呼吸器或吊著鹽水的病童，不過離開

醫院的話，他們怎麼辦呢？病童家屬駕車載孩子到

醫院，可以找到方便出入的車位嗎？醫院會特設為

輪椅人士、駁上醫療儀器的人士而設的中型車車位

嗎？緊急通道快捷暢順嗎？就一般的病患者，往醫

院的交通網絡方便嗎？光是這個考慮已足夠影響兒

科病患者覆診的出席率。

  另外，有些需要工作的家屬，也需要好的交通

網絡，方便他們往來醫院照顧孩子，也讓年青病患

者的家人安心讓他們自行回醫院覆診。如能提供更

多各區前往醫院的公共交通路線，便可以減少家屬

和病童通勤的時間。最後，路線應 24 小時運作，方

便照顧著和輪更的職員深夜離開。

  營養也是個我們經常談及的議

題。病童會因療程或病情而失去胃

口，但如果兒童醫院內提供的食物種

類、包裝、準備和盛載方法上有特別的設

計，會有助增加他們的食慾。醫院亦可聘用好的餐飲公

司，設計營養餐單，為發育中小孩提供身體所需。醫院

裡能夠有美味可口的食物，家屬、探訪者以及職員就不

用外出買食物，亦會有充足的精神繼續照顧病童。

  另外，醫院室內設計，亦會影響住院者能否可以容

易互相溝通。過往住院時，缺乏坐椅的病房一直令我費

解。小孩需要社交才能維持心境開朗，他們的同學或許

不能理解病患者的心態和需要，但同房的病友則容易有

共鳴。大家在探訪孩子的家長，如能坐在一起討論小孩

的情況，也是建立病患者家屬網絡的好方法。當然，如

果姑娘能坐在病童或家長附近，會比較坐在詢問枱後顯

得親切。而且，擺放得宜的椅子也有吸引卧床孩子偶

爾下床走動的作用—去看電視或和其他小孩談話。間

中，當醫生帶著一班學生臨床實習時，病童安坐椅上，

而非卧在床上，就不會有被眾人目視和包圍的感覺。

  其實醫院種種設計都可為用家設想而改善。最主要

是小朋友的意願得到尊重，而非事事以病

人身份被人看待。病童及家長們面上滿

意的笑容，理應是每一所兒童醫院設計

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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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大家都知道，治療癌病對

小朋友及他們的家人來說並非易

事，其辛酸在所難免。在留院治療

的幾個月內，有人會稱病房為「暫

住家」，但我卻認為尤如坐監一樣，

既不能外出，又不能享受正常的娛樂。

然而，病童大部分時間都被藥物及針筒等

「怪物」包圍。你可曾想過一些辦法改變這種負面

形象及避免令他們感覺過於苦悶呢？

  若果我是個五歲的小男孩，我會希望自己身處

在較熟識和富有親切感的環境，例如：牆上畫滿卡

通人物；天花上佈滿在黑夜中發亮的星星；當我有

氣力時，病房會提供各式各樣的玩具給我玩耍。

  若果我是個 13 歲的青少年，我會想打電動遊戲

機和玩桌上遊戲來消磨時間。精神許可時，更可以

在醫院內上課，令我的學習進度不致太過落後於同級的

同學。

  若我是家長，我希望院方為我的小朋友提供營養諮

詢，以免因營養不良而阻礙治療進度。另外，我期望院

方在病房附近設有一個家長休息室，讓我在長時間照顧

小朋友後可以睡一覺，抖擻精神。

  高強度的治療會為病童及康復者帶來不同程度的後

遺症及其他問題，所以治療完成後是新挑戰的開始。作

為康復者，我盼望兒童醫院能為完成治療的小朋友和青

少年提供一站式短期及長期跟進服務，處理生理上及心

理上的問題，包括：

－ 提供更快捷及有效的個案轉介予相關的社工；

－ 於門診部設置一個地方/房間用作輔導用途；

－ 制定康復者檔案庫，以便作進一步臨床研究，從而

改善康復者治癒後的生活。

Mic ――視網膜母細胞瘤家長小組「兒瞳樂」主席

  非常開心終於聽聞香港兒童醫院很快就落成， 因為兒童醫院對患病小朋友及其家庭都是

十分十分重要的。

  回想五年前，當聽到醫生確診我小朋友有眼癌的時候，作為父母根本完全無法接受，那一刻望著眼前天真

可愛的孩子，除了自己不停地痛哭，腦海裡只浮現漫長的治療過程及小朋友在醫院的痛哭聲。

  雖然現時香港醫院環境已比起其他落後國家好，但當你小朋友嘗試過在醫院治療後，他們對醫院的白色環

境及感覺還是相當抗拒，因為他們害怕打針、害怕見醫生、害怕入手術室，這就是他們抗拒入院的原因。現時

眼科醫院尚未有慈善機構提供駐院的身心支援服務，小朋友在普通醫院看不到「歡樂」這兩個字。

  記得當年我們一家要在兩間醫院東跑西跑，一早要到眼科醫院見主診醫生，下午便要立即去伊利沙伯醫院

見腫瘤科醫生，時間非常緊迫，希望有了兒童醫院，對將來新症的家庭減少狼狽的時刻，因為可以在一間醫院

接見不同專科醫生，所有治療可以在同一間醫院進行，這對病童家庭來說就方便多了，更期待小朋友看見的是

一間色彩繽紛的醫院。

  如果問我最想兒童醫院有什麼？除了專業醫療團隊能醫治小朋友外，我亦希望小朋友在留院治療期間，父

母都可以同一時間留在醫院陪伴小孩，並有足夠空間可作休息，特別是晚間床位問題，這對整個家庭是很重要

的。其次，就是希望兒童醫院能夠加設一些專業服務，例如：專業兒童醫療輔導師、家庭輔導專家及心理專家

等，因為當知道自己小朋友不幸患有重病，小朋友及家人的心理情緒，其實跟病情一樣都需要及時處理。如果

在醫院治療期間，能夠即時找到合適人員提供服務，我相信可以滿足到各病友的全面需要，謝謝！

Patrick ――癌病康復者，現為基金陽光大使 (原文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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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慧芬 ――白血病康復者的啦啦隊媽媽

