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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着中醫註冊制度的落實，近年中醫在香

港的發展可謂十分蓬勃。事實上，一直以來，

不少癌病小朋友的家長，在孩子治療前後，都

有尋求中醫的協助。

　　為了讓家長們對中醫在癌病治療方面有

更正確而具體的了解，CCF家庭會於2010年10

月，特別誠邀理工大學護理學院講師陳玉佩醫

師以「化療、電療及手術前後的中醫調理」為

題，主持了一項家長座談會。

　　陳女士除擁有資深註冊中醫師及註冊護士

資歷外，同時亦曾護理腫瘤病人多年，可謂學

貫中西，理論與實踐兼備。

　　座談會當日，座無虛設，家長提問非常熱切，本刊

遂將部份內容整理如下，以供讀者們參考。本會亦特此

再次向陳醫師的義助致謝！

何謂體質？

　　不同的人適宜吃

不同的食物。究其原

因，就是個人的體質

各有差異所致。因

此，在談論中醫、中

藥前，不能不先探討

一下何謂「體質」？

　　體質承傳（形

成）於先天、得養

（定型）於後天。它

能反映身體內部的健康狀況，包括：個人對自然環境的

適應能力、個人對疾病的抵抗能力以至發病過程中的好

壞轉變及傾向等。

　　人的體質雖受到先天的影響，但絕非一成不變。相

反，它隨着年齡、氣候、食物和疾病等因素而改變。因

此，我們可透過改善體質來預防疾病，或紓緩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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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質有哪幾類？

簡略而言，體質可分為：寒、熱、燥、濕、陰虛和陽虛。

濕性體質的特性為： 

身體沉重、疲倦、頭痛如裹、四肢無力和出現局部性

水腫。

宜多吃去濕的食物，包括：節瓜、南瓜、

赤小豆、扁豆、淮山和薏苡仁等。

陽虛性體質的特性為： 

口淡、口中有甜味、無胃口、腹脹、泄瀉面色較青

白、怕冷，疲倦嗜睡、舌淡胖大、不喜飲水、腹脹冷

痛、久咳無力、胸悶氣喘、痰多色白、自出冷汗、尿

頻、多夜尿、大便稀溏和腰膝酸冷。

宜多吃温熱、健脾、補腎、提氣壯肺的食物

和包括：准山、黨參、黄耆、蓮藕、栗子、

合桃和韭菜等。

陰虛性體質的特性為： 

形體消瘦、怕熱、失眠多夢、心煩易怒、舌紅少津、

口乾、乾咳少痰、聲音嘶啞、胃脘灼熱隱痛、小便短

少、大便乾硬和喉嚨燥熱。

宜多吃滋陰補益的食物，包括：乾貝、花膠、

海參、響螺、淡菜、和雪蛤膏等。

中醫如何看化療？

　　化療在治療腫瘤的同時，對臟腑，機體亦造成一定的損傷，體內正氣隨之變得虛弱。故

中醫會將之視為「虛證」處理。所謂的虛，是指正氣不足，亦即身體的精、氣、血、津液虧

少和功能衰弱，令臟腑經絡的生理功能減退，抗病能力也隨之下降。中醫對此會以「虛者補

之」的原則治療，手法多以益氣、補血、滋陰和壯陽為主。

化療初期的調理

　　此階段應以疏利肝膽，

避免濕熱為主。建議多飲菊

花茶、玫瑰花茶和進食陳皮

粥。

　　切忌進食如西多士、臘

腸、炸薯條、糯米飯、雞皮

和菇類等油膩及難消化的食

物。而汽水、西瓜、芥菜等

生泠寒涼食亦宜戒之。

化療中初期的調理

　　此階段則應分別以解毒和疏

肝養肝為主。解毒即以利尿和保

持大便通暢為原則。建議可多飲

用薏苡仁粥水、青紅籮蔔湯、紅

籮蔔竹蔗茅根水和進食胡蘿蔔粥

和薏苡仁、赤小豆和扁豆粥。

　　至於疏肝養肝則建議多飲用

桑寄生雞蛋茶、桑葉茶、熟地南

瓜湯和多進食藍莓、桑椹和鮑

魚。

化療中後期的調理

　　此階段除繼續疏肝養肝

外，亦應以健脾提氣為主。

建議多飲用北芪黨蔘茶、蔗

汁和多進食麥芽糖、蓮子百

合粥、淮山和茯苓。

寒性體質的特性為： 

怕冷、怕風、面色較青白、四肢冰凍和飲熱水較舒

服。

宜多吃温熱的食物，包括：薑、葱白、胡椒、

豆豉、洋葱、洛神花和普洱茶等。

熱性體質的特性為： 

怕熱、容易心煩、面色較紅、容易口乾和飲凍水較舒

服。

宜多吃清熱的食物，包括：冬瓜、苦瓜、

西瓜、綠豆、香蕉、豆腐和綠茶等。

燥性體質的特性為： 

小便短少、大便乾硬、皮膚乾燥痕癢、口乾、喉嚨燥

熱和鼻熱，多鼻糞等。

宜多吃潤燥的食物，包括：糖水甜品、百合、

蜂蜜、杏仁、銀耳、鴨梨和雪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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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如何看電療？

