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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困擾我們已經超過

一年了，在過程中，各行各業都積極

轉型。回顧 CCF 過去一年，我們的服

務團隊亦不斷求變，更從中發現新的

得著、找到新的出路，在疫情中尋獲

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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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社區服務組亦在農曆新年期間舉辦了別開生面的「網上直播團

拜」，讓不同家庭分享其節日日常，更邀請喜歡烹飪的小朋友大顯身

手，拍攝製作賀年食品的短片，成為小小「KOL」！同事說：「我們

發覺平時對陌生人比較害羞的小朋友，在家中參加活動更顯從容和活

力！」我們明白網上活動是年輕人喜歡的模式，未來計劃舉辦更多網

上直播活動，來吸引更多青少年參與 CCF 的活動。

  疫情期間能夠透過網上活動，打破社交距離規限，和這麼多朋友仔見面、談天、做手工等

等，對病童身心很有益處。我們觀察到病童在參與手工班時尤其積極，對每一堂都充滿期待，

亦非常享受！不過，大家都認為實體活動始終不可或缺，因為幼兒階段的小孩需要較多五感的

刺激，也較難專注於網上活動，因此未來會是線上及線下活動並行。

  兒童醫療輔導（Child Life）團隊一向在服務病童的最前線，

以前一直在醫院陪伴病童度過各種治療難關，疫情對他們的影響

可算最大。因此，他們積極透過網絡舉辦遊戲室和手工班，最大

益處是連過往較難接觸的病童兄弟姊妹等等都可一起參與，團隊

亦不時邀請其他社區人士（例如迪士尼義工團隊）參與部分環

節。網上活動更能連結在病房及家中不同患病或復康階段的小朋

友，即使行動不便或病重亦可參加，彼此支持。這對比以前只在

醫院病房舉辦的病童小組活動，參與的人更顯廣泛！

網上活動

 病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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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家長活動題材多元化，包括手工藝

製作等，讓家長放鬆心情，舒緩壓力。

  疫情期間，家長們的壓力也不容忽視。疫情令孩子無法上學，家長的照顧

可謂變得寸步不離、難以喘息，甚至令親子關係變得緊張；因此社區服務――

家庭支援組透過視像舉行「抖一抖、鬆一鬆」網上家長活動，期間可讓參加者

即時互動，小組也更容易聽到家長的心聲。有家長表示：「在疫情下能有這種

活動十分難得，在照顧孩子的同時，也能好好學習照顧自己。」

  而我們的家庭輔導團隊亦透過視像平台，每月提供不同內容的家長教育講

座，以加強家長照顧病童的知識。團隊同事說：「過往很多家長都要親自照顧

孩子而不能前來中心參加活動，網上平台反而增加了參加人數；網上平台也令

家長的小組分享時間安排得更靈活，感受到他們同路人之間的互助力量，反應

也比實體活動更踴躍！」未來，我們也會繼續朝這方向舉行教育講座。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CPCF）在疫情期間共舉辦了兩次網

上研討／座談會，總共超過八百人參與；而為了盡善盡美，基金更添置了一些

直播器材、讓同事自學操作直播軟件，將現場打造成半專業的直播室，令參與

的嘉賓們也相當驚訝！團隊預料到未來可能有好一段日子要持續這種視像服務

形式。CPCF 專業服務經理林姑娘說：「我們在疫情下仍會家訪，不適合家訪

的就以電話或視像聯繫家長，以及與病童慶祝生日等等；研討會亦很可能繼續

移師網上。」

  CPCF 也改以視像與醫院醫生和特殊學校教職員開會，而 Child Life團隊則以直播軟件，

為近 300 名護士學生提供訓練及與在職護士交流，參加者的滿意度均達到 90%以上。視像

會議及訓練省時方便，並讓專業人員能夠善用時間，為病童提供服務。

網上活動

 家長篇

網上活動

 公眾教育
及

專業訓練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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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ld Life及 CPCF團隊均在疫情期間創立了 YouTube 頻道，積極上載自

