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癌病基金會訊 第六十二期 7/2022

目錄
專題
童途抗疫小事
兒童醫療輔導...
點止遊戲咁簡單
守護社區的 Child Life 超人

2

5

童途

抗疫小事

一切由家開始
6
媽媽的神奇小子 ― 六歲男孩的
抗癌路
服務焦點
財政年度服務概覽

8

以善傳愛
全城集氣 ― 支援患癌及
危重病童家庭

10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專欄
小天使教懂我們的事

11

籌款紀要

13

病人及醫院服務覽表

15

安心。讓小編在此與大家分享兩個抗疫期間的窩心

陽光藝廊
陽光小子的想像世界

18

小故事！

笑笑寫真館
乘風破浪的一刻

19

   2 0 2 2 年的上半年轉眼間過去，第五波疫情由
爆發到趨緩僅僅三個多月，卻對我們每一個人的生
活都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疫情變幻莫測，病童和
家庭對服務的需求亦不斷轉變，促使 CCF 在新常態
下積極調整服務模式，希望能迅速地回應各家庭的
需求。這段時間 CCF 的各個服務團隊，靈活地轉型
服務，務要病童再次展現燦爛的笑容，也讓家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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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黃瑞霞協助編輯《專題》、
《一切由家開始》及《以善傳愛》文章

  經歷了兩年多的無常、衝擊和轉變，各行各業，以至住在這個
城市的每一個人，慢慢地找到屬於自己的新常態。這段期間感謝病
童、家庭和支持者對 CCF 予以無比信任，是你們一直引導著 CCF 的方
向，帶我們看見服務需要的轉變，從而知道如何去填補更多服務間
隙，更能體貼病童和家庭的需要，謙卑和信實地繼續同行。
  今期的主題為「同導．童渡」，就是指這種雙向、互動的關
係。來翻閱今期小主人翁的故事，一起見證團隊以專業和關愛的心
為病童家庭解決困難，希望也能帶給你點點正能量吧！

專題

「陪伴
是最好的禮物」
高級認可兒童醫療輔導師 馬姑娘

   依謹今年三歲，乳名「豆奶」，於 2021 年 1 1 月
確診患上白血病。兒童醫療輔導團隊自確診後開始
接觸這位小朋友及家庭，為他們提供所需服務。
治療期間，依謹最愛
在醫院走廊玩遊戲車

   豆奶比較慢熱，年紀小小的她未懂得表達自己
的感受。「最記得當初媽媽告訴我，豆奶不懂得抒
發不適的情緒，會不斷將自己的頭撞向牆，令媽媽
不知所措，我聽到後亦非常心痛。」馬姑娘回憶。

   「雖然我未能親身陪伴她，但希望透過小小心

當時疫情稍稍緩和，馬姑娘到豆奶的家中探訪，

意，稍稍令媽媽安心，亦令小朋友知道家人一直念

送上聖誕禮物之餘，亦嘗試與豆奶接觸和溝通，

掛她。團隊們也會一直想辦法陪伴她，讓她不再孤

透過各種醫療遊戲向她解釋醫療程序。「過程中，

單！」馬姑娘說道。

我漸漸瞭解到她的擔憂和恐懼，如打針怕痛、害怕

   說到疫情下的服務，馬姑娘坦言的確令運作時

陌生醫護人員等，讓我更有把握為她作療程前的準

增添困難，但她相信危機並存：「這段時間我們都

備。」

轉型以網上形式提供服務，亦發現這樣亦有它的好

   今年二月，疫情高峰時，恰巧豆奶正住院準備

處 — 能無間斷與家庭聯絡呢！所以，我相信即使疫

接受化療；不幸地，和她同住的媽媽、公公同婆婆

情尚在，很多困難都能夠迎刃而解！」

都確診新冠病毒，需要接受隔離，令豆奶孤單一個
在醫院。馬姑娘收到媽媽的求助後，深切地感受到
媽媽的擔心和不安，想到小女孩孤獨地在醫院的害
怕和無助，而基金團隊因疫情嚴峻不可以親身入病
房陪伴小朋友。於是，馬姑娘立即準備一袋滿滿消
毒好的玩具，透過媽媽聯絡轉交其他親戚手上，讓
他們幫忙帶上病房，給豆奶一個驚喜。禮物包內
有「煮飯仔」套裝、更有積木、畫筆及一些益智書
籍，希望可以為豆奶解悶，亦在艱辛的治療期間讓
小朋友有一個途徑抒發情緒。醫護人員告訴家人，
豆奶一看見玩具包，立刻變得十分雀躍，在病房內
乖乖地玩呢！

看到依謹健康地成長，就是母親和嫲嫲最大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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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以 同理心 和 即時行動
助脫困境」
       專科護士 譚姑娘