　　中醫認為放射線是一種「火熱毒邪」。被殺死的細胞令體內毒素增加，血管及淋巴因此

變得擠擁，機體變得燥熱。接受電療者，初期的體質會由熱變燥，最後成為陰虛。陰虛的

人，體液及內分泌不足，人體陰液虧損，失去潤澤臟腑、滋養經脈肌膚的功能。而脾胃運化

及肝腎的疏泄臟腑功能亦受到妨礙。

電療前期的調理

　　此時應注意強壯脾胃、益氣養陰，以調理機

體，增強抗放射線帶來的損傷為主。療程中應多

吃滋潤清淡食物，忌服辛辣、煎、炸等刺激性食

物及不吸煙飲酒。

　　建議多飲暖水和進食白茯苓粥，沙參玉竹

粥，淮山蓮苡粥、枸杞銀耳粥和桑寄生雞蛋茶，

並多吃新鮮蔬菜瓜果、高纖維素、維他命、蛋白

質豐富的食品。忌辛辣刺激性、肥甘香燥、煎炸

炒爆食物如辣椒、茴香、咖哩和五香粉。

電療中期的調理

　　此階段病人多表現為陰虛內熱、熱毒內蘊或

氣陰兩虛的症候。故根據病人的情況選用養陰清

熱、益氣養血，袪瘀解毒的膳食為主。

　　建議多食用五汁飲（雪梨、甘蔗、馬蹄、紅

籮蔔和蓮藕）、小米銀耳露、蕃茄汁、西瓜汁、

紅蘿蔔竹蔗茅根水、淮山百合肉碎湯、南瓜露、

西洋菜蜜，並進食陳皮粥、鮑汁節瓜、杏仁、無

花果、百合、蜜棗、雪耳、蜂蜜和梨。

電療後期的調理

　　此階段病人的體質會由寒變寒濕，最後演變成陽虛，身體機能因此出現衰退，活動力

減退。原因有二，一為熱到極點也會生內寒。其次，因電療損傷到部分正常組織細胞，會

令身體功能下降。此時，病人會出現口淡、面色蒼白、疲乏無力、畏寒肢冷、自汗、小便

清長、大便稀溏、喜喝熱飲等症狀。故此，此時飲食應以溫陽、補益壯陽為主。但切忌溫

陽太過，耗血傷津，轉為燥熱。

　　建議多進食溫熱屬性的食物，以收溫陽散寒之效。富有營養的食物

包括肉桂、人參、核桃、栗子、韭菜、茴香、肉類、羊肉、牛肉、雞肉

和蓮藕等。切忌進食澭滯生冷性寒的食物、冷飲和瓜果。例如子、油

麵、冬瓜、西瓜、豆腐和豆漿。

電療後的調理

　　此階段應以調補氣血陰陽，補氣養陰，健脾和胃為主。目的是調理陰陽，預防復發。

　　建議可多飲海參瘦肉湯、淮山百合肉碎湯、黃芪黨參湯、清肉湯、魚湯和進食大棗

粥、枸杞粥和黃芪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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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發展統籌

中醫如何看手術？

　　手術時的麻醉會令全身機能停止運作，而手術創傷亦會引致疼痛、

出血、津液流失、肌肉細胞受傷積瘀、器官功能減弱和內臟功能紊亂。

故此病人最後可會出現氣虛、陽虛、血虛、陰虛等症狀。

手術前的調理

　　此階段應以保持大便通暢和避免濕熱為

主。

　　建議多飲暖水、清淡飲食、多菜少肉、

均衡飲食。而肥甘厚味和煎炸辛辣則宜戒

之。

手術後調理

　　手術麻醉以後，腸胃道處於麻痺狀態，可

能要幾天之後才能漸漸恢復正常的蠕動，加上

臥床不動，患者多半腸胃功能欠佳。因此，此

階段應以補充手術中的損失、促進脾胃功能恢

復、增強吸收和加速傷口癒合為主。

手術後的進一步調理

　　手術後，傷口一般能自然癒合，只要小心飲食，保持心境平靜，睡眠充足便可。

而手術後體虛明顯者，應注意補氣養血、開胃醒脾。脾胃功能健旺，既能補充手術中失血，又

能加速傷口癒合，故此時應以補氣、補血、袪瘀為原則。

　　建議可利用檸檬清香味來醒脾、陳皮粥水來運脾、黨參北芪淮山水來健脾。並多進食淮

山、節瓜、瑤柱、南瓜、蜜棗和蓮子。胃口好的話，更可吃少量米飯。

　　建議一般氣虛者，可適量食用辛溫通陽，甘溫補氣的食物：如薑、、肉類、合桃、龍

眼、栗子。平日煲湯藥材可用淮山、茨實、蓮子、北和黨參。而一般血虛者，則可適量食用

養血生血的食物，如：番茄、葡萄、蘋果、豬潤、菠菜和雞肉。平日煲湯藥材可用當歸、杞

子、熟地和首烏等。至於活血化瘀的食物例子有白蘿蔔、木耳和桑寄生。

　　手術後切忌進食辛、辣、油炸和生冷的食物，以防傷陰耗液，損傷脾胃運作。事實上辛辣

食物容易引起內熱，加重病情，不利康復。此外病者亦切忌飲冷水、長時間吃粥和暴飲暴食。

同時亦不宜過早進補，尤其是服食行血藥材，如補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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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從家開始

