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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CCF支持者：

  撰文此刻，適逢CCF成立33週年，本人十分榮幸能以兒童癌病基金行政總

裁的身份，在這與大家分享我的感受。CCF一直致力幫助兒童和家庭應付因患病

而造成的身心挑戰，多年來的工作成效有目共睹。

  在這短短六個月內，我在兒童醫院了解前線工作，接觸到不少病童和家

長；也在陽光學堂畢業禮上見證一班「陽光小子」的成長；於聖誕派對和白沙灣

遊艇會的籌款活動上體驗到活動如何能為家庭帶來正面影響。基金由當初幫助患

有白血病兒童的一小撮善心人成立，發展成現在為各類癌病及危重病兒童提供的

全方位身心服務的機構，這一步絕不簡單，我衷心為團隊的努力而感動。

  在33年前，CCF當時團隊雖然小，但卻已有著宏大的夢想：就是要服務患

病的嬰兒、兒童和家庭，並攜手走過抗癌路。憑著無比決心和希望，我們致力

實踐理想，在三十年多的光陰中，將愛傳給無數生命。

  多年來，基金很高興見證許多抗癌勇士療癒和康復的一刻，分享他們戰勝

病魔的喜悅。在眾多醫護人員、企業夥伴、贊助商和義工的信任和支持下，我

們資助了具影響力的研究、提高大眾認識兒童癌病、支援受影響家庭，集合各

人力量協助病童對抗頑疾。我們更擴大了服務範疇，小至委派兒童醫療輔導師

跟進個案，或為服務使用者提供藝術療法等等，務求關注病童及家庭身、心、

社、靈的需要。

    今天，CCF與病童和家庭站在前線，一起對抗病魔，為他們燃點希望。然

而，癌病和危重病並不是想像中那麼罕見。每年，香港平均有180名兒童確診患

癌，而需要紓緩服務的危重病童在2022年更是超過2,000宗。

    抗癌的路途縱然漫長，但在一起，我們定能走得更遠。疾病無情，但我們

奮力不懈面對。

    您的支持尤其重要

    是您的支持，使病童、康復者及其家人重拾希望。謝謝您的捐贈、義工服

務甚至遺產捐贈，您以不同方式成就了我們的使命，使基金再向前邁進，為病

童及家庭提供更理想的生活。

    讓我們攜手，一起對抗兒童癌病。

錢靜蘭

兒童癌病基金

行政總裁

CEO
的話 ……

2022
每年平均服務超過40,000
人次*

成立至今資助逾45個兒童
癌病研究項目

成立至今籌得逾港幣6.5億
善款

持續爭取更多資源作研究
及專科護理

CCF的里程碑

1999
推行家居 
紓緩護理 
服務

1992
於醫院推
出遊戲服
務

2015
推行過渡性
學前教育 
計劃－陽光
學堂

2010
復康巴士正
式投入服務

醫院遊戲統
籌通過認可
考試，成為
認可的兒童
醫療輔導師

2018
兒童紓緩服
務基金正式
成立，為更
多危重病童
提供全面家
居紓緩服務

2019
舉辦首個 
「亞洲兒童 
醫療輔導 
研討會」

*以2016-2022數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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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每年1 1月都是CCF的大日子，今年迎來33週年的重要里程。「33」，與中文「生」字諧音，象徵生

命，令人聯想起生生不息的及充滿希望的未來。

  回望過去，基金服務超過5000位病童和家長，見證不少個案戰勝癌魔後，漸成為康復者。癌病伴隨

而來的後遺症或為他們帶來終生的影響，縱使如此，這班陽光小子都總憑著堅毅的意志，披荊斬棘，活

出璀璨多彩的人生，以生命影響生命。當日幼小的病童，今天已出落成人，從過去「受助」蛻變成「助

人」，有為CCF活動擔任義工的，有透過手工藝將堅毅精神感染他人的，有默默鍛鍊乘風破浪的…… 無

論以何種方式，都是以最好的自己闖出不一樣的人生。

  衷心感謝您，33年來與我們攜手走過漫長歲月，讓我們分享康復者的故事，感受他們陽光正向的一

面，希望你繼續鼓勵和支持他們跨越未來的挑戰！

  經歷過病魔，這位 18歲女孩比同齡的年輕人

更成熟。曉潼 6年前患卵巢癌，需要一度停學治

療。治療期間正值是她高小升中時期，除了要應

付身體突發狀況，曉潼亦要面對學業及環境上的變

化，無形間承受不少壓力。

  幸好治療順利完成，曉潼憑著積極樂觀的心態

重新融入校園生活，亦很快追上學習進度。性格外

向的她，沒有因為患病而對自己失去信心，反而與

朋友大方分享，以自身經歷鼓勵身邊的人。她積極

嘗試各類運動；不僅被選入校內泳隊，今年更參加

CCF陽光小艇隊，學習新技能。「初學的時候，我

覺得很難，我不懂按風向控制小艇，經常反艇掉到

水中…但是，其實也沒有甚麽大不了，只要爬起來

就可以了！」經過兩個月的訓練，曉潼被教練大讚

有天分，更與其他隊員一齊參與小艇賽事呢！

  「美國游泳選手凱勒布德萊賽爾曾經說過：

『每一日都是更好的一天』―這句話被我牢牢記

住，我希望能活在當下，掌握自己的人生！」剛考

完DSE的她即將離港升學，向著物理治療師的夢想

進發。祝福曉潼繼續乘風波浪，迎向未來！

讓經歷引領航道 成為自己生命的舵手
曉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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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人生的每一個步伐都不簡單，因此每次前行都

有意義。

  14歲的敖天於年幼時患上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需要停學對抗癌魔。在化療的過程中，每天服用

