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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兒童癌症新

例由1 9 9 5年至2 0 0 5年共有

一千七百一十三宗。兒童癌症

的首五年存活率平均達70%。

按此推算， 2 0 1 0 年香港有

一千二百名兒童癌症康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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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這些兒童癌症康復者，香港現時的醫療制度有什麼配套呢？社

會上又有什麼支援給予家長和康復者呢？為了讓家長和康復者進一步了

解醫院和社會上有什麼支援，兒童癌病基金舉辦了「CCF家長座談會」，

邀得屯門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副顧問醫生李澤荷醫生主講，為康復者和

家長介紹醫院對兒童癌症康復者的跟進服務，並解答康復者常遇到的健

康問題。

　　據李醫生稱，兒童血液及腫瘤學會於2009年成立長期跟進服務工作

組，六位來自五間公立醫院的醫生代表攜手合作，為康復者設計及制訂

長期跟進服務指引，涵蓋急性淋巴白血病、急性骨髓白血病、腦腫瘤、

神經母細胞瘤、淋巴瘤、骨瘤和其他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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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長期跟進服務指引，不但將全港長期跟進兒童癌症康復者的醫療程序統一化及標

準化，也可監察治療所帶來的後遺症，及早發現併發症，降低發病率和死亡率，更有系

統地收集香港兒童癌症康復者的醫學數據，為日後的兒童癌症醫學研究和相關的醫療政

策訂下基礎。

　　除了介紹現時長期跟進服務指引外，李醫生也講解香港兒童癌症治療的發展。幾十

年前，兒童癌症治療是以「不惜一切代價的治療」來挽救生命，但到了2000年，由於醫

學進步，兒童癌症治療不再是以「不惜一切代價的治療」，而是要以「最少代價的治

療」來延續孩子的生命，並盡量減少化療和電療對康復者的後遺症。

　　以電療為例，治療急性淋巴白血病和腦腫瘤可用頭顱電療。不過醫學研究顯示，小

於三歲的兒童如接受高於三十六劑量的電療，智商會受嚴重影響。因此現時醫生會待兒

童滿三歲才用電療，並嚴謹地開處劑量，以減少癌童康復後要面對的後遺症。

　　除了現有的醫療方案，也有必要長期跟進一些可預知的後遺症。

　　李醫生舉例，醫治急性淋巴白血病和急性骨髓白血病，柔紅霉素(Daunorubincin)	

是十分常用的化療藥物。惟這藥物有可能影響心肌功能，所以曾接受這類藥物治療的康

復者，必須定期檢查心臟，盼能盡早發現心肌病，介入治療。

　　李醫生指出，曾使用過類固醇治療的康復者，骨質生長或多或少受影響，所以在長

期跟進的過程中，必須定時檢查生長發育的進度，以便能及早發現如骨質疏鬆症可能出

現的骨質問題。

　 　除了心肌病、骨質生長外，負責長期跟進的醫生也十分

重視康復者的內分泌情況，因為無論化療、類固醇

和電療，都有可能影響小朋友的內分泌系統。

當康復者的內分泌紊亂，生長激素、性激素、

皮質醇不足，發育遲緩，身高會較常人矮，身

體較胖。這不但會影響康復者的身體，也嚴重

影響他們的自信心和心理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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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見及此，李醫生在屯門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科的長

期跟進門診，引進英國兒童醫院的一站式醫療服務概

念，康復者定期覆診時，腫瘤科醫生和內分泌科的醫生

同時在場面診，一起商討康復者的情況，訂下最好的跟

進方案。另一方面，基金的康復者長遠跟進服務統籌社工

林桂銘姑娘，會與康復者會面，給予他們社交、心理、學習或

工作上的支援。

　　問及目前康復者最普遍的健康問題時，李醫生即時回答是肥胖問題。肥胖已成為世

界衛生組織關注的問題，因為肥胖會引致新陳代謝症，容易出現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

中風等併發症。

　　李醫生分析道，兒童癌症康復者容易肥胖，原因在於治療期間，化療和電療或多或

少會導致身體激素失衡。完成治療後，普遍都會「進補」，過份補充營養。加上進食不

健康的食物，不良的生活習慣，均會致肥。

　　較肥胖的兒童癌症康復者容易患上高血壓、高血糖和高膽固醇的疾病。李醫生舉例

說，糖尿病的病發年齡一般是四十歲以上，不過她跟進過一些兒童癌症康復者，二、

三十歲時已出現糖尿病的病徵。故此，肥胖是兒童癌症康復者首要關注的問題。

　　除此之外，基金社工林姑娘稱，兒童癌症康復者普遍有就業困難的問題。

　　八十年代的兒童癌症患者現已長大成人，是時候投身社會，他們往往要比同輩付出

更多，才獲取同樣的成績。

　　林姑娘表示，由於後遺症的影響，兒童癌症康復者可能會出現記憶力衰退和平衡力

不足等問題，會直接影響工作表現，甚至成為受聘的障礙。縱使如此，康復者大多仍積

極投入社會，希望學習一技之長，回饋社會。

　　由此可見，兒童癌症的康復路漫長，長遠跟進的服務是有必要的。

訪問及整理：徐國貞

傳訊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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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F新力軍

　　去年10月，CCF多了個新成員─全職復康巴士司機
趙民發先生(Gary)。

　　Gary叔叔是基金首位全職復康巴士司機，他感到十分自豪。現時Gary叔叔
駐守基金位於白田的暫顧及復康中心，每日因應小朋友的需要接載他們往返醫院覆

診。

　　從Gary叔叔溫文的舉止和友善的談吐，已知道Gary叔叔有耐性。Gary叔叔曾在老人中心
擔任復康巴士司機多年，每日接送獨居老人或無人在家照料的老人到老人中心接受服務。

　　談到工作感受，已為人父的Gary叔叔直言，會因目睹小朋友身體
不適或體重過輕而感到痛心，見到病童的父母一直陪伴在側，細

心呵護，不離不棄，對此他深感敬佩。

　　G a r y叔叔深明照顧患病孩子的困難，即使有多忙
碌，仍樂意遷就父母的時間安排接送。有時，連午飯

時間也要工作，他也毫無怨言。Gar y叔叔相信，
有幸與病童和父母並肩走過艱辛但踏實的康

復路，也算是一種緣分！

　　他衷心祝願每一個他曾接載的

家庭，能繼續勇敢地面對

前路。

CCF首位全職復康巴士司機

�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41期．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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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F新力軍