   回想今年二月，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持續，相關措
施亦因應疫情發展而不斷變化。不少家庭，尤其少數族
裔和基層的一群更因缺乏資源而十分無助 ……
  Janice 是一位居住在港的少數族裔小孩，今年五歲，由於患有先天性
基因疾病，需要依靠家人貼身照顧餵食及 24 小時使用呼吸機、抽痰機等維
生儀器。從 2017 年起，基金紓緩服務團隊的譚姑娘為 Janice 提供服務。譚
姑娘不但為家庭與醫護人員溝通，更協助她從醫院深切治療部成功出院回
家居住。她坦言那次轉移是一個大挑戰：「當時 Janice 約兩歲，為了指導
家人使用各種維生儀器及講解照顧女兒的護理技巧，我經常家訪和他們聯
絡，希望確保小朋友在家得到同樣的醫療照顧。」
  Janice 雖然未能用言語表達她的感受，但家人和譚姑娘都感覺到她回
家後比住院時更開心自在。偶爾，譚姑娘亦感受到家人身為照顧者的壓
力，因此會和社工團隊為他們提供心理輔導，開解他們。家人逐漸掌握護
理技巧，亦更有信心照顧女兒。這幾年間，譚姑娘樂見 Janice 的成長，也

Janice日常需要使用這些維生儀器。

與家人相處融洽。
   直至今年 2 月初，第五波疫情肆虐之際，譚姑娘收到他們的
電話求助，原來這一家五口全都出現病徵，懷疑確診新冠病毒。
可是他們家中沒有儲備糧食，亦買不到快速抗原測試劑，連家人
的日常藥物也差不多用完。在港的親戚亦全部確診，根本無人可
照應。更擔心的是，萬一確診，家人需要隔離，令 Janice 不能夠
得到適切的護理。
   當時正值疫情高峰期，市面上的物資很短缺，人人自危，譚
姑娘聽到家人的消息後，第一時間聯絡基金團隊協助收集抗疫物
資，包括面罩、快速抗原測試劑、消毒用品；接著往診所代見醫
鳴謝 陽光小子Cherry，為這故事配上插圖

生及幫忙領取藥物，並走遍數間超市購買乾糧。然後，基金復康

巴接獲物資後，經過一小時車程與穿上保護衣物的譚姑娘會合，讓她親手將物資掛到屋企門外及放進媽媽預先
準備好的紙皮箱內。解決燃眉之急後，譚姑娘與媽媽保持聯絡，不時傳遞疫情資訊，包括如何正確使用快測以
及家居隔離注意事項。雖然病童一度需要入深切治療病房，可幸最後一家五口都康復起來。現在疫情緩和，
Janice 已經可以回復實體上課了。
   「每個家庭都有不同需要，我們能提供的不單止是救援物資，更是一份同理心和立即行動，才可以真正幫
到困境中的家庭！」譚姑娘分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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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童 醫 療 輔 導 ...點 止 遊 戲 咁 簡 單

  一直以來，兒童醫療輔導服務主要的服
務對象是醫院內的病童和家人，自從二月，團隊留
意到社區的兒童及青年都有不同的醫療輔導需要；尤其於
嚴峻疫情下，家長和孩子面對陌生的醫療程序，更無所適從。
  於是，經過一連串的籌備、拍攝和剪接，團隊
在短短六個星期內製作了七條公眾教育短片，包括
疫苗注射、為孩子進行快速抗原檢測的小貼士。兒
童醫療輔導師希望透過我們的專業及對兒童及青年
團隊安排於基督教家庭服
務中心楊蔡慧嫻紀念幼稚
園和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德田幼稚園舉辦實體抗疫
工作坊。

的了解，運用適齡的語言和角度，讓孩子和家長都
可以作事前準備，找出最適合他們的處理方法。

  四 月 教 育 局 宣 布 復
課，但學生須每日先做快
速抗原測試並獲得陰性結
果才可以回校上實體課。
對於幼稚園學生和家長，
又是一個大挑戰！兒童醫
療輔導團隊明白他們的需
要，立即安排為多間幼稚
  團隊喜見短片幫助不少家庭應付疫情下的疑

園學生提供「童盟超人 —

難，而我們對社區的關心不止於此。為了讓這些資

網上抗疫工作坊」，透過

訊及我們的服務廣及更多社區人士，在香港中文大

輕鬆的遊戲為兒童作情緒

學醫學院、兒科學系名譽臨床副教授張錦流醫生的

輔導，讓大家對「撩鼻」

幫助下，我們的疫苗教育短片更由三月下旬開始能

不再害怕。我們亦與校方

在圓洲角體育館兒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及另外三間

亦陸續安排更多工作坊，

兒童接種復必泰疫苗的兒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播
放 * ，讓兒童在接種疫苗前，透過短片了解疫苗接