  「唯一真正的監牢是恐懼，而

唯一真正的自由就是擺脫恐懼。」

―― 昂山素姬曾經如是說。你也經

驗過如同坐牢般的恐懼嗎？當我知道

兒子確診白血病的時候，我好像陷入一場

夢魘似的，驚愕、慌張、恐懼、無助……整個人彷

佛陷入漆黑的深淵，動彈不得。整個世界都變了！本

來眼前絢麗多彩的一切，變得只有黑和白。面對兒子

馬上要入院開始治療，就正如昂山素姬所言，我好像

被立時判入監牢一樣，面對未知的前路充滿恐慌、徹

骨的痛楚、甚至永遠的失去；那份心情，猶如跌進深

淵，一直往黑壓壓的無底洞向下沉。

  可是，身為人母，自然的保護意志喚醒了無止境

的下沉。虛弱地面對四壁慘白的醫院，冷得入骨的空

調，以及人們來來回回的通道；我知道這是一個漫長

而耗力的鬥爭。心情無論如何沉重，日子還是要向前

走。細讀着密密麻麻的療程和注意事項，啊，真的多

得有如海沙一樣，而我對該做甚麼，不該做甚麼一點

頭緒也沒有！

  終於來到醫院的大門，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

能踏進去。反而，兒子一個快步已經進去了，還指著

門口說「公仔、公仔」！迎面看見是牆壁上的卡通圖

案，雖然不是什麼熟悉的卡通人物，但卻是兒子對醫

院的第一個印象。當下，我們都稍稍放鬆一下心情，

一同指着牆上的卡通嬉鬧一番，一起聯想多篇的故

事，彷彿心裡的陰霾肯開始漸漸散去似的。

  因為我們從沒住過兒童病房，從沒嘗過大病入院

的滋味，所以醫院的一切，對一個三歲的小孩來說，

可以說全部都既新鮮又特別。兒童醫院內的佈置有如

兒童樂園一般，比如牆上的壁畫圖案、周圍的擺設、

七彩繽紛的佈置、甚至燈光，以至標示系統，的確會

令小朋友放下憂慮、放下戒心的踏進去，甚至覺得安

心而且好玩。同時，小孩在輕鬆親切的氣氛下，焦慮

和恐懼感亦會大大減低。這樣已給孩子第一層心靈上

的治療。看着這裡所有的設計，相信今天的香港，已

經開始逐步把醫院這片地方加以改善及優化，令本來

陰森恐怖、讓人雞皮疙瘩的白色巨塔，化成為一個友

善又充滿關愛的地方。

  除了硬件之外，軟件對於兒童醫院也是個必須重

視及認真處理的一個範疇。曾經讀過一篇文章，說到

筆者面對一群在治療期間，患上創傷症候群的小孩。

他們的生命雖然被救回來了，但在病房面對長期不斷

的治療，身心均深受創傷。他們不但性格突變，於半

夜會做噩夢而尖叫和脾氣不受控等，甚至會出現歇斯

底里狀況。因此我們的醫療系統面對病人時，必須予

以人性的看待，否則病人所受的煎熬將永無止境，最

終也許會在病魔前垮下來。

  猶記得兒子接受治療初期，靜脈注射是必須的步

驟，但也是痛苦的搏鬥。打針對我們大人而言，也怕

得要死，更何況是小孩呢？在這一場又一場重複的搏

鬥中，帶來尖叫、嚎哭和哀鳴，真正的「打在兒身，

痛在娘心」！這時候我們認識了一位兒童醫療輔導

師，這個陌生的身份，卻為小孩及家長們帶來一股暖

流。不是他們懂得什麼魔法，令痛楚恐懼消失，而是

從心理動力的觀點出發，讓兒童投入遊戲方式，去紓

緩焦慮並開啟內心的疑問，從而建立一種自我治療的

基礎。對於承受着孩子患重病的事實，同時心力交瘁

的父母來說，這些了解兒童需要的工作者，不單是及

時雨，更是自己的心靈輔助者，幫助我們渡過並接受

這難關，以及調節自己的想法去打這場硬仗。

  或許今天，有關兒童藝術治療、音樂治療、舞蹈

治療、小丑醫生等的發展，還未到成熟的階段，但我

期望並相信未來的兒童醫院，各人也會多走一步、多

做一點，令患病的小孩及他們的家人，獲到更全面更

多元的支援。我們知道順利的就診過程，可以大大減

低醫護人員及病患者的心理壓力及負擔。而積極心態

及觀念，不只令治療過程變得順利，研究更顯示，對

改善病情及治癒康復率也能一併提高。是的，疾病未

必可以完全避免，但我期望患病的兒童，可獲得日見

完善的醫療、愈益足夠的支援，使他們可活得更健

康、更幸福。



8 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51期．1/2017 98

  

CCF

CCF

Ernest 

Dowson

98 98

特稿

是時候說再見了
「道別也許好像永無窮盡，離別就如同到了盡頭，但我心中必定存着緬懷，而你永遠佔一席位。」 

―― 引述自一九九四年廸士尼電影《狐狸與獵狗》

　　我認為我一生所寫的文章中，這篇是最難下筆的。該怎樣對自己的「親兒」講道別的話呢？做不來啊！其

實是很為難的。從今以後，我的身份將會改變，轉為病人家長替兒童癌病基金做義工，慈愛地在旁邊觀察，看

着「她」殷殷地煥發。

　　自從兩年前開始，這個非常出色，發展成熟，大家都引以為榮的寶貝兒，察覺到是時候成立一個姊妹組

織，以便自己繼續服務癌症兒童，讓姊妹組織服務其他患危疾重病的兒童，而這新培育的「養兒」代表伸延的

關愛，回應患重病孩子的緊急需要。他們極需要那些只有兒童癌病基金才能提供的服務。這兩個姊妹組織由同

一個養育者繼續撫育，關心備至，費力呵護。

　　談到養育者，有部份兒童癌病基金歷史我們從來沒有提及，現在不得

不提，以正視聽。在一九八九年五月，黎筱娉女士時任基金創會副會長，

她費盡無窮衝勁，籌募一筆錢為患癌兒童服務，並且堅持成立一個慈善機

構。她也慷慨捐贈許多必需的物資支持這乳翼未豐的幼小組織渡過初創時

期；還有兩位極富憐憫心的醫生 —— 阮文賓醫生（當時他已經設立了由

他自己發起和維持的骨髓移植基金）和林大鈞醫生（是主診本人兒子的優

秀醫生），他們都高度贊成計劃，同意在醫學方面貢獻所長。此外，天賦

非凡智慧的林旭華也願意為基金任智囊。至於我，自己是一個亳無作為的

人，只能同意擔任會長，處理文書工作，應付突發挑戰。如此這般，我就成為照管黎女士孕育出來的幼嫩組

織，我並非大眾認定為兒童癌病基金的「生母」而是「養母」，雖然我的確是個曾經患白血病孩子的母親。我

謹藉此機會，鄭重地正確備案。

　　隨後，不少有心人士都加入服務癌症兒童，由於人數越來越

多，基金於是成立委員會，並且訂定不多於三十人為限，不過為

了運作原因，多年來的委員人數只維持在二十人左右。縱使關顧

基金的人士中，有的退下了，有的仍然在任，他們對基金充滿熱

誠、無私奉獻、極其慷慨和全情支持，扶助這個尚在雛形的組

織，他們的善心永遠不會磨滅。有三位在二十七年前始創時期的

創會委員，直到今天仍然留任做理事，怎能不令人感動！

　　在創會初期，由於我是個專注小節的家庭主婦，不懂得如何領導會議，每月例會常常超出原定的議事時

間，以致委員們都在會議完結後一起前往宵夜，解決轆轆饑腸。最難得的是，委員們都宅心仁愛，寬宏地融納

我的不足之處，多年來協助我成熟處事，我一直心懷感激這個合作愉快的CCF 委員會。昔日如是，今日亦然。

　　我看到病童父母經年

累月地讓苦痛煎熬，情緒

像過山車那樣起伏不定，

我其實也同樣受着時喜時

悲的情緒波動。值得欣慰

的是，大約有三分之二的

病童會痊癒康復，但仍然

8 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51期．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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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患者藥石無靈。癌症康復了不再是病童，他們便轉換身份成為基金的陽光大使，保持緊密連繫，是我們