　　基金新的家庭輔導員方燕蘭姑娘 (Natalie)，擁有逾十年
社工經驗，從寮屋區的外展社工，到危機支援的輔導社工。

她表示，過去服務基層市民或弱勢人士，是十分寶貴的經

驗，讓她了解如何利用不同的溝通技巧和外展手法，與不同階

層的人士建立關係，與不同的組織溝通及協商。她相信，這些經

驗有助她協助不同背景但同樣飽受癌病困擾的家庭。

　　方姑娘在2011年11月正式上任，她說在兒童癌病基金，服務患有
癌症的兒童是一項新挑戰。病童的家庭，無疑會比一般的家庭，面對更多

挑戰和危機。不過，當危機過去，驀然回首，他們會發覺這些歷練令人成長。

　　方姑娘回憶說，曾接手一宗緊急個案，求助人須要暫住院舍。危機

過後，當事人向她表示，她無微的關顧和院舍細心的接待，給求助

人安全和温暖的感覺，就像回到家裏一樣，沒有被社會遺棄。

這番話令方姑娘十分感動，對方的信任令方姑娘更有

力量和自信服務有需要的人。

　　CCF新的醫院遊戲師林婉兒姑娘(May)是位註冊社工，2011年暑
假加入基金，主力在瑪麗醫院服務。她很高興能夠為可愛的病童打打氣。

　　升讀大學選科，林姑娘本着「信望愛」的精神，決定修讀社會工作。畢業後在

一所中學工作，與學生打成一片，聽聽他們的心底話。

　　其後，她轉換了工作，服務對象為末期成人癌症患者的家人和孩

子，主要負責個案輔導，關心他們的家人和子女的需要，為他們舉辦

各類活動及成立小組。後來，她走進社區，透過熱線輔導和個案面

談，與有需要的家庭、弱勢人士、新來港人士和有情緒問題的人接

觸，向他們提供適切的支援，面對逆境。

　　過去不同的工作經驗讓她更深刻體會到「人生」。

　　人生如戲，一場好戲難免有高低起跌。若要活得精彩，

便要學懂從逆境的幽谷中，找尋愛與感恩，這樣才能領略

生命的美。

　　在基金工作短短數月，林姑娘已從病童身上看到

生命的美，由衷地對他們說：「謝謝你們！你們

真的很美！」

有請新來的醫院遊戲師出場

新來的家庭輔導員

與大家並肩面對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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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遊戲…點止遊戲咁簡單

　　這個遊戲室廿四小時全天候開放，朋友仔任何時候感到悶悶地的話，

都可以入內找其他人聊聊天，看看別人有什麼新主意。加上又無地域限

制，無論身處香港、九龍、新界，都一樣「出入無阻」，所以把它稱作

「超級遊戲室」實在當之無愧！咁好玩的「超級遊戲室」在那裏？就在近

年大熱的社交網站內！

超級遊
戲室@社交網

絡

　　癌症的治療讓朋友仔被迫停學一段長時間，

加上不適合到人多擠迫的地方，朋友仔只好每天

在家中休息，這種孤獨的感覺往往形成無形的壓

力。以往朋友仔只好無奈接受。但隨着社交網絡

的盛行，朋友仔輕易地在社交網絡上知道其他朋

友的新動態，你一言、我一語的調笑也和平日的

相處沒大不同。這種「如常相處」的感覺是朋友

仔在病榻中的「營養」。此外，各人在社交網絡

分享自己每日大小事務的模式，也讓朋友仔可以

從容地向友儕披露自己的治療點滴。一張被插上

針藥的相，表達了難言的痛，友儕也能即時回應

「add oil」、「俾心機」的打氣說話。科技的便

捷從此化解了以前光握着電話筒，但不知如何說

起的困惱。

　　醫院遊戲師兩年前開始在社交網絡建立了一

個不公開的群組，名為「超級遊戲室」。我們希

望透過新科技的便捷，促使患病的朋友仔，即

使在不同的醫院也能連繫上來，彼此抗癌路上並

肩同行，互相鼓勵。醫院遊戲師當上了群組的管

理人，確保成員都是我們認識的病人或義工，以

保障朋友仔的私隱。為了讓朋友仔建立進入「超

級遊戲室」的習慣，醫院遊戲師會不時在「超級

遊戲室」上發佈大家的作品、病房動態和有趣消

息。此外，社交網站亦幫助醫院遊戲師和朋友仔

有更緊密的聯繫，讓朋友仔在家中休息的日子，

也知道病房的活動，而醫院遊戲師則可藉此更了

解他們的的最新動態。

　　現時「超級遊戲室」共有六十二位成員。醫

院遊戲師們仍在探索如何利用虛擬的空間擴展對

朋友仔的支持。科技一日千里，不知道明天我們

的遊戲室又會是怎麼的一個模樣呢？

呂思華

專業服務統籌

(醫院遊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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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晴點滴