為幼稚園學生提供面對面

種的應對方法。在圓洲角體育館兒童社區疫苗接種

  截至五月上旬，抗疫工作坊有 1 1 0 位學生參加，

中心，僅四月份已有 7,611 名兒童注射疫苗。

當中多達 87.5% 家長表達滿意是次工作坊的成效。兒

  有見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不少兒童及青年因

童醫療輔導團隊會繼續努力，為住院的病童和社區的

染疫而在醫院或社區隔離，對於年幼的孩子，更有

孩子提供醫療相關的支援，同時亦會協助家長，做到

機會造成心理影響。所以兒童醫療輔導師在三至四

「陪伴孩子、跨越挑戰」！

的分享和體驗機會。

月份籌劃了六節的社區網上活動，透過遊戲引導因

高級兒童醫療輔導師
陳綺敏

疫情而受影響的孩子學習放鬆和表達內心感受。
* 影片播放於圓洲角體育館兒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以及三間為 5 至 1 1 歲兒童接種復必泰疫苗的兒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包括香港兒童醫院、港怡醫院和荃灣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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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切由家開始

媽媽的

神奇 小子

六歲男孩的抗癌路
  抗癌之路並不容易，對小朋友而言更是難上加難。在這
裡讓小編分享一個神奇小子的故事......
   回想到 2018 年，兩歲的 Oscar 因一次的發燒，胃口

   可想而知， Oscar 這些年間所經歷的治療是

變差，肚子變硬及腫脹，媽媽看見情況不妙，立即帶他

何等的艱辛。他雖然年紀小小，但整個過程都十

看急症。當晚，醫生馬上為他安排做抽血檢查，很不幸

分乖巧和懂事，令媽媽倍感安慰。最令她印象深

地，Oscar 確診患上白血病。媽媽頓時晴天霹靂，但為

刻，是在骨髓移植前的一次全身電療。在過程中

着照顧年幼的兒子，她知道自己必須保持鎮定和堅強。

他需一個人在電療房內站立維持半小時。基金兒

   媽媽獨力照顧 Oscar 及另外兩名小朋友。確診後，

童醫療輔導師為 Oscar 作預習演練後，Oscar 全程

無論是到醫院接受治療、日常起居飲食、甚至來回學校

都非常合作，更在沒有任何鎮靜劑下（俗稱「瞓

等都是自己一手包辦。《一雙手》這首歌一直扶持著媽

覺藥」）順利完成。當時媽媽在放射治療室外透

媽，每次難過時，就想起「一雙手只要握成拳頭能捱下

過電視一直觀察，看著他瞬間完成半小時電療，

去」，她相信只要堅持、努力，沒有不可能的事。

既驚訝又感動。當 Oscar 一踏出治療室就開始不

  Oscar 化療期間經常嘔吐，亦有肚瀉、口腔潰爛、

停嘔吐，媽媽知道， Oscar 雖然感到非常不適，

發燒、皮膚敏感等一般的副作用。媽媽訴說，兒子化療

但他一點也沒有鬧脾氣，只因為不想她擔憂。後

後曾經連續嘔吐 1 0 次，「黃膽水」也要嘔出來，睡覺

來一次抽血檢查時，他更安慰道：「媽咪，我回

的時候都不停的嘔。「看見他這樣受苦，實在令我十分

醫院時你可以睡覺休息，不用擔心我！」怎麼不

痛心。當時只可要求醫生，盡量多加止嘔藥，讓他減少

教人疼愛這位小暖男呢！

嘔吐。」

  Oscar 的經歷，令母子二人的關係變得更親

   2 0 2 1 年 2 月 ， 經 歷 兩 年 多 的 漫 長 治 療 後 ， 以 為

密。「以前我一個人照顧著 Oscar ，關係已經很

O s c a r 已踏入穩定期，但又不幸再復發。媽媽憶述：

親密，復發後我更加寸步不離，可以幾個月也不

「當日是完成整個治療後回醫院做最後一次骨髓檢查，

離開醫院，每日24 小時陪伴著他。移植後，我更

原本以為值得慶祝的一刻，瞬間竟落空。我好心痛，不

感血脈相連，我們彼此之間的感情有增無減。」

斷問，Oscar一直都好努力，為什麼要這樣對待他？」

現在，媽媽最大的願望，是他能有一個平安、健

媽媽積極的性格，很快就收拾好心情，她成為 Oscar 最

康、快樂的童年。這些年，這倆口子很多生活片

大的鼓勵。他倆帶著一股正能量繼續打這場硬仗。媽媽

段都在醫院渡過，錯過了好多時光，期

更在 7 月的時候成功捐贈幹細胞給兒子。移植後，經過

盼他們可共度更多美好的時刻，

約一年的休養，現在 Oscar 最終可進入穩定康復期了。

而 Oscar 可像其他小朋友般，
有一個愉快的童年！

確診
治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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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發

一切由家開始
   聽畢 Oscar 媽媽的分享，小編也十分感動，遂問媽媽，有沒有什麼說話，想告訴五年
後的 Oscar？媽媽笑了一笑，爽快地寫了以下的一封信......