不同的藥物，副作用就是頭痛和發燒，其中一種藥

物更導致他的血小板過低，很易出血。敖天媽媽分

享：「那時候，他打噴嚏都會內出血，護士跟我們

說，現在可以做的，就是不要讓兒子亂動，只能攤

在牀上，因為一動，就有危險。」敖天坦言化療過

程更是漫長難捱：「我覺得很孤單，晚上獨自看著

病房的小窗外看到月亮，只想着衝出病房。」

  新冠疫情肆虐期間，這位21歲男生Vincent在亞博

參與了前線抗疫工作。他學過的醫護知識，幫助他判斷

病人需要；而過往的歷練，則使他能設身處地照料病

人。專業的背後，原來隱藏著辛酸的抗癌經歷……

  Vincent 一歲的時候患上眼癌，影響了右眼視力。

病魔伴隨他成長，治療過程中，他經歷過化療、電療、

激光、白內障、結膜病變切除手術，甚至摘除了眼球，

5歲時更因香港未能提供合適治療，而遠赴美國做新的

電療。

我 都 可 以 係 超 級 英 雄
敖 天

燃亮自己 同時成為別人的燭光
Vincent

  後來直到 17歲，長達 16年的所有手術終於告一段落，但Vincent康復後的挑戰接踵而來。無論在學業或

社交方面，他都感到徬徨無助：「小時候因為要醫病，在中小學欠缺與人溝通的機會，而且因為單眼而受朋

輩歧視，我追不上學業成績，亦沒有一個可談心的知己。」面對壓力，他沒有氣餒，反而更加堅持地尋求進

步，遂順利完成文憑試。

  中學畢業時，Vincent回到醫院當暑期工，對醫護行業漸漸萌生興趣。「小時候患病的我，得到很多醫護

人員悉心照顧，他們的愛，令我不再害怕去醫院。」因此，幾年前他報讀了專上學院修讀老人護理課程，盼

成為護士，以自身的經歷，幫助社會有需要的社群。在治療中心擔任助護後，更累積不少豐富的實戰經驗；

Vincent分享說他的實習生活相當忙碌，連食飯和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但只要想著為病人，為自己將來，

幾辛苦都想堅持下去！」

  Vincent來年將要報讀大專院校和護士學校，祝福他能順利取得入學資格，實踐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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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敖天自小愛好超級英雄電影，特別欣賞蜘蛛俠性格幽默、永不言敗、不屈不撓的精神。正因為此，經

歷三年化療後的他特別貪玩，成為家中和學校的「小跳豆」。在他眼中，不同活動就等於各種挑戰，而他

就像超級英雄般，敢於嘗試：跑步、拍攝影片、演戲、畫畫、小艇、游泳……得知有他夢寐以求的小太空

人計劃後，他屢敗屢試，結果參加第三次後成功獲選。就是這一股熱誠，令敖天能夠活出精彩人生。

  病雖然帶來痛楚，但也能從中獲得力量和啟發；縱使偶爾會

跌倒，只要堅持便能一步一步找到人生的意義，向目標進發！

  十二歲的恬恬在九年前不幸患上血癌。治療過程雖然非常順利，亦沒有經歷復發，但治療期卻耗上三年的

光陰。幼童期的孩子就像海綿一樣，無論學習什麼都特別快，能吸收最多外界給予的訊息，因此對兒童發展十

分關鍵。媽媽分享當時的憂慮：「康復時，恬恬已經快六歲了，但她的心智及能力都仍停留在三歲左右，所有

的東西都要從頭開始學起。人家同齡的孩子已經學懂好多東西了，我很擔心她很難追上進度。」

  可幸的是，在媽媽的悉心栽培，和自己的努力下，恬恬漸

漸追上學業，現在可算是品學兼優。不但如此，恬恬更嘗試接

觸不同的手工藝興趣班，畫畫、藍染、捲紙等等活動。

  在藝術創作過程中，恬恬發現情緒得以抒發，而且思考和

覺悟力亦有所提升。其中，她最喜歡創作浮水畫，每次墨水和

油的比例不同，便會形成不同的形態，而每個作品都是獨一無

二的，驚喜處處。

  現在，六年級的恬恬除了專注學業，更是校內泳隊成員。

加油，我們相信她一定可以升讀心儀學科，邁向目標！

  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如同浮水畫一樣，擁有自己的性格和

長處；CCF要做的，就是努力地用各式各樣的方式，發掘他們

每一位最精彩的一面。

我 都 可 以 係 超 級 英 雄
敖 天

憑我手都可畫出絢爛彩虹
恬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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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晴點滴

「好滿足有呢個 

機會可以做檔主， 

介紹自己親手製作 

嘅作品！」

Cherry

「好感動，因為 

有人欣賞我創作

的作品！」

家浩

    童途關顧社區服務–於2021年底重整及定位，集中為病

童、康復者及其家庭者舉辦復康訓練，如職業治療、體能活

動，以及透過不同類型的才藝活動和就業支援服務。藉各式各

樣活動減輕疾病對他們帶來的影響，提升病童重回校園的適應

力及抗逆力。幾年的疫情中，服務使用者對服務需求瞬息萬

變，團隊不時檢討和改變，以創新和多方面的角度製作更符合

家庭需要的活動。就讓我們為你介紹這三項新活動吧！

陽光市集手藝仔變大事業

  CCF的才藝活動多元化，當中包括各類手工藝課堂，例如

藍染、撕紙、浮水畫、扭氣球等等。透過藝術創作，讓陽光小

子在課堂中發掘不同的才能，透過每節課堂，陽光小子可得到

不少樂趣。每件作品所帶來的認同及滿足感，更是他們的強心

針呢！

    充滿新奇想法又有手工天分的陽光小子好比一班匠人，落

力打造滿有意思和祝福的作品。透過每份手作，你會見到他們

展現天馬行空的創意、堅韌樂觀的態度，也可以透見每一位的

故事，甚至願景。

    未來，CCF陽光市集將會合集「陽光匠人」的手工藝品，

供大家選購，而所有銷售收入將全數轉交陽光匠人，為他們提

供額外收入，亦是一份來自大眾的肯定。

    癌病可怕，他們奮力抵抗；面對未來，他們已做好準備。

全面助家庭
融入社區

嶄新活動

緊貼陽光市集 

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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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晴點滴

