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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特此致謝。

　　二十年前，兒童癌病基金創會會長胡逸雲女士的

三歲幼子罹患白血病。兒子治病期間，胡女士身心飽受

煎熬。由於當時的資訊和資源皆貧乏，胡女士深切體會癌

症病童及其家人在面對威脅生命重病時求助無門的徬徨和恐懼心情。於

是，她構思並策劃成立基金幫助癌症病童及其家人。她連同兩位兒童腫

瘤科醫生及兩位社會知名人士組成五人委員小組，於1989年正式開展兒

童癌病基金的工作。發展至今，兒童癌病基金已有十七名活躍會員，加

上其他非活躍的會員共有三十多人。

　　胡逸雲女士擔任會長一職直至1995年；其後，由李陳婉寶女士接任

至今。我趁基金成立20週年的機會，走訪這位現任會長，聽她細訴與

基金的十六載情緣。

　　「1992年我退任編輯工作不久，剛巧有兩位兒童癌病基金會員分別邀請我加

入基金做會員。同年9月，我首次出席基金例會，93年1月正式成為會員，從此便

與基金結下不解緣。95年初，基金創會會長胡女士打算退任，多番游說我接替會

長一職。初時，我有感自己資歷尚淺，沒有接受她的邀請。直至那年年中，胡女

士正式辭任，會長一職懸空，我才接替此職，直至今天。」

　　當初加入兒童癌病基金做義工，李太抱着的心態是貢獻所長，盡力幫助有需

要的人，因此沒有特定的期望。可是做了會長之後她便積極投入工作，很享受助

人的過程。

　　「從接任會長那刻開始，我便視這份義務工作為我的職業，抱着受薪的心

情，全心全意投入崗位。」

　　作為會長，對基金的發展肩負重任，可想而知當中的壓力必定不少，然而李

太卻不以為意。

　　「初任會長，我的心情的確戰戰兢兢，因我對會務運作尚在摸索階段，我擔

心自己對病人需要、醫院運作、及人際網絡等方面認識不深，影響會務。不過一

直以來，我都不覺得有太大壓力。我認為只要全心全意投入，凡事盡力而為便

可。」從任基金會員到接任會長，李太在處理會務時有她的一套哲學。

　　「我祈望自己不會出錯，作一些決定性的政策時不會有太大偏差。基金的運

作自有它的方式，我不希望因我個人的觀點而令基金的政策有大變動。我明白不

能每事都堅持己見。一個機構有多個部門，每個部門總會有不同的看法，要順利

推行政策，往往需要融合取捨。」

與 兒 童 癌 病 基 金 的 	 	 載 情 緣
——訪問現任基金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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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癌病基金的會員，帶領着基金的發展，指導