給五年後媽媽最愛的 Os

car：

Os ca r，時間過得好快，
你已經11歲喇！過去呢五
年你過得開心嗎？好返
之後，做唔做到自己鐘意
做嘅嘢呢？
回想返 2018 年你兩歲確
診患左急性白血病之後，
返醫院落藥同覆診已經係
其中一個環節。喺果幾
你生活裡面嘅
年，辛苦你喇！媽媽成
日
同
你
講
「
對
唔
住」，因為媽媽知道你
後好辛苦，要承受唔係
病咗之
一般正常人承受嘅所有
痛
楚
。
我
幫
唔到你任何野，只有每
你打壞人，盡力比最好嘅
一日都陪住
野你，珍惜同你過每一日
。
記得我好擔心你，有時
會係你側邊喊，你每次
都會送你最鐘意嘅公仔
「唔洗講對唔住！」；
陪我；你會同我講
你仲會同我講「我一定
會
無
事
，
唔
洗
擔
心我！」好多謝你係自
苦嘅時候仍然做一個小暖
己咁辛
男，喺我身邊支持、關心
同
愛
護
我
。
復發後移植係你最辛苦
嘅時候，終於都撐過曬
喇！而家你自己諗返果
毒、腸排斥、肺感染、
段時間經歷過病
肝膽胰出毛病，你都會
同我講：「媽咪，我果
咪，我果時乜野都唔食
時真係好辛苦！」「媽
得！之後營養師同我講
你
可
以
煮
野
比
我
食，我好開心！」每次
我哋都會諗返起所有片
講返時
段，呢啲片段雖然唔係
好
開
心
，
但
上
天賜比我哋呢啲經歷，
二嘅。相信你係各方面
係獨一無
都成長咗好多呀！因為
你一直唔放棄，所以你
嘅你，係你自己用好大
得
到最好嘅成果。今日
努力，有血有淚辛苦咁
爭取返黎嘅！你嘅勇氣
以為傲！
、堅持同努力令媽媽引
你真係好叻仔，係媽媽心
中嘅 Super Hero! 經歷咗
呢幾年同你一齊並肩作戰
後，你經常會同我講：
，血脈相連之
「你要開心啲！」。媽
咪同樣都希望你以後開
做自己鐘意做嘅事，做每
心
過每一日。記得繼續
件事都付出自己最大努力
，
好
似
以
前
咁
堅
持
唔好放棄。
媽媽無限量支持你！I lo
ve you,Oscar!
Michelle
媽媽上

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62期．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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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務焦點

財政年度服務概覽
疫情持續，無阻我們與病童及其家庭風雨同行的決心。在過往一年，我們積極地適應新常態
所帶來的轉變，以科技及創新方式持續為病童家庭提供專業且全面的身、心、社、靈支援。

59,939

約

服務次數

約 HK$

11,000
受惠人次

400,700

HK$

3,501,139

已批核藥物贊助

經濟援助

(包括交通津貼、搬遷津貼、
殮葬津貼和其他緊急援助)

療養屋總入住日數

421

9

9

1,07 4
約

4,200

社區及公眾教育活動參與人次

資助兒童癌病研究項目

病童於醫院或家裡遙距控制機械人
J a s m i n e，和 兒童醫療輔導師
玩互動遊戲

統計數字由2020年11月至2021年10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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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康巴使用人次

服務焦點

資源分配
截至2021年10月31日止年度

有您的支持，我們才能幫助病童及其家庭對抗兒童癌病的各種挑戰。您的捐款能讓基金
繼續在醫院、家庭及社區提供專業及全面的身、心、社、靈支援服務。

兒童醫療輔導服務
22.0%

家庭輔導服務
11.7%

折舊
5.0%
社區服務中心
2.4%
家庭服務中心
4.0%
行政
5.8%

家居及紓緩護理服務
23.1%

社區服務
8.5%

研究
4.5%

臨床與診斷服務
1.2%
藥物、義肢及化驗資助
7.2%
公共關係、籌款及推廣
4.6%

陽 光 學 堂 透過網上

復 康 巴 士 車長嚴謹

授課，讓病童在家裡也
可以繼續學習

地清潔車箱，確保接載
的病童安全又舒適

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62期．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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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善傳愛

支援患癌

及危重病童家庭

CCF

CCF
CCF

CCF

9,000

約
受惠人次

2,896,598

HK$
用於抗疫用途之善款

已派發抗疫物資

特別鳴謝
（排名不分先後）：

9,200

約
快速抗原
測試劑

112,000

約
外科口罩

500 300

約
血氧計

抗疫包

GIN BOUTIQUE

(包括消毒用品、
糧食、日用品和禮券)

服務支援
PHASE Scientific

?