    孩子患病後，病童的家人難免憂心忡忡，將重心放在

孩子身上，常常忽略自己身上的重擔，累積巨大的壓力而

沒有途徑可排解。基金特意舉辦為期四節的「園途有你」

園藝放鬆體驗，透過種植多肉植物、盆景藝術、石頭花等

等的綠色體驗，讓家長抒發情緒，得到靜心安寧的體驗。

    工作坊完結後，參加的家長們更可互相分享創作的感

受以自身故事，促進彼此維繫及扶持，讓同路人感受到支

持力量，一起渡過艱難時刻。

「園途有你」園藝放鬆體驗 

正向教育給披荊斬棘的家長的育兒課 

「好開心可以學到 

新的技能和知識， 

而且做園藝的過程 

都可以培養自己 

耐性。」

小婷媽媽

「當專注做盆景的

時候，我可以有 

自己嘅me time，
感到很放鬆！」

樂樂爸爸

「我喜歡參與 

這類型的小組， 

讓我知道孩子愛的語言、 

如何回應才是 

合適他。」

子滔家長

「2位姑娘好認真講解，

給予建議，有效介紹 

可以實踐的方法及 

教導家長正向教學！」

曦曦

    由確診癌症至治療、康復路上，病童和家長的生活和心理便承

受非旁人所能理解的壓力。愛之深、責之切，家長和病童容易產生

磨擦，導致關係變差。

    我們鼓勵家長於生活中多運用正向教育的元素，發掘

孩子的強項，建立良好品格，為孩子打好豐盛生活的基

礎。每個孩子都有不同的性格、興趣和長處，只有細心發

現、好好掌握和恰當栽培，才能有效幫助孩子成長。

    2022年下旬，已有兩屆家長「畢業」於一連六節的

CCF正向教育活動，透過專業導師及社工的分享，家長們

可以互相交流育兒心得，當中更有實習環節，確保家長能

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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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醫療輔導...點止遊戲咁簡單

    當時只有 4歲的圓圓，每一次回來醫院時，總會請我陪伴她和她的小伙

伴「星星」玩耍。「星星」是一個全白色、只有線條及披上一件紫色斗篷的

公仔，就是兒童醫療輔導服務的標誌上出現的那一個公仔。

  圓圓喜歡用不同的醫療工具幫「星星」聽診，又會為她量度體温。有一

次，圓圓把不同的數字及奇形怪狀的東西畫在公仔身上。她說：「因為『星

星』體温太高，她要留院觀察及停止化療」可是，圓圓又知道若不吃化療

藥，那些奇形怪狀的壞細胞又會在她身上「攪攪震」，因此她就將一切畫出

來。圓圓將自己的感覺及經歷投射於公仔身上，而自己則化身小醫生，幫她

的好伙伴落藥治療，對抗那些令她不適的壞細胞。我不得不讚嘆她的聯想力

和觀察力，同時我也深深體會到這個公仔如何幫助她排解情緒。

我們的
神奇法寶

﹡ 文獻出處自《Children's health care :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Care of Children's Health》書籍內，文章名為 “The 

use of stuffed, body-outline dolls with hospitalize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hild Life公仔

  這件神奇法寶常常陪伴我工作；遇上小朋友患病及需要做治療時，我便會送

贈一個給他一起玩耍。你知道為什麼嗎？這個公仔背後，又有甚麽意義呢？

Child Life公仔減輕病童的恐懼

    兒童醫療輔導團隊利用公仔讓小朋友發揮想像空間。根據1999年的研究文獻﹡ 

記載，「當小朋友在為一個全空白、具自己個人特色的人形公仔創作時，他們往

往能表達自己的感受、找尋到自己的一份快樂，也能讓醫護從中協助他們提升應

對治療的方法。」這個全空白的人形公仔，自此便成為了團隊的小助手，幫助我

們適切地減輕病童對醫療挑戰的恐懼，同時漸漸衍生為服務標記上的主角。

    簡單而言，與其說這個 Child Life公仔是一個玩具，其實它更是一個工具。讓

病童透過創作，把自己在醫院內或治療上發生的親身經歷表達出來。沒有預設的

五官，也沒有畫好的衣裳；靠的就是無窮無盡的想像力。孩子可以更自由地，自

己親手創造一個伙伴(Buddy)，在治療的旅程中陪伴及安慰自己。

    遇上各種挑戰，小朋友都有不一樣的恐懼，透過兒童醫療輔導師的指導下，

他們對公仔可以有不同的詮釋。例如，有些病童害怕打針，因此他可以於公仔上

畫上針孔，以公仔模擬及預演打針的過程。這樣，照顧者便可從旁觀察孩子的反

應，加以指導；同時提供病童一個抒發情緒的途徑，從中更可加強自己應對疾病

的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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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醫療輔導...點止遊戲咁簡單

動 動 手 畫 公 仔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們想親手製作您

的小伙伴嗎？歡迎您們動動手，於以下的

全空白人形公仔創作你們專屬的「小伙

伴」！

我的小伙伴名稱︰

 我的醫療小故事︰

  又有一次，12歲的文文問我：「我可以幫公仔做手術嗎？」原來他將要做

一個截肢手術，文文坦言感到害怕，因為他不知道未來會怎樣，所以他希望透過

自己親自幫公仔做這個手術，讓自己感到並不孤單，也希望透過這個「儀式」，

和自己將會做截肢的部份好好道謝、道別。

  情緒的表達和抒發同樣重要，不只是正接受治療的病童，這位好伙伴更會陪

伴小朋友走將來的康復路。一齊看看有關病童和小伙伴的故事，全片共分兩集，

希望你更認識我們的兒童醫療輔導服務。

兒童癌病基金

高級認可兒童醫療輔導師

馬馬姑娘

瀏覽Child Life的 

YouTube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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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May是一位離世病童的家長。女兒心心在一歲