前線員工執行政策。會員們都是來自各行各業的專

才，無論在會務策劃或推行上都可給予不同的寶貴意

見。他們的觀點涵蓋多方面，看事物可以較宏觀。另

一方面，前線的員工亦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們最能

掌握及瞭解現時病童家庭的需要、社會資源和醫療不

足之處，為基金的服務發展方向提供即時及切實的見

解。

　　十五年來，李太遇過很多令她難忘和感觸的人與

事。其中最令她傷感的是兩名癌症病童的經歷。一位

當年年約八歲、患有視網膜腫瘤的男童，使她懷念不

已。他的一隻眼球因癌細胞侵蝕給割掉，但他是個活

潑開朗、快樂的孩子，常常面帶笑容。兒童癌病基金

曾經提供很多服務幫助他。雖然只有一隻眼，他和媽

媽仍踴躍參加家庭會的活動，因此李太與男童媽媽也

熟稔。

　　「有一天我在醫院內遇到男童媽媽，她告訴我兒

子已經去世了。我當時感到十分震驚，距離上次見面

只相隔半年，當時的他仍健康活潑，毫無復發跡象。

我心裡難過了幾天，深深感受到癌症對患病孩子生命

的威脅是既迅速又巨大。」

　　另一次的經歷也令李太感觸良多。一名腦癌女孩

的媽媽向她訴說女兒接受治療後記憶力衰退，影響學

業，雖然現時的康復情況理想，但她還是憂慮女兒的

前途，心情經常忐忑不安。李太體會到病童在成長期

間要面對現實的重重困難，作為父母必須經歷無盡的

擔憂和無奈心情，這再一次確認基金的長遠跟進計劃

的重要性。

　　不過，開心的事也不少呢！李太說每當收到病童

家長或醫護人員對基金提供的服務或資源的讚賞信，

或聽到感謝說話時，都會令她感到無比欣慰。「我樂

見基金能在治療兒童癌症的科研上有成果和作出很多

有建設性的貢獻。」另外，李太在社交場合上，經常

聽到朋友表達對基金的欣賞，認為兒童癌病基金的工

作實事求是，是個成功的慈善機構。基金多年的付出

得到外界讚賞，實在是她和所有其他會員及職員的最

大鼓舞。

　　回顧十五年，李太喜見兒童癌病基金愈趨成熟，

規模擴大了，運作也上了軌道，基金的工作亦得到社

會人士廣泛認同。然而新的挑戰仍是不斷出現的。

　　「我們不會就此滿足，例如過去幾年，基金策動

了政府興建兒童專科卓越醫療中心。還有，裝設完

備、位於白田邨的兒童癌病基金暫顧及復康中心已於

今年八月投入服務，這一切都說明了我們從未停止開

創新服務。我們要緊貼潮流，明白社會隨着時代轉變

而出現新的需求，這樣才能真正幫助癌症病童及其家

庭。因此，我相信兒童癌病基金仍有很多需要開拓的

服務和發展空間。不過，我一向堅持基金必須穩健地

推行服務，不能好大喜功，所以我們在策劃未來動向

時，眼光會放得較長遠。我認為凡事都應有長遠計劃

和充足準備。」

　　李太娓娓道來，神態自若，從容穩重，這便是她

一向給人的印象。李太告訴我，經過這麼多年的磨

鍊，現在的她處理會務時已滿懷信心，應付裕如。

　　「人生走到今天，我已感到滿足。餘下的日子我

會繼續做義工貢獻所長。我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我

感謝基金的會員、員工及其他義工對我的信任，我有

信心兒童癌病基金將會穩步繼續前進，不負所有支持

者的期望。我期待兒童專科中心早日成立，為患重病

兒童提供更專業、高質素和細緻的服務。」

　　在此，我衷心期待在李太領導下，兒童癌病基金

本着創會宗旨與時並進，善用資源，繼續造福癌症病

童及其家庭。

訪問及整理：林國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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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髮象徵再生。

舊髮落去，昨日亦隨之而逝；新髮長出，代表新

生命的黎明亦隨即來臨。

在此祝願癌症兒童能獲新生、經歷妥善治療後，

細胞得以潔淨、重拾自信與希望，在人生路途上

勇往向前。」

基金創會會長胡逸雲

　　本年4月23日，三位陽光小子：黃雅佐、麥康元和高立偉陪同

基金創會會長胡逸雲女士一起參與由 St. Baldrick's Foundation 舉辦

的削髮籌款活動。目的除了答謝該活動多年來對兒童癌病患者的貢

獻外，最重要是藉着削髮這個象徵去舊迎新、生生不息的舉動來向

外宣示，經過二十年的探索與實踐，兒童癌病基金的服務將邁進一

個新紀元，並以一個蛻變後的新姿態去開創另一個卓越的二十年。

　　在一片掌聲的鼓勵

下，不到五分鐘手起剪

落，四個既圓滑又清爽的大小光頭隨即手牽手挺立於台上，再次接

受現場二百多位支持者的歡呼吶喊。而台下一直在守候着的十七名

雀躍的陽光小子，此刻亦魚貫地步上台前相互擁抱，並拍下一張由

二十個兒童癌病康復者簇擁着創會會長的歴史合照。照片中，二十

位康復者自信而燦爛的笑臉，正好印証了基金二十年來努力奮鬥的

成果，是如此豐實與驕人！

她 ， 為 什 麼 落 髮 ?

鳴謝

　　得悉 Miami（胡逸雲會長的英文名）削髮的義舉及背後的理

念，各界好友紛紛送上不同形式的鼓勵和祝福。當中，多年來一直

不計成本為基金小朋友提供優質假髮的麗明珠真髮中心負責人余能

光先生，更特別為 Miami 送上兩個度身訂造的精美假髮，基金謹

此衷心致謝！

「……光禿，如寸草不生的山嶺，突顯出

不凡的雄偉氣度……」

〜William Wordsw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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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 為 什 麼 落 髮 ? 一 顆 種 子 的 故 事

　 　

創會會長胡逸雲女士在1989年 

5月5日，和四位創會會員在威爾斯親王醫

院一個細小房間見面商談，達成創立兒童癌病基金的決定，距

今剛好二十年。

　　1988年，胡女士的兒子周卓軒剛滿三歲不久便確診患上血癌。當時卓軒

體內的癌細胞數量遠高於醫院記錄的程度，醫生說他生存的機會低於一成。胡女士

目睹兒子每天在醫院接受化療、放射治療、脊椎穿刺，加上無數的注射，受盡折騰，她

自己亦惶恐終日，不禁每天自問：「今天，他是否會離開人世，捨我而去？」然而，三個月

後，卓軒居然挺了過去，甚至奇蹟地獲准出院。醫生希望卓軒留在家裏，但胡女士卻讓兒子到幼

稚園上學，目的是希望兒子在有生之年盡可能過一般人的生活。卓軒的病情雖然漸漸穩定，但是復

發的陰影卻一直籠罩心頭，使到胡女士心理上飽受煎熬。不過，年復一年，卓軒勇敢對抗病魔，成功

捍衛生命，從幼稚園到小學、中學，他都在這些借來的時間中活下去。三年前，他更畢業於英國 Leeds 

University，修讀的竟然是運動學課程！

　　卓軒今年剛滿24歲，現時在外展訓練學校擔任一級導師，他現在的體質比我們任何

一人都要強健耐苦，最近還得到外展訓練學校頒發的 “Chairman's Award 2008-2009” 最

高榮譽獎狀。因要帶領一隊參加外展揚帆出海活動人士，協助駕駛學校的帆船「外展精

神號」到台灣，所以他非常遺憾未能出席今次 St. Baldrick's 的盛會，和媽媽一起削髮。

　　回想1988年，醫院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治療，胡女士求助無門，所以她想：「如果