　　儘管沒有專業人士能提供絕對無誤的

解釋，但作為父母的仍會不斷尋求答案。

因為他們實在很難接受孩子患癌的事實。

哀傷擔心以外，他們同時也背負上自責和

內疚。隨之而來便是那無助感的侵襲。幸

好，普遍的父母在混亂過後，都能逐漸調

整心態。因為他們深知若然只顧沉溺於

「問點解」而忘却了如何去提升應變能

力，始終於事無補。不管你願意接受與

否，事實畢竟已成事實，採取積極行動，

配合治療，才是上上之策。所以那些「點

解？」和「點解係我？」的問題，也慢慢

地隨著時間而減退。

　　曾經有一位媽媽有以下的經驗。其實

有關「點解」這個問題，她在兒子患癌初

期，也不知問了多少遍。在這過程中，她

經歷了以上所說的自責、內疚、心痛、

驚愕和無奈。她曾不時帶着不忿的語氣

問：「我的兒子那麼乖，怎麼會得到這個

病？」

　　一個晚上，她凝望着臥病在牀的兒子

時，掩不住心裏的悲痛，悄悄垂淚。就在

這時候，兒子見到媽媽為自己傷心，便立

刻安慰她說：「媽媽別擔心，別害怕，我

會勇敢面對，你也要一樣啊！」媽媽感動

不已，覺得再埋怨也沒有意思。她如今的

想法是：縱然「點解會係我？」這個問題

得不到圓滿的答案，也非完全被動地受命

運操控，自己依然可以選擇與兒子並肩作

戰而不用坐困愁城。

　　有些病人及父母很可能會在「點解要

係我？」這問題上尋求宗教信仰的協助。

好像筆者認識的一位爸爸，他的兒子不幸

於年前病逝。他認為佛教因果之說，對他

有很大的啟發。這位爸爸似乎對佛家所說

的「前世今生，因果循環」的道理非常認

同。正正因為有因有果的關係，他覺得自

　　遇到不明白的事情，我們會問「點

解？」，並會嘗試採取不同的方法找尋答案。

這是人的自然反應。當不幸事情發生，如遭逢

意外、天災、危疾等，同樣地，我們即時的反

應除了震驚外，腦裏也會問「點解？」。因為

那打擊實在太沉重了，令人難以置信，無法接

受。想知道點解，除了希望了解事情的來龍去

脈，亦要找尋為何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真相，

也就是「點解要係我？」。這個思想掙扎過

程，是接受現實必經的階段。

　　兒童癌症的成因，在現時的醫學來說，大多仍是原因

不明。筆者並非醫生或科研人員，實在無法提供答案。但

我們不妨跳出自然科學的框框，且看看真實的個案是如何

去面對「點解？點解係我？」的困惑。

　　根據筆者接觸病童家長的經驗，他們普遍會就小朋友

為何有癌症提出以下相關的問題：

(1)有否家族遺傳?

(2)飲食習慣出錯？

(3)照顧孩子方法有問題？

(4)有害的居住環境？

(5)曾經接觸化學物質或幅射？

(6)懷孕期間出了岔子?

(7)壓力太大？

點 解 ？  點 解 係 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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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從家開始

己的處境並不是絕對的被動及無助。他因

此時常警醒自己時刻不忘積德行善。因為

他深信自己的善心善行終必得到迴響，必

能為已轉世的愛兒積聚福運。

　　然而，他依然會為兒子的離世感到傷

痛和難過，依然會淌淚，依然會繼續問

「點解」。這正正出於「人非草木，誰孰

無情」之理。他也坦然地接受問「點解」

其實是自己心理上和情緒上不能欠缺的一

部份。

　　看罷一些父母的反應，我們不妨又試

試看看一些病童就「點解？」這個題目有

何回應。有一位十五歲的少年，四年前患

上腦腫瘤，他告訴筆者自數年前確診患癌

後，他一直都渴望知道「自己點解會有這

個病？」。就此事，他曾再三追問父母及

醫護人員，但都不得要領。當時他認為如

果可以知道點解，應該可以幫助自己去接

受現實。

　　由於他是位虔誠的基督徒，他深信這

是上帝的安排。上帝要給他一個考驗及試

煉。在患病的過程中，他認識到上帝的愛

是無處不在，對他不離不棄，他的信仰就

更堅定。所以他很快的就以堅定的語氣告

訴我這個「點解？」他早有答案，且深信

不疑，並選擇繼續依靠上帝的力量去面對

挑戰。

　　又有一次，我在病房工作的時候，巧

遇一位十四歲正在接受化療的男孩。他對

「點解？」這問題，有很獨特的見解。首

先，他告訴筆者他在確診後都有問過「點

解自己會有癌症？」。得到的答案就是

「醫生暫時都無法証實兒童癌症的真正原

因」。既然如此，他也覺得沒有追問的必

要。但他認為當他長大後，唸多些書，或

許可以找到真正的原因。現在自己年紀還

小，不用為這連成人也搞不清楚的事情而

煩惱。

　

　接筆者又

嘗試追問他是否能接受自己

患癌這事實時，他隨即回答：「接受唔

到！」筆者再問：「那怎麼辦？」他答道：

「找王祖藍(註)啦！」筆者立時一怔，感到很

奇怪，但見這年輕病人露出古靈精怪的笑臉

時，筆者才懂是甚麼的一回事。接我倆相視

而笑，並以嬌嗲的聲調，齊聲說了句「我接受

唔到囉！」嚴肅的氣氛頓時變得輕鬆搞笑。這

個「點解」問題已給我們的笑聲掃走了。原來

今次筆者遇上了一個搞gag能手。

　　以上的個案分享，有沒有勾起大家一些似

曾相識的感覺？如果有，你又會比較近似誰

呢？如果沒有，你又會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

兒童患上癌症，對父母來說是一項極大的打

擊，難以接受是正常不過的。要問點解是很自

然的反應，是必經的心路歷程。至於「知道了

原因」與「接受現實」兩者間是否存在必然的

因果關係，正是筆者一再深思的問題。在此筆

者希望能拋磚引玉，啟發大家從多角度去思

考，從而有所得著。

註：

無線電視節目「荃加福祿壽」中王祖藍曾在 

“Sat in the City”中扮演Handelababy， 
其中一句掛在口邊的說話就是 

「我接受唔到囉！」

家庭輔導員

尹蕙儀

點 解 ？  點 解 係 我 ？
？
？



醫院遊戲…點止遊戲咁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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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兒童病房裡，病童的自選節目除了是上網、玩玩具、閱讀及看電