時突然不舒服，短短七天確診急性白血病，在世上

勇敢地活過兩年四個月。

得來不易的女兒
    回想懷孕初期，May事事小心，甚至停工養胎。原來心心是人工受孕得來，

當時有兩個胚胎，另一個胚胎無法健康成長，因此May格外珍惜心心這一胎。

  心心由出世開始便是乖巧的孩子。她在一歲時突然入院，短短七天時間便確

診急性白血病。隨着這個惡耗，May和心心踏上了漫長的抗癌路。當時咖啡網店

剛開業半年，心心媽要照顧首次住院的心心，憂心但又需要兼顧生活。對一位媽

媽來說，真是百上加斤。

在咖啡世界同行
    其後，May放低了所有咖啡事務，全力照顧女兒。有天一位朋友帶着咖啡來

探病，咖啡香氣刺激了心心的嗅覺和感官，聞到咖啡香的心心一直指住咖啡。

May頓覺心心對咖啡感興趣，於是讓心心聞起不同的咖啡來。May述說「飲咖啡

嘅時候必定記起心心，教你聞咖啡嘅樣，真的好可愛。」正是咖啡的味道，帶領

心心走進May的咖啡世界。她們找到同行的接合點，並互相依靠、慰藉。

不止息的愛和惦念
    曾經有段時間，心心被發現肺有霉菌，需要入深切治療病房。可是年幼的心

心最需要媽媽在身邊，May覺得「小朋友都咁勇敢接受治療，媽媽都唔使驚！」

遂打醒十二分精神照顧心心，整整兩個月沒有踏出病房半步。CCF的兒童醫療輔

導團隊一直陪伴在旁，支援May和心心應對不同的治療。

  後來，心心病情急轉直下，經歷多種治療後終也離世。May由悲痛、崩潰，

走到接受現實，花了很大力氣。在學習放手和努力生活的過程中，May慢慢與人

分享心心的點滴，透過咖啡尋回與女兒的聯繫。

在感恩與回饋中同行
    是次訪問，May真情流露，全程笑住、喊住完成。曾經受過別人溫柔以待，

May決定將大家給予她的善意，傳揚開去。在為CCF義賣的咖啡套裝裡，May以

「愛、堅持、珍惜、擁抱、陪伴」為主題，籌辦了以心心命名的【一心 • 同行】

咖啡掛耳套裝慈善義賣，並且獲得眾多善心人的支持。

  May把心心的骨灰製成星球鏈咀，長伴身旁，期望與心心一起看更多風景，

做更多的事。正如May所言：「一心同行，只要掛住心心，就可以同行。」未

來，May將透過咖啡繼續與病童和家長同行。希望透過她和心心的故事，給予正

經歷困境的家庭支持和祝福。

  縱使面對生命的重大轉變，只要帶着愛和勇敢，便能夠一直走下去。正如心

心已然離開，卻一直與媽媽同在。

一
心
同
行
咖
啡
香

喪
孩
家
長
的
愛

一心 • 同行
咖啡掛耳套裝

慈善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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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善傳愛

  小學六年級的孩子，可以成就甚麼呢？不外乎是學術出色、運動健將，也可憑藉科技探索而發

明一些令人驚喜的作品。在以下六位十二歲的小女孩身上，我們卻見到原來年齡真的不是限制，只

要有善心，你絕對可以成就比想像中更多！ 

  蝴蝶飾物是芷鈞最喜愛的飾品，她甚至親自到深水埗挑選布料，又學會自行製作不同款式。愛

分享的她，又會將親手製作的蝴蝶結送給基層團體，希望交到有需要的小朋友手中。當她和幾位好

友趁小學畢業的暑假，決定籌辦慈善義賣幫助社區時，芷鈞最擅長的蝴蝶飾物便是最佳選擇！

  芷鈞、慧然、善甯、忻蓓、曉凝和梁懿幾位好朋友，從最初找材料、製作、與 CCF聯絡、撰寫

計劃書、海報設計、聯絡場地、現場佈置、呼籲親友校友支持等，全都一手包辦。過程中，她們各

自探索自己擅長的崗位，形成有默契的團隊。有人熱衷設計新款式，包括髮飾和手織冷帽；有人歷

經多次測試後，終能純熟操作熱溶膠槍；有人比較健談，擔當與客人溝通……接連兩個月的認真籌

備至實行，只為向病童和家長送上一份心意。

  女孩們憑著善心，向社區廣傳 CCF的理念和服務，引起廣大漣漪。她們獲布藝老闆半賣半送布

料支持；亦在市集內認識了不少社區街坊，如賣榴槤的店主、連續三天光顧支持的伯伯、以往曾接

受 CCF服務的一對母女，還吸引了同校師妹和老師們親臨支持。

  相信社會中仍有好多善心人願意支持患有癌病的病童及其家長，但是如何將善心化成實際行

動，這六位女孩做了很好的示範；同時，這亦是她們為自己準備的，最難忘和有意義的畢業禮物。

善心遍社區的
「蝴蝶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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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善傳愛

  豆角顏色鮮豔，清甜爽脆，能讓食物昇華到另一層次，是很多佳餚

不可或缺的食材。今次的主人翁，將自己比喻為一條豆角，自嘲「從來

不是主角，只是一條豆角」 - 她就是把一生奉獻予演藝事業的魚毛姐 - 余

慕蓮。

  遠至周星馳的經典喜劇，或近年榮獲金像獎提名的港產片，都能找

到余慕蓮的蹤影。雖然只是配角，但她總能發光發亮，把角色發揮得淋

漓盡致，將一幕幕經典呈現於影迷眼前。不僅如此，魚毛姐宅心仁厚，

尤其疼愛小孩。小時候她因家境貧困而失去了讀書的機會，只讀到小學

程度，但因為她自知讀書的重要性，因此早年更把退休金在貴州捐建小

學，造福三百多個山區小朋友，希望他們「人人有書讀」。

  今年，大病初癒的魚毛姐從邊緣回望，同時得到好友兼出版人黃庭

桄的鼓勵，決定自資出自傳，並將全部收益於不扣除成本下全數捐予

CCF；魚毛姐分享道：「我唔要錢，亦唔恨錢。想到可以把收益捐給有需

要的小朋友，我第一時間想起兒童癌病基金。做善事，幫到人，自己又

開心！」於是，由魚毛姐口述和圖片提供下，黃庭桄協助編輯、策劃出

版，這本《我是一條豆角》自傳便誕生了。由魚毛姐小時候的經歷、投

身社會及進入演藝圈後的故事，這一點一滴都紀錄於自傳內。

  此行善舉得到一呼百應的支持，不但有多名藝人身體力行購買自

傳，傳媒亦落力推廣，將魚毛姐的心意傳播得更廣更遠。新書自推出以

來銷量節節上升，於短短兩個月內，便已經為CCF籌得逾一百一十萬善

款，售罄後再加印了兩次呢！得知反應熱烈後，魚毛姐始料不及，形容

為開心到極：「好感激各位善心人，一起出力幫助小朋友！坦白說，我

不知道我何時會離開這個世界，能有這本書可以留下我和朋友的回憶，

我就心滿意足了。」

  魚毛姐樂善好施的精神，讓無數患病兒童及家庭得以受惠，其慷慨

做人的態度更是不少晚輩的典範。CCF在此衷心多謝余慕蓮女士及黃庭桄

先生出心出力，以及各方善長人翁慷慨解囊，共襄善舉。祝願魚毛姐身

體健康，繼續活得安然自在！

一起為善最樂
如果您都想購買余慕蓮自傳新書《我是一條豆角》，歡迎您 

致電或WhatsApp聯絡我們，將她慷慨熱心的精神傳承下去吧！2815 2525

最翠麗的豆角

感謝黃庭桄先生協助策劃、出版及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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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紓緩服務基金專欄