製短片。Child Life 專業服務經理呂姑娘說：「短片可以將一些概念具體地呈

現出來，是很好的公眾教育媒介，觀眾亦可以按自己方便的時間來觀看。同

一段短片又可重覆使用，播放給不同的孩子，長遠來說更節省工作時間。」

Child Life 團隊製作的短片更透過兒童醫院的「童趣繽紛台」電視頻道在病房

內播放，為病童帶來歡樂與知識。呂姑娘說短片製作對他們來說其實是一門

全新的學問，幸運地有同事具備相關的經驗、技能，大大省卻了摸索的時

間：「如何利用這個新媒介融入現有的服務模式，過程需要不斷磨合，我們

會繼續努力改善。」

  2020 年尾，Child Life團隊得到病童家人熱心捐贈一

部命名為 Jasmine 的視像機械人，不怕疫情、無懼病毒的「她」，成為了

許多病童的「替身」：即使行動不便，都可以透過遙距控制 Jasmine，在

醫院和我們的家庭服務中心參加節日派對、在公園走走逛逛等。病童對於

能夠駕駛機械人都感到相當興奮，團隊對機械人未來的應用也十分期待：

「我們希望 Jasmine 能夠幫更多小朋友走得更遠，比如住院多時的小朋

友，就能透過 Jasmine『回校』探望掛念的老師和同學，或者到一些意想

不到的戶外地方，到處漫遊！」

  此外，Child Life 團隊亦有為不幸感染了新冠肺

炎、正在隔離的病童服務。我們正好利用視像軟

件，陪他們聊天和玩遊戲，緩解他們的不安。雖

然要花上不少時間才能令病童放下戒備，願意在

鏡頭前和同事交流，但我們仍覺得視像溝通在未

來大有可為，即使日後疫情減退，仍可透過視像

接觸一些高傳染性或抵抗力弱的病童。

觀看機械人 Jasmine的介紹短片

製作
YouTube

節目

讓「隔離」

病童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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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F復康巴車長的一天
  清晨七時，天還未亮，Gary 哥哥已經在何文田的停車場整裝待發。自 2011年起為 CCF 服務的 Gary 趙民

發，看盡香港路上美景，走遍全港大小屋苑及醫院，接送過的小朋友不計其數。猜得到 Gary 的職業嗎？就是

復康巴司機！為了揭開這個職業的神秘面紗，我們來坐上復康巴，體驗 Gary 哥哥一天的工作吧！

  Gary 每天準時為復康巴進行檢查、清潔、入油等準備工作，然後便開始接小朋友來回

醫院、學校、住家等地，風雨不改。Gary 說他一天接送的次數不定，短途的話，試過一天

接七、八位小朋友呢！像這天我們便需要完成四個「order」。CCF 家庭服務中心的「總司

令」Maggie 姐姐，負責聯絡需要服務的家庭，出車前一天為 G ary 編排好復康巴行程。雖然

有行程可跟，但其實非常考驗 G ary 的應變力，像這天便有一位居於屯門的小朋友因不需入

院而取消「order」。「當突然有空檔，我會先看看醫院有沒有覆診完畢的小朋友需要臨時接

送。」Gary 說。

  Gary 哥哥的細心、盡責，在工作內外都可見一斑。基金的第一代復康巴只設兩個輪椅

位；2019 年換車時，Gary 憑經驗建議將輪椅位增至四個。Gary 解釋道：「有時一大班小朋

友參加基金的旅行或活動，當中有三、四位要坐輪椅，已經不夠分！雖然可以『過椅』（將

小朋友轉移到乘客座位），但不是人人都方便或願意，如輪椅連接著呼吸機就更加不行。我

們亦盡量希望不要麻煩到小朋友。」工作以外，Gary 在疫情下也特別注重衛生，買完的菜都

換個膠袋才放進雪櫃。「自己不小心，感染到小朋友會好大件事！作為復康巴司機，責任非

常重大。」

收車前清潔

體溫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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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年的疫情，Gary 直言對復康巴最大影響，是不同家庭小朋友不能同車，住在天水圍和屯門的小朋友

都要分開兩次接載，可以服務的孩子相對少了。另外，收車後，Gary 也要花很多時間為車廂清潔和消毒。雖

然辛苦，卻得到助人的快樂。「這份工作能夠幫到患重病的小朋友，極具意義和滿足感，沿途還可看盡各區的

美景！」

  工作多年，Gar y 最深刻是曾經連續四十多天、逢星期一至五接載一位小朋友到醫院落藥。「別說小朋

友，大人也受不了。落完藥，身體虛弱得要用輪椅代步。」看在眼裡，Gary 心痛不已，猶幸近年他發覺大部

分小朋友回院的次數似乎沒那麼頻密，Gary 安慰地說也許是醫學昌明、藥物進步的結果呢！

  苦中再一點甜，是有幾位他最初接過的小朋友，現在仍跟他在臉書有聯繫，「托賴，他們有些完成學業、

出來工作甚至結婚，我見到都很開心。」但他心知未必個個都是幸運兒，其他孩子的情況，他都不會追問，只

想專心一致，每天盡司機的責任，幫助跟病魔搏鬥中的孩子和他們的家人，以安全舒適的車程，減輕他們生活

中的一點負擔。

好奇的彬仔

接彬仔

  現年十六歲、患肌肉萎縮症的彬仔病情反覆，身形甚

大而且行動不便，媽媽一直不敢把孩子由宿舍接回家。

「他已經兩年多沒有回家了，要不是 CCF 為我們提供復康

巴服務，我真的不會考慮帶他回家呢！」在紓緩服務護士

陪同下，孩子終於和媽媽一起乘搭復康巴，在農曆新年前

回家了。久未回家的彬仔，雖未能用言語表達自己，但 

雀躍之情溢於言表呢！

乘客感想

  小編感言

  從天亮到天黑，從未坐過如此長途車的小編，

回到家坐下時，竟覺得整個人有浮浮的感覺！真的

要向各位辛勞的職業司機致敬！

《CCF復康巴車長的一天》完整影片

在「兒童癌病基金 CCF」YouTube頻道有得睇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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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紓緩服務基金專欄