影光碟等等以外，做手工也是一項熱門的選擇。原來興趣真的會互相影

響，朋友仔開始做一些手工玩意，便會吸引其他病友參與，病房掀起一

陣陣創作旋風。

病

房
的

創
作
旋
風

捲入

旋風1－熨珠

「嘩！一粒粒膠珠砌砌

埋埋，咁就可以做到個

杯墊？我想砌喜羊羊，

我又想試下砌個鋼琴

喎。」

旋風2－收縮膠

「個比卡超畫得好似

呀！瞓醒覺，我想做

多一個鎖匙扣送比家

姐、一條電話繩比我媽

咪。」

旋風3－盒子

「佢個盒好靚，我又想

做喎，我要貼好多寶石

呀。」

　　病童即使要留院，要落藥，亦無阻他們發展創作空間。醫

院遊戲服務會為住院病童提供各種有趣的手工創作活動，其

中熨珠是近年“熱玩”的玩意。一粒粒小小的膠珠可以拼砌

成各種圖案，以至立體模型。有些玩家甚至自購材料，瘋狂

地製作。有一位小朋友更已累積近一百件作品。

　　俊軒媽媽說：「軒軒只有5歲，但他每次可以很專注地

砌出彩虹圖案，大家都感到很滿足，砌完便送給病房的姑娘。」

熨珠都可

以砌成立

體鋼琴

砌完仲可以

當面具

我的寶盒

收縮膠可以製作成

匙扣同電話繩

　　10歲的家怡喜愛用泥膠搓揉成她喜愛的食物。她說：「好

恨食雪糕同壽司，一邊搓，又一邊諗住啲美食，雖然做完之

後都係無得食，但望住啲製成品都覺得好開心。」

　　已是中學生的晴晴熱愛

畫收縮膠和編織手繩。她製作

的每一件作品都是送給同學的，

希望藉此保持與外界聯繫，同時也讓關

心她的朋友知道，她即使在治療中，也

過得很好。 

　　一件作品，包含了病童的心思、心

意，也展現了他們抗逆的力量。

醫院遊戲師

田梅

有得睇無得食，

流哂口水

好實用嘅門牌	 紙袋都可以

變大象



啟晴點滴

�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39期．1/2011

　　三位康復者開設格仔舖三個月，有以上的體會。

在這項長達八個月的活動中，看著他們逐漸從實際

行動中，由被動、缺乏自信變得積極，我感到十分欣

慰。

　　從四月下旬起，大家一起開始籌備開設格仔舖。首先，

我們進行一連串的資料搜集，例如：看潮流雜誌、上網搜集時興

產品、收集批發貨品的來源、到各區格仔舖看人流、查詢租金、看舖位及

收集寄賣貨品的價錢等。其次，我們也邀請多位在零售方面有經驗的人士分享心得。最

後，我們決定在葵芳租賃兩個格仔舖賣首飾及文具，並以年輕少女為銷售對象。

　　開業初期，生意平平，大家都心急如焚，又苦無對策。後來，我們想出用宣傳單張

及現金券吸引顧客。此外，我們更在產品擺設上花心思，構想出充滿夏日色彩的背景，

為格仔舖增添不少美感。我們更時常轉換產品擺放的位置，務求給顧客煥然一新的感

覺。

　　經過多番努力，我們的生意才漸漸走上軌道。期間，大家不斷開會商討對策，有時

因意見分歧而鬧得面紅耳赤。不過，最後大家都能發揮潛能，通力合作。我們的創業故

事，更被刊登在9月29日的頭條日報上呢！

康復者長遠跟進服務統籌

林桂銘

格仔舖
　實踐篇

「賣東西原來一點也不簡單！」

「我覺得自己變得大膽多了。」   「我學會了與別人合作，

聆聽他人的意見。」



生命的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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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0月9日是麗麗期待