Share For Good

5,300 28

約
醫療或身心
健康諮詢

公眾教育
工作坊

14,000

約
公眾教育活動
接觸人次

5,000

約
服務介入次數

統計數字由2022年1月至3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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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derful Health
ZEROPLUS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專欄

小天使
教懂我們的事
  去年 1 1 月的一個晴天，我們為 19 位小天使安排了「人生畢業禮」，並
邀請了共 5 3 位家人參加，盼望能藉著這個特別的時刻，回顧每位小天使
短暫的生命和帶給摯親的意義、欣賞和感恩小天使生命的美善，為已在這
生命完成任務的小天使送上祝福，亦鼓勵各家人可以定下自己對孩子的承
諾。
  這個畢業禮堂裡放置了 19 隻戴著四方帽子的畢業熊公仔，代表每一個
小天使。隨著柔和的音樂，在場的各人帶著緊張又百感交集的心情等待典
禮開始。主持細述畢業典禮的意義，甫開始台下已有不少家人流下思念的
眼淚。
  我們頒發生命嘉許狀給每一個家庭，讚許每一位小天使的勇敢、堅
毅，為他們一生中的全力以赴感到驕傲。在頒發過程中，每個家庭選擇了
以自己最舒服的方式接過畢業熊和獎狀，有些家庭全家總動員行到台前；
有些派一個代表，如弟弟或妹妹自豪地代表家人領取小天使的畢業殊榮；
有些家庭選擇留在坐位上，當頒獎嘉賓上前送上嘉許時，來一個
支持的擁抱。無論哪種方式，他們的眼神流露出五味雜陳的感
觸。透過螢光幕上看到每一位小天使的面容，還有點滴珍貴的
回憶。這些儀式的背後，代表著我們感恩能與小天使相遇，
珍愛、珍惜他們的獨特；縱使我們需要分開，但我們的關係
從未改變，愛一直都在的。

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62期．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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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童緩緩服務基金專欄

  在畢業禮中最令人感動的是，家人分享他們與小天使過往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以及分別後的難過和思念。其中一位爸爸分享：「平時在外面要堅強，因為我是一
個男人，我無法在別人面前表露自己的情感，甚至連相片也不敢看。因為大家都不
懂怎樣去安慰我們、該說些什麼。坐在這裡哭，由開始到現在，差不多流了一公升
眼淚，但我覺得很舒服，不用說太多，因為我知道大家都會明白。」另一位媽媽，
她的兒子在只有幾個月大時便離開了，她說她很感激這樣一個機會可以講起自己的
小天使，這裡容讓她再次說起對兒子的愛。在失去摰愛的哀傷歷程中，能夠有同路
人明白彼此的經歷和傷痛，比起簡單一句安慰的說話更能療癒，更能夠獲得走下去
的勇氣。在這哀傷的路上，難免經過重覆又重覆的回憶和思念，只要繼續相信愛，
總有一天可以慢慢適應過來。
  這次相聚，家人流了眼淚，卻也在他們的面上浮現回憶的窩心和甘
甜，也讓同路人學習釋懷。人生都有不同的畢業時間，小天使們完成這期
的生命，他們畢業了。他們在短暫的人生中所表現的堅毅教懂我們很多，
而他們留給家人的愛將成為各人生命的動力，因為愛不會因死亡而離開，
「愛一直都在」。

專業服務副經理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
梁穎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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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款紀要

2021年11月至2022年4月
日期

感謝您

善長芳名/主辦機構

活動內容

善款數目(港幣)

2/11

香港哥爾夫球會*		

哥爾夫球慈善盃賽

64,000.00

16/11

陳卓賢香港歌迷會

慈善應援活動

80,000.00

11月

DeeGor HK FansClub

年終集資應援企画

30,000.00

11月至1月

Solomon Bloemen Ltd*

2022 年月曆慈善義賣

45,112.00

1月至4月

帝堡城*		

帝堡城愛心交易廣場

3,402.70

摘要

2021

剃頭活動
11月至4月
St. Baldrick's Foundation*
308,448.00
						
11月至4月
Ms Ada Wang*		
				

「香港人品 – 大少奶 XO
慈善義賣 2021

16,600.00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10/12
				

《極速學習 ! 牛牛知識
小百科圖典》圖書義賣活動

15,000.00

7/12/2021 –
15/2/2022

聖誕新年義賣活動

173.00

20/12/2021 – M.A.M Life Workshop
1/2/2022			

2022 年新春賀年花
手工藝工作坊

2,750.00

22/12

迦密柏雨中學		

聖誕遊戲攤位

1,338.10

24-31/12

cha.cha.painting		

Charity New Year x Ian Icon

2,069.00

Aroma Audio Donation
Campaign

17,776.00

Inno Boys Concepts Ltd

12月
Aroma Audio Ltd		
				

善款由 Ladies’ Section 籌得。

善款用作資助香港兒童癌症
研究項目。

活動於 2021 年 5 月舉行。

安樂影片有限公司*
《梅艷芳》電影慈善優先場
12月
39,026.00
						

活動於 2021 年 10 月 16 日至
17 日舉行。

12月

Ralph Lauren Asia Pacific Ltd*

2021 Pink Pony Month

41,075.03

活動於 2021 年 10 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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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長糖們		
12月
				