卓軒難以活下去，與其每日活在絕望之中，我為何不盡力一試，讓他活在世上的短短

三年饒有意義，不枉此生呢？醫生曾提及希望設立慈善基金，改善醫院的設備。如

果我能幫得上，至少其他癌病兒童都會受惠。」兒童癌病基金的種子，就是這樣播

下，後來茁壯成長，開花結果，為病童服務二十年，驕人的成就有目共睹。在這二十年中的另一奇

蹟就是——卓軒不但生存下來，更成為其他患病兒童的勵志好榜樣！

　　兒童癌病基金在黃大仙的家庭服務中心，為癌病兒童的家庭提供多種支援服務。今年

8月，更會在白田邨開設一所暫顧及復康中心。

　　此外，經過兒童癌病基金四年的努力策動、游說和爭取，終於獲得政府

答允為重症和長期病患者興建一所兒童專科卓越醫療中心。在五、六

年後，香港將有本地的兒童醫院，這成就正是有賴兒童癌病

基金堅定不移的信念在背後默默推動才得以達成！

整理：黃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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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到晚年，應該是享清福的時候，但得悉孫兒患

病的消息，往往令祖父母的心情變得沉重。一來，因

為無法接受年紀輕輕的孫兒竟然患上癌病，二來，對

癌病及其治療認識不深，帶來很多恐懼。加上看到孫

兒接受化療後的不適，真是心如刀割，恨不得自己代

替孫兒承受這些痛苦！

　　病童的父母正是這群祖父母的子女，他們除了為

孫兒的病情擔憂外，更會為子女的情緒及身體健康而

憂心。看到為了照顧病童而日益消瘦的子女，心裏著

急卻又不敢多問，唯有盡力在日常生活中，幫助分擔

其他工作，好讓子女多些休息。一句「有甚麼需要幫

手的就出聲，不要捱壞自己！」，已表達了同時作為

父母及祖父母的無盡心意。

　　在醫院的通道上，常常碰到一些熟

悉的身影，他們拿著裝滿東西的袋子，

蹣跚地走著，要探望的不是自己的孩子

……而是患病的孫兒。通常我們都不知

道他們的名字，只知道他們就是某某的

爺爺、嫲嫲、公公或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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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年紀大，機器壞」，老人家有

病痛實在是普通不過的事。在原本過得平

淡如水的日子，為了孫兒的大病而起了

風浪，我們都會擔心祖父母能否承受這突

如其來的壞消息。但人的潛能卻是不可低

估的。根據我的觀察，老人家因為聽到孫

兒患重病而一病不起的畢竟屬少數，反之

他們比平時顯得更積極，因為有了一個清

晰的目標，就是要付出自己一分力量與子

女和孫兒共抗癌魔！

　　這群祖父母確實在治療期間提供不少

幫助。在家可以幫忙做飯、照顧病童的兄

弟姊妹的起居飲食及接送、送飯或把所需

物品送到醫院……在醫院又可協助照顧病

童，帶病童回院覆診或接受治療，讓父母

可以多些時間休息，甚或可以繼續上班。

在減輕父母的壓力上，祖父母著實出了不

少力。對於別人的讚賞，他們往往只是簡

單地回答：「幫得幾多就幾多啦！」

　　話說回來，老人家也有他們的限制。

他們受教育的機會不及我們多，要明白一

些艱深的醫學辭彙確有一定難度。要他們

清晰地掌握孫兒的病況及治療進度、了解

醫護人員的指示，及跟從一些較嚴格的衞

生標準，對他們都是一種考驗。另外，有

時因為記性差，忘記做一些重要的事情也

不足為奇。對生活節奏急速的香港人來

說，可能對於「手腳慢」和「長氣」的老

人家，需要付出更大耐性。有時，父母及

祖父母使用不同方法教導小朋友，亦是很

常見的事，也需要大家作出協調。

　　雖然有以上各樣限制，但肯定的說，

祖父母都是我們可以絕對信任的人。在工

作的過程中，對於「家有一老，如有一

寶」這句說話的體會愈來愈深；多一雙手

幫忙，總能減輕一分壓力。而祖父母往往

在照顧孫兒的過程中，默默地延伸他們對

子女的愛，希望我們都懂得欣賞他們一直

為家庭付出的關心，同時也知道怎樣愛惜

家中這個「寶貝」！

　家庭輔導員

招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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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病童都害怕打針，這類不容自己話事的壓力很難疏導。敘事治療（Narrative 

Therapy）理論(註)當中的一個方法「外化」(Externalization)旨在把問題和個人分開，

讓當事人從一個新的角度尋找解決方法。且看看威威的故事：

跟懼
怕和膽小

鬼
講拜拜!