    戴帽，是不少人的日常穿搭；但對

於身患危疾的病童而言，帽子的意義尤

其重大。病童接受治療時或會抵受毛髮

脫落的副作用，不但改變他們的生理外

觀，而且因失去自信而掀起情緒起伏。

因此，帽子是治療後的保暖衣物，亦是

病童心理上的保護罩。

  1995年，四名美國小學生為患癌同學舉辦籌款活動，希望幫助這

位同學的醫療費用。雖然患癌同學在活動前不幸離世，但他們仍如常

舉行活動作紀念，幫助其他患有癌病的小朋友。國際兒童紓緩服務網

絡（International Children’s Palliative Care Network）秉承這班熱心學生

的理念，於2013年正式將每年十月第二個星期五定為國際帽子日，以

提升世界各地大眾對兒童紓緩服務的關注。

全城戴帽牽愛心

  2022年的國際帽子日是在1 0月1 4日，為宣揚危重病童和家庭的需要，兒童紓緩服務基金

首次聯同香港兒童紓緩學會於當月合辦「HatsOn！全城帽動」活動，宣揚兒童紓緩服務的訊

息，又邀請公眾人士於國際帽子日戴帽，並上載社交平台。活動有幸獲得多名善心藝人牽頭

支持，其中包括向海嵐、陳敏之、陳繹嵐、陶大宇及黃建東；於短短三星期內，我們蒐集到逾

150張照片，當中不少溫馨的家庭照、小孩照，更有些發揮創意，和毛孩一起戴帽，相當趣緻

呢！

  另一方面，一眾義工出心出力支持活動，體諒到醫護人員工作時不適合戴帽，於是親手編

織帽子扣針，送入各區醫院，好讓醫護人員亦可身體力行地支持活動。

點解有

國際帽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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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紓緩服務基金專欄

  如果家中沒有帽，怎麽辦？我們也貼心地製作了精美的遊戲濾鏡，開

放予大家於社交平台使用，即使平日沒有戴帽習慣的你，也可以用另一種

方式支持活動！此遊戲濾鏡吸引了逾5000人參與，大家透過這輕鬆途徑互

動，讓更多人了解危重病童的需要，及認識兒童紓緩服務。

  此外，我們亦積極於不同渠道策劃宣傳。鳴謝港鐵及九巴認同兒童紓

緩服務基金的服務理念，分別贊助月台及車身廣告版位，使我們的活動走

得更遠。廣告內所展示的，不僅只是病童、醫護界及各界人士的戴帽照，

更是社會的影響力及愛心的見證。

  活動得以成功，全賴大家牽頭實踐，帶動身邊的家

人和朋友響應。隨著兒童紓緩服務基金踏入第五年服

務，基金必定繼續「以病童為本，以家庭為中心」，為

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完善適切的服務；同時致力填補醫療

系統的服務間隙，締造一個無縫且全面的服務網絡。

  一起重溫活動宣傳片，再次感受各個界別代表的熱

情和愛心！

  義工們默默

付出，如同醫療

團隊和照顧者一

樣，務求病童的

身心健康得到適

切的照料。感謝

您們成為病童身

邊的無名英雄！

感謝您的鼎力支持

（排名不分先後）

CM BINARY
Edelman

PET SPACE
Uber

創思成長支援中心

花旗銀行(香港)
帝堡會

迪士尼義工隊

恒生銀行

白沙灣遊艇會

馬哥孛羅酒店—香港
摩斯漢堡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大華銀行(香港)
明愛樂義學校

琉球皇Oki
Joeyful Joey

Mr Chi Lo
鄭欣宜小姐

陳繹嵐小姐

陳敏之小姐

陳昌煒醫生

陶大宇先生

向海嵐小姐

黃庭桄先生

黃建東先生

 帽子背後的無名英雄

  要於短時間內完成籌備工作絕不簡單，全賴一班善心義

工不求回報，為我們義務準備活動紀念品。一名熱愛藝術創

作的病童，家浩，了解我們的企劃後，爽快答應了我們的邀

請，設計出六個精美貼紙圖案。他的作品色彩繽紛，寓意病

童的生活也可以多姿多彩，貼紙上的正能量語句亦體現了我

們對危重病童的關注。

  基金亦邀請了蘭姐及家琪媽媽製作一共500份精美帽子

扣針，由配色、勾花、黏上熱熔膠、包裝封口……每個扣針

都獨一無二，全部皆需要用人手製作，實在是充滿心思呢！

觀看活動宣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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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
籌款紀要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7/5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校友會 及  籌款活動  141,088.00 

  俄亥俄州立大學校友會香港分會   

5月至10月 St. Baldrick's Foundation* 剃頭活動2022 340,049.20

5月至10月 商業電台*  《有誰共鳴》節目 1,792.36 

5月至10月 Ms Ada Wang（WE Press）* 慈善義賣  11,800.00 

  「香港人品 -大少奶 XO」

5月至10月  喬達國際貨運（香港）有限公司* - Hung Fook Tong Coupon  23,158.00 活動於2021年10月及2022年3月 

    Charity Sale  舉行。 

    - Isagenix Products  

     Charity Sale 

    - Green Campaign:  

     Happy Share of Idle Items

5月 塵墨  塵墨慈善利是封義賣 16,800.00 活動於2022年1月舉行。

5月 mysweetiepiemarket* mysweetiepiemarket Charitable 3,000.00  活動於2022年4月23-24日舉行。 