				
12/2021 –
Antipear Co Ltd		
1/2022			

Keung To’s Fans Club
X’mas Giving
（支持兒童紓緩服務基金）

100,000.00

Samuel Ashley 慈善
個性化服務

6,000.00

Love and Blessing Yoga

4,500.00

2022
1/1

Yoga Dreams		

15-28/1
Funshop Outdoor Ltd
				

「Funshop Outdoor
新年義賣福袋」籌款活動

23,280.00

17/1 - 20/2

梁艷薇女士和梁楓小朋友

楓楓與小啡熊捐髮行動

56,868.00

20-30/1
		

Mr Alex Walter, Mr Aki Su &
Mr Jimmy Chan

Run For Kids

9,550.00

21/1

365 Capturer*		

呂爵安生日慈善義賣

8,060.00

我想和 E 先生過生日 x
可愛 PIE 市集

3,000.00

21/1
Mysweetiepiemarket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62期．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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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 款紀要

感謝您
日期

善長芳名/主辦機構

活動內容

善款數目(港幣)

24/1

潮陽幼稚園暨幼兒園*

慈善年宵義賣

4,150.00

1月

港島中學弗萊明社*

慈善周

32,952.90

神徒		
1月
				

盧瀚霆 Anson Lo 應援
捐款活動

22,516.00

爵屎		
1月
				

Edan Lui 呂爵安 x
Everyday and Night Market

7,187.00

摘要

2022

路畢斯集團		
1月
				

10,962.00

活動於 2021 年 10 月至 11 月舉行。

籌款活動

88,240.00

活動於 2021 年舉行。

神徒		
1-14/2
				

Anson Lo x maggieyby
應援慈善活動

28,252.00

7/2

Lai See Drive

17,330.00

Anson Lo Mr. Stranger
慈善籌款活動

900.00

1月

太平洋會*		

宣道會劉平齋紀念國際學校*

神徒		
28/2-5/3
				
2月

明愛莊月明中學*		

「Forever Diva 永恆的
百變天后」主題下午茶

活動於 2021 年 9 月舉行。

「利是送暖」

10,000.00

姜糖		
7/4
				
				

Keung To 430 Birthday
Charity Project
（支持兒童紓緩服務基金）

37,000.00

姜糖		
7/4
				

Keung To Birthday Project –
Graine

1,660.00

22-28/4

姜糖		

430 Live Your Dream 姜濤

12,898.23

23-24/4

365 Capturer*		

Edan Lui 慈善義賣活動

2,800.00

26/4 & 3/5

Staff of Samsonite Asia Ltd*

Act for Love 慈善義賣

17,860.00

4月
keungshow_car_men
				

Keung To Birthday Charity
Sale Fundraising

4,380.00

4月

Keung To 430 啤牌慈善義賣

23,430.00

Gingerpoem		

特別鳴謝
• 永森建築工程有限公司慷慨捐助港幣 70 萬元，贊助基金的藥物資助計劃
• 安樂影片有限公司、建樂士-香港、富衛 1881 公館及 Be Cool Inspiration Ltd 於 2021 年 10 -11 月的「We Miss You So, Anita 我們永恆的百變天后」
紀念展覽中作慈善義賣
•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基金提供免費專業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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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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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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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人 及 醫 院 服 務 覽表

精 彩 點 滴

全 賴 有 您！

2021年11月2022年至4月

2021年11月

感謝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

澳3 0 3區及義工們，於「升呢」大作
戰 – 形象深造學堂眾指導八名病童及
兩名家長。課堂中參加者均學到不少
化妝技巧及髮型指導，獲益良多！

2021年11月

感謝 Solomon Bloemen 及其義工隊，在兩節花藝工作坊指導六名病童和康復者，利用乾花設計出一個個賞心悅目的作品。參加者們都很

有天份呢！

2021年11月21日

19 個家庭於大埔香港青年獎勵
計劃賽馬會愛丁堡公爵訓練營
（HKAYP）出席人生畢業禮活
動，以紀念離世親人。透過各家
庭真誠的分享，讓我們知道，小
天使即使畢業了，仍一直在守護
我們

。

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62期．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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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人及醫院服務覽表

2021年12月

久違了的實體 C C F 聖誕派
對！一共 1 7 0 名病童、康
復者及其家人於 H K AY P 參
與是次派對，感謝迪士尼
義工隊為派對送上驚喜以
及善心機構和人士捐贈禮
物，讓一衆參加者度過難
忘又愉快的一天