 孩子可以長大成人，
是喜還是憂？

  患有危重病的孩子，生命可能會比常人短。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父母歷盡無數艱辛，含辛茹苦養

育有非一般需求的孩子。孩子的生命往往面臨多次危機，父母和醫護人員每次都要努力從死神手中把

孩子搶回來。當孩子好不容易活到十八歲，理應高興的慶祝長大成人了。可是對於危重病孩子的父母來

說，是喜還是憂呢？

  十八歲，對患有危重病的孩子究竟意味著甚麼？答案是失學、失去更多的支援，和家庭即將陷入另

一個更大的困境。為甚麼會這樣呢？

  由於現代醫學進步，人的壽命愈來愈長，這也包括了患有危重病的孩子。以前對危重病患者的壽命

預估已不再準確，能從兒童階段長大成人的患者也愈來愈多了，可是其他配套和資源卻沒來得及相應增

長，成為患者和家人的惡夢，又有多少人知道和關注這一弱勢社群的無奈和悲哀？

  兒童所患的一些危重病以前不會在成人階段出現，因此現有的成人服務（包括紓緩、善終及各種專

科服務等）無法妥善承接。加上服務成人的醫護人員對這些罕有病不熟悉，兒童與成人服務的模式也不

盡相同，以致一旦患孩從兒童服務轉到成人服務便會出現很大的落差，患孩與家庭很難適應。

  十八歲以下的兒童和少年處於學齡階段，特殊學校不但為他們提供了教育和培訓的機會，部份更設

有宿舍讓患孩長期入住，分擔了照顧者的壓力，讓照顧者有喘息的空間。然而當孩子畢業，便要面對何

去何從。孩子個體雖是成人，卻不但沒有自理能力，還需要高強度的特殊護理，如使用呼吸機、吸痰、

料理大小便失禁、以胃管餵食、定時的肢體運動等等。事實是這些身體有嚴重殘障的成人，現時本港是

沒有院舍接收的，家人便只能在家照顧。可悲的是孩子長大了，父母也年老了，照顧能力一天天的下

降。沒有學校的住宿支援，照顧者也沒有喘息的機會。可以想像年邁的父母既辛勞又擔心，擔心的是如

果自己比孩子早死或患病，重病殘障的孩子有誰照顧？

  雖然近年香港的兒童紓緩服務有很大的發展，然而香港現時尚未制訂把青少年從兒童紓緩服務過渡

到成人服務的完善政策。希望當局能看到此服務的需求和間隙，盡快訂立方案以解決這個迫切的問題，

否則患者不得善終，家人也不能心安。

專業服務經理

兒童紓緩服務

林國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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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醫療輔導…點止遊戲咁簡單