　		好不容易才「捱」完了副學士課程，

我便立即想運用自己所學的知識去闖一番，

嘻嘻…趁着自己年紀輕而且學歷豐富，正所謂

「花無百日紅」當然是「有風駛盡舟里」啦！

	 	 偶爾遇到一位病童家長，她說她那已康復的孩子透過機構介紹，現正在某公司工

作，月薪約七千多，前景不錯云云…發達了！我的學歷比她高，薪金一定比她多！我

心裏暗笑。

	 	 首次見工面試，沒有準備，又遲到，但公司居然請了我，而且薪金還很理想！聽

說工作滿四個月後，還會調整薪酬。哈哈！看來我真的行運了！不過做了一段時

間，才發現那份工作根本不適合我。工作中偶然的體力勞動，我還可以應付，可是

每天累積起來的體力消耗卻令我吃不消，所以不久便辭職了。

　　後來，在某機構協助下，我找到了另一份資料輸入員的工作，簡直是「Easy	

job」啦！一點兒難度都沒有！而且薪金還很不錯，正中我的下懷了！可是…原來

要輸入客戶的資料並不如想像中容易，因為客戶的資料繁多且混亂，我因此不小

心搞錯了不少，最後的結果是…捲鋪蓋被辭退。

　　接着，我又找到了一份貿易公司的實習工作，目的是想知道除了應付不了

體力勞動和輸入繁複的資料外，自己在工作方面還有什麼需要留意的地方。

噢！原來是做事的先後次序，真要命！我一向習慣了什麼東西先來便先做，從

沒有想過緊急的要先做，不急的可以後做，結果出了一些亂子。然而，我相信

只要不斷的努力，汲取經驗，以後做工的時候便可得心應手。憑着以往的工作

經驗，我大概知道自己的能力，而且清楚自己擅長的是資料輸入。後來，我再

次找到了一份資料輸入員的工作。這次我做得不錯，我不但能將資料正確無誤

地輸入，而且還妥善地把整理好的資料，直接交到上司手上。有時候因上司工作

繁忙而擱置一會兒，待他工作比較有空時，再把文件交給他，也許這就是「識時

務者為俊傑」。我學懂了！原來每份工作，也有它們所需的不同的技巧。

　　最後我體會到，工作最重要的不是為了餬口，而是從中累積經驗，令自己找

到自信心和滿足感！

賴美鳳

美鳳是一位積極、上進的腦癌康復者。她在工作方
面的努力及堅持，令我印象深

刻。以下是她多年來的奮鬥經
歷，希望她早日找到懂得欣賞她的僱主。加油呀！ 美鳳！

編者按

我
的

履
歷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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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樂章

家琪
　　演唱會已完結

三個多月，卻彷彿

是昨天發生的事。

　　 2 0 1 1年 4月 7
日，我得知癌病第

二次復發，同時亦

是得悉兒童癌病基金

為我舉辦演唱會的大日

子。這是首個屬於自己

的演唱會，這好消息讓我

瞬間蓋過復發那壞消息，

心情在剎那間，就如從地獄

重返天堂一樣。

　　5月中開始選曲，過程中，我發覺
自己對歌曲的要求高了。由於4月中開
始接受新一輪化療，一直都沒投放太

多時間和精神籌備演唱會。非常感激

機構上上下下，每位員工都包容我，

支持我。

　　直至6月，籌備工作變得緊湊，排
rundown、寫序、開會、練歌…全都展
開。過程辛苦卻充實，從中更學到不

少新知識。過程中遇到的困難，也令

我面對問題時變得更加成熟。

　　7月開始，所有工作如火如荼，經
常醫院和基金家庭服務中心兩邊走。

每一天、每一秒都是在音樂中度過。

7月中，第二次跟形象設計師見面，
也是我final fitting的日子。眼見一件件
華麗的服飾，我開心得淚水快要掉下

來。這一切一切都令我非常感恩，無

論員工或是義工都對我照顧有加，他

們的付出真的令我感動！

　　期待已久的日子終於到了。到達

現場final rehearsal時還未懂害怕，但在
台上望着台下近500個座位，便聯想到
晚上將坐滿支持我的親朋好友，我當

時心中只有感謝和感恩，其他都想不

出了。

　　出場的那一刻，我全身都在發

抖，手執一瓶暖水保暖。一踏出舞

台，緊張的心情完全給觀眾那熱情

所溶化！唱了開場的三首歌曲回到

後台，就好像做夢一樣，真正感到

過去兩個多月所付出的努力全沒白

費。縱然開show前，家人朋友都着
我不要給自己壓力，但事實又怎會沒有壓力呢？得到觀眾的

掌聲和歡呼，對我所付出的一切有個肯定。

　　感謝各方配合，為我創造新的形象。真的感謝形象設計

師Aline姐姐，我想這次是我目前為止最喜歡最滿意的舞台服
裝。演出前跟Aline姐姐只開過兩次會，她已經對我的顏色喜
好和性格瞭如指掌。Aline姐姐，謝謝你！

　　除了個人演唱部分，當然少不了合唱環節。很高興能邀

請到CCF陽光大使謝宏岡(Henry)擔任表演嘉賓。我們只認識
一年多，在我眼中，他是個表演慾超強的男生。我跟Henry合
唱了《來夜方長》，他獨唱了他的飲歌《單車》，並將歌曲

獻給到場支持的父母和弟弟。演出感動人心，我在後台也聽

到台下飲泣的聲音。

　　演唱會上我唱了多首自己很喜歡的歌曲，包括

《Hero》、《末日》和《越唱越強》等歌曲。最叫我興奮不
已，當然是跟我的偶像容祖兒同台合唱她的《1 6號愛人》
和《我的驕傲》。眾多歌曲讓我感受最深的，莫過於《明

星》，這首歌我特意獻給離開了的病友和朋友，我也唱得有

點兒控制不了。

　　回看7月30日的演出，縱然仍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但
與兩年前的演出相比，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力強了，對音樂的

熱誠有增無減。

　　為了這次「家琪愛生命2011演唱會」，我特別創作了
《Love Life》，沒想到這首歌收錄於樂隊C Allstar大碟《新預
言書》內。希望每位的觀眾，心裏滿載祝福和希望，展望將

來。未能前來欣賞演唱會的，也可以到唱片店買一張《新預

言書》唱片支持一下啊。

　　在此鳴謝兒童癌病基金員工、義工、陽光大使無私的付

出，還有每位協助小妹是次演出的朋友，當然也要感謝中文

大學逸夫書院借出場地。多謝大家。

梅家琪

愛生命
2011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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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互勵
　　2011年10月2日，一個風暴過後的周日，天色有點灰，海有少許湧浪。

　　一如往年，西貢白沙灣遊艇會廿四小時慈善小艇賽的場地，到處洋溢

着嘉年華會的氣氛。在大小帳篷和彩旗下，黑壓壓的人羣，隨着強勁的音

樂節拍扭動身體。身穿各種奇趣服飾的孩子，赤着腳，左一堆、右一羣的

在嘻鬧、追逐。

　　但在CCF帳篷裏，卻見三數位壯健的年輕人，或躺或臥，靜靜地靠攏

在一起。任由泠洌的海風吹遍全身，他們依然互相緊靠，誰也不情願彎

下身去撿起那些不知何時已散滿一地的睡袋和毛氈。因為此刻，他們

實在累透了。

　　過去八屆的廿四小時慈善小艇賽，兒童癌病基金都是主要的受惠

機構。得到白沙灣遊艇會和基金籌款委員會的共同努力，善款數目不斷

遞增，受惠的病童人數逐年上升。CCF家庭會的小朋友和家長，多次獲

邀於比賽當天，由專人陪同乘搭專船出海觀賽，並順道遊覽白沙灣一帶

的美麗海岸。回程後，則參與由大會舉辦的園遊會。當中不少出席活動

的家庭，對於主辦機構無微的關懷和熱情的款待，深受感動，不禁會問：

「這麼有意義的慈善活動，自己可有什麽作為，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

呢？」

　　機會終於來了，2011年10月1日至2日舉行的「24小時國際慈善小艇賽」，我

們邀請兒童癌病基金的陽光小子一同參與賽事，以示基金及受惠者對此盛事的支

持，並增強公眾對兒童癌病的認識。

2
4

小
時 國 際 慈 善 小 艇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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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經決定，所有籌備工作馬上展開。兩星期已招募了九名朝氣