威威不再怕H9 

　　打背脊針當天，遊戲師問威

威如何對付H9，他在枕頭下面將

已封印的圖畫拿出來，對著它宣

告：「我不怕你啦！」。之後，

威威勇敢地與護士一起走進治療

室。雖然他仍會輕聲地哭，但恐

懼感已減少了，早一晚亦能安

睡。

　　最後，威威將H9的圖畫掉進

垃圾桶，他再不害怕打背脊針，

遊戲師稱讚他是個有能力解決困

難的小朋友，他自豪地說：「當

然啦！」

　　敘事治療讓威威將問題「外

化」和分開，問題的焦點轉移

了，他也感到被了解，這都成為

改變的動力。最終，威威不再責

備自己是個怕痛的膽小鬼，更發

現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往後，

他將更有信心和勇氣繼續

接受治療。

醫院遊戲師

陳意寶

熱熱身，威威做醫生

　　讓威威扮演醫生，用醫生玩

具幫公仔抽骨髓和打背脊針。威

威稱公仔病人為阿B，阿B非常害

怕痛和打背脊針，每次都會哭。

媽咪、醫生和姑娘都要阿B做個勇

敢的男孩子，但是他做不到。

　　七歲的威威患有白血病，最害怕抽骨髓和打背脊針。這些治療令他緊張得不能入睡。打背脊針當天他的心

總是卜通卜通地跳，見到醫生便怕得大哭起來，醫院遊戲師便借用敘事治療的方法與威威玩遊戲。

驚怕現形啦！

　　遊戲師鼓勵威威將心中打背

脊針的懼怕畫在圖畫紙上，並給

它一個名字。威威興致勃勃說：

「就叫它做H9吧！」

　　角色扮演遊戲能讓威威表達

出具體困難、想法和情緒。醫院

遊戲師明白他自責不夠勇敢的感

受，並給予安慰，與他建立互信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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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運用敘事治療理論協助病童，會採用當中不同介入方法和技巧，篇幅所限不在此詳加說明，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下列書目:

1. Epston, D. & White, M. 1990: ‘Story, knowledge, power.’ Narratives of Therapeutic Ends.
2. Jennifer Freeman, ‘Playful Approaches to Serious Problems―Narrative Therapy with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將懼怕具體地畫出來，將它命名為H9。

用符咒對付H9

　　命名的目的是將困擾威威的

問題「外化」，把懼怕和不勇敢與

威威分開，為他提供一個距離和

安全空間，這樣孩子便有能力探

討驚怕對他的影響。

　　及後，遊戲師鼓勵威威想辦

法捉拿H9。威威認真地思考，決

定給H9畫上一道符咒，將它永遠

封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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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業學習班

　　想創業，怎樣計劃？多少資金才足夠？為何有些人開業數月，便要面臨結業呢？在四月中，啟

晴計劃請來兩位富有十多年營商經驗的鄭先生及區小姐，為我們解開箇中迷團。鄭先生現經營咖啡

店，而區小姐則曾開設花店。在活動中，他們將多年來的營商心得與大家分享。由於參加者反應熱

烈，以致令講者需要一再延長活動時間。以下是一些精粹，大家不妨參考一下！

開始 兩位講者強調開業前，必須做足資料搜集：首先對該行業要有充分了解，並且

要有前瞻性。例如：鄭先生預計咖啡店在未來二十年仍有發展空間，不像台式飲品

只盛行一年。

  決定以獨資或合夥形式運作：如選擇與朋友合夥，鄭先生認為與對方建立默契十

分重要，而且在分配工作上，須以大家的專長來分工。 

對象 選定出售的產品，並了解競爭對手的實力：鄭先生會在他開設的咖啡店四周步

行三十分鐘，評估一下類似店舖有多大競爭性。

  選定顧客群：決定以哪個階層為銷售對象？定價又在哪個範圍？   

資金 充足的資金是創業的第一步：區小姐認為這筆資金最好是自己擁有的，做起生意

來較能得心應手，因為不需要為了向別人交代而產生壓力。

  資金的運用必須控制得宜：從事飲食業的鄭先生會將來貨價錢定在售價的28%－

30%，裝修費定在30%－40%。此外，他更會準備充足流動資金，用作首三個月的營運

費用。 

地區 地區特色影響營運方式：區小姐指在街市和在地舖賣花並不一樣。在街市需要多

一點議價技巧，而在地舖則需要多些宣傳及銷售技巧。鄭先生說香港的咖啡店與其

他國家不同，單純賣咖啡是沒有市場的，必須兼售其他食品，如意大利粉、牛排、

豬排等。 

堅毅  各種行業都有旺、淡季之分，區小姐說在旺季，她時常連續幾天包裝花束，需要通

宵工作，少些幹勁都辦不到。

  無論從事任何行業，開業前一定要對該行有深入了解。區小姐建議對開花店有興趣

的朋友，用一年的時間做花店送貨員，從中了解此行業的運作。

康復者長遠跟進服務統籌

林桂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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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七彩繽紛的氣球徐徐上升，參加者仰望天空，本來緊蹙的眉頭放鬆

了，笑容重現臉上。升上天空的不是普通的氣球，因為在繫着氣球的繩子末

端縛着紙條，紙條上寫滿思念和祝福。這些彩色氣球身負重任，它們要把沉甸

甸的愛送到遙遠的另一個空間，交給釋放氣球者的孩子或兄弟姐妹。

　　釋放氣球是基金於今年4月19日舉辦的「四月有情天」活動最後一個環節，

「四月有情天」是每一年半舉辦一次的悼念活動。過去兩年間，幾十個因患癌病離世孩

子的家人聚首一堂，悼念他們的孩子或兄弟姐妹。沒有人比這群有相同經歷的家人更明白彼此

的傷痛、無奈和思念之苦。藉着一些悼念的儀式和小組分享，希望能紓緩參加者的傷痛，讓他

們有一個宣洩情緒的渠道，並且彼此支持安慰。

　　痛失至愛子女或親人，那份傷痛之深無以言喻，需要一段漫長的時間才能平伏。喪親者最

需要得到其他人明白、體諒和支持。幸好人總有力量自癒，加上親友的關懷，他們終可將悲痛

化成力量，重新找回人生的目標和方向。他們不會忘記至愛親人，但會讓美麗的回憶常存腦

海，把深深的懷念永藏心中。愛不會隨逝者而去，它可以透過各種方式延續下去，甚至發揚光

大。

　　縱使人生旅途中荊棘滿途，生命仍是多姿多彩和充滿希望的。傷痛的經歷促使人成長，讓

人學懂珍惜眼前人。在體會「生命無常」的同時，亦更明白何謂「活在當下」。

林國嬿

氣球！
  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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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廣州之行
　　七月的香港正值盛夏，廣州也正是荔熟蟬鳴的季節。基