不一樣的「飛行任務」
  接受放射治療的病童需要單獨逗留在治療室內一段時間，保持不動，不能有其他

人陪伴。加上治療持續數天至數星期不等，準備過程又非常嚴謹；家長及青少年病人

又會擔心治療的副作用、後遺症等。要完成這項「飛行任務」，絕不容易。兒童醫療

輔導師以往可以駐守醫院，陪伴病童及家長應付大大小小的治療。自從新冠肺炎肆

虐，醫院管理局暫停非牟利機構於病房內的服務，我們只能靠家訪及網上形式繼續支

援病童，幫助病童應付放射治療就變得困難重重。

  兒童醫療輔導團隊一直絞盡腦汁，希望在疫情下都能繼續為病童提供完善的支

援。我們與香港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的教授商議，看看如何利用該系新設的

模擬放射治療室，協助病童熟習放射治療程序。最後我們決定合辦「放射治療教育資

訊工作坊」，為個別病童度身訂造模擬放射治療體驗：小朋友在模擬醫院環境、配備

真實儀器（如先進的造模工具）的治療室裡，由兒童醫療輔導師及理大師生協助進行

「練習」。工作坊不僅能讓病童及家人掌握放射治療的過程及原理，提升病童面對治

療的能力，家長亦有機會與理大師生面談，讓他們對放射治療有更深入的了解；兒童

醫療輔導師也能更具體地與病童準備整個治療程序，同時更準確地評估病童能否在不

使用麻醉藥物下進行治療。

  五歲的小傑自患癌後，已接受一連串的治療，對於即將進行的放射治療難免有抗

拒，在檢查過程中表現緊張，故醫護人員鼓勵小傑媽媽與兒童醫療輔導師商討對策。我

們便推薦媽媽讓小傑參加放射治療工作坊，希望藉此減輕小傑的恐懼。理大方面亦非常

熱心地動員多位師生共同策劃，務求在場地佈置、治療室配備方面都能完善配合小傑的

年齡、喜好和治療方案，如在等候室播放小傑喜愛的卡通動畫等等，舒緩小傑的心情。

START

飛行任務開始！

在工作坊裡，鼓勵孩子將用作固定身體
部位的模具，塗上自己喜歡的圖案

義工協助病童體驗頭模
製作過程 以「勇者寶殿」為主題佈置模擬放射治療

室，讓孩子以「闖關」方式應付治療！



兒童醫療輔導…點止遊戲咁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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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醫療輔導師為小傑預備的過程中，了解到他是個觀察型的

小孩。同時，小傑年紀雖小，但善於表達自己的想法。因此，兒童

醫療輔導師在模擬治療期間，積極回應他的疑問、認同他的感受，

鼓勵小傑一步一步去嘗試。小傑媽媽見證著兒子由戰戰兢兢到慢慢

變得充滿信心，最後成功躺在放射治療機上進行模擬練習，讓媽媽

終於放心讓小傑獨自應付即將面臨的放射治療療程。

兒童醫療輔導團隊：

  感謝理大的通力合作，令我們可以

順利讓家長及病童在模擬的環境下體驗

到非常真實的放射治療過程，釋除他們

的疑慮，彌補了兒童醫療輔導師不能在

現場支援病童的不足。小傑由抗拒治療

到滿有信心進行練習，從他的經驗，我

們深信此工作坊對病童大有裨益。

家長：

  感謝基金悉心安排，沒想到疫情

下仍能為小兒安排工作坊，完全是我

意料之外。工作坊能讓他在接受治療

前加深對放射治療的了解，更安心及

更有動力地去面對療程，給他一個好

回憶。

點解係「飛行任務」？

以病童明白的方式，講解放射治療
的過程及原理

工作坊後感

  由於放射治療機啟動時的聲音如飛機的引

擎聲，因此兒童醫療輔導師會形容放射治療為

一趟特別的「飛行旅程」。兒童醫療輔導團隊

更出版了名為《飛行任務－放射治療的旅程》

小冊子，以圖文並茂的形式，協助病童了解及

完成放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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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由家開始

  小美本來是一位活潑好動、聰明乖巧、事事認真、成績優異的女孩。踏入小五，她

開始為呈分試準備，時有向父母表示頭痛疲倦。父母最初不以為意，還著小美不要為成

績而過份緊張；慢慢地，父母察覺女兒的手腳變得遲鈍無力，檢查之下驚覺她患上腦

癌，需要馬上停學接受連串治療。突然跌入人生谷底，孩子和父母都歇斯底里地哭了一

場，然後硬著頭皮從谷底再起步。就這樣，艱苦的一年多總算過去，治療也告一段落，

雨過天晴，走出陰霾！

  康復後的小美，仍舊非常努力追趕學習進度。很快，她在班中重新名列前茅，小六

後還順利升讀區內心儀中學。當以為苦盡甘來，展開少年夢之際，小美發現自己的學習

表現遠不如前，起初還以為是自己無法適應初中的新環境。一向對自己有要求的她，乾

脆放棄一切課外活動，全心全意把精神放在學習上。可惜無論小美怎樣努力，總是力不

從心，精神無法集中，明明溫習過的東西，很快又像「斷了片」一樣，學業成績總是遊

走合格邊緣。小美開始沮喪，無法面對落後於人的事實，於是在校園孤立自己，在家中

亦沉默起來。父母的關心，在小美眼中都變成監視與怪責，冷語相對；互相牽動下，一

家人變得越來越敵對！小美感受不到家人的支持，在校園也百般沮喪，因此經常藉詞請

假，困在家中，把自己收藏在心靈的空洞裡。

  本來擁有美好人生的少年、一個溫馨小康的家庭；一場病患，奪走了他們的幸福！

生命中錯亂了的章節

  在生命的課題中，總是包含了磨練和考驗的章節。只是，癌症發生在天真爛漫的小孩子 

身上，對滿有憧憬的家長來說，這一課未免來得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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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由家開始