勃勃的陽光小子。基金職員隨即與主辦機構，商討賽事的細節，並

着手安排一連五個星期天的小型風帆操作訓練課程。

　　眼看職員、義工和青少年參賽者為此盛事忙得不亦樂乎，基金創

會會長胡姑娘、理事陳姑娘、杜姑娘，聯同常務總監黃姑娘紛紛自告

奮勇，以行動支持，親身披甲上陣，與各陽光小子並肩參與賽事，乘

風破浪。

　　我們十三位勇敢的CCF選手，在一連五天的密集訓練和二十四小

時無間斷的賽事中，經歷了風高浪急，任憑雨打風吹。有人在烈日下

曬得脫掉一層皮；有人在水中掙扎手腳酸痛；風平浪靜時有人呆坐得

屁股發麻；有人則被烈風刮得人仰艇翻。他們卻從未放棄，始終堅守崗

位。因為對所有陽光小子而言，與癌病搏鬥，他們已鍛練出無畏逆境，

從容面對困難的本領。

　　賽事結束，CCF選手雖然沒有摘下任何獎牌，但他們的堅持和努力贏

得全場的掌聲，也是一種自我的肯定。整個賽事為基金籌得超過六十五萬

港元的善款。

　　但願彼此都記得在2011年10月，我們曾同坐一條船，並肩互勵，為目標勇往直

前。在未來，兒童癌病基金跟每一位陽光小子一樣，積極面對不同的挑戰和逆境。

憑着這一份信念，相信再大的困境也一定闖得過去。

黃鳴

社區服務經理

2
4

小
時 國 際 慈 善 小 艇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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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頭仔強勢回歸
　　仲記唔記得我？好似最少六年冇見喇。近來基金有好多陽光小子支持，仲出

咗個CCF歌王同歌后，搞到我都想十卜(註一)下，發下聲先。唔經唔覺，我已做咗

三年嘢喇。

　　記得三年前，參與由St. Baldrick's Foundation舉辦的剃髮籌款活動時，有幸認識

基金創會會長胡姑娘。估唔到2011年，參加由白沙灣遊艇會舉辦嘅廿四小時慈善小

艇賽，再次遇見她。

　　所有獲選的參加者要接受五個星期嘅地獄式特訓。第一堂漫無目的乘着小風

帆隨水飄流。第二、三、四堂都係「他他條條」跟隨教練擺左擺右。到咗第五堂

就出事喇，當天風比前四堂強…少少啦，天氣正常，聽完簡報就出海，出到海中

心轉咗兩個彎，嘩…勁呀！突然一陣唔知邊面吹嚟嘅大風搞到海上風起雲湧，加

上一陣大雨，全team即時全軍覆沒。有人飛咗半支帆杆落海，有人反完艇，剛爬

番上隻艇之後，再反過。我隻艇就直頭倒插入海，幾經辛苦反番半隻係海面。不

過當時真係冇晒力，最後由教練救起。教練眼明手快，連隻艇都唔理，就即刻救

起第二個，連附近水警都駛過嚟問要不要幫手。勁！果然係教練，絕對有料到，

三扒兩撥，搞掂回航，返centre食飯定驚。 

　　10月1日廿四小時慈善小艇賽2011大日子到了。學咗五

堂，就膽粗粗去參加二十四小時比賽，仲要唔識死去參加

半夜更賽事，其實我玩半夜更都是唔想衰咗俾人瘀啫，

哈哈！天氣就好似對上煞科果堂咁，雖然冇風球，但

可能打完風，海面湧起白頭浪。下午二時正一開

始，由兩位深得我們敬佩而且技術超凡嘅隊員

2
4 小

時 國 際 慈 善 小 艇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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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頭更。相比平時練習應該刺激好多，起碼有其他二、三十隻艇係夠專業嘅，但

估唔到原來有好多貪玩嘅小惡霸(外籍小朋友)專登要整反隻艇。聽其他隊員講，最

少都反一次。第一日下午當完更嘅隊員唔止由頭濕到腳，仲凍到口唇發紫，好恐

怖呀！好彩上岸後係CCF攤位不停食食食。最開心就係同大部分隊員

一齊食飯一同吹水，感覺好正。暢談之時，出現好溫馨嘅情境呀！

由於天色比較暗，突然見到不遠處有幾個拿住滿記糖水膠袋嘅黑

影，兩秒後見到原來係黃氏一家專程由西貢市中心買外賣送到白

沙灣遊艇會探班(窩心到呢)！隊員Patrick 生日快樂呀。

　　當大家吹水吹到成一點鐘，走嘅都走啦，只有我哋四個俊

男留下玩通宵更。可惜天公不做美，竟然和下午嘅天氣相反，

下午大風時一個賽圈只需七分鐘，到我哋就七十分鐘都仲未入直路。

　　第二日好好多，只有第一日八成大風，本以為幾好玩，點知惡夢再臨。話說

有兩個外籍小豆丁同我同艇，第一、二個圈正常，第三個圈便正式展開同貪玩嘅

小惡霸對決。A惡霸自己爬去船頭企係到扮鐵勾船長，跟住阿B爬去船尾伸對腳扮

摩打推船，又有風，支帆又擺下擺下，仲要冇人理個方向舵喎，我都唔知顧邊個

好。跟住，兩個超級無敵反斗星自己玩跳海，落咗海又唔夠力自己上船，要我拉

佢地。跟住仲大鑊，兩個企係船邊係咁搖，想整反隻艇。好彩我都有番D重量，坐

正中間。最後俾team manager睇到，即刻叫我隻艇返去safety boat換人。前前後後

玩咗四十五分鐘有多，好累呀。跟住換咗team manager個女落艇，好好多。佢玩

咗三年sailing，今年先正式落場比賽，仲話我哋好勇，五堂就去參加二十四小時賽

事。我心想，我哋貪玩唔識死就真，哈哈。話咁快過咗二十四小時，雖然我哋個

team唔夠人哋行成幾百個圈咁pro(註二)，不過我哋都過了一個好特別嘅二十四小

時。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分高興！有機會一定再戰(不過要補補鐘

先)。

　　最後特別鳴謝胡姑娘嘅心肝寶貝Don Chow擔任客串教練，有佢人都定啲！

註一：「十卜」取英文support的諧音，意即支持。
註二：Pro即professional，意即專業。

麥康元

2
4 小

時 國 際 慈 善 小 艇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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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者義賣籌款 讓生命傳播愛心
　　當你十六、七歲的時候，你會如何利用學校暑假？打機？補習？HEA？