    Support Activity 2.0  

5月 Staff of Samsonite Asia Limited* Act for Love慈善義賣 17,860.00 活動於2022年4月26日及 

            5月3日舉行。

9/6 陳卓賢國際歌迷會*（澳洲分會） 陳卓賢貼貼貼貼住你  13,123.00  

        生日慈善應援  

20/6-31/7 Matafa Lifestyle Limited 【一心 •  同行】咖啡掛耳套裝  10,000.00 

        慈善義賣

6月 陳卓賢國際歌迷會*（美國分會） “Kids Helping Kids”  8,369.00 

    Charity Digital Artwork Sale  

6月 姜濤香港後援會  姜濤生日慈善期間  120,718.00 

        限定精品義賣  

6月至9月 Belgium Diamond House 「以藝術做好事」慈善義賣 13,200.00 

9/7 Ben Wong & Ryan Wong Shanghai Budget Challenge -  95,622.12 

    Ryan, Rex, Joon and Chris  

18/7 張敬軒粉絲  張敬軒20週年紀念遮遮義賣 9,698.00 

20-26/7 日本蜻蜓牌  Tombow慈善開學文具套裝義賣  782.10 

    （支持兒童紓緩服務基金）

28/7 WEARE.TOOLS.FOR.DANSON 盧瀚霆27歲生日套裝 3,000.00 

7月 Ms Nicole Ma  盧瀚霆生日慈善義賣 9,800.00 

7月至9月 余慕蓮小姐及黃庭桄先生 余慕蓮自傳 –《我是一條豆角》 1,100,000.00 

7月至10月 Mr Marcello Kwan  Non Fungible Venus NFT project 2,000.00 

14/8 承光中醫  Raga Finance x Enlighten 3,330.00 

    TCM義診籌款日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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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圖為德意志銀行舉辦 
的剃頭活動，活動共籌得 

$647,49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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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
籌款紀要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26-28/8 鄧芷鈞、王慧然、周善甯、  蝴蝶飾物義賣活動 17,909.00 

    楊忻蓓、潘曉凝及梁懿小姐

4/9 Ms Marianne Wong 《憑正念 同過渡 齊創造》  105,450.00 

        義賣應援  

10/9 Ms Chan  姜濤陶瓷杯墊慈善義賣 2,820.00 

9月 FringeBacker Limited* FringeBacker COVID-19 10,000.00 

    香港雲端馬拉松2022

9月至10月 魚鱻森虱目魚精（香港）及  Hats On！傳承帽動帽子  45,650.00 

  香港朝陽獅子會  設計比賽 

    （支持兒童紓緩服務基金）

22-23/10 白沙灣遊艇會*  24小時慈善小艇賽2022 442,000.00 

10月至11月 盧思豪先生及Maximum Racing 澳門格蘭披治東望洋大賽  100,462.00 

        戰車頭冚義賣 

 

 

 

 

特別鳴謝

（1）九龍巴士（一九三三）公司、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匯達交通服務、天星小輪、新渡輪和香港地媒體有限公司提供廣告贊助。

（2）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協助寄發宣傳單張。

（3）正高設計有限公司為基金設計宣傳單張。

（4）下列機構免費借出場地予基金放置捐款箱：

 Action Waterfall 勵進國際培訓學院 南華體育會

  亮星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朗豬爸爸小廚 富士數碼激光沖印

  帝堡城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Worldwide Limited 品味料理有限公司

  鍾兆崑醫生及一匯健醫務 MOS Food Hong Kong Limited 碧綠菩提

  喬達國際貨運（香港）有限公司 Oh! My Dog 域多利遊樂會

 GIN once upon A Babe W.. Bakery

  白沙灣遊艇會 香港百樂酒店 W. Burger

  香港銅鑼灣智選假日酒店 Pet Space Group Limited（支持兒童紓緩服務基金） Waterfall Sports and Wellness

  新天地室內設計工程 Samuel Ashley Welldone Learning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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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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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及醫院服務覽表

精 彩 點 滴 全 賴 有 您！ 2022年5月至10月

7月30日
特別鳴謝香港理工大學醫療及資訊科技學系於 2 0 2 2年 2月開展舉辦「一人一故事」計劃。三名康復者、三名家長及一名兄弟姊妹參加了

計劃分享暨青年義工招募日，見證大家數月來努力嘅成果 。每組年青人逐一上台分享，更即製作紀念品互相送贈。祝願各位年青人加油，努力

應付人生每一個挑戰 ！

5月7,14日
6月4,11日

特別鳴謝國際獅子

總會中國港澳 3 0 3區，聚集

熱心又有才能的義工獅友，

為六名病童舉辦四節「形象

深造學堂 - 網絡篇」活動。

課堂中，參加者能學習運用

各種器材製作短片，透過鏡

頭說故事，獲益良多 ！

7月23,30日
8月13,20日

特別鳴謝迪士尼義工

隊，為六名病童、六名家長及四

名兄弟姊妹設計四個不同主題的

「童樂迪士尼」工作坊，透過

趣味科學小知識、故事分享、唱

遊、魔術、小手工等遊戲，將奇

妙力量分享給大家！每堂工作坊

都充滿笑聲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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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及醫院服務覽表

10月22,23日
一年一度由白沙灣遊艇會舉辦的 2 4小時慈善小艇賽再度舉行！今年小艇隊有四位新成員加入，他們於師兄師姐帶領下第一次出賽，乘風

破浪～ 此外，有四位病童及康復者帶同他們的手作參與市集攤位，吸引不少途人購買支持！感謝白沙灣遊艇會對CCF的鼎力支持，期待下年

有更精彩的賽事！

10月8日
1 9名康復者、2 7名家

長及九名兄弟姊妹於馬灣出席七

色彩虹計劃嘉許同樂日。活動希

望表揚積極參與 C C F活動的康復

者，當日的參加者除了獲得基金

的證書和禮物，更到訪諾亞方舟

遊玩。

8月17日
C C F陽光學堂的小朋友畢業啦！

1 0名病童、 1 8名家長及兩名兄弟姊妹出

席陽光學堂畢業禮，活動上親自摺紙飛

機，寓意一直飛得更遠。 衷心感謝

大華銀行 ( U O B )多年來支持陽光學堂，

特別鳴謝大華銀行香港分行企業銀行業

務高級副總裁兼分組主管李國禧先生出

席是次畢業禮，分享畢業生的成果和歡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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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及醫院服務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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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項藥物資助