  小美的不幸故事，是不少兒童癌病康復者及家庭的真實寫照。當大家都把關注放在孩子的治

療上，其實康復後還有更漫長的人生路。好些病童曾經接受入侵性的治療（特別是影響中樞神經

系統的治療），後遺症或會慢慢出現，也許像小美般，在康復數年後才浮現。中外研究指出，這

些後遺症影響深遠，生理上窒礙了孩子的生活功能、改變了對自己的看法，也影響同輩如何看待

他們及與他們的互動；在認知能力及學習方面，也帶來一定的缺損和問題；另外，孩子在長期治

療結束後仍須接受定期檢查，對癌症治療的陰影及復發的恐懼猶在，部分康復者會出現抑鬱，甚

至創傷後遺症。家庭本來是每個人的避風港，但當一家人搭上了這隻飽遭風雨摧殘的小艇，即使

再強大，也難免脆弱無力。

  在孩子及家庭的抗癌路上，基金提供了全面及多元化的服務，不單關顧孩子治療路上的實際

和心理需要，更重視他們在康復旅程上的適應。從幼兒到小學，我們均設有「重返校園」過渡教

育支援服務，目的是協助康復的孩子在返回主流學校前，在一個包容接納的環境，預習各種回校

後會遇到的情況。有些孩子在返學初期，未能追上學習，我們設有免費的補習課程，透過一對一

或小組輔導，讓孩子有更貼身的協助。不少孩子在治療後過了一段時間，身體機能問題才會漸漸

浮現，我們提供的職業治療評估，協助家庭盡早發現孩子的需要，並透過職業治療訓練及家長的

配合，減少或延遲後遺症對孩子的負面影響。

  孩子在治療後出現種種困難，對家長來說是切膚之痛，家長都四出尋求可以幫忙的方案。請

不要忘記：每個家庭都擁有強大的抗逆力和內在資源，父母都是孩子的守護者及解決問題的專

家，只要父母身心健康，便能陪伴孩子迎接生命的挑戰。在抗癌及康復路上，我們也希望成為家

庭的樹蔭，無論陽光普照、微風送爽，抑或狂風暴雨，我們的承諾不變！

  生命的章節，排序有時會錯亂，我卻看到很多家庭，有無比的能耐， 

將章節重新排列，編出更令人感動的故事！



以善傳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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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此衷心感謝所有為基金舉辦及參與籌款活動的各界善心人士！在這充滿挑戰的時期，

您們對癌病兒童及其家庭的愛護和關懷尤其重要！

「虛擬」籌款 創意無窮！

  在防控和社交距離措施下，我們的日常生活出現形形式式的不便，基金的籌款活動也受到

一定的影響。疫情雖令關心癌病兒童的善心人無法親身聚集，但他們的熱情和衝勁卻是勢不可

當！他們積極地適應種種限制的「新常態」，迅速轉為在網上舉辦籌款活動，成績都令人相當

鼓舞！

St. Baldrick’s Foundation  
剃頭籌款活動

  香港國際學校每年都會在校內舉辦剃頭籌

款活動。因疫情關係，2020 年的活動一次又

一次延期和取消，但這敵不過師生們對幫助癌

病兒童的熱心和不朽精神，決定在「網上」剃

頭。今年，學校更做足抗疫措施下，讓部分師

生在校園舉行剃頭活動，大家亦可透過直播參

與其中。我們衷心感謝校長、老師、家長及義

工剃頭大師，尤其是這群勇敢的小子（當中不

少是長髮飄飄的女孩！），對您們的無私付

出，我們敬佩得五體投地！

大華銀行香港分行： 

2020年UOB愛心公益 

籌款活動

  大華銀行則將每年舉辦的大型長跑／步行

籌款活動，改為由他們一班為善最樂的員工安

排內部籌款活動。即使沒有起步氣咹，成績依

然響亮！

「香港人品―大少奶 XO」 
慈善義賣  

  在隔離期間，許多人善用時間學習和磨練

新技能，當中最受歡迎的一定是烹飪！大少奶

Ada 利用留在家中的時間，發揮精湛廚藝，製

造了獨門秘方的 XO 醬送給朋友，大家都覺得

味道一流。A d a 藉此呼籲朋友：想要多幾瓶

醬，就捐款給 C C F 啦！結果，這位大少奶憑

著 XO 醬，便為 CCF 籌得可觀的善款！

疫情下的學校籌款活動

  因應全港間歇性停課，大部份學校活動都

無法舉行，但這仍然無阻一眾師生和家長們

的熱心支持。不少人透過學校內聯網和電郵呼

籲慷慨解囊；有些學生的籌款活動雖然取消，

但老師們自發內部籌款支持活動；還有一些籌

款活動在復課期間，在做足防疫措施下照常舉

行。這一切都是為了以身示教，發揚助人為快

樂之本的精神。



CCF情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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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F 為Tiger仔圓夢
出版個人攝影集