　　今天已長得婷婷玉立、外表活潑開朗的詠彤，在過去的學校暑假中，並沒

有HEA着過，反而相約幾位同學好友，一起利用幾日的時間，親手買材料，

用彩珠製造小飾物。並於去年8月兩日，在社區進行義賣，為兒童癌病基

金籌款。

　　詠彤和好友參與在循理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轄下，名為

《青春起義》的義工服務。在假期中，一起製造小飾物作義賣，為癌

童籌款。她們更將這項籌款活動改名為《青春起義2011   義想天開》！

　　活動名字其實十分有意思呢！義想天開的「義」是指正義的事，為

癌童做點事當然是正義不過，但這名字亦包含著異想天開的意思。為什

麼呢？這就要從詠彤三年前的一段經歷說起了…

特稿

抗癌經歷苦
家人同渡過

　　2008年11月的一個下午，詠彤暈倒於家

中的浴室。結果，家人把她送往附近的醫院

急症室。做完連串身體和血液檢查後，醫生

告訴詠彤和家人，證實她患上血癌。

　　當時，詠彤媽媽的感覺是晴天霹靂，因

為女兒身體一向健康，並無大病，她還懷疑

是否檢查報告搞錯了？詠彤媽媽回憶說，當

時已想不到太多，只記得不斷拉着醫生，請

他一定要醫好自己的女兒。

　　知道壞消息後，詠彤十分努力配合醫生

的治療，家人則「全天候」陪伴詠彤。詠彤

媽媽說，治療其實是十分辛苦的，女兒當時

瘦得像皮包骨，作為母親，她不單心痛，更

恐怕女兒會不久於人世，但她又不能說出

口，每日只好默默承受着這種無形的壓力，

在醫院和屋企兩邊奔走。

　　不過，難得的，是詠彤雖然辛苦，卻十分生

性。認識詠彤的基金醫院遊戲師陳姑娘就用Tough

來形容詠彤。陳姑娘說，詠彤的治療其實並不是

一帆風順，她要經歷很多很多外人不會經歷的痛

和不順利，比如打背脊針並不是次次都順利、落

完化療藥後整個人都「散」了、身體極度疲弱，

更因此出現過感染。其實，詠彤每天就像在死門

關外徘徊。

　　因為這場患病的經歷，詠彤對生死多了一重

體會。而在兒童病房的所見所聞，更教詠彤認識

到「活着」並非理所當然。

　　從前，掉頭髮、嘔吐和抽血是家常便飯。今

日，擁有一頭烏黑頭髮的詠彤，希望能回饋在她

生病時，曾支持過她和她家人的兒童癌病基金。

　　放假行街、看戲是時下年輕人通常會做的

事，但詠彤卻希望能做一件特別的事，就是為正

在受癌症煎熬的兒童籌款。

　　從前整日卧病在床的病人，哪會想到今日可

以義賣自製飾物來籌款。這個原本異想天開的主

意，就是靠着詠彤的堅毅意志和身邊人的支持，

一步一步走出來的。由受助者到施助者，就是詠

彤一段抗癌經歷的寫照。

1� 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41期．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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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異想天開為癌童
望日後投身助人行業

　　過往，就算面對種種治療

的苦，詠彤並沒有牢牢的記在

心上。今天，健康的詠彤表

示，這場勝仗很大程度是歸功

於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和無限的

愛。她十分感謝照顧過她的醫

生和護士。詠彤更希望痊癒

後，努力讀書，將來能從事醫

護行業，幫助有需要的人。

　　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你，

可有想過如何幫助社會上需要

幫助的人呢？盼望詠彤的故事

能給你一點啟發、一點鼓勵去

面對前路。

訪問及整理：徐國貞 

傳訊主任

1�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41期．2/2012

善 長 來 函
您好！

　　八年前，我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下知道了香港兒童癌病

基金，因為我們喜歡的張國榮先生一直十分支持這個基金。

作為他的fan，我自己亦希望能夠秉承他樂善好施的精神，有

機會為需要幫助的人盡自己的一點綿薄之力。

　　這些年來，每年都能收到貴會寄給我的會刊，每一期我

都會從頭到尾看一遍。你們為那些兒童做了很多很多，也為

那些家庭帶來希望和快樂。我慢慢意識到，大家的捐贈，如

果離開了你們的努力和工作，也只是一組冰冷的數字。而是

你們，把這些抽象的數字變成實實在在的光和熱、希望與喜

悅，帶給所有需要的人，讓他們漸漸康復，或者歡樂平和

地去走最後一程。你們帶來的，是實體上、更是心靈上的福

祉。

　　也許您也看到新聞，內地的慈善機構最近傳出一些有爭

議的消息，令不少人感到失望。也有不少朋友在詢問，如果

想要捐贈，怎樣才能找到一個合適的途徑。這時我就會把你

們基金會介紹給他們。在這樣一個浮躁的社會，能像你們這

樣實實在在做這份慈善，實屬不易。

　　最後，我想再次表達對你們的感謝。你們的存在，讓大

家的愛與善心有了歸屬。

　　祝 安好！

陳怡(Anna Chan)於上海

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41期．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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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100分
開心Hea一Hea 作者 佳怡

離職啟事

　　醫院遊戲師田姑娘、家庭輔導員
劉姑娘和家庭服務中心主任司徒姑

娘，分別於2011年7月、10月和11月離

職。基金衷心感謝她們過往在各自專

業的崗位上，為基金和受助病童及其

家人所作出的無私貢獻。基金亦在此

祝福她們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童心》
編輯委員會公告

　　基金傳訊主任徐國貞小姐於2011年

9月正式加盟《童心》編輯委員會。從

今以後，《童心》便是由大、中、小編

一起絞盡腦汁，籌備出版。

註：大編指總編林國嬿姑娘、中編指中文

編輯黃鳴先生，而小編當然就是新加入

的那一位啦！

徵稿啟事

　　《童心》現誠徵四格漫畫。如你擁有畫畫的
才能，就不要埋沒自己的天份，請立即投稿，讓

《童心》讀者一睹你的畫作吧！有意投稿者，請

把作品電郵至 wts@ccf.org.hk 或致電2328 8323 

與徐姑娘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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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