 (2 )  兩項掃瞄或檢測資助

 (3 )  一項義肢資助

 (4 )  生活津貼

 (5 )  殮葬津貼

 (6 )  交通津貼

療養屋
5月–10月  共有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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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刊物
5月  2020–2021財政年度服務概覽  

7月  第 62期《童心》

醫療服務
25/5 與主要公立醫院的醫生透過視像通訊舉行協調會

議。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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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29/6 一名高級認可兒童醫療輔導師及一名認可兒

童醫療輔導師出席由香港小童群益會舉辦的

Sensit ive  use of  ar t  for  socia l  work/counsel ing 

inter vent ion入門課程。

24-25/5 一名高級認可兒童醫療輔導師出席由 Sensit ive  

Use of  Ar t  for  Socia l  work  /  Counsel ing 

I nter vent ion I nst i tute舉辦的「提升個人效能應

對角色轉變」網上課程。

15/7 一名社工出席由聖雅各福群會及香港家庭福利會

聯合舉辦的「未能好走的哀傷」網上研討會。

13/9 一名社工出席由香港專業培訓學會舉辦的「外展服

務及精神科危機應變」實務証書課程。

27/9 一名 PC&CS社工出席由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舉辦

的「青年人生教練」培訓証書課程。

30/9 一名 CPCF社工出席由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研

究部舉辦的「一起走過哀傷」 -  如何應用善別輔導小

組支援喪親家屬工作坊。  

28/10 一名 CPCF社工出席由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研

究部舉辦的「二」人三「囑」進階課程。

8月–10月  一名專業服務助理經理出席由HKCSS I nst i tute舉辦

的「NGO新晉升主管證書課程」。

其他
20/6 專業服務經理為 CPCF社工舉辦急性患傷和重症監護

病房工作坊。

20/6 一名 CPCF社工及一名 CPCF護士向 16名 PC&CS社工

介紹重症監護病房。

23/6 專業服務經理及 CPCF護士向瑪麗醫院兒童及青少年

科職員介紹兒童紓緩服務。

16/9 Ms.  Ada Ng及Ms.  Agnes Choi為 15名 PC&CS社工

舉辦虐兒和保護兒童工作坊。

21/9 專業服務經理於香港兒童神經病學及發育兒科學會

和 CPCF協辦的網絡研討會上介紹社區兒童紓緩服

務。

公眾教育
30/6 社工於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學校舉辦生

死教育講座，共 286名學生出席。

29/7 PC&CS社工於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舉辦生

死教育講座，共 125名學生出席。

備注

CCF：兒童癌病基金

CPCF：兒童紓緩服務基金

PC&CS：童途關顧及社區服務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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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活動常規活動 
陽光學堂(社區服務中心)

5月–10月  六名病童及六名家長於中心出席 17節課堂。

陽光學堂(網上課堂)

5月–10月  20名病童及 23名家長出席 38節網上課堂。

小學補習班

5月–10月  11名病童及 10名家長於中心出席 40節課堂。

數學補習班

5月–10月  2名病童於中心出席 14節課堂。

跑步隊訓練

5月–10月  10名康復者出席 18節訓練。

地壺球訓練

5月–10月  20名康復者、三名康復者的兄弟姊妹及 13名家長出

席15節訓練，及出席兩次比賽。

陽光手藝工作坊

5月–10月  28名康復者及兩名家長出席七節課堂。

其他活動
3/5 四名病童參加網上趣味數學班。

7/5,  6/8  14名病童和14名家長一同參觀黑暗中對話體驗館。

7,  14/5 ,   特別鳴謝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六名病童

4,11/6 於中心參加四節「形象深造學堂  –  網絡篇」活動。

18,  25/5 ,   七名家長出席四節芳香療法舒緩小組。

1,  8/6

22/5 七名病童、六名家長及一名兄弟姊妹一同參加於花

園街體育館舉辦的「型爸 x靚媽 x文青 "Chi l l  Happy 

G ather ing」活動。

28/5 10名病童、13名家長及兩名兄弟姊妹一同於中心參

加水晶果凍粽製作班，慶祝端午節。

28/5 八名病童、一名家長及一名兄弟姊妹參加於大埔舉

辦的「遠離煩囂  –  螢火蟲篇」活動。

3,  12/6 九名病童、九名家長及一名兄弟姊妹出席於葵芳的

兩節「型爸 x靚媽 x文青 "Chi l l  Happy G ather ing」

活動。

4,  11 ,  18 ,   10名病童於中心出席四節花藝工作坊。

25/6 

4 ,  5/6  特別鳴謝特高娛樂製作有限公司，捐贈250張關心

妍“約”20週年演唱會2022門票予病童及其家庭。

11/6 六名病童及六名家長參加網上「自己玩具自己

造」工作坊。

15/6 三名病童於中心參加日本字畫創作活動。

18/6 八名病童、12名家長及六名兄弟姊妹參加於九龍

灣舉辦的室內遊樂場活動。

24/6,  8/7  六名病童、六名家長及兩名兄弟姊妹參加於花園

街體育館舉辦的兩節親子地壺球體驗活動。

26/6 五名病童及三名家長參加行山團，到屯門及元朗

欣賞日落。

29/6,  6/7  八名家長於中心出席兩節初級園藝工作坊。

13,  20/7 八名家長於中心出席兩節進階園藝工作坊。

15,  22/7 七名家長出席兩節網上故事分享會。

22,  29/7 八名病童、16名家長及兩名兄弟姊妹於中心參加

5,  12/8  四節「小小感官訓練探索家」活動。  

23/7  五名病童參觀黑暗中對話體驗館。

23,  30/7 特別鳴謝迪士尼義工隊，六名病童、六名家長及

13,  20/8  四名兄弟姊妹於中心參加四節「童樂迪士尼」

 工作坊。

30/7 「一人一故事」計劃於2022年2月開展。特別鳴謝

香港理工大學醫療及資訊科技學系的義工，17名

義工與八名康復者組成八小組，義工協助康復者

完成小目標。三名康復者、三名家長及一名兄弟

姊妹參加了青年「一人一故事」成果分享暨青年

義工招募日。

31/7 三名病童、三名家長及一名兄弟姊妹於中心出席

「型爸x靚媽 x文青 "Chi l l  Happy G ather ing」活

動。

6/8 七名病童、五名家長及一名兄弟姊妹於中心參加

魔力橋大賽。

6,  7/8  七名病童及康復者以及一名家長一同到南豐紗廠

參與青年市集活動。

13/8 五名病童、三名家長及一名兄弟姊妹於中心參加

「日本文化 x料理研究所」烹飪班。

13,  20/8 11名病童及五名家長於中心出席兩節扭氣球活

動。

16,  19/8 五名病童、六名家長及兩名兄弟姊妹於中心參加

兩節甜品製作班。

17/8 10名病童、18名家長及兩名兄弟姊妹於中心出席

陽光學堂畢業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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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21名病童、27名家長及七名兄弟姊妹一同參觀香