辛勞的最佳成果。看着他們學業有成，結婚生子，此情此景可以說得上是樂事中之最。反過來看，我們陪伴末

期患者渡過臨終時日，心情極端難過，每次參加送葬都確實是一次痛苦與心碎的經歷。無論心情是喜是惱，我

腦海裏都泛起不少疑問，可惜從來沒能取得滿意的答案。生命是多麼的不平等啊！

　　我的弱項之中，最難應付的是對外籌款，因為我太害羞，很

難對着公眾講話，所以我把這個重任交給當年的委員會，因為我

們有多位口舌便給、從容交際的委員和理事。我清楚記得，有一

次在亳不知悉的情況下我被司儀叫上台發表簡單說話，為了逃避

困境，我竟然匍匐在枱底下，嘉賓們都目瞪口呆。雖然如此，我

在幕後做策劃，接觸到不少義行，即使很細微，有時都會令我感

動不已，幾乎禁不住要向普天下大聲講述，向那些施贈者致謝，

因為他們都是CCF 賴以生存的善人。他們樂善佈施，無論以金錢

物資或時間精神支援我們，我都永誌心中。善長來自各業各階

層，有小販、家庭主婦、學生、普通市民、低調富人，也有學校、機構、協會、遊樂會、酒店、銀行、社團、

跨國公司，甚至政府紀律部隊。他們有共通處，就是心懷愛惜較不幸的市民，強烈渴望以各種可行的方式幫助

同胞。基金能夠立足不懈，就是憑着善長的支持，日積月累，他們的善心和寬宏慷慨足以令我們汗顏。

　　還有，基金慶幸得到一班不可多得的義工和支持者，部份人自一九九一年基金成立時便服務病童。那時我

們在威爾斯親王醫院開創醫院遊戲服務，自己也在該小組接受遊戲訓練，學習如何和小孩子玩耍，直到今天我

仍然記憶猶新，我曾經對自己說：「作為母親，

還不曉得如何和小孩玩耍嗎？」當時我竟然不理

解，對着生病小孩與對着健康孩子攪玩耍是兩碼

子事呢！

　　總而言之，各式各樣的個人和機構義工、基

金緣風會屬下的哀傷家長們、由康復者擔任的陽

光大使們、基金家庭會屬下的病童家長們，都是

長期協助基金的義工，彼此融和像一家人。我當

然沒有忽略，基金的理事會成員也是義工，他們付出時間、努力和精神，比任何人都多，而且職務繁重。可是

他們的貢獻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我謹誠摯向默默為基金耕耘的種種人員致以衷心欽佩和深度尊敬。

　　我和上述這些朋友交往時，經歷不少事故、故事和趣聞，可以日以繼夜地述說不休，但是在過程中我的情

緒會高漲，情感難以控制，甚至感到強烈的衝擊，任何言辭都不足以表達我的感受，因此腦海裏浮游着 Ernest 

Dowson的恰切名句：「語句薄弱無力，但愛心却強而有力，那麼就讓沉默來說明一切…」

　　在結束這篇長文之前，我得向基金的忠誠員工表達最深刻的感

謝，我有幸和他們共事多年，如今彼此不止是同工而是朋友了。

　　最後，我專誠衷心感謝二十七年來在我需要之時給我援手的支

持者，你們知道我指的是誰，不必細表。謹祝願大家身體健康，身

心愉快，上蒼保佑。

胡逸雲

創會會長

（原文用英文撰寫，由基金前會長李陳婉寶女士翻譯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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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間斷的熱心

  回想康元在兒童癌病基金的廿多個年頭，我們一起參加無數

個基金舉辦的活動。每次見面，康元總是帶着他那份熱心助人的

精神，簡單如協助病童上落車時的安全，以至需要力量較大的推

輪椅或扶抱工作等。只要你出聲，他定必會兩脇插刀地幫助，甚

至很多時候他會主動關心一些新參加的家庭，讓他們感受到過來

人更多的愛與支持。

  認識康元的人就知道他不愛說話，但在活動中，他總會在一

旁細心留意每位參加者的習性。當他們需要幫手時，他總會義不

容辭第一個上前協助，康元由心而發所做的一切，都是務求令所

有參加者都可以盡興而歸。很多時

候，他的沈默會讓人不易察覺他的存

在，但往往當有需要的時候，大家腦

中不其然便會馬上想起他──光頭仔

康元。這份事事以人為先，關心別人

的精神就是我們所認識的康元。

給康元老師…

  由早期《童心》一系列「光頭仔手

記」的文章開始，麥康元（康元）就與

「光頭仔」三個字分不開，到後來更執

筆寫《光頭仔日記》，記錄兒童癌病康

復者的生活點滴，讓大眾可以更多瞭解

病童的情況。我們四位《陽光發射站》

編輯與「光頭仔」相識廿載，不論是籌

辦大大小小的活動還是共同編製《陽光

發射站》予兒童癌病家庭，我們五位一

體早已建立深厚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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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人生

阿Q精神

  多年來，我們除了一起參加活動，還擔當過不少活動的義

工，遇到不同形式的困難及問題。當遇上問題時，我們往往都

會因此受到困擾影響心情，希望盡快找到解決辦法。但康元總

會樂觀的提醒我們，凡事總會有解決方法，也許時間會慢慢讓

事情出現轉機。還記得有一次與他一同參與四日三夜的外展訓

練活動，行程其中一日全天以越野單車在山中穿梭，但行程還

未完成一半，康元的單車突然爆呔，他需要自行扛單車走畢餘

下的路，但樂觀的他卻笑指這是一個讓他強身健體的好機會。

我想除了他可如此樂觀去看待這艱辛的旅程外，我們沒有一個

人有這份樂天「阿Q精神」。

永不放棄

  康元是基金的扭波小組成員之一，這亦是他其中一種最引以為傲的義工技巧。由於康元

的聽力受治療影響，令他難以清楚聽到老師每一堂教授的扭波技巧。每次上堂的時候，他都

會選擇在課室中的一角默默地把所學的東西完成，在課堂上扭出來的作品並不是最好，正因

此康元回家後會不停地練習，為求把每一件作品做到最好。

  儘管康元不是一個扭氣球的能手，但每有空餘時間，他就會從社交媒體自學一些課堂上

沒有講授的東西，之後在課堂上與其他學員分享，成為班中另一位「小老師」。最為人熟識

的是「康元毛毛蟲」以及「康元玫瑰花」，兩者均是他網上自學成功的得意之作，並且傳授

給扭波小組其他成員。這兩個作品可以說是包含著康元永不言棄、堅持學習的精神。

無私的生命

  康元已經離開了我們，但他生前所散發的正能量深深感染他一生中認識的每一個人，他

窮一生教導我們什麼是「無私」、什麼是「愛」。現在他的精神長存在我們心中，而他亦以

身軀為社會作出最後的無私貢獻──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無言老師。

  從來都只會付出，不求回報，這就是我們親愛的康元。我們為你感到自豪，我們編輯小

組的Professor Mak，願你在天國繼續以愛彰顯你的靈。

陽光發射站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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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兒童醫療輔導服務專業團隊成立超過20年，近年加強與各界