的日子，因為她邀約了二十多位

親朋好友參加為她而設的派對，

派對按著麗麗的意願在遊艇上舉

行。我稱這個派對為「愛的派

對」，因為整個過程都「愛情滿

溢」，當中有母女之愛、手足之

愛、師生之愛、朋友之愛，還有

醫護與病人之間特有的愛。麗麗

是派對的主角，她是一位十三歲

末期腎上腺癌患者。派對的目的

是讓麗麗在尚有生命氣息的時

候，能親身去感受愛，亦讓眾親

友有機會親自向麗麗及她家人表

達愛和支持。

　　縱然那天麗麗的身體已頗衰

弱，腹部和下肢腫脹，要以輪椅

代步，但麗麗的臉上仍充滿甜美

的笑容。當偶爾疲倦時，便倚在

媽媽的肩上歇息，後腰有痛時，

便服止痛藥止痛。她對桌上的食

物很感興趣，尤其是一些親友煮

的食物，胃口大不如前的她，那

天吃的比平時都多。即使麗麗的

身體有痛楚，但她依然盡情享受

派對的每一分每一秒，感受和接

收船上每一個人對她表達的愛，

送給她的祝福、支持、鼓勵和關

懷。麗麗也默默地告訴每一位，

她好愛他們，多謝大家一直以來

對她的支持。

　　別以為派對的氣氛是沉重傷

感，相反的，派對是在溫馨和笑

聲洋溢中進行。來賓忙於問候麗

麗，與她拍照；大家一起唱詩玩

遊戲，但最感人的是一個問答環

節。在此環節中，來賓用不同方

式表達對麗麗的欣賞，對她家人

的支持鼓勵，並一起懷緬他們與

麗麗的生活經歷，和講述麗麗對

他們生命的影響。派對後，麗麗

說：「我好開心」。

　　麗麗一直熱愛生命，她努力

與病魔搏鬥。癌病確帶給麗麗不

少肉體的痛苦，她也曾經歷沮

喪、失望、傷心的時候，但麗麗

沒有被癌病擊敗，最後她選擇勇

敢面對，開心過每一天。當治療

無效時，麗麗平靜地接受即將

死亡的事實，她繼續關心其他病

童，臉上依然常常掛著笑容。麗

麗希望自己可以快樂渡過餘下的

日子，珍惜與家人、朋友相聚的

每一刻。

　　麗麗在派對舉行後一星期安

詳離世。我和所有愛麗麗的人都

會永遠懷念她，我會牢牢記著派

對上與麗麗緊緊擁抱那刻的感

覺。舉行派對令我體會到－我們

要珍惜把握每一個機會，向我們

所愛的人說「我愛你」。麗麗講

過，她不枉此生，雖然她的生命

短暫，但她已擁有好多好多的

愛，她也曾快樂過。每個人都要

面對死亡，但麗麗用她的生命見

証「生命不在乎長短，只在乎曾

經擁有」。她的遺願是盼望每一

個人都能珍惜生命，開開心心過

每一天。

暫顧及復康中心主任

林國嬿

愛的派對
　永遠懷念麗麗



老地方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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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年來，陽光大使的人數已累積超過八十。他

們協助本會進行各項工作，例如籌劃和管理攤位遊

戲、製作攤位道具、帶領遊戲、義務攝影、維修電腦

和繪畫等等。在過程中，他們不再是參加者，而是幫

助別人，並為他們帶來歡樂的義工。對此，我們深表

讚賞，正所謂「助人為快樂之本」嘛！除此之外，我

們在成立這支義工團隊時，其實還有其他期望。首先

就是藉此組織凝聚各會員的力量，把「自己人」的

獨特性在活動中發放出來，並建立起互助互勵的精

神；讓舊會員感到親切，新會員則有向前邁進的

目標。其次就是想建立起一個穩定和可靠的

義工班底，成為機構開展服務的寶貴資

產。

　　可是，一次的義工服務不容

易讓大使們產生歸屬感。但若希

望他們能負責一些連續的工作

或參與活動前的籌備工作，這

除了需要付出額外的時間和

心力外，還要配合其他人

的時間才能成事，

可謂談何容

　　在2005年中，我們為了替「患者或康復者」的稱謂尋找一個更正面、更有朝氣和

更易「上口」的新名稱，特意邀請各CCF家庭會會員參加一個新名稱創作大賽，獲獎

作品就是現在沿用的「陽光小子」。這寓意每位小朋友都如燦爛的陽光般充滿朝氣，

活力和希望。到2006年中，我們更從中發展出自己的義工團隊－「陽光大使」。凡是

十六歲以上的陽光小子、兄弟姊妹或家長，都歡迎加入。

陽光常伴

易。但凡事總要有個開始，所以我們想，有什麼工

作可以定時集合一些義工的呢？出版家庭會會訊的

念頭便順應而生。因此，我們便誠邀幾位一直積極

參與活動的年青陽光大使担任刊物編輯。透過這份

刊物，除了與各家庭會會員保持緊密聯繫外，更希

望藉此把義工們攏靠在一起，發揮團隊的力量。 

　　會訊「陽光發射站」由2007年10月初版至今已

整整三個年頭，這幾年間，每位編輯義工都盡心盡

力，無私付出。從內容構思，搜集資料，採訪，攝

影以至撰稿都要一腳踢。雖則會訊只有聊聊數頁，

一年亦只出版兩次，但為了豐富內文及滿足不同年

齡的需要，我們開會時不知抓掉了多少根頭髮呢！

就是這個緣故，編輯間很快熟絡起來，亦加深了對

本會服務的認同和歸屬感。現在雖不至於逢請必

到，但可以的話，對於出席義工服務的請求，他們

也大都沒有推辭。 

　　舊人雖好，也必須有新人的加入，才能讓整個

服務薪火相傳。所以，假如你也想在活動前有多些

參與，不想只在當天「執行任務」，那麼便歡迎你

與我們聯絡。有你們的支持，「陽光大使」這個義

工團隊才可日益強大起來，顯露出陽光的本色，溫

暖你和我。 

福利工作員

麥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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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黃大仙的家庭服務中