1�/�, 1�/�, St. Baldrick’s Foundation* 剃頭活動 1,��1,�1�.�� 善款用作資助兒童癌症研 
11/� & 22/�     究項目。

1/� Magic Fingers Music Academy 「小小慈善音樂家」 ��,�0�.20 
    籌款活動

10/� 小西灣居民*  佛誕義賣 ��,���.00

2�-2�/� 俊思集團*  童裝義賣 �0,000.00

2�/� 太平洋會*  慈善賭場之夜 1��,���.00

�月 香港哥爾夫球會* 哥爾夫球慈善盃賽 12,1�0.00 善款由 Ladies’ Section籌 
      得。

�月 馬哥孛羅酒店*  馬哥孛羅獎勵計劃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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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月-10月 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 「有誰共鳴」節目 �,0��.��

�月-10月 ipac financial planning HK Ltd.* 便服日 ���.00

�月-10月 張文龍醫生  籌款活動 1��,�0�.��

�月 G�S (Hong Kong-Holding) Ltd. 籌款活動 �0,000.00

�月 維多利亞幼兒園暨幼稚園 籌款活動 �,�2�.00 
  家長教師會 

1/� Melvin Byres  籌款活動 21,���.2� 
  Vicki Pawsey 
  Rory Gammell 
  Malcolm Loudon 
  Ed Bosher

�/� Good Food HK  Dinner for Hope �,���.00 
    慈善晚宴

�月 保柏(亞洲)有限公司* 問卷調查 �2,�00.00 活動於 2011年 1月至 �月	
	 	 	 	 	 	 舉行。

�月 尼爾森公司*  籌款活動 �,�00.00

�月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閱讀籌款計劃 22,��2.10 活動於 2010年 10月至	
	 	 	 	 	 	 2011年 �月舉行。

 日期 善長芳名/主辦機構 活動內容 善款數目(港幣) 摘要

	 2011

2011年5月至10月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籌款紀要

1� 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41期．2/2012

感謝您

1�/10 瑞信  2011 Calello環球挑戰賽 2��,�2�.00 善款用作為瑪麗醫院購買	

	 	 	 	 	 	 醫療儀器。

�1/10 & Patsy & Hung  婚宴	 1�,�00.00 
�/11

10月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北區* 籌款活動 1,120.00

�月-10月 Danny Cheng Interiors Ltd. ONE TO TEN ��,000.00 
    室內設計作品集 
    慈善義賣

1�/� 及 1�/� 梁詠彤及屯門循理會	 「義賣笑容 For You All」	 1,�20.00 
  「青春起義 2011義想天開」團隊

2�/� 香港跆拳道青少年發展計劃*及	 全港十八區跆拳道	 �,�20.00 
  立法會議員梁家傑辦事處* 慈善金盃賽

�月 明我幼稚園家長教師會* 籌款活動 2,000.00

�月 冠華鏡廠集團*  籌款活動 ��0,000.00

�月 米高蒲志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籌款活動 ��,�00.00 活動於 2011年 �月至 �月	
	 	 	 	 	 	 舉行。

�/� Mama Kid  籌款活動 2,2�0.�0

12/� 沙田崇真中學*  便服日 20,0��.�0

1�/� 國際警察協會香港分會 慈善友誼足球賽 12�,0��.00

1�/� Hari Om’s Dance Society Magical Hug義演 2�0,000.00

�月 太平洋會*  籌款活動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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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聖保羅男女中學* ��周年賣物會 1�,000.00

1-2/10 白沙灣遊艇會*  2�小時慈善小艇賽 ���,�1�.00 善款用作購買金屬骨，為	

	 	 	 	 	 	 骨癌兒童進行保肢手術。

 日期 善長芳名/主辦機構 活動內容 善款數目(港幣) 摘要

	 2011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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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

特別鳴謝

	 (一) The Nash Family捐助港幣 100萬元，資助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的研究計劃，為期兩年。

	 (二) 以下機構慷慨贊助基金的藥物資助計劃：

	 	 (i) 連卡佛社會關愛基金捐助港幣 ���,���元。

	 	 (ii) 新世紀(黃氏)慈善基金有限公司捐助港幣 �0萬元。

	 	 (iii) 陳廷驊基金會捐助港幣 �萬元。

	 (三)	學友社《出路指南 2011》、《摩登家庭》、《夢想搜尋》及《TVB周刊》慨贈版位予基金向公眾呼籲。

	 (四)	 G�S (Hong Kong-Holding) Ltd. 為基金印製及寄發推廣單張，iconcept design & multimedia co., ltd. 提供設計服務。

	 (五)	下列機構免費借出場地予基金放置捐款箱：

	 	 亞洲高爾夫球會 白沙灣遊艇會 帝京酒店

  Action Waterfall 旺角維景酒店 Teledirect Hong Kong Ltd.

	 	 鍾兆崑醫生及郭樹明醫務協會家庭醫務中心	 音樂領域	 Today Speed Photofinishing Centre

	 	 莊沛珩舞蹈團 音樂領域(西貢) 碧綠菩提素食

	 	 東怡旅遊有限公司 實惠旅遊 漾日居住客會所

	 	 星河明居會所 日航香港酒店 Welldone Learning Centre

  Grand Waterfall 百樂酒店 華美粵海酒店

	 	 粵海酒店 萬麗海景酒店 慧思創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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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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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	 12個家庭共四名成人和 20名兒童參觀了保護遺棄動物協會。

7月14日	 14個家庭共 14名成人和 22名兒童欣賞由香港演藝學院學生表演
芭蕾舞。

7月17日	 50個家庭共 88名成人和 68名兒童參加親子港島消遙遊，於香港
仔避風塘內的珍寶海鮮舫享用美味的海鮮餐。

7月19日	 12個家庭共三名成人和 16名兒童獲邀參觀香港電台。他們參觀了
直播室和錄音室，以及欣賞香港電台的歷史短片。

7月19及26日,		 五名康復者參加四節工作坊，從唱歌中學習英文。特別鳴謝薛先

8月2及9日	 生作為我們的義務導師。

7月20及28日	 來自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的三名青年人和來自兒童癌病基金的三名
康復者參加了兩節魔術班。