醫護人員的合作，致力提升病人全方位的照顧。多年來我們參照國際認

可的專業標準培訓員工及制定服務水平，更於2015年7月把醫院遊戲服

務正式更名為兒童醫療輔導服務(Child Life)，令服務與國際水平看齊。

  為進一步推動兒童醫療輔導服務在香港的發展，基金邀得兩位來自

海外的兒童醫療輔導服務專家來港。兩位專家是來自美國 Cook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的 Jill Koss女士及 Johns Hopkins Children’s Center 的 Patrice 

Brylske 女士，二人分別為其醫院兒童醫療輔導部門的總監，亦同時擔任

美國最權威的兒童醫療輔導師專業團體 Child Life Council 董事。兩位專家

對推動兒童醫療輔導的專業發展不遺餘力，遠道而來探訪我們的服務單

位，為著了解基金在香港推動兒童醫療輔導服務的成果，同時參與研討

會，與醫護人員及我們的同事分享其寶貴的服務經驗。

  兩位專家抵港後分別前往威爾斯親王醫院 

包黃秀英兒童癌症中心、瑪麗醫院及基督教 

聯合醫院，與基金的兒童醫療輔導服務團隊及 

醫護人員交流。

兒童醫療輔導 多年服務成果 
獲國際專家認可

瑪麗醫院的兒科部
及放射治療部均有
出席交流活動

兩位訪客得到 
威爾斯親王醫院 
包黃秀英兒童癌症
中心的團隊接待，

交流經驗

基金感謝各嘉賓蒞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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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醫療輔導…點止遊戲咁簡單

  經過實地考察，並了解醫療團隊運作後，兩位專家一致認

為，基金的兒童醫療輔導服務專業水平可媲美美國本土的服

務。她們很意外，自 1997年基金一位職員往美國受訓後，此

項目在香港從此默默地發展，十多年來出色的成果實在令她們

喜出望外。基金團隊亦十分感謝 Child Life Council 在專業發展

領域上，聯繫着全球的兒童醫療輔導師，讓他們公開發表及互

相交流其經驗、知識、研究成果，從而支援遠方——包括香

港——的兒童醫療輔導師拓展服務。

  兩位專家出席基金與香港兒童血液及腫瘤科學會聯合舉辦

的「2016 年兒童醫療輔導研討會」。席上兩位專家細述兒童

醫療輔導服務的理念及海外的發展情況，同時基金團隊亦跟與

會人士分享本地的工作成果。會後逾百位的醫護專業人員都對

兒童醫療輔導服務有更深切的認識，明白服務如何與醫護團隊

合作，他們積極的反應，有助日後兒童醫療輔導服務在香港的

發展。

  基金十分榮幸得到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陳肇始教授、香港

兒童醫院行政總監李子良醫生、醫院管理局一眾高級管理人員

與百多位醫護人員光臨賜教。

  香港兒童醫院快將落成，相信香港的兒科服務亦將踏進一

個新里程。未來除了提供服務給香港病童以外，兒童醫療輔導

服務日後發展，必須在專業發展、培訓、研究等多方面繼續努

力配合。這次跟國際專家的交流為服務確立了一個模楷，服務

水平獲得認可，讓我們的兒童醫療輔導師努力得到肯定，更顯

示出基金的服務發展已與國際接軌。

  繼往開來，我們期盼日後兒童醫療輔導服務可以進一步超

越現有的水平，成為亞洲華人地區業內的先驅。

Jill Koss及Patrice Brylske共同就「Child Life : Model and 
Application in the US and Integration in Patient Care」為
題，分享兒童醫療輔導服務在美國的 
應用經驗

兒童醫療輔導師於會場內，向到場的醫護人員講解他們
的日常工作

基金專業服務經理(兒童醫療輔導服務)呂思華於會上分
享多年來，兒童醫療輔導如何協助本地醫護團隊順利進
行療程

與基督教聯合醫院的醫護 
團隊會面，了解基金兒童 
醫療輔導師，在院內為 
兒科病房提供服務的情況，

又與病童家人 
見面



14 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51期．1/2017

一切由家開始

  「想不到這一年會發生那麼多事。現在睡覺時，我

要掀開窗簾，讓自己看到窗外的夜光，因為躺在黑暗的

房間裡，感到特別恐懼。我也不能讓自己想得太多，但

那種辛苦到不想做人的消極想法卻是實在的！」

  四口子的家庭，本來已經活得不容易。丈夫在壯年

患上長期疾病，失去工作能力，她在日間照顧家庭，晚

間工作至大清早，雖然只能賺取微薄的收入，日間也未

必能飽睡，但她沒有怨言，堅韌和滿足地活著。去年，

她十多歲的大兒子（阿華）患上癌病，雖然病情一度穩

定下來，但她的心靈卻從未安穩。沒料到年初丈夫突然

中風，並確診患上鼻咽癌；一個多月後，又發現兒子

癌病復發，令她幾乎崩潰，當一切還在失序與混亂中， 

丈夫病況告急，撒手塵寰，遺下堅毅的她和兩個兒子，

在哀傷中繼續與癌病和生活許多的困難作戰。

「家庭為本」服務 與
「美好家庭」

  這位母親的經歷，刻劃了癌病對整個家庭的影響，亦反映了家庭在當時的環境因素影響下，如何處

理癌症帶來的問題。這就是我們要為病童和家人提供「家庭為本」輔導服務的原因。「家庭為本」的服

務，就是抱著一種有系統的思維方式及視野，關注個人、家庭及環境三者的互動；服務的介入，必須考

慮到家庭的全面狀況、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個人情況以至服務對家庭所造成的影響。

  「真是做夢也沒想過！我寧願生病的是自己！」這是很多父母的心聲。沒有父母願意子女患上癌

病，無奈許多事情的發生卻不由我們控制。我希望病童和家人能發揮彼此的睿智，並肩踏上崎嶇抗癌之

路。「家庭為本」服務的首要目標，便是透過全面的生理及心理評估、對因病產生的情緒、社交等問

題，為病童及家人提供心理輔導、出院計劃及支援，以及哀傷關顧服務等等，協助家庭成員發揮本身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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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由家開始