心在她十七歲的芳齡換上時尚

新裝，以全新面目與大家見

面。

　　遠遠望向中心位置，你會被白

色的窗框吸引。中心入口已建設好

一個平台，方便輪椅使用者。當你

踏入中心，影入眼簾的是一個寬敞

的大堂，除了接待處的工作間外，

你會發現有一個好像用紙皮箱砌成

的玩具櫃及書櫃，櫃前的地面是色

彩斑爛的拼圖圖案，中間有一張

全黃色的兒童檯，讓小朋友在檯上

玩玩具，旁邊的吧檯放著一部一體

式的電腦，家長或少年人可在此上

網，如果想看看書或雜誌，可坐在

紫色的沙發上靜靜閱讀。

　　離開接待處，轉向左邊，會發

現一座木屋堡壘，這裏便是遊戲

室。轉向右邊，是兩間舒適的面談

室，牆身貼上優雅的牆紙，既美觀

又有吸音作用，大家在這大可盡訴

心中情。再向前走，會見到一幅黃

色的牆上有一棵白色的樹，原來是

活動室，在這裏開會或小組聚會，

會不會有置身大自然的感覺？

　　在中心的牆壁上掛上一幅幅由

小朋友親自繪畫的兒童畫，小朋友

的心思和熱情充滿中心每個角落，

會不會吸引你停下來細心欣賞？

　　如果有一天你經過黃大仙，歡

迎你來探探我們，看看中心的全新

面孔。這就是我們CCF家庭服務中

心的大本營，希望你會喜歡這個

“家”。

家庭服務中心主任

司徒妙萍

家庭服務中心
換上新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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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 &  St. Baldrick’s Foundation* 剃頭活動 �,12�,�1�.�� 

11, 2�/�

�/� 荃灣警署及香港青年協會 青協奮進跑步計劃 1�,000.00

21/� 小西灣居民*  佛誕義賣 2�,���.10

2�/� 太平洋會*  慈善賭場之夜  11�,2�0.00

�月 亞洲貨櫃碼頭有限公司 籌款活動 �,��0.00

�月 馬哥孛羅酒店*  馬哥孛羅獎勵計劃 10,000.00

�月 Thomas Sabo Sterling Silver* 籌款活動 2�,�1�.�0

�月-10月 Bang & Olufsen (HK) Ltd. 慈善義賣 1�,�00.00

�月-10月 帝堡城  帝堡城愛心交易廣場 2,�01.00

�月-10月 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 「有誰共鳴」節目 2�,1��.��

�月-10月 ipac financial planning HK Ltd.* 便服日 �22.00

�月-10月 Red Mission*  Red Card籌款活動 �00.00

�月-10月 海堤灣畔海堤會 海堤愛心交易廣場 2,00�.00

1�/� 羅氏大藥廠香港有限公司* 步行籌款 2,��0.00

1�/� 羅氏診斷(香港)有限公司 步行籌款 2�,220.00

�月 培幼教育事業有限公司 籌款活動 �00,000.00

�-�/�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全球2�小時Double Dutch �0,0��.00 

    速度跳世界紀錄暨籌款活動

�/� 賞心樂社*  賞心樂韻會知音  �1,��0.00 

    慈善粵曲晚會

 日期 善長芳名/主辦機構 活動內容 善款數目(港幣) 摘要

  2010

2010年5月至10月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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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慧思創智*  Wise-Kids玩具展2010 �,���.�0

�月 劍橋大學中國同學會* Variety Show 2010 1�,�0�.�2 活動於2010年2月1�日舉 

            行。善款用作為伊利沙伯 

            醫院添置11部床頭櫃。

�月 香港真光書院*  籌款活動 2,000.00

�月 尼爾森公司*  籌款活動 �00.00

�月 南華傳媒*  《�週刊 x味道 family》  1�,200.00 

    歡欣笑臉月曆2010

1�/� 楊俊文伉儷*  四十周年紅寶石婚紀念 20�,100.00

2�/� 李淑媚小姐*  籌款活動 �00.00

2�/� 香港跆拳道青少年發展計劃*及  全港十八區跆拳道慈善  2,��0.00 

  立法會議員梁家傑辦事處*  金盃賽

�月 保柏(亞洲)有限公司* 問卷調查 �0,��0.00 活動於2010年1月至6月 

            舉行。

8月  智新書院*    籌款活動  2,�20.00

�月 冠華鏡廠集團*  籌款活動 1�0,000.00

�月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  籌款活動  �,��0.00 

  有限公司*

�月 冼蘊蔚小姐  慈善義賣 �,��0.00 活動於2010年1月�日舉行。

�月 張文龍醫生  籌款活動 �1,���.20

�/� 香港飛鏢會  2010香港飛鏢會慈善賽 ��,��0.00

2�/� 蘇黎世保險集團(香港)* 慈善保齡球賽 100,000.00

�月 St. John’s Cathedral–CLARES* 籌款活動 1�,000.00

�月 Wilkinson Asia Ltd. 籌款活動 �1,000.00

 日期 善長芳名/主辦機構 活動內容 善款數目(港幣) 摘要

  2010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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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白沙灣遊艇會*  國際2�小時慈善水運賽 ��0,���.�0

2�/10 消防處體育福利會 齊心關愛慈善夜 2�,��0.00

10月 明我幼稚園家長教師會* 籌款活動 2,000.00

10月 培幼教育事業有限公司* 籌款活動 2�0,000.00

10月 孩之寶遠東有限公司* 籌款活動 1��,000.00 善款用作為癌症病童購買 

            藥物。

(1) 下列機構免費借出場地予基金放置捐款箱，基金謹此致謝：

  亞洲高爾夫球會 海景嘉福酒店 帝京酒店

  大金冷氣(香港)有限公司 旺角維景酒店 Teledirect Hong Kong Ltd.