金今次廣州之行，並不是參觀荔枝園，而是參與於廣州舉行

的第一屆中國癌症患兒家長交流會。基金派出三名代表參加

――創會會長胡逸雲女士、醫院遊戲統籌呂姑娘和本人。

　　交流會由國際癌症患兒家長組織聯盟、廣州抗

癌協會和廣州巿癌症患兒家長會主辦。參加者包括

醫生、護士、非政府機構代表、家長和康復者。他

們來自香港、廣州、南寧、北京、上海、成都、西

安、武漢和重慶等九個城巿，人數超過二百人。

　　交流會於7月25及26日舉行。第一天上午由醫學

界介紹現時國內兒童癌症的整體情況及一些相關的

醫學知識，下午則由護士及各非政府機構團體介紹

各項為癌病兒童及其家庭提供的社會服務。第二天

上午有各地家長代表分享他們在家長組織方面的工

作和經驗，下午是有關家長組織的建立與發展工作

坊。

　　基金的呂姑娘於交流會首天下午舉行了一場演

講，講題為「如何用遊戲協助治療中的孩子」。治

療癌病的過程漫長辛苦，孩子們飽受痛苦。面對這

些無可避免的療程，孩子、家長和醫護人員也可主

動地用各種不同的簡易遊戲幫助孩子宣洩內心的恐

懼、不安或憤怒，負面情緒釋放後，孩子的正向能

量便可發揮作用。

　　兒童癌病基金的陽光小子，當然對醫院遊戲不會陌

生，但中國內地的小朋友，卻連接受基本治療的機會也

不一定有。上海的顧醫生便指出中國患上癌病的兒童可

接受正規治療的百分率低於10%，其餘的醫生也分享，有

時即使是治癒率甚高的標危白血病病童，也會因經濟問

題被迫放棄治療，這是十分可惜的。

　　中國的醫療開支改革是一項巨大的工程，非一朝一

夕可以實行，但確診的癌病兒童人數卻是與日俱增，所

以現時有些城巿的醫生和家長只能著手運用民間力量去

紓緩眼前的問題。隨著中國志願組織的發展和社會日益

富裕，發展慈善及志願工作的條件已具雛型。此外，

加強監管慈善機構及志願組織，並提高其中運作的透明

度，以及適當運用善款等等，也是必要的措施。

　　廣州之行，感受至深的是縱然香港和國內的癌症患

兒都是患上同一類的重病，彼此所承受由疾病帶來的痛

苦並無分別，但在病中所得的支援及關顧，香港的癌症

患兒則優越得多了。尤其是國內落後的農村或山區，不

論在基本治療和配套服務方面，仍有很多有待發展和改

善的空間。寄望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同時，一批不幸患上

癌病的兒童及其家人都可得

到適當和合理的關顧。

家庭服務中心主任

司徒妙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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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捐贈
港幣二十五萬予麥當勞叔叔之家

　　麥當勞叔叔之家於去年八月展開了一項翻新及房間擴充計劃，並於今

年三月推出「命名籌款活動」籌募經費。兒童癌病基金捐出二十五萬港幣

以協助該機構為有需要的兒童癌病患者及家屬提供更理想的臨時居所。

　　為治療期間，尤其是已接受骨髓移植手術的癌病小朋友提供適切和免

費的短期住宿安排，一直是基金努力發展的專業服務之一。早於1991年，

基金便已成立全港首間專為癌病小朋友而設的療養屋。現時，基金於沙

田、何文田和香港仔均設有療養屋，分別為威爾斯、伊利沙伯和瑪麗醫院

的小朋友和家人提供服務。

我們入伙了！

　　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位於九龍白田邨的兒童癌

病基金暫顧及復康中心（Children’s Cancer Foundation 

Respite Care & Rehabilitation Centre）已落成，8月將正

式投入服務。同事已於7月中旬遷入，新聘職員亦陸續

到任。暫顧及復康中心將為有需要的病童及其家庭提供

暫顧及復康服務，所有服務都需經轉介及預約。如有需

要，請與基金職員聯絡。隨著暫顧及復康中心開幕，基

金的服務範圍再度擴展，務求為有不同需要的

癌病兒童及其家庭提供更全面及適切

的服務。請留意下期「童心」，到

時將有詳盡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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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保柏(亞洲)有限公司*  問卷調查  �2,�00.00

1�-1�/11  合誠汽車有限公司及  駛出愛心•慈善試車日  1,000.00 

    合朗汽車有限公司

1�/11  Kitty Cheung    香港三項鐵人賽  ��,100.00 
    Judy Dunne 
    Josephine Mazaraki 
    Nicola Buswell 
    Ann Gillian Chu 
    Tori Pope

29/11  AMHH*    步行籌款  10,��0.00

11月  Shek O Country Club*  Captain’s Charity Day  �0,000.00  善款由Ladies Section籌得。

11月  新世紀(黃氏)慈善基金  籌款活動  2,��0,000.00  善款用作為瑪麗醫院兒童癌 

    有限公司        症及血病中心改建骨髓移植 

            病房及安裝高效能空氣微粒 

            過濾系統。 

 