有的潛能和生命智慧、促進彼此的協調，從而提升家庭的整體力量，包括家人

的關係、抗逆力及解難能力等，藉此強化家庭功能的發揮。

  像上述的家庭：由於癌病復發，阿華與父親分隔在不同的醫院接受治療，

很難探望爸爸。父親突然離世，阿華感到很悲傷、遺憾和歉疚。遺憾和歉疚。

他曾哭著對我說：「我以前向爸爸發脾氣…現在說什麼也沒用了，我不能為爸

爸做任何事情了；他一生勞碌，我覺得他走得很不安，我知道他很掛心我們，

特別是細佬。」近日一向寡言的阿華在病床邊談話時，向我和他的母親展示出

不一樣的一面，他笑著跟母親說她近日的自家製腸粉「還可以，多練習便會更

好」。後來，化療令他的味覺改變了，吃什麼也是苦的，雖然他是萬二分不想

吃東西，但為了令憂心忡忡的母親安心點，他告訴我「我會努力多吃一點」。

阿華因為對亡父、母親和弟弟的愛而作出的改變，實在令我驚訝。小朋友常被

認為是不成熟的，在權力不平衡的狀態下，我們認定他們沒有能力知道和處理

自己的困難，需要靠其他人協助去處理。阿華的轉變，提醒我們要放下對小朋

友的假設，別忘了他們擁有的能力和智慧。

  「家庭為本」的輔導服務，就是把個人和家庭都能面對癌病帶來的挑戰這

信念為大前題，而家庭成員就是每個家庭的專家，他們最了解自己的家庭狀況

及需要。作為社工，我希望透過我們的介入，可以促進各家庭成員的參與及投

入，協助他們在癌病的旅程中，發掘個人和家庭的能力、智慧、對生命和彼此

的渴望、希冀、信念、原則和價值執著，經歷與家人並肩攜手，為美好家庭努

力向前邁進。

專業服務經理

（家庭輔導服務）

曾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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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晴點滴

  腦腫瘤是兒童癌症常見的第二大類別，它對病童在身體、情緒和日常生

活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在康復路上常遇到困難重重，家人的支持最為

重要！為加強這些家庭之間的互助，我們邀請二十多個「腦友記」家庭參加

「腦」友同行啟航日活動。我們目睹他們縱然在康復路上遇到風雨起伏，也

無阻他們對生命那份堅持和關愛。

這位陽光小子為一班「腦」
友送上歌曲，鼓勵大家一起
跨越困難

  當天，特別感謝屯門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古德來副顧問醫

生，為大家帶來最新的腦腫瘤資訊、康復評估和訓練。有家長

表示希望可以掌握最新的腦腫瘤醫學資訊，使他們更理解小朋

友的需要，安排更貼心的照顧。同場，腦腫瘤小朋友參與紅十

字會布偶義工劇團，為他們預備精彩的布偶劇場演出及手套偶

製作。劇中小朋友顯得十分投入，一起打敗傷心魔王，就好像

遇到腦腫瘤也不退縮一樣堅毅！小朋友分享到堅毅的正能量是

來自父母和家人。「爸爸、媽媽，我愛你！」——簡單由心而

發的說話就是最貼心最真誠的感謝！

  之後的小組分享期間，有家長選擇一張印有「HELP」的圖

片，去表達自孩子患上腦腫瘤至今的經歷和感受，當中的困

難、淚水和迷惘不言而喻。儘管如此，相信能使他們逆風而上的就是源自對子女無限的愛。也有腦腫瘤青少年

分享，治療期間長期停學，加上後遺症令他們的記憶力未如從前，復課時的確遇上很多衝擊。他們往往要建立

新的學習模式，調較合理的學習目標；有時更不被同學接納。一位康復者說：「爸爸是我的嘔吐袋。」因為每

古德來醫生講解「腦腫
瘤種類、形成和影響」

每灰心沮喪時，爸爸從未表現厭棄或者給她負能量，相反地更會細心聆聽、

鼓勵她。她由衷感謝爸爸的愛，使她可以在康復路上披荊斬棘。

  一班「腦」友，不論是病童、康復者或家長，均十分投入這次聚會，大

家可以藉此認識更多同路人，增加彼此之間的同行支援。活動後收集到不

少意見，大部分都表示有興趣加入基金即將成立的「腦」友會。期望日後

「腦」友會能凝聚力量，希望您也一起為我們加油，與「腦」友們在康復路

上跨越障礙，攜手同行！

社工

何孟緻

與 「 腦 」   友 同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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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放暑假 重返小學冇難度！

學生心聲：

>	 好開心有機會參加課程呀！我發現自己原來都有很多優點。

YEAH！

>	 最鍾意好好人嘅義工姐姐及哥

哥，佢地好有愛心同耐性。

>	 話劇好好玩呀！我喜歡扮動

物，可以好大膽咁表達自己。

>	 我開始參加此課程時，我請

同學叫我做「是但」，但完成活動後，我學會認真面對自己。 

其實，我都有好獨特的一面，我要知道怎樣欣賞自己。所以最後

一堂，我請同學叫我做「阿危」。

>	 我最喜歡藝術和繪畫，所以每堂我都好留心。認識新朋友是最開

心的事。

家長心聲：

>	 很欣賞兒童癌病基金的細心安排，我最欣賞藝術活動

的環節，孩子們玩得很開心。

>	 在風雨路上，一直擔心孩子的學習和成長。治療以

後，他曾失去自信心，沒有以往那麼勇敢和樂於表達

自己！但見他在活動中有講有笑，又能找出自己的優

點和缺點，我實在很感動。

>	 這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活動，我看見孩子得到老師的讚

賞和認同時，我感動到流淚了！孩子的成就，即使微

不足道，作為父母都會感覺無限欣喜。

給「開心放暑假」學生及父母掌聲：

雖然「開心放暑假」只有短短十堂課，但那簡直是一個開發「寶藏」的重大工程。還記得第一節課時，有些年

幼的孩子因為怕羞而哭，但在往後的課堂裡，卻很快就打成一片，不分你我。

學習總是一條很漫長的道路。在課室裡，我看見孩子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表達、嘗試、探索再歸納，從而得到

新的經驗和知識。那看似微不足道的好奇心，其實是一切學習的基本條件。

作為父母的，如果見到孩子好像不懂一些事情，其實也不必憂慮吧！只要給孩子多些探索的機會，讓他們發揮

自己的好奇心。我很喜歡在教導孩子時留一點白，給他們一個自我摸索及填上色彩的空間。

在「開心放暑假」短短的一個月裡，我看見孩子們成長不少。我特別深刻的印象

是一位爸爸看到自己的女兒得到老師讚許時，他開心得哭了。其實，我心中深深

感受到你們的激勵！那動人的掌聲，是給你們的！

  基金近年來積極支援於學業上遇到困難的小朋友，繼陽光學堂、上門或到中心補習服務，或者於暑假舉行

的重返校園計劃，均幫助到不少病童重新適應開學後的校園生活，今年的「開心放暑假」服務重點就是一班六

至十四歲的小學生。

  十多名活潑的小朋友，這個暑假透過不同的活動，包括趣味英語、中國語文及數學等不同學科主題活動、

創意藝術工房、「自我認識」成長小組及話劇治療成長體驗等活動，增加自我認識，培養解決問題能力，以正

面及積極的態度克服學業上的困難，大家開開心心迎接九月新學年。

社工

馮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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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活動讓家庭會會員有不同的體驗，發展「德智體群美」。作為家庭會的負責人，看著小朋友在活動中