  莊沛珩舞蹈團  音樂領域  Today Speed Photofinishing Centre

  東怡旅遊有限公司 音樂領域(西貢) 碧綠菩提素食

  星河明居會所 實惠旅遊 漾日居住客會所

 Grand Waterfall 日航香港酒店 華美粵海酒店

  粵海酒店 百樂酒店 慧思創智

  白沙灣遊艇會 萬麗海景酒店 

   

(2) 《BBG親子閱刊》、《姊妹專業美麗誌》及《TVB周刊》慨贈版位予基金向公眾呼籲，基金深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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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謹此深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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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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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服務
5月  23名來自三家醫院的住院小朋友參與了母親節手工活動，製作了獨一無二的禮物給他們的母親。 

專為住院兒童及青少年患者編寫的《大報紙》第87期出版。 

在伊利沙伯醫院為四名住院小朋友舉行了一節手工藝活動。 

在伊利沙伯醫院為兩名家長及三名住院小朋友舉行了一節活動。

5月8及15日  七名康復者出席了兩節魔術班。

5月11及25日  三名康復者組成了一個工作小組，計劃於7月及8月營運一家「格仔

舖」，共舉行了兩節會議。

5月16日  11個家庭共18人出席了一項家長茶聚活動。

5月29及30日  三位接受紓緩護理服務之病童及其家人共12人參與了香港迪士尼兩日一夜

之活動。

6月  19名來自瑪麗醫院和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之住院小朋友參與了一

節有關世界盃之手工藝活動。 

為來自伊利沙伯醫院的六名住院幼兒舉行了兩節遊戲活動。 

三名康復者共舉行了九節會議討論有關營運「格仔舖」事宜。

6月19日  19名家長出席了一節“記憶力訓練”講座。

7月及8月  四名住院小朋友出席了一節賓哥活動。 

四名來自伊利沙伯醫院的住院少年病人出席了一節藝術活動。 

專為住院兒童及青少年患者編寫的《大報紙》第88期出版。 

15名來自伊利沙伯醫院及屯門醫院的住院小朋友用手工材料製作了他們

夏日美食精品。 

三名康復者共舉行了六節會議討論他們「格仔舖」的陳列設計及推廣活

動。

7月4日  51個家庭共85名成人及68名兒童暢遊了寶蓮寺。

7月11日  124個家庭共185名成人及188名兒童參與了一項「史力加萬歲萬萬歲(3D

版)」之電影觀賞會。

7月12日  16個家庭共17名成人及18名兒童暢遊了健康長者農場。

7月14日  10個喪親家庭共26人觀賞了「3D反斗奇兵3」。

7月16日  四名家長參與了一項義工訓練活動，並計劃為康復者提供義務功課輔

導。

7月20日  五名成人及14名兒童參觀了薈萃館。

7月21,28日  六名康復者參與了為期六節之“童聲童

8月4,11,18,25日  戲”社交技巧訓練活動，以改善他們的

人際關係技巧。

家長在茶聚活動中，暢談各自
的心得，拉近彼此的距離。

7月22日  15個家庭共九名成人和19名兒童參觀了

香港警察警犬隊訓練學校。

7月22,29日,8月5,12日  六名康復者出席了四節魔術班。

7月24及31日  八名康復者參加了兩節網上營商之訓練

活動。

7月25日  共舉辦了三節兒童手工藝活動，平均出

8月3及10日  席人數為15人。

7月26至30日  九名病童及他們的家長暢遊了東京迪士

尼五天之旅。

7月31日  21個喪親家庭共48人出席了一項黃昏釣

墨魚活動。

參加者在寶蓮寺內享用了一頓
精美的素菜午饍。

在健康長者農場內，各家庭有
幸體驗樸實的農耕樂。

薈萃館的展品益智有趣，讓人
留連忘返。

小朋友在香港警察警犬隊訓練
學校內，能一睹警犬的受訓過
程，獲益良多。

兒童手工藝是深愛歡迎的親子
活動。

東京迪士尼之旅，為參加者帶
來愉快的難忘回憶。

2010年5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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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  13個家庭共九名成人和16名兒童參觀了香港超域教育片場。