11月-�月  砵砵子親子月刊*  呼喚全城幼學童  10,�0�.20 

        易畫義賣獻愛心     

11月-�月  香港金域假日酒店*  「阿財與阿福」慈善義賣  �,�09.�0

11月-�月  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  《有誰共鳴》節目  2�,�19.�0

11月-�月  ipac financial planning HK Ltd.*  便服日  1,029.00

11月-�月  寶泰貿易有限公司  蜂兒蜜糖義賣  �00.00

11月-�月  Red Mission*    Red Card籌款活動  ���.80

1/12  羅氏大藥廠香港有限公司  Roche 2008 Children’s Walk  1,800.00

�/12  青衣商會將軍澳幼稚園  賣物會  19,2��.00

8-12/12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環保、愛心大行動  2,900.00

1�/12-1/1  信和集團旗下酒店  聖誕雪人送暖行動  81,11�.10

1�/12  噴射飛航*    義賣獎券  8,8�0.00  活動於聖誕聯歡會上舉行。

1�/12  沙田小學*    聖誕音樂會  1,�9�.00

1�/12  瑪利嘉兒    “Fashion with Heart” �0,�20.00 

        頒獎典禮暨晚宴 

1�-19/12  馬哥孛羅酒店*   聖誕籌款活動  2,���.20

20/12  陳開榮先生    “Love Matters” 音樂會  1�,000.00

20/12  粉嶺神召會幼稚園*  聖誕親子嘉年華會  2�,�8�.�0

20/12  聖文嘉中英文幼稚園(荃灣)*  歡樂愛心聖誕嘉年華會  �,19�.80

21/12  心聲會*    名曲鬥一番Live Show  �,90�.�1

  日期  善長芳名/主辦機構  活動內容  善款數目(港幣)  摘要

  2008

2008年11月至2009年4月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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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Polo Ralph Lauren Sourcing Co.,Ltd.  慈善拍賣  1�,000.00

12月  拔萃女小學*    賣物會  �,000.00

12月  弘志幼稚園*    親子聖誕嘉年華會  �,8��.�0

12月  法拉利物流(亞洲)有限公司  籌款活動  1�0,�80.00  為威爾斯親王醫院包黃秀英 

            女士兒童癌症中心購置座檯 

            冷凍離心機、無創血壓監護 

            儀、病人監護儀及止痛儀。

12月  聖保羅男女中學*  籌款活動  1,000.00

12月  宏宗建築有限公司  籌款活動  2,�99.�0

12月至�月  尼爾森公司*    籌款活動  �8,��0.00

2009

�/1  慧思創智*    20周年晚宴  �,�9�.00

19/1  潮陽幼稚園*    年宵義賣  2,2�0.00

�1/1  AECOM  春節聯歡晚宴  20,2�0.00  善款用作改善兒科腫瘤病房 

            設施。

1月  Carinat Ltd.    慈善拍賣  2�,000.00  活動於2008年10月29日舉行。

1月  神召會禮拜堂天澤幼兒園*  年宵市場  ��1.00

1月  German Speaking Ladies Group*  籌款活動  �0,000.00

1月  香港銀行家會所*  籌款活動  20,000.00

1月  Lanson Place Hotel  籌款活動  920.20

1月  太平洋會*    籌款活動  �0,��2.00  活動於2008年舉行。

1月  Red Mission*    義賣月曆  2,009.00  活動於2008年9月至12月舉行。

1月  救世軍梨木樹幼兒園  籌款活動  2,���.00  善款由家長教師協會籌得。

1月  海堤灣畔海堤會  海堤愛心交易廣場  1,��9.00

1月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籌款活動  1,000.00

1月  香港真光中學*   籌款活動  �,�00.00

1月  仁安醫院*    籌款活動  11,�09.�0

1月  飛騰行(香港)有限公司*  籌款活動  20,000.00

1月至�月  大力游泳會有限公司  籌款活動  10,000.00

1/2  Mustard Seed Workshop*  「童畫世界」兒童畫  9,�00.00 

        慈善義賣

1-9/2  賞湖居業主委員會*  籌款活動  1�,89�.�0

8/2  劉子倫先生及朋友  渣打馬拉松2009  10,200.00

1�/2  Netherlands Hong Kong Society  周年晚宴  �1,��0.��

22/2  滬江小學*    小食義賣  2,��2.20

  日期  善長芳名/主辦機構  活動內容  善款數目(港幣)  摘要

  2008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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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City Super Ltd.    清酒慈善拍賣  �,�00.00

2月  明愛莊月明中學*  利是送暖活動  2,�29.10

2月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籌款活動  1,�8�.00  善款由英文科捐贈。

2月  Fitch (Hong Kong) Ltd.  籌款活動  �,�18.00

2月  米高蒲志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籌款活動  ��,180.00

2月  VanNat國際兒童合唱團*  彩虹夢幻音樂晚會  �,�88.00  活動於2008年9月20日舉行。

1/�  新城廣播有限公司*及  陽光愛心耀屯門  20,000.00 

  永明金融

�-�1/�  香港音像聯盟有限公司  「為善•愛樂」買碟  11�,�2�.�0 

        行善計劃

�/�  Nokia Siemens Networks (H.K.) Ltd. 慈善義賣  9,010.00

�/�  施德洋行*    義賣日  1�,�8�.1�

19/�  C2009 Committee  籌款活動  �,8�0.00

�0/�  張學友先生*及   籌款活動  299,�2�.1� 

  Hard Rock Café*

�0-�1/�  Red Mission*    「星影流金—張國榮  1�,10�.00 

        電影回顧系列五」

�月  碧辟亞洲有限公司  籌款活動  1�,��0.00

�月  智新書院*    籌款活動  �,�99.�0

�月  開心挑戰營有限公司*  籌款活動  1,�00.00

�月  聖保羅男女中學*  籌款活動  1,000.00

1�/�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Asia  籌款活動  1�1,2�8.00 
    Pacific GmbH* 及  
    RCM Asia Pacific*