嘗試新事物，家人在旁鼓勵和陪伴，一個個歡樂的笑容在他們面上綻放，都是多得這些熱心支持的機構及他們

的義工團隊！

  除了指示和幫助參加者外，義工們面上常掛笑容及親切的態度，讓家庭會的家長和小朋友感到被接納、安

全和窩心。記得有一次，其中一位康復中的小朋友因為從未接觸過該項活動，所以很抗拒，無論家長怎樣鼓

勵，他都不願意進入活動範圍，只肯在旁邊坐著。然後我看到其中一位義工走到那位康復者身邊，很耐心地講

解活動的流程，又安撫家長，更陪伴著小朋友一起觀察其他參加者的表現。慢慢地，小朋友踏出了第一步，

走近了活動範圍，然後拿起活動的工具，在義工的身旁開始嘗試，家長見到這個情景都很高興，最後大家也

融洽地一起活動。得到一班友好機構的參與和安排，透過這些特別的體驗，好像外展挑戰、小艇訓練、歷奇 

活動等，不單讓會員肯定自己的能力，更讓大家建立了友誼。

恒基溫暖工程義工隊 
- 『創不同』「升級」交響樂工作坊 –

手製再造樂器

Pure Yoga——親子瑜伽班

會員義工一家親 樂也融融最開心
  小朋友在患病的過程中，除了自己受著病魔的煎熬，身邊的家人亦同樣受到折磨，尤其是心靈上的「苦」

更是難以用語言表達。旁人的熱心或者冷言冷語，對他們來說，就是天堂和地獄的分別。然而在這一段艱苦的

經歷和康復道路上，他們總會遇到不少「曙光」。

  暑假期間，基金的家庭會與多個有心的機構和他們的義工小組合作，舉行多元化的活動，令康復者和家人

渡過了一個充實又開心的假期。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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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癌病基金一直與「義工」有不解之緣，基金得以成立，便是由醫生、家長等擔任義工努力合作，群

策群力的結果。多年來的家庭會活動，有部份是和友好的機構合作，他們有時提供場地，有時是義工團隊的 

人力，當然還有其他獨立義工們的協助，方能成事。

  雖然要接觸陌生人和不熟悉的環境，但透過這些活動的交流，我看到親切的義工們為康復者和家庭提供了

安全感和包容，令他們康復後投入社區時可以更容易適應。 另一方面，義工們在接觸會員時，亦會更明白他們

的需要和困難，令義工們之後遇到相同遭遇的人時，懂得如何伸出援手。

  「家庭會」這個名字， 原本只是為康復者和家人建立，作為他們互相認識和支援的橋樑。但逐漸義工成為

了我們的中堅份子，他們為家庭會帶來了不少的生氣和歡樂，造就了很多美好的回憶和精彩的體驗。能夠有幸

得到義工和會員的支持，家庭會才可以變得更豐盛、更有意義。

前社工(教育及康樂)

黎曼盈

小童群益會——圓圈畫班

白沙灣遊艇會——小艇揚帆訓練班 黃金海岸鄉村俱樂部‧遊艇會  
——第二屆「香港黃金海岸慈善小艇賽」

漢思傑——筆記本製作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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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再用 作者 Kerry

又一位精靈小朋友 

投漫畫啦～

  繼上期康復者「羽」的投稿後，我們又收到

另一位才華洋溢的康復者 Kerry 的四格漫畫啦！

  大家有沒有發覺 Kerry 的畫風好像在哪裡看

過呢？無錯啦！大家如果有機會到過我們的兩個

社區中心，接待處附近總會擺放一些書籍，當中

就有一本漂亮粉紅色封面的《開心糖》，作者就

是 Kerry 啦！書中有她的文章，亦有她的畫作。

今次這幅名為《循環再用》的四格漫畫，便是

Kerry 送給《童心》讀者的見面禮，故事的構想是

提醒大家要物盡其用，空樽中也可以開出燦爛的

花朵呢！

  《童心》會訊現可透過電子傳送！請支

持環保，發電郵至 ccf@ccf.org.hk，通知本會  

閣下欲訂閱電子版會訊。電郵主旨請註明：

《童心》電子會訊，並請提供姓名、電郵地

址、捐款者號碼或郵寄地址。多謝珍惜資

源，協助本會減省行政開支！

童心電子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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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

7/5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天堂奇癒記」電影籌款 29,720.00

15/5 一眾本地義工潛水員* 新知舊友初秋慈善潛水團 13,150.00

17/5 香港哥爾夫球會* 哥爾夫球慈善盃賽 20,000.00  善款由Ladies’ Section籌得。

25/5 Hong Kong Football Club Shootathon 31,476.30 

  Junior Netball Academy

5月 HUGO BOSS Hong Kong Limited 籌款活動 78,400.00

5月至10月 帝堡城  帝堡城愛心交易廣場 4,000.00

5月至10月 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 《成長，帶着這封信》 31,228.60 

    慈善義賣

5月至10月 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 「有誰共鳴」節目 8,612.34

5月至10月 St. Baldrick’s Foundation* 剃頭活動 591,381.07 活動於2016年3月17、4月19、 

      5月6、31 及 8月27日舉行。 

      善款用作資助兒童癌症 

      研究項目。 

      (2016年度總籌款額為 

      港幣1,981,831.53元)

5月至10月 張文龍醫生*  籌款活動 140,574.50

5月至10月 《飯聚男女》  《飯聚男女》食譜慈善義賣 5,306.40

8/6及10/6 Staff from Samsonite Asia Limited Samsonite Act for Love 2016 20,087.00

17/6 太平洋會*  慈善賭場之夜 127,095.00

17, 18 , 20/6 May So(LP82)  Pass It On Fund-raising 60,340.00 

    Drawing Exhibition

2016年5月至10月

 日期 善長芳名/主辦機構 活動內容 善款數目(港幣) 摘要

 2016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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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

18/6 Carmen & Pui Yee(LP82) Kiss!Kiss!Kidsss 慈善音樂會 24,500.00

6月 宣道會劉平齋紀念國際學校 閱讀馬拉松 28,550.38

6月-10 月 鷹君集團有限公司* 鷹君便服日 50,330.00

9/7 Creaters  「Love is all around —  16,807.00 

    愛。無處不在」慈善音樂會

24/7 大華銀行香港分行* 大華銀行愛心公益義跑 / 158,804.00 善款用作資助陽光學堂 

    義走活動 2016  9個月的營運經費。

8月 Mr Poon Tak Chun Paul* 籌款活動 100,000.00

1-30/9 Mrs Gaylene Meeson Be Bold Go Gold 47,375.60 善款用作資助兒童癌症 

      研究項目。

3-4/9 Little Philanthropists Little Philanthropist 10,000.00 

    Toy Drive and Sale

10-11/9 香港迪士尼樂園* 「香港迪士尼樂園 500,150.00 

    10K Weekend」 

 

 

 

 

10/9-2/10 張國榮網絡世界* Red Card 2.0 慈善義賣 322,367.20 善款用作資助願望成真 

      計劃。

30/9 啟新書院*  Ingenium才藝表演 7,141.00

9月 富達國際  糕點慈善義賣 37,421.00

 日期 善長芳名/主辦機構 活動內容 善款數目(港幣) 摘要

 2016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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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

2/10 Mavis Mak(LP86) 「愛・彤夢慈善籌款音樂會」 20,190.00

10月 黃金海岸鄉村俱樂部•遊艇會* 「香港黃金海岸慈善小艇賽」 93,681.60 活動於2016年4月30至 

      5月2日舉行。 

 

 

      

10月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童」來閱讀顯愛心 26,713.40 活動於2015年9月至2016年 