。

2022年1月29日

2022年3月

小朋友和家長慶祝農曆新

包，包括四十多項乾糧、飲品、口罩、消毒紙巾等生活用

年！我們特為五名病童、

品，解決當時最迫切的物資短缺難關。感謝各善心機構及

五名家長及一名兄弟姊妹

人士的慷慨捐輸

疫情嚴峻，但無阻 C C F 與

預先準備食材包，透過網
上一齊整鬆脆可口的雪花
酥！十分滋味呢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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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讓病童家庭於疫情下得到及時支援，C C F 送出抗疫心意

！

病 人 及 醫 院 服 務 覽表

經濟援助

6/4

2021年11月 – 2022年4月
基金為兒童癌病患者及其家庭批核/提供下列經濟援助：
(1) 27項藥物資助共港幣 1,290,404元
(2) 一項掃瞄資助港幣 13,500 元
(3) 生活津貼
(4) 殮葬津貼
(5) 交通津貼

物資援助

一名高級認可兒童醫療輔導師出席由兒童醫療輔導專業人
員協會舉辦的 Introduction to Foundations of Racially
Conscious Collaboration 網上論壇。

12,19,26/4 一名兒童醫療輔導師出席由聖雅各福群會舉辦的
Mindfulness for Children 證書課程。
29/4

一名 PC&CS 社工出席由香港大學舉辦的「青年生死教育及
哀傷輔導」論壇。

其他

2021年

2022年

1月 – 4月

基金為癌病兒童及危重病兒童家庭派發快速抗原測試
劑及口罩，詳情請參閱第10頁。

3月

基金為 100 個低收入家庭（包括癌病及危重病童家庭）
派發 100 個抗疫心意包，當中包括乾糧及消毒用品。

療養屋

3/11

一名高級認可兒童醫療輔導師及兒童醫療輔導師向香港大
學護理系四年級學生介紹兒童醫療輔導服務，共110學生
出席。

20/11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專業服務副經理（社工）為五名 PC&CS
社工舉辦遊戲治療訓練工作坊。

15/12

一名兒童醫療輔導師於 Post-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Course (PRCC) 課程中，以「兒童醫療輔導服務 – 心理輔
導到照顧住院兒童 」為題進行簡報。

17/12

專業服務副經理（兒童醫療輔導）於醫管局舉辦的
Commissioned Training Program 2021/22 - Paediatrics
Radiotherapy 中，以 Child Life Preparation Programme
for Paediatric Patients undergoing Radiation Therapy
為題進行簡報。

2021年11月 – 2022年4月
共有三名兒童癌病患者及其照顧者於接受積極治療期
間使用療養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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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

2022年
11/3

專業服務經理（童途關顧及社區服務）及兒童紓緩服務基
金專業服務副經理為 20 位團隊成員，以 Introduction to
Pre -school Rehabilitation Ser vices 為題，舉辦網上訓練
工作坊。

7/4

一名兒童醫療輔導師為 Women of Hong Kong 機構以
Assisting Your Child When They Are Being Hospitalised
為題進行網上演講。

23/4

一名高級認可兒童醫療輔導師於香港放射師協會 (HKRA)、
香港放射治療師協會 (HKART ) 及香港理工大學醫療科技與
資訊學系義工，合辦的網上會議中，以 Providing Age appropriate Care to Pediatric Patients during imaging
examination and Radiotherapy 為題進行演講。

2021年
24/11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與主要公立醫院的醫生透過視像通
訊舉行協調會議。

8/12

兒童癌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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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6/11

一名童途關顧及社區服務 (PC&CS) 社工出席由專業心理
治療（香港）中心舉辦的藝術治療證書課程。

2022年

公眾教育

21/1

一名兒童紓緩服務基金社工出席由香港大學行為健康
教研中心舉辦的自殺及喪親處理訓練工作坊。

16/3

服務總監出席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辦的「組織架構
設計、人力資源編制及繼任人選安排 」工作坊。

童途關顧及社區服務 (PC&CS) 社工於一間幼稚園及兩間小
學舉辦三場生死教育講座，共 932 名學生出席。

1/4

一名 PC&CS 社工出席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辦的「預
防青年自殺 」的網上論壇。

2022年4月 兒童醫療輔導團隊與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德田幼稚園合辦
網上快速抗原測試工作坊，15 名 K3 學生參與。

4,11/4

專業服務經理（童途關顧及社區服務）出席由香港防
癌會舉辦的 Capacity Building Workshop for Social
Workers, Nurses & Allied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Integrating Mindfulness into Clinical Practice 網上
論壇。