28/�  智新書院*    步行籌款  ��,00�.00

�月  保柏(亞洲)有限公司*  問卷調查  �1,�00.00

�月  孩之寶遠東有限公司*  籌款活動  100,000.00  為癌症病童購買藥物。

(一)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及KCS Hong Kong Limited免收年內為基金提供的專業服務費，謹此致謝。

(二) 馬哥孛羅香港酒店慷慨贊助每月例會場地，謹此致謝。

(三) 鳴謝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減收基金簽賬手續費。

(四) 《TVB 周刊》及《Wagazine》慨贈版位予基金向公眾呼籲，基金深表謝意。

(五) 交通廣告專營(香港)有限公司、城巴有限公司、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商匯傳播國際有限公司及 

慧思創智協助推廣基金工作，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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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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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服務
2008年

11月  22名來自伊利沙伯醫院的住院小朋友參與了三節魔術活動。

    23名來自伊利沙伯醫院和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的住院小朋友參與了五節粉飾雪人活動。

    六名骨肉瘤康復者舉行了一次會議討論「我有骨氣」的網頁更新工作。

    六名來自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的住院小朋友參與了一節扭汽球活動。

    三名來自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的住院小朋友參與了一節手工藝活動。

11月1日  七名喪親的基督徒爸爸及六名喪親的基督徒媽媽出席了一節喪親家長支持小組聚會。

11月2日  五名康復者參與了一項歷奇活動，該活動在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空間21舉行。

11月15日  七個家庭共17人參與了「走佬芝娃娃」的電影觀賞會。

11月22日  13個喪親家庭共34人和兩名病童及其家人共七人參與了一項名為「2008魔術之夜」的活動，該項活動

由香港警察魔術俱樂部主辦，在葵青劇院舉行。

    57個家庭共187人暢遊海洋公園。

11月29日  19家庭共23人參與了一項家長茶聚活動，互相支持及分享。

12月  18名住院小朋友參與了一節醫院賓高

活動。

    聖誕老人共探訪了60名住院小朋友，

全部獲贈一份禮物及與聖誕老人合

照。

    八名來自伊利沙伯醫院的住院小朋友

參與了兩節製作聖誕飾物的活動。

    五名骨肉瘤康復者參與了一節聚會。

    15名住院小朋友參與了三節團體活動。

12月6日  九名康復者為樂善堂梁銶琚敬老之家的長者舉行聖誕聯歡會，他們事前舉行過兩節訓練及會議。

12月13日  150個家庭共505人參與了於修頓室內場館舉行的聖誕聯歡會。

12月20－21日  四個喪親家庭共11人於外展訓練學校參與了兩日一夜的外展訓練活動。

2009年

1月及2月  22名住院小朋友參與了六節製作農曆新年手工藝活動。

    10名來自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的住院小朋友參與了一節小食製作活動，慶祝農曆新年。

    五名來自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的住院小朋友參與了一節扭汽球活動。

1月4日  21個喪親家庭共41人暢遊了香港濕地公園。

1月10日及2月7日  10名康復者參與了兩節英文聆聽與會話工作坊。

1月11日  33個家庭共100人暢遊了香港濕地公園。

1月17日  四名喪親基督徒爸爸及八名喪親基督徒媽媽出席了一節支持小組聚

會。

2月15日  105個家庭共330人參與了「超級零零

狗」電影觀賞會。

2月22日  20個家庭共48人暢遊了馬鞍山郊野公

園及西貢菠蘿輋。

海洋公園親子遊為參加者 
帶來刺激、愉快的一天。 

家長茶聚活動旨在增進家長 
彼此間的鼓勵與支持。

濕地公園讓小朋友親身體驗到 
生態考察的樂趣。

濃霧絲毫無減參加者的興致，
各人仍全力向馬鞍山進發。 

2008年11月至200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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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為慶祝基金成立20周年，在五大政府醫院舉行生日蛋糕設計比賽，邀請住院小朋友

參與。

3月8日  24個家庭共82人暢遊了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3月14日  五名康復者出席了一節英語聆聽及撰寫工作坊。