    圖書義賣活動  9月舉行。

特別鳴謝

(1) 新世紀(黃氏)慈善基金有限公司捐助港幣80萬元資助基金的藥物資助計劃。

(2) 余兆麒醫療基金捐助港幣141,000元，資助國內兒科腫瘤學的醫療人員來港培訓。

(3) 《BBG親子閱刊》慨贈版位予基金向公眾呼籲。

(4) 下列機構免費借出場地予基金放置捐款箱：

 Action Waterfall 香港銅鑼灣智選假日酒店 once upon A Babe

 Aji Yakitori 健樂伸展治療中心 百樂酒店

 Backyard 勵進國際培訓學院 新濠記

 亮星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曼徹斯特商學院 南華體育會

 鍾兆崑醫生及 旺角維景酒店 Today Speed Photofinishing Centre 

 郭樹明醫務協會家庭醫務中心

 東怡旅遊有限公司 音樂領域 碧綠菩提素食

 星河明居會所 名都琴行 漾日居住客會所

 喬達國際貨運(香港)有限公司 天浩音樂中心 Welldone Learning Centre

 Grand Waterfall 實惠旅遊 華美粵海酒店

 粵海酒店 新一代英文幼稚園(屯門) 慧思創智

 白沙灣遊艇會 Oh! My 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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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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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服務常規活動 (以接受服務人次計算)

陽光學堂

5月 -10月  98名家長及95名病童出席31節課堂。    

家居課業補習輔導服務

5月 -10月  30名病童接受30節課堂。

數學補習班

5月 -10月  75名小童出席75節課堂。

重返校園計劃

8月  140名家長及119名病童出席119節課堂。

其他活動

5月  瑪麗醫院20名病童參加兩節開心扭蛋活動。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及瑪麗醫院共20名病童參加四節母親節手工藝班。

6/5 特別鳴謝 St .  Baldr ick ’s  Foundat ion 及香港警察學院，五名家長及九名小童參觀學院及出席剃頭

活動。

7/5 特別鳴謝周大福慈善基金，14個紓緩個案家庭共25名家長及21名小童於迪士尼酒店享用午餐。 

特別鳴謝香港迪士尼樂園，提供門票給參加者於午膳後入場遊玩。

14/5 八名家長及九名小童於社區服務及復康中心參加「應節端午糉子製作」活動。

28/5 三名家長及三名小童於香港善導會賽馬會青衛谷參加「模擬人生教育活動」。

6月  瑪麗醫院九名病童參加兩節醫療用品手工藝班。

 瑪麗醫院10名病童參加兩節父親節手工藝班。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七名青年病童參加兩節電影欣賞活動。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三名病童參加一節「What is  Emotion」活動。

6/6 46名家長及44名小童參加「錦田鄉村俱樂部燒烤樂」活動。

20-24/6 特別鳴謝張國榮網絡世界，12名紓緩及病況預後較差的病童，各由一名家長陪同到大阪五天遊。

特別鳴謝伊利沙伯醫院袁煦樑醫生義務同行。

7月  伊利沙伯醫院三名病童參加一節桌上遊戲活動。

 瑪麗醫院兒科四名病童參加兩節小組遊戲活動。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12名病童參加三節小組美術活動。

16/7,6及27/8 特別鳴謝 Pure Yoga，11名家長及四名小童於社區服務及復康中心參加三節瑜伽班。

17/7,7/8及11/9 七名喪親母親於社區服務及復康中心出席第一節伊利沙伯醫院喪親家庭小組活動，第二次及 

第三次活動均有六名喪親母親出席。  

23-24/7 37名家長及41名小童出席於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之夏令營。11名義工協助籌辦晚上的派對 

活動。

28及31/7 特別鳴謝 Mountain  Enter ta inment  L imited，32名家長及18名小童於香港紅磡體育館欣賞 

徐小鳳演唱會。

29/7 四名家長及10名小童參觀大埔菇菌圓，學習廢物回收及環保知識。

30/7 特別鳴謝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八名家長及13名病童於長沙灣做好嘢實驗室出席自製樂器 

工作坊。

8月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25名病童參加三節尋找寵物小精靈活動。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四名病童參加一節迷你奧運遊戲活動。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四名病童參加一節開心扭蛋活動。  

3/8  特別鳴謝漢思傑，五名家長及11名小童於社區服務及復康中心參加「動動手  -  創意筆記簿製作班」

活動。

7/8 特別鳴謝香港小童群益會，五名家長及八名小童於其大圍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參加「圓圈畫大創作」

活動。

小學補習班

10月  六名小童出席六節課堂。

青少年互助小組

5月 -10月  40名康復者於社區服務及復康中心出席12節聚會。

心靈加油站

5月 -10月  57名家長於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出席八節 

互助小組。

2016年5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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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四名家長及五名小童參加「賞心悅目火炭行」，參觀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

13/8及10/9 特別鳴謝香港飛行總會基金，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及瑪麗醫院兩名病童及四名家庭成員，

享受半小時的直昇機之旅。

13/8 九名家長及12名小童於社區服務及復康中心參加「卡通蘋果批」活動。

20/8 特別鳴謝馬哥孛羅香港酒店，2 8名家長及2 5名小童於酒店出席「腦友同行啟航日」活動。屯門醫院

古德來醫生及基金職業治療師於活動中舉行講座。

21,28/8及 特別鳴謝白沙灣遊艇會，16名康復者參加五節24小時慈善小艇賽訓練。

4,18,25/9

9月  特別鳴謝 For tune Cook ies  Ltd，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瑪嘉烈醫院、伊利沙伯醫院、 

瑪麗醫院、屯門醫院及聯合醫院住院及留家休養的病童，共收到420盒月餅曲奇，慶祝中秋。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九名病童參加兩節中秋燈籠製作活動。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14名病童參加兩節扭氣球班。

10/9 特別鳴謝洲立影藝，94名家長及107名小童於MCL新都城戲院欣賞「多啦A夢：新大雄之日本誕生」

電影。

11/9 特別鳴謝香港迪士尼樂園，兩位家長及13名康復者參加「香港迪士尼樂園10K Weekend」活動。

24/9 特別鳴謝周大福慈善基金，14個家庭共28名家長及22名小童到海洋公園一天遊。

 20名視網膜母細胞瘤病童家長、10名患病小童及五名義工於社區服務及復康中心出席 

「愛無間斷分享會」。

10月  瑪麗醫院三名病童參加一節桌上遊戲活動。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20名病童參加四節醫療用品手工藝班。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六名病童參加兩節萬聖節美術活動。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12名病童參加兩節萬聖節扭氣球活動。

經濟援助

5月 -10月  基金為兒童癌病患者及其家庭提供下列經濟援助：

 (1 )  九項藥物資助共港幣 819,222元
 (2 )  一項 PE T- C T 檢測資助共港幣 16,000元
 (3 )  一項症狀診斷檢查共港幣 3,780元
 (4 )  一項用作幹細胞移植的細胞分離柱共港幣 150,000元
 (5 )  兩項用作鉅細胞病毒感染的試劑共新加坡幣 19,713元及港幣 57,390元
 (6 )  10  個假髮