2021年11月 – 202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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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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月－2022年1月
13名病童及13名家長於中心出席12節課堂。
陽光學堂（網上課堂）
2021年11月－2022年4月
40名病童、40名家長及10名兄弟姐妹出席50節網上課
堂。
英語及數學補習班
2021年12月
兩名病童於中心出席一節課堂。
小學補習班
2022年1月
兩名病童於中心出席一節課堂。
跑步隊訓練
2021年11月－2022年1月
11名康復者出席七節訓練。
跑步隊訓練（網上課堂）
2022年2月－4月
11名康復者出席九節訓練。
陽光手藝工作坊
2021年12月－2022年4月
14名病童、一名家長及一名兄弟姐妹出席三節課堂。

其他活動
2021年
6, 13/11

八名病童及兩名家長於中心參加兩節「升呢」大作戰—形
象深造學堂。特別鳴謝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合辦
活動。
13, 20/11 六名病童和康復者參加於中心舉辦的兩節花藝工作坊。特
別鳴謝Solomon Bloemen及其義工隊指導參加者。
21/11
19個喪孩家庭（共53人，包括38名成人及15名小孩）於
HKAYP出席人生畢業禮活動。當日亦有遊戲治療師為兄弟
姐妹舉辦活動。
27/11
12名病童、15名家長及四名兄弟姊妹參加「秋風西貢動
樂遊」戶外活動。
三名病童參加行山團，遊覽龍脊。
4/12
9, 16, 17/12 八名義工於中心出席三節扭氣球活動。
18/12
170名病童、康復者及其家人一同於HKAYP參與CCF 聖
誕派對2021。特別鳴謝迪士尼義工隊於派對上的精彩演
出。
九名病童、九名家長及一名兄弟姊妹參加於綠匯學苑舉辦
22/12
的陽光學堂戶外活動。
23, 26/12 五名病童及一名家長參加公開地壺球比賽。
2022年
五名病童、五名家長及一名兄弟姊妹參加網上農曆新年烹
29/1
飪班。
六名病童、六名家長及一名兄弟姊妹參加網上甜品製作
13/2
班，慶祝情人節。
9/2
21名病童、21名家長及六名兄弟姊妹參加「新春線上開
運王」網上活動。
14/3
17名家長參加由兒童醫療輔導團隊舉辦的「陪孩子學靜
心」網上講座。
特別鳴謝香港註冊中醫朱子揚醫師，舉辦名為「減少化療
26/3
電療副作用的方法」的網上講座，共13名家長參與。

7, 14, 21, 28/4
13名病童、13名家長及兩名兄弟姊妹出席四節網上說故
事活動。
三名病童及兩名兄弟姊妹出席網上「桌遊大戰」活動。
8/4
9, 13/4
14名病童、四名家長及四名兄弟姊妹於網上參加兩節的
復活蛋製作工作坊。
五名病童及11名家長參加網上蝕刻玻璃製作工作坊。
9/4
六名病童參加兩節網上趣味數學班。
12, 19/4
十名家長參加一節由職業治療師舉辦的網上工作坊，了
13/4
解讓病童回到校園的預備。
五名家長出席網上舉行的放鬆活動。
20/4
2021年11月－2022年3月
十名病童及四名家長分別於中心及網上出席兩節「素料
理研究所」烹飪班。
2021年11月－2022年4月
一班病童及兄弟姊妹（合共256人次）出席25節網上遊
戲活動。
2021年11月－2022年4月
一班病童及兄弟姊妹（合共266人次）出席19節網上手
藝工作坊。
2021年11月 – 2022年4月
十名康復者出席十節職業治療。
2021年11月－2022年4月
13名康復者出席62節職業治療，訓練四肢運動及管控功
能。
2021年11月－2022年4月
兩名病童參加「慶祝療程完結」活動。
2021年11月－2022年4月
五名病童參加「圓滿心願」活動。
2021年11月－2022年4月
一班康復者及家庭（合共120人次）出席八節網上親子
趣味活動工作坊。
2021年11月－2022年4月
七名康復者出席與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合辦的三節職場
訓練工作坊。
2021年12月
330名病童收到由基金送出的聖誕禮物。
2021年12月－2022年4月
一班病童及兄弟姊妹（合共31人次）出席六節課後補習
班。
2022年1月－2月
十名病童及兄弟姊妹透過Jasmine 機械人於FSC進行互
動遊戲，慶祝農曆新年。
2022年1月－4月
特別鳴謝香港理工大學醫療及資訊科技學系的義工，八
名康復者參加了「一人一故事」成果分享活動。
2022年1月－4月
一班腫瘤科病童及兄弟姊妹（合共20人次）參加四節
「童學會」活動。
2022年3月 一班病童（合共九人次）參加九節兒童醫療輔導診所活
動。
2022年3月－4月
一班病童（合共38人次）參加六節由兒童醫療輔導團隊
舉辦的「兒童醫療輔導師的法寶袋」網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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