3月21日  11個家庭共35人參觀了挪亞方舟，是項活動專為

七歲以下兒童而設。

3月22日  26個喪親家庭共60人參與了一項山頂健行活動。

3月28日  13個喪親基督教家庭共30人暢遊了香薰園。

4月  八名住院小朋友參與了一節醫院賓高活動。

    八名來自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的住院小朋

友參與了兩節團體活動，以慶祝復活節。

4月13日  六名康復者參與了一節中文會考應試技巧工作坊。

4月18日  六名康復者參與了一節英語聆聽及撰寫工作坊。

4月19日  17個喪親家庭共36人參與了於善牧會瑪利灣中心舉行的「四月有情天」悼念活動。

    45個家庭共133人暢遊了香薰園。

4月20日  六名康復者出席了一項名為「如何創業」的工作坊。

4月25－26日  四個家庭共11人出席了於大網仔外展訓練學校兩日一夜的外展歷

奇活動。

經濟援助
2008年11月至2009年4月  基金為兒童癌病患者及其家庭提供下列經濟援助：

    (1)八項藥物津貼

    (2)六個假髮

    (3)食物現金券

    (4)殮葬津貼

    (5)交通津貼

    (6)搬遷津貼

    (7)緊急生活津貼

    (8)兒童照顧津貼

    (9)資助四名末期病童參與社交活動的交通費用 

    (10)資助三名末期病童及其家人暢遊香港迪士尼樂園

療養屋
2008年11月至2009年4月  共有五名兒童癌病患者及其家人使用療養屋服務。

出版刊物
2008年11月  第三期《陽光發射站》出版。

2009年4月  第35期《童心》出版。

醫療服務
2008年12月18日  基金在伊利沙伯醫院與五所主要公立醫院的醫生舉行兩項協調會議，以協助提升醫療服務水平和加強

本會服務。

2008年12月18日  基金在伊利沙伯醫院與五所主要公立醫院的醫生召開兩項紓緩護理工作小組會議，以加強紓緩護理服

務。

家庭日營是小朋友 
大顯身手的好機會。 

在薰衣草圍繞下，來張甜密合照。

外展挑戰營考驗參加者
的膽色和自信。

挪亞方舟內的動物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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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瑪麗醫院

       一部    便攜式心臟彩色超聲波診斷系統

       一部  活動圖書車櫃 

醫療設備
  基金為醫院添置下列各項所需物資：

  2008年11月至2009年4月  1.	 威爾斯親王醫院

       兩部  無創血壓監護儀

       兩部  止痛儀

       一部  病人監護儀

       兩部  32吋液晶電視

醫療培訓
2009年

基金資助下列醫護人員完成專科訓練或進行學術交流：

1月7日至3月31日  一名來自上海同濟大學附屬同濟醫院兒科的護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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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護理培訓。

1月9日至3月28日  一名來自安徽省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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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腫瘤學的訓練。

1月9日至31日及  一名來自安徽省立兒童醫院的護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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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6日至3月28日  及腫瘤學的護理培訓。

3月2日至8月31日  一名來自深圳市兒童醫院的醫生獲資助於瑪麗醫院接受兒科血液及腫瘤學的訓練。

骨髓移植手術
2008年11月至2009年4月  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及瑪麗醫院分別完成了七宗及三宗骨髓移植手術。

兒童癌病基金職員培訓
2009年4月  基金臨床心理學家、護士長及三名家庭輔導員出席了由Theresa Rando博士主講名為 “Traumatic 

Bereavement as a Form of Complicated Mourning Conceptual Issues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When Trauma  
and Loss Suddenly Collide” 工作坊，是項工作坊由香港大學舉辦。

    兩名專科護士出席了由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主辦名為 “Training Course on Complicated Grief” 的工作坊。

其他活動
2008年

11月12日  基金臨床心理學家於第十五屆香港國際癌症會議上發表一項名為 “A Pilot Qualitative Study on the Coping 
Strategies of Children with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aemia in Hong Kong” 的研究結果。

11月14日  基金護士長於第十五屆香港國際癌症會議上主講一項名為 “Palliative Care for Children with Cancer and  
Their Families” 的講座。

11月28日  兩位基金委員、執行總監、中心主任、護士長、專科護士、家庭輔導員及醫院遊戲師出席位於瑪麗醫院

K8的兒童腫瘤及血液病中心暨日間護理病房的開幕禮。

12月14日  基金副會長及中心主任出席瑪麗醫院的聖誕聯歡會。

2009年

1月7日  基金中心主任、護士長及臨床心理學家參觀香港防癌會的賽馬會癌症復康中心。

1月16日  基金中心主任、護士長、臨床心理學家、兩名家庭輔導員、專科護士及醫院遊戲服務統籌參觀麥當奴叔

叔之家。

4月6日  基金中心主任及臨床心理學家參觀了香港眼科醫院，以商討如何為只在眼科醫院接受治療的視網膜母細

胞瘤病童提供服務。

公眾教育
2008年11月至2009年4月  基金為23家中學共舉辦了23次生命教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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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笑寫真館笑笑寫真館

出發啦！

中華白海豚及

大澳之旅

排排坐、
　食白果

媽咪，我真係

    見到海豚呀！

CCF最傑出

「損手」

Hello，我係度呀！

嘩……白海豚 
　　游緊嚟啦！

望梅止渴？

親子無敵
鐵三角



笑笑寫真館

陽光大使
  陽光笑容 心肝……

寶貝……
真黐纏！

開飯囉！

大澳必吃特產―

炭燒雞蛋仔

麥姑娘出現，

Bingo開檔囉！

Bingo! 又中啦！

Bye Bye！

我同媽咪走先
啦，下次見！



CCF Comics / CCF漫畫廊

作者T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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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unteering work, who hopes to bring 
laughter and show concern to every reader of the CCF Newsletter.

For your own sake, for other people’s sake, 

it’s best to put your mask back on! 

Sonny, put on your mask properly!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I hate wearing a 

mask 

It’s just like… 

Under a scorching sun…

In a crowded place…

Can’t see clearly through my glasses…

Can’t help drooling in my sleep…

Achoo!

And when you’re ill, masked and 
sit through an exam, 

And…

Changing a 
soiled mask is time-

consuming.

Don’t be a germ carrier, wash your hands!

For whatever rea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