8月14日  七名康復者出席了一節求職面試工作坊。

8月15日  14個基督徒喪親家庭共19人出席了一節互助小組聚會。

8月19日  四名正接受紓緩服務之病童及其家人共14人暢遊了山頂。

8月19日  六名康復者於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門診部表演魔術。

8月21及22日  28個家庭共34名成人及48名兒童參與了一項兩日一夜之家庭夏令營活動。

8月21,29日  六名喪親母親參與了一項為期五節之工作坊，幫助她們理解個人情緒及如

9月4,11,18日  何表達情緒。

8月29日  350人參與了一項「Keroro軍曹大電影」之電影觀賞會。

9月  44名住院小朋友參與了燈籠製作活動，以慶祝中秋節。 

來自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之10名住院小朋友及三位家長參與了一項

月餅製作活動。七名來自伊利沙伯醫院和屯門醫院的住院小朋友參與了一

項月餅手工藝活動。 

專為住院兒童及青少年患者編寫的《大報紙》第89期出版。 

來自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之四名住院小朋友和三名家長參與了遊戲室 

之牆畫製作活動。 

三名康復者舉行了四節會議討論「格仔舖」的推廣活動及接受傳媒訪問。

9月13日  三名正接受紓緩服務之病童及其家人共七人於西貢參加了一項放風箏活動。

10月  57名住院小朋友參與了趣味手工藝活動以慶祝萬聖節。

10月9日  13個家庭共31人暢遊大坳門及白沙灣遊艇會。

10月10日  41名家長出席了一項名為「化療、電療和手術前後

的中藥調理」之家長講座活動，10名兒童同時參與

了一項遊戲活動。

10月12日  三名康復者舉行了一節會議檢討「格仔舖」業務。

10月14至28日  兩名病童參與了夢幻之旅2010，暢遊美國奧蘭多之

迪士尼主題公園。

10月30日  六名康復者出席了一節英語會話班。

10月30日  六名康復者出席了一節舞蹈班。

10月31日  27人參與了一項暢遊南丫島活動。

經濟援助
    基金為兒童癌病患者及其家庭提供下列經濟援助：

    (1)11項藥物津貼

    (2)兩隻金屬骨

    (3)五個假髮

    (4)殮葬津貼

    (5)交通津貼

    (6)資助正電子電腦掃描費用

    (7)搬遷津貼

    (8)緊急生活津貼

    (9)資助貧困家庭之租金費用

    (10)資助一名家長之交通津貼

    (11)資助一名病童為骨髓移植而需購備之衣物

    (12)資助一名病童的兄弟姊妹之托兒費用

    (13)資助一名接受肝臟移植之病童的生活費用

    (14)資助一名晚期病童之社交活動

療養屋
    共有三名兒童癌病患者及其家人使用療養屋服務。

出版刊物
8月  第38期《童心》出版

醫療服務
8月5日  基金於伊利沙伯醫院與五所主要公立醫院的醫生舉行一項協調會議，以協助提升醫療服務水平和加強本會

服務。

香港超域教育片場內的精彩特
技示範，讓小朋友大開眼界。

家庭夏令營安排了連串競技遊
戲，促進親子互動。

多個家庭在大坳門，
一嘗放風箏的樂趣。

家長講座反應踴躍，
座無虛設。

暢遊南丫島活動期間，舉
行堆沙比賽，刺激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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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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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4日至8月31日  一名來自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兒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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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0日至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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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ong-Term 
Complications of Treatmen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for Cancer國際會議。

6月11日至15日  來自中國多個省份的��名醫生和護士參加於南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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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0日至23日  一名威爾斯親王醫院的醫生獲資助前往奧地利維也納出席1�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aediatric Neuro-
Oncology國際會議。

9月3日至11月30日  一名來自山東大學齊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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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日至6日  兩名來自威爾斯親王醫院和瑪麗醫院的醫生獲資助前往土耳其安塔麗亞出席第21屆國際兒童白血病研討會
及第七屆兒童白血病專題研討會。

10月21至24日  兩名威爾斯親王醫院的醫生和護士獲資助前往美國波士頓出席國際兒童腫瘤學會舉辦的第42屆國際會議。

2010年10月26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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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月24日  及腫瘤學訓練。

骨髓移植手術
5月至10月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及瑪麗醫院分別完成了八宗及兩宗骨髓移植手術。

兒童癌病基金職員培訓
4月及5月  專科護士出席了由香港聖約翰救傷隊舉辦之急救證書課程。

6月9日至14日  遊戲服務統籌出席了在美國鳳凰城舉行之“Child Life Conference”周年會議。

6月18日  兩名專科護士出席了由屯門醫院舉辦之“End-of-Life Care”專題會議。

其他活動
6月18日  基金護士長為屯門醫院主辦之“End-of-Life Care”專題會議主講了一項名為“Palliative Care for Children with 

Cancer and Their Families”之講座。

7月5日  基金臨床心理學家與八位來自醫院管理局之臨床心理學家舉行了一項分享會議，介紹基金之臨床心理服

務。

9月14日  基金中心主任及長遠跟進服務統籌與香港大學的吳愛群小姐會面，商量有關為一名為“The Psychosocial 
Needs and Employment Outcome of Chinese Childhood Cancer Survivors in Hong Kong”之研究提供資料。

公眾教育
5月至10月  共為1�所中學提供生命教育講座。

    3.瑪麗醫院

    　　一部　藥用雪櫃

    　　一部　溫度紀錄儀   

    4.屯門醫院

    　　資助寬頻上網服務費用

8月5日  基金於伊利沙伯醫院與五所主要公立醫院的醫生召開一項紓緩護理工作小組會議，以加強紓緩護理服務的

推行。

醫療設備
5月至10月  基金為醫院添置下列各項所需物資：

    1.瑪嘉烈醫院

    　　一部　中央監察系統

    　　三部　無線監察儀

    　　六張　梳化床   

      　兩部　32吋液晶電視

    2.伊利沙伯醫院

    　　一部　雪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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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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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F家庭
夏令營2010

「入營囉！」

目標一致

一馬當先！

我彈！

我彈！

我彈、
彈！

彈、

特別嘉
賓- 

CCF稀有黑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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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團圓！

各位義工
，
辛苦晒！

CCF最上鏡
「小」姐！

各位觀眾，

一家三口

激動

齊心！

上下

樂也
融融

緊張



CCF Comics / CCF漫畫廊

作者麥永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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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ian is a survivor and a long-term 
supporter of CCF volunteer work. She hopes to bring 
laughter and show concern to every reader of the 
CCF Newsletter.

Why does it keep on raining, and why can't 
we have sunny days every day, sis? 

Oh well, bro, there’s got to be rain to keep all 
livings things growing...just as there ’s got to 
be ups and downs in life to keep us growing. 
Besides....

The rain always freshens up the air and 
might sometimes form a rainbow! 

You see, there are many sides to everything, 
bro! Just don't be bull headed!

O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