港合味道紀念館。

22,  24 ,   18名病童及18名家長於中心出席15節多元學習小

29-31/8  組活動。  

23/8  六名病童及六名家長於中心參加「小小 STEM創意

大師」活動。

27/8,  1/10 七名病童及兩名家長一同參與於紅磡舉辦的兩場地

壺球交流賽。

27/8 12名病童、八名家長及兩名兄弟姊妹於中心參加

冰皮月餅製作班。

27/8 四名病童及五名家長於中心參加親子手藝工作坊。

28/8 16個兒童紓緩服務家庭（一共47名參加者）參加

於荃灣愉景新城舉辦的「多啦A夢：大雄之宇宙小

戰爭」電影欣賞活動。

29/8 六名康復者、七名家長及三名兄弟姊妹一同於

Br i l l iant  Craf t出席陽光學堂畢業禮戶外活動。

4/9 20名康復者、32名家長及14名兄弟姊妹參加於禾

田喜山種植園舉辦的戶外活動。

17/9 五名病童及一名家長於中心參加「甜．夏製作」烹

飪班。

4/10 七名兒童紓緩服務家庭的兄弟姊妹參加於西貢舉辦

的「大帆船 JOY SAIL ING活動」。

8/10 19名康復者、27名家長及九名兄弟姊妹參加七色

彩虹計劃，該計劃表揚積極參與兒童癌病基金活動

的康復者。

22,  23/10 10名康復者、六名家長及兩名兄弟姊妹參加於白

沙灣遊艇會舉辦的24小時慈善小艇賽。

22,  23/10 四名病童及康復者參加於白沙灣遊會舉辦的兩節陽

光市集。

22,  29/10 六名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培愛學校學童（包括兒童紓

緩服務病童）參加兩節沙畫體驗工作坊。

10月  四名病童及四名家長於中心參加親子遊戲瑜伽班。

10月  14名病童及17名家長於中心參與密室逃脫遊戲活

動。

10月  六名家長於中心出席四節親子關係小組。

10月  兩名康復者、一名家長及一名兄弟姊妹參加於大嶼

山舉辦的行山活動。

5月 -7月  10名家長參加六節網上親子正策課程支援小

組。

5月 -10月  131名於兒童醫院、聯合醫院及屯門醫院住院之

病童及兄弟姊妹參加15節網上遊戲室。

5月 -10月  121名於兒童醫院及聯合醫院住院之病童及兄弟

姊妹參加八節網上藝術課。

5月 -10月  19名康復者出席一節職業治療評估。

5月 -10月  11名康復者出席9節職業治療，訓練四肢運動及

管控功能。

5月 -10月  一班腫瘤科病童及兄弟姊妹（合共17人次）參

加四節「童學會」活動。

7月 -8月  九名康復者及一名家長參加於白沙灣遊艇會舉

辦的五節小帆船運動證書訓練課程。

7月 -10月  九名病童、九名家長及兩名兄弟姊妹於中心參

加16節花式跳繩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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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笑寫真館

充滿愛的
聖誕派對

A Loving Christmas Party 

灌籃、彈珠遊戲、叠杯 ...
Basketball, Pinball game 

and cup stacking ...

Ho Ho Ho! 
聖誕老人大駕光臨 CCF Party!

A warm welcome for  
Santa who visited  
CCF Party from far!

由陽光小子嘅鋼琴表演， 
為 Party打開序幕！
The party was kickstarted with  
a bravo piano performance  
from Chak-Yiu!

手繪好靚呀！

Hand-drawing is a  
must-do activity in the party!



笑笑寫真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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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表示：輕鬆啦！

fun and easy!

由會長 Tony抽獎... 
究竟邊個係幸運兒呢？

Who’s gonna be the  
lucky winners?

來自善心人士捐贈嘅禮物， 
各位小朋友都滿載而歸！

Thanks for the wonderful gifts  
from donors... our kids are  
bringing lots of fun home!

特別鳴謝以下單位贊助禮物（排名不分先後）
Thank you for donating gifts (listed in random order)

 Atlas Global (HK) ltd
 Arcadia Sourcing International Ltd
 香港萬怡酒店 Courtyard by Marriott
 Creative Kids Far East Ltd
 香港逸東酒店 Eaton Hong Kong
 香港君悅酒店 Grand Hyatt Hong Kong 
 香港金域假日酒店 Holiday Inn Golden Mile Hong Kong 
 香港維港凱悅尚萃酒店 Hyatt Centric Victoria Harbour Hong Kong 
 I.Q. Toys Ltd
 香港JW萬豪酒店 JW Marriott Hotel Hong Kong 
 Mobile Garage HK
 富豪九龍酒店 Regal Kowloon Hotel
 香港萬麗海景酒店 Renaissance Harbour View Hotel Hong Kong 
 新昌玩具廠有限公司 Sun Cheong Toys Factory Ltd
 香港麗思卡爾頓酒店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Toys"R"Us Hong Kong
 Withings HK Limited
 V慈善基金（給因身體狀況未能出席聖誕派對的病童） 
V Foundation (for patients who could not attend  
Christmas Party due to body conditions)

 吳展樂小朋友 Ng Chin Lok Ethan
 Ms Angel Ng
 Ms Charley Chan
 Mr Henry Fok & his wife
 Ms Joyce Chiu
 Ms Stella Woo Ms Tsui Wai Sheung

多謝熱心義工籌備攤位 Thank you for organising game 
booths (listed in random order)

 中國銀行（香港）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香港迪士尼義工隊 Disney VoluntEars 
 姜濤姜糖將心比心義工團 Keung To Keung Candy Heart2Heart 
Volunteers 

 Lam’s Family
 Superki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