  為危重病童達成心願，是 CPCF其中一項別具意義的工作。

自小患肌肉萎縮症的凌子軒（Tiger）預期只有約 30 歲壽命，即

使四肢乏力、終身與輪椅為伴，他仍努力發展攝影興趣，並在

父母的協助下，在世界各地攝下一幅幅動人景象。

  CPCF 知道 T i ger 仔希望更多人欣賞到他的作品，於是全力為 T i ger 籌備出版《任－夢－

行：Tiger 仔鏡頭下的攝影集》。攝影集以非賣品形式於 2021 年 4 月出版了 500 本，部分贈予

慈善機構及學校，希望鼓勵更多傷健人士勇敢活出自己的夢想。我們也在此衷心恭喜 Tiger 仔

成就解鎖，見證著他的「BB」（攝影集）誕生！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CPCF）的「童言無忌 話說生死」網上直播座談會在4月 10日舉行了！五位嘉賓包括

兒童癌病康復者 Ken、肌肉萎縮症青年Tiger、喪孩家長 Joanne、傳燈法師與姚志豪牧師，一起分享對生與死

的體會。

  這次是我們首次嘗試舉辦完全公開、無須報名的小型網上直播座談會，高峰期有二百名觀眾觀看直播呢！

希望將來我們能在兒童紓緩服務的論題上與粉絲作更多類似的互動交流。

座談會完整重溫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 CPCF」

YouTube 頻道

「童言無忌 話說生死」座談會
圓滿舉行



籌款紀要

11/11 錦艷棠粵劇團*  兒童癌病基金慈善夜 538,836.00

2020年11月至2021年4月

11月 鷹君集團有限公司* 鷹君便服日 7,290.00 活動於2020年8月舉行。

11月至1月 Solomon Bloemen Ltd* 2021 月曆慈善義賣 45,690.00

11月至4月 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 「有誰共鳴」節目 5,148.18

11月至4月 St. Baldrick’s Foundation* 剃頭活動 696,685.00 善款用作資助香港兒童癌症 

      研究項目。

12月 Ralph Lauren Asia Pacific Ltd* 2020 Pink Pony Month 39,390.00

12月 香港銀行家會所* 籌款活動 20,000.00

12月 香港真光中學*  籌款活動 4,000.00

2021

2月 太平洋會*  籌款活動 79,270.00 活動於2020年舉行。

17-26/2 宣道會劉平齋紀念國際學校* "Give a Red Packet"  12,250.00 

    Campaign

2月至5月 駿盈世紀有限公司 飛利浦 RO 純淨即熱 62,472.00 

    飲水機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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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日期 善長芳名/主辦機構 活動內容 善款數目(港幣) 摘要

 2020



感謝您

3月 明愛莊月明中學* 「利是送暖」 5,000.00

4月 HUGO BOSS Hong Kong Ltd* 慈善義賣 37,700.00

特別鳴謝

(1) 以下善長慷慨贊助基金的藥物資助計劃：

 (i) 永森建築工程有限公司捐助港幣 170 萬元

 (ii) 天誠汽車集團有限公司捐助港幣 10 萬元

(2)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基金提供免費專業服務。

(3) 達盟香港有限公司為基金提供免費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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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無窮！
  轉眼間，《童心》來到第六十期了！從封面可以看到《童心》

的蛻變，但各代小編的精神一直不變：希望透過文字，我們能夠化

成一股暖流，支持著抗病路上的每一個家庭。

我們都是支持環保的一族， 

如果希望收取電子版《童心》， 

請到 CCF 網站 ccf.org.hk 登記電子通訊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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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款紀要

 日期 善長芳名/主辦機構 活動內容 善款數目(港幣) 摘要

 2021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病人及醫院服務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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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彩 點 滴 全 賴 有 您！

花藝工作坊
 謝謝花藝大師梁靈

剛博士和義工們與我們八位康

復者分享和指導怎樣欣賞花和

體驗創意插花藝術。

「一人一故事」計劃
 香港理工大學學生義工與康復者進行配對，互相認識交流和分享個人訂立的人生目標，幫助大家擴闊眼界。

網上團拜賀新年
今年網上團拜，111位家長和小朋友齊齊分享自家賀年美食製作過程，同眾家庭慶祝牛年的來臨！

7,21/11/2020

20/2/2021

2021年1月至4月

2020年11月至2021年4月



病人及醫院服務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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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運動 —— 地壺球
地壺球是一個老少咸宜的運動，陽光小子完成訓練後還參加

了一埸地壺球賽，汲取經驗呢！    

「健康達人」活動
透過簡單有趣的體能訓練提升陽光小子的身體靈活

度及協調性。各就各位〜接受體能挑戰！

2021年3月及4月

2021年3月及4月



病人及醫院服務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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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援助
2020年11月– 2021年四月