 (7 )  生活開支津貼

 (8 )  殮葬津貼

 (9 )  交通津貼

 (10)  超市市場優惠券

 (11)  搬遷津貼

療養屋

5月 -10月  共有七名兒童癌病患者及他們的家人使用療養屋服務。

出版刊物

7月  第50期《童心》

醫療服務

4/5及8/9 基金與五所主要公立醫院的醫生於伊利沙伯醫院舉行協調會議及紓緩護理工作會議，以協助提升

醫療服務水平和加強本會服務。

醫療培訓  

12/5-8/6 一名來自重慶醫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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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訓練。

8/6-5/9 兩名來自昆明醫科大學附屬兒童醫院的醫生及護士獲資助於威爾斯親王醫院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

症中心接受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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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5/9 一名來自山東省千佛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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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

29/6-4/8 一名來自重慶醫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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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

24-25/9 來自中國多個省份的50名醫生和護士參加於大連舉行的國家級繼續教育學習班「兒童血液與腫瘤疾病診斷治療進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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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科學系威爾斯親王醫院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合作舉辦。

研究

5月 -10月  基金捐助港幣299,979元，資助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家庭醫學及基層醫療學部進行一項為期18個月的「靜觀課程對改善因患癌離世病童之 

家長的哀傷及負面情緒的有效性及可行性的試點研究」。

其他資助
24/6 基金捐助港幣50,000元予香港兒童血液及腫瘤科學會以資助兩位學者來港出席其舉辦的 Paediatr ic  Oncology Symposium 的旅費及住宿 

費用。  

8月  基金捐助港幣19,200元，資助印製2,000本由五間政府醫院護士編寫的《中央靜脈導管家居護理手冊》以派發給有需要的家長及照顧者。  

職員培訓

6,13,20及27/5 一名註冊護士出席由善寧會主辦的四天 S k i l l - b u i l d i n g  B a s i c  Tra i n i n g  Pr o g ra m m e。

18-22/5 服務總監及一名兒童醫療輔導師到美國佛羅里達州出席由 Chi ld  L i fe  Counci l 主辦之會議。

5,12,19及26/7 一名社工出席由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婚姻及家庭輔導學苑主辦之 Cl inical  Super vis ion by L ive  Demonstrat ion Mar i ta l  Counsel l ing。

17及24/8 兩名專科護士及兩名註冊護士出席由香港大學科學學院「賽馬會安寧頌」計劃主辦的 A p p l y i n g  Lo g o t h e ra p y  i n  E n d - o f - l i f e  a n d  B e r e a v e m e n t  
C a r e 兩天工作坊。

21/9-21/10 一名兒童醫療輔導師於美國 Cook Chi ldren’s  Medical  Centre 完成實習。

26/9 專業服務經理 ( 兒童醫療輔導服務 ) 出席由香港專業培訓學會主辦之 H o n g  K o n g  L a w  f o r  S o c i a l  a n d  M e d i ca l  S e r v i ce s 訓練。

3-4/10 專業服務經理 ( 家庭輔導服務 ) 及三名社工出席由 The Hong Kong Societ y  of  Behavioral  Health 主辦之 M o t i va t i o n a l  I n t e r v i e w i n g 工作坊。

20,21及31/10 一名註冊護士及三名社工出席由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主辦之 E n d - o f - l i f e  C a r e :  U n i n t e r r u p t e d  C o n n e c t i o n 三天工作坊。

其他

26/6 專業服務經理 ( 家居及紓緩護理服務 ) 為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主辦的 Paediatr ic  Haematology and Oncology Forum 2016，以「危重病兒童之

紓緩護理」為題進行演講。

3/7 基金於香港醫學專科學院為放射學家舉行之會議上，置放展版推廣基金及兒童醫療輔導服務。

6/7 專業服務經理 ( 兒童醫療輔導服務 ) 為醫院管理局護理深造學院一班 Post-Registrat ion Cer t i f icate  Course 護士，以 C h i l d  L i f e  S e r v i ce  -  
Ps y c h o s o c i a l  C a r e  t o  H o s p i t a l i s e d  C h i l d r e n 為題進行演講。

15-16/8 兩位來自美國 Cook Chi ldren’s  Medical  Center 的 J i l l  Koss 及 Johns Hopk ins  Chi ldren’s  Center 的 Patr ice  Br y lske，參觀包黃秀英女士兒童

癌症中心、瑪麗醫院及聯合醫院，與基金兒童醫療輔導及醫療團隊會面，並了解基金的服務運作。

16/8 「2016 年兒童醫療輔導研討會」於伊利沙伯醫院舉行，166 名醫護專業及嘉賓出席。

29/8 專業服務經理 (家居及紓緩護理服務 )、一名專科護士及一名註冊護士為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兒科部醫生及護士，簡介基金的家居及紓緩

護理服務。

22/9 專業服務經理 ( 兒童醫療輔導服務 ) 為香港大學護理學院一班大學四年級的學生，以 C h i l d  L i f e  a n d  S i c k  C h i l d r e n 為題進行演講。

10月  專業服務經理 ( 兒童醫療輔導服務 ) 為 R alph Lauren 義工舉辦兩次 Chi ld  L i fe  Dol l 製作坊，最後約製成 200 個公仔捐贈基金。

13/10 專業服務經理 ( 家居及紓緩護理服務 ) 為香港大學護理學院一班學生，以 Pa e d i a t r i c  Pa l l i a t i v e  C a r e 及 B e r e a v e m e n t  C a r e  f o r  Fa m i l i e s 為題進

行兩節演講。基金兒童醫療輔導團隊獲李珮華醫生邀請於瑪麗醫院簡介兒童醫療輔導服務。

15/10 一名專科護士為中文大學醫學院那打素護理學院的 Advance Care  Planning and Pal l iat ive  Care  for  Students  with Medical  Complexit ies  
Symposium，以「提升生活質素  –  家醫校共融」為題進行演講。

22/10 創會會長、服務總監、專業服務經理 ( 家庭輔導服務 )、兩名專科護士及兩名註冊護士，出席善寧會舉辦之 13 th Hong Kong Pal l iat ive  Care  
Symposium。

29/10 兩名基金理事、營運總監及服務總監參觀中文大學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並探討倡議及推廣預防視網膜母細胞瘤教育工作。

公眾教育

5月 -10月  基金為五所中學舉辦生命教育講座，共超過1,090 名同學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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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布置
靚靚聖誕樹～

估下我會化身成邊個卡通人物？

等我贏多D獎品先

會長都化身   小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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嘩！

Say Hello
呀～

感謝您啊！

CCF扭波隊盡顯巧手

哄小朋友開心
我都識轉碟啦！

卡通人物現身

各位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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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上不如意事， 
悲傷哀痛人之常情， 
請毫不保留地表達出來~
傾聽自己內心的感受， 
淚水是糖果良藥， 
能夠令下一步的方向更澄明。

Feel sad when things aren’t going our way? 
Let go, express and listen to our heart.  
Tears are healing and help us see life  with a clearer view.

作者關慧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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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an is a survivor and a long-term supporter of CCF volunteer work.  
She hopes to bring laughter and to show concern to every reader of the CCF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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