7月25及28日,	8月4日		 共舉辦了三節兒童手工藝活動，平均出席人數是七人。

7月30日	 一位紓緩科的病人在香港中文大學的逸夫書院大講堂舉辦演唱
會，觀眾人數約450人。

8月6日	 16個家庭共兩名成人和20名兒童參加歷奇活動。

8月8日	 在瑪麗醫院進行了一節的湯水分享活動，家長和醫護人員享用了
約40碗湯水。十名家長分享湯水後，參與湯水講座。

8月20及21日	 28個家庭共 51名成人和 47名	
兒童參加家庭夏令營。

病人服務
5月	 第 18期《膠報》出版。	

專為住院兒童及青少年患者編寫的《大報紙》第 93期出版。	
25名病童參與母親節手工活動，製作特別的禮物送給母親。	
八名病童在伊利莎白醫院參與了一節飛標活動。	
七名病童在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參與兩節集體遊戲。

5月2日	 來自家庭會的 29名成人和九名兒童，以及喪親家庭的 27名成人和四名兒童參加了
在 YMCA	of	Hong	Kong	Beacon	Centre	Lifelong	Living	Institute舉行的「我要活得更好」
全日講座。	當日，基金為出席的家長提供託兒服務。	在講座進行期間，	
兒童被安排在早上參觀香港科學館和在下午欣賞「多啦A夢」卡通電影。

5月6及7	日	 為香港大學研究舉行了兩次的焦點小組聚會。該研究題目為「香港兒童腦癌康復者的就業及社交心理需要」。

5月8日	 69個家庭共 107名成人和 112名兒童欣賞「喜羊羊與灰太郎 3之兔年頂呱呱」卡通電影。

5月21及28日	 五名康復者參加了兩節的魔術班。

5月30日	 在瑪麗醫院進行了一節的湯水分享活動，家長和醫護人員享用了約 45碗湯水。13名家長分享湯水後，參與湯水講
座。

6月	 25名病童參與父親節手工活動，製作特別的禮物送給父親。	
24名病童於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舉行的集體遊戲，慶祝龍舟節。

6月4及11日	 五名康復者參加兩節魔術班和魔術表演。

6月19及20日	 33個喪親家庭共 78人遊覽海洋公園。

6月21日	 八名來自紓緩護理個案家庭的參加者遊覽了海洋公園。

6月27日	 在瑪麗醫院進行了一節的湯水分享活動，家長和醫護人員享用了約 45碗湯水。十名家長分享湯水後，參與湯水講
座。

7月至8月	 專為住院兒童及青少年患者編寫的《大報紙》第 94期出版。	
七名病童在伊利莎白醫院參與兩節手工藝活動。	
六名病童在伊利莎白醫院參與兩節夏季康樂活動。	
26名病童在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參與三節夏季活動。

7月3日	 26個喪親家庭共 54人遊覽東涌和寶蓮禪寺。

7月4至7日	 七名病童偕同家長，暢遊新加坡。他們與當地兒童癌病基金的家長和病童一起晚膳。

7月8日	 12個家庭共六名成人和 15名兒童被安排參觀香港飛行服務隊的控制室	
和飛機庫，了解飛行服務隊的日常運行和職責。

7月13及15日	 八名康復者參加了兩節中文科考試的答題技巧工作坊。

衍陽法師主持的
「我要活得更好」
講座，成功為不少
家長解開了積累已
久的心結。

在香港飛行服務隊
的參觀活動中，參
觀者有幸親身接觸
救援直升機。

小朋友在保護遺
棄動物協會內，
和不少小動物交
了朋友。

親子港島消遙遊
的首站 - 山頂
廣場。

小朋友興致勃
勃地參觀香港
電 台 的 直 播
室。

參加者在乘風航旅
程中，參與各項刺
激的歴奇活動。

家庭夏令營讓參加者在輕鬆
的活動中，相互交流和鼓
勵。

2011年5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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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	 56個家庭共 80名成人和 79名兒童參加香港地質公園的海上之旅。

8月28日	 115個家庭共 185名成人和 189名兒童欣賞「功夫熊貓」卡通電影。

9月	 專為住院兒童及青少年患者編寫的《大報紙》第 95期出版。	
特別鳴謝基金委員，捐贈 120盒迷你月餅予五間醫院的兒童癌症病人。38名病人參與
手工活動，慶祝中秋節。	
40名來自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和瑪麗醫院的病童參與了新的壁佈板設計。

9月18日	 七名喪親家長在暫顧及復康中心參與哀傷小組活動。

9月19日	 在瑪麗醫院進行了一節的湯水分享活動，家長和醫護人員享用了約35碗湯水。13名家
長分享湯水後，參與湯水講座。

9月24日	 33個家庭共 38名成人和十名兒童參加了關於兒童癌症康復者的長遠跟進服務的講
座，反應正面。是次講座由屯門醫院的李澤荷醫生主講。

10月	 十名病童參加了一節醫院賓哥活動。	
基金在暫顧及復康中心，為四名喪親的兄弟姊妹舉行一節的集體活動。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和瑪麗醫院的壁佈板全新設計面世。

10月1日	 17名喪親家長和四名喪親的兄弟姊妹參加了為基督教家庭而設的哀傷關顧分享小組。
瑪嘉烈醫院的凌紹詳醫生獲邀於小組分享他的經驗和對病人的感受。

10月1日,2日	 九名康復者以無比的鬥志，完成廿四小時慈善小艇賽，表現令人難忘。

10月9日	 13個家庭共 17名家長參加在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舉行的家長茶聚。家長
們在小組分享後，一起享用燒烤午餐。

10月30日	 33個家庭共 108人出席了CCF運動日。

經濟援助
5月至10月	 基金為兒童癌病患者及其家庭提供下列經濟援助：

	 	 (1)	 16項藥物/醫療用品津貼
	 	 (2)	 五項與醫療有關的贊助
	 	 (3	 14個假髮
	 	 (4)	 殮葬津貼
	 	 (5)	 交通津貼
	 	 (6)	 搬遷津貼
	 	 (7)	 緊急生活津貼