 基金為兒童癌病患者及其家庭提供下列經濟援助：

 (1 )  32 項藥物資助共港幣 1,742,000元

 (2 )  一項DOTATATE掃瞄共港幣 19,000元

 (3 )  殮葬津貼

 (4 )  交通津貼

 (5 )  搬遷津貼

 (6 )  超級市場現金卷

療養屋
2020年11月– 2021年4月
 共有三名兒童癌病患者及其照顧者於積極治療期間使用 

療養屋服務。

出版刊物
2020年7月  第59期《童心》

2021年4月  《任一夢一行：Tiger 仔鏡頭下的攝影集》

醫療服務
2020年

11/26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透過視像通訊首次與主要公立醫院的 

醫生舉行協調會議。

12/02 基金與主要公立醫院的醫生透過視像通訊舉行協調會議。

職員培訓
2020年

6 ,13/11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社工出席由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

舉辦的善別輔導訓練。

11/7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專業服務副經理（護士）及一名註冊 

護士出席由香港兒科護理學院舉辦的Nurs ing 
Management for  Chi ldren Requir ing Home Respirator y  
Suppor t 培訓。

10/11 一名專科護士出席由香港兒科醫學會主辦的Atopic  
Dermatit is  and Al lergy in  Chi ldren 講座。

10 ,21/11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專業服務副經理（護士）、一名專科 

護士及一名註冊護士出席由善寧會舉辦的Pal l iat ive  
Care  in  Ac t ion under  the Profess ional  Ser vices  
Advancement  Suppor t  Scheme ( PASS) 專業服務協進 

支援計劃。

21/11 一名註冊護士出席由香港大學護理學院舉辦的Vir tual  
Plenar y  Lec ture  From SARS 2003 to  COVID 2019 的 

網上講座。

24/11 一名註冊護士及社工出席一節「賽馬會安寧頌」安寧 

服務領袖培訓計劃2020。

2021年

16,23,30/1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專業服務副經理（護士）出席由 

香港兒科護理學院主辦的Train  the Tra iner  Course on 
Paediatr ic  Pal l iat ive  Care  –  Advanced Communicat ion 
Sk i l l s  Tra ining Course 2021 培訓。

27/1及3,10/2
 一名註冊護士出席由香港兒科護理學院主辦的Train  

the Tra iner  Course on Paediatr ic  Pal l iat ive  Care  –  
Advanced Communicat ion Sk i l l s  Tra ining Course 
2021 網上講座。

1 ,5/2 ,1/3及5/4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專業服務副經理（護士）出席由英

國 I nst i tute  of  Pal l iat ive  Medic ine & St .  Chr istopher  
Hospice 主辦的Fel lowship in  Pal l iat ive  Care  -  2021
網上培訓課程。

4 ,24/2 ,18/3 一名註冊護士出席三節「賽馬會安寧頌」安寧服務領

袖培訓計劃 2020。

26/2 兩名社區服務社工出席中文大學舉辦的「促進待學待

業青年生涯發展–青年發展與介入框架簡介」網上 

工作坊。  

6/3  一名註冊護士出席由香港兒科護理學院舉辦的Nurs ing 
Management  for  Chi ldren with Pleural  Ef fus ion 網上

講座。

 一名註冊護士出席由美國波士頓兒童醫院舉辦的

Effec t ive  Pediat ic  Pain  and End of  L i fe  Care  2021 
網上研討會。

13/3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專業經理與專業副經理（護士），

一名專科護士，一名註冊護士和一名社工出席由香港

兒童紓緩學會舉辦的網上Annual  Symposium 2021 。

18 ,19/3 一名服務社區的社工出席由香港防癌會舉辦的「用表

達藝術作斷捨離和療癒」工作坊。

7 ,8/4  一名兒童紓緩服務基金社工出席由美國 Associat ion 
for  Death Educat ion & Counsel ing 舉辦的Annual  
Vi r tual  Conference  -  Profess ional  Development  
Course (Advanced Course :  Compl icated 
Bereavement  and Gr ief ) 週年研討會。

16/4 一名家庭輔導社工出席由香港防癌會舉辦的Mental  
Health  Fi rst  Aid 工作坊。

其他
2020年

11/11 基金專科經理（家庭輔導）為香港大學護理學院的學

生提供以「家庭治療在兒童癌病家庭的應用」為題的

培訓工作坊。  

2021年

22/2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專業服務經理及一名註冊護士於威

爾斯醫院的紓緩服務團隊訓練中提供以End- of-L i fe  
Care,  Gr ief  and Bereavement  Suppor t 為題的講座。

10/4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主辦舉「童言無忌．話說生死  
研討會」，詳情請看第 14 頁 CCF 情報站。

*社區服務中心於報告中簡稱為「中心」



病人及醫院服務覽表

病人活動常規活動
陽光學堂（社區服務中心）

2020年11月–2021年4月

 11名病童及11名家長於中心出席20節課堂。  

陽光學堂（網上課堂）

2020年11月–2021年4月

 14名病童出席17節網上課堂。

家居補習服務

2020年11月
 五名病童出席11節課堂。

小學補習班

2020年11月–2021年4月
 三名病童出席13節課堂。

數學補習班

2020年11月–2021年4月
 四名病童出席21節課堂。  

跑步隊訓練

2020年11月–2021年4月
 八名康復者出席九節訓練。

石竹冰室－青年生活探索小組

2020年11月–2021年4月
 七名康復者出席五節活動。

陽光樂隊

2020年11月–2021年12月
 七名康復者出席四節活動。

陽光手藝工作坊

2020年11月–2021年4月
 五名康復者和家長出席七節活動。

地壺球訓練

2021年3月–4月
 九名康復者出席五節活動。

其他活動
2020年

7,21/11 特別鳴謝 Solomon Bloemen 於中心舉辦兩節花藝 

工作坊，八名病童和康復者出席。

14/11 四名病童及四名家長出席於中心舉辦的親子餅房活動。

28/11 特別鳴謝香港兒童醫院兒科及青少年科副顧問醫生鄭偉才

醫生主講「白血病之治療與預後」網上講座，56名家長

出席。

19/12 特別鳴謝中國銀行、迪士尼義工隊、馬哥孛羅香港酒店

和香港理工大學支持「CCF FUN tast ic 聖誕網上大派對

2020」，133病童、67名兄弟姊妹及110名家長， 

共310人出席。

2021年

8/1 特別鳴謝香港兒童醫院高級職業治療師方少麗女士主講

「職業治療服務的認識」網上講座，27名家長出席。

19/1 特別鳴謝註冊營養師黃志榮先生主講「兒童癌病治療及 

治療後的營養管理」網上講座，43名家長出席。

26/1 專業服務經理 (家庭輔導服務 )主講「康復路上齊邁進」

網上講座，24名家長出席。

5/2 一名家庭輔導服務團隊的社工主講「重返校園、治療後

的挑戰與適應」網上講座，29名家長出席。

6/2 八名病童、三名兄弟姊妹及七名家長出席於中心舉辦的

親子賀年糖果製作工作坊。  

19/2  特別鳴謝香港理工大學義工主持遊戲環節，14名病童及

一名家長出席陽光小子網上新年聚會。

20/2 37名病童、27名兄弟姊妹及47名家長，共111人出席

CCF新春團拜2021。

4/3 特別鳴謝香港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理伴童

行」義工團隊，一名病童與其家人於理大模擬放射治療

室，參與一項度身訂造模擬放射治療體驗的工作坊。

6/3 26名病童及20名家長於香港中文大學 (中大 )眼科中心參

與「眼精靈」眼科檢查計劃。

6/3 四名病童及一名家長暢遊香港新聞博覽館。

6,13,20,27/3 六名病童和康復者出席於中心舉辦的四節情緒教育小組

活動「玩轉喜怒哀樂」。

16/3 一名家庭輔導服務團隊的社工主講「踢走失眠」網上講

座，13名家長出席。

20/3 四名病童出席大館歷史導賞團。

26/3 11名家長及兄弟姊妹出席於中心舉辦的「總有你鼓勵– 
同路人支援小組」活動。

27/3 四名病童、三名兄弟姊妹及五名家長出席於中心舉辦的

親子扭氣球工作坊。

16,23/4 七名病童和康復者出席於中心舉辦的兩節認知訓練 

小組活動「鬥智鬥力」。

17/4 來自四個家庭的六名家長出席於中心舉辦的「總有你鼓

勵  –  小天使工作坊」活動。

24/4 特別鳴謝家庭治療師邱吳麗端女士主講「家添愛與力同

行」網上講座，八名家長出席。

25/4 三名病童和康復者出席於中心舉辦的  3D模型製作 

工作坊，一同慶祝母親節。

2020年11月–2021年4月

 342名病童及兄弟姊妹出席34節網上遊戲室活動。

2020年11月–2021年4月

 363名病童及兄弟姊妹出席  24節網上美術課堂。

1月–4月  與香港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合辦「一人 

一故事」計劃，十名康復者參與。

1月–4月  十名病童參與賽馬會兒童醫療輔導服務計劃的 

「跑出新里程」活動。

3月–4月  十四名年齡介乎五至十五歲的康復者參與職業治療 

評估。

3月–4月  十名病童和康復者出席於中心舉辦的八節「健康達人-

兒童肌力運用與體能訓練課程」課堂。

*社區服務中心於報告中簡稱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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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嚟喇
！

陽光學堂
讓大家認識校園生活，

準備正式上學去！

開心？傷心？嬲？ 

認識自己情緒好緊要！

「我知！...

用咖啡濾紙變出

彩色花花！

有人陪我玩board game，好開心呀！

兄妹同心運氣球！

今日係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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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shine Gallery 陽光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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