地質公園景色幽美，是港
人的攝影勝地。

屯門醫院的李澤荷醫生，
與家長分享了連串寶貴的
醫護知識。

C C F運動日
是親子一同
體驗運動好
處 的 好 時
機。

	 	 (8)	 資助一名病童的兄弟姊妹之托兒費用
	 	 (9)	 資助兩名晚期病童的醫療用品費用
	 	 (10)	 資助兩名晚期病童之社交活動費用
	 	 (11)	 完成一名晚期病童與家長海外旅行的心願
	 	 (12)	 完成一名晚期病童參觀迪士尼樂園的心願
	 	 (13)	 資助一名有嚴重情緒困擾之喪親家長接受精神治療

療養屋
5月至10月	 共有四名兒童癌病患者及他們的家人使用療養屋服務。

出版刊物
6月	 第 9期《陽光發射站》出版。

8月	 第 40期《童心》出版。

醫療服務
8月18日	 基金與五所主要公立醫院的醫生於伊利沙伯醫院舉行一項協調會議，以協助提升醫療服務水平和加強本會服務。

8月18日	 基金與五所主要公立醫院的醫生於伊利沙伯醫院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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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部	 32吋液晶電視
	 	 2.	 威爾斯親王醫院	 一部	 24吋液晶電視
	 	 3.	 瑪麗醫院	 四部	 五官檢查儀	

	 	 四部	 輸液系統	
	 	 三部	 輸液泵	
	 	 三部	 病床監察儀	
	 	 一部	 藥用雪櫃	

	 	 一部	 血液加溫器	
	 	 五部	 紅外線耳探計	
	 	 一部	 注射櫃	
	 	 四部	 打針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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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4日至8日	 一名瑪麗醫院的醫生獲資助前往波蘭格但斯克，出席第二十二屆國際兒童白血病研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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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至7月27日	 一名來自西安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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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4日至30日	 一名威爾斯親王醫院的醫務科學主任獲資助前往美國孟菲斯市 St.	 Jude	 Children’s	 Hospital接受自然殺傷細胞與幹細胞
移植的訓練。

6月23日至27日	 來自中國多個省份的 37名醫生和護士參加於長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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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9日至10月10日	 一名來自中南大學湘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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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9至30日	 一名威爾斯親王醫院的醫生獲資助前往荷蘭阿姆斯特丹出席 The	 	European	 Symposium	 on	Late	Complications	 after	
Childhood	Cancer研討會。

10月26日至30日	 一名威爾斯親王醫院的護士獲資助前往紐西蘭奧克蘭出席國際兒童腫瘤學會舉辦的第四十三屆國際會議。

2011年10月20日至	 一名來自貴陽醫學院附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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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月16日	 腫瘤學訓練。

研究
5月至10月	 基金捐助港幣 100萬元，資助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進行一項為期兩年的「用全基因組外顯子測

序的方法鑑別兒童血液疾病的致病遺傳變異」研究。

	 	 基金捐助港幣 879,000元，資助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進行一項為期兩年的「綜合評價兒童惡性腫瘤成人倖存
者的心血管功能」研究。

	 	 基金捐助港幣 50萬元，資助香港大學外科學系進行一項為期三年的「Krüppel-like	factor	4對神經母細胞瘤消退的影
響：從臨床實踐到實驗，再回到臨床實踐」研究。

其他資助項目
5月至10月	 基金資助港幣 65,000元，為兒童腫瘤科專科護理課程的醫院護士購買參考書。該專科護理課程由醫院管理局轄下的護

理深造學院和五大醫院的兒童腫瘤科部門合辦。

	 	 基金資助港幣 55,000元予國際兒童腫瘤學會三位專家來港交流。三位專家於 8月 18日至 21日視察和評估香港能否作
為神經母細胞瘤的免疫治療試驗中心。同時，專家們與本地醫護人員於 “Annual	Scientific	Workshop”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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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宗及八宗骨髓移植手術。

職員培訓
5月16日	 教育及發展統籌出席由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舉辦的無「憂」無「慮」―認識憂慮病的工作坊。

5月19及20日	 醫院遊戲師參加了 “Engaging	Creativity	and	the	Arts	with	Adolescents	in	Therapy”的兩日工作坊。

5月25	日	 資深福利工作員參加了由馬會創意藝術中心舉辦的捲紙畫/密密縫畫布編織手作。

6月	1,	6,	8及15日	 資深福利工作員參加了馬會創意藝術中心舉辦的捲紙畫/密密縫畫布編織手作。

6月10至12日	 創會會長在成都參加了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Childhood	Cancer	Parent		Organizations	Meeting”。

8月6日	 臨床心理學家和家庭輔導員參加了由中國認知行為治療學會舉辦的 “New	Perspectives	on	Cognitive	Therapy	for	the	
Anxiety	Disorders”的工作坊。

8月20日	 基金創會會長、會長、委員、常務總監、護士長和兩名專科護士參加了由善寧會舉辦第八屆香港紓緩照顧專題研討
會。

9月	22至23日	 職業治療師參加由醫院管理局舉辦的 	“Integrating	Executive	Functions	into	the	Practice	of	Occupational	Therapy”的兩日
工作坊。

9月	23日	 一名專科護士參加了由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的 	“Suicide	Bereavement	Symposium	&	Half-day	Workshop,	Dialogues	
Between	Theories,	Researches	and	Practices”工作坊。

10月11日	 一名專科護士參加了善寧會舉辦的 	“Advance	Care	Planning	fo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的一日工作坊。

其他活動
6月10至12日	 護士長在成都舉行的 “Asian	SIOP	Symposium	2011”上，講解了關於 “Palliative	Care	to	Children	with	Cancer”的課題。

9月27日	 中心主任為修讀兒童腫瘤科的專科護理課程的人士講解了關於 	“Family	System	Supports”的課題。

10月	18日	 臨床心理學家為修讀兒童腫瘤科的專科護理課程的人士講解	了關於 “Coping	with	Childhood	Cancer”的課題。

公眾教育
5月至10月	 基金為 18所中學舉辦生命教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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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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傳飛機欖

叔叔，你好面善，
你係咪聖誕老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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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小子
梅家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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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 Lu姐姐和
Glen哥哥全力支持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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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後功臣

聖誕快樂！

神秘大獎

滿載而歸！

超級巨獎！

新年
進步！

轆波健將

我想中頭獎！

釣魚

  高手

明年再見！



CCF Comics / CCF漫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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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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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雨綢繆 Save for a rainy day

It so happens 
that I keep a 

handy brolly in my 
backpack.

The rabbit 
obviously ran 

this way.

狡兔三窟 The wily rabbit and its three burro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