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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下午舉行的座談會，有幸邀請到（由相中至右）
兒童癌病基金（新加坡）高級輔導員及高級兒童醫療
輔導師廖慧庠女士、北京和睦家醫院兒童醫療輔導
經理程祺女士及台灣大學兒童醫院兒童醫療輔導師
及藝術治療師方美祈女士，分享當地的兒童醫療輔
導服務發展現況。

座談會亦請到美國 S t .  L o u i s C h i l d r e n ' s 
Hospital 兒童醫療輔導服務實習統籌 Jenny 
Brandt 女士，簡介成為兒童醫療輔導師的專
業培訓框架。

放眼亞洲
綜覽區內兒童醫療輔導
服務發展

  自基金舉行「2016 年兒童醫療輔導研討會」後，得到 

國際專家認可，並一直與美國的 Association of Child Life 

Professionals（ACLP）保持聯繫，商討進一步推動此專業在

香港的發展。2017 年 ACLP 決定撥款並夥拍基金，派其專

家團隊協助基金開拓美國以外的兒童醫療輔導服務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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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初期，基金的團隊獲邀前往美國，考察當地

的兒童醫療輔導實習課程，並分別獲三家兒童醫院的

實習課程負責人，提供十多天的研習及交流。團隊回

港後，決定與基督教聯合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合作，

發展本港第一個兒童醫療輔導實習計劃。基金團隊亦

建議 ACLP 派遣專家前來考核基金的兒童醫療輔導服

務水平，並舉辦第一個亞洲兒童醫療輔導研討會，進

一步推動亞洲華語地區相關服務的發展。

  經過約半年的籌備，ACLP 評核團隊一行三人於 

4月7日抵港，展開一連五天的評核及培訓工作。另外三位來自北京、台北及新加坡的兒童醫療輔導師亦 

陸續抵港，為研討會作最後準備。是次亞洲兒童醫療輔導研討會有共 190 人報名，來自內地、台灣、 

新加坡及本地，其中來自內地的參加人數多達 50 人，可見內地對此服務十分有興趣。本地方面，是次研討 

會除了有醫護專業團體協辦外，更邀得三間大學的有關學系協辦，有利日後在推動培訓工作時有專上教

育的專家提供意見。此外，多個從事兒童工作及治療工作的團體及學校亦有派員出席，可見社會上對兒

童醫療輔導的認知日益加深。

一眾參加者在工作坊環節互相交流，更可以一嘗用醫療用
品製作創意醫療手工，體驗病童於病房的日常活動。

當晚研討會上，基金有幸邀請到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陳肇始教授為主禮嘉賓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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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主要分兩部份，分別以概覽亞洲各地的服務發展為主，及探討亞洲地區服務培訓方面

的發展契機。以華語地區而言，香港率先由基金於 1997 年引入兒童醫療輔導服務。隨後 2004 年 

新加坡兒童癌病基金亦有職員完成培訓，於當地發展兒童醫療輔導服務。台灣及北京分別於2012 及 

2013 年由完成海外培訓的兒童醫療輔導師回流發展相關服務。經過這次交流，各地的兒童醫療輔導

師都期望可以進一步發展區內的培訓課程。

  研討會當晚，基金邀請到屯門醫院的李澤荷醫生主持大會。來自美國的專家重申兒童醫療輔導

如何成為療癒小孩的心靈良藥，以及當中多元化及有系統訓練的重要性。

  基金非常榮幸得到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作主禮嘉賓。隨後基金亦播放一段兒童醫療輔

導與基督教聯合醫院手術室服務的影片，展示基金與醫療隊伍緊密合作。我們亦藉此機會，與各地

友好慶祝基金的兒童醫療輔導服務於香港落地生根 20 年，為研討會畫上完美句號。

  目前，亞洲華語地區對兒童醫療輔導服務的需求殷切，本港的醫療團隊亦大力支持，ACLP 專家

團隊認為基金已具備足夠的條件發展培訓。研討會當晚的結論是香港應引領區內兒童醫療輔導服務

的未來發展，推動亞洲各地的培訓。出席研討會的各個界別若能保持連繫，積極合作對話，共同籌

謀，未來兒童醫療輔導服務在亞洲區內定必蓬勃發展！

美國 Johns Hopkins All Children’s 
Hospital 兒童醫療輔導服務總監

Kristin Maier 女士，以「兒童醫
療輔導的裨益：療癒小孩的心靈 
良藥」為題，為參加者帶來一節
精彩的專題演講。

基金會長何國聰先生致
贈紀念品予嘉賓講者美
國Cook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家庭支援服務總監

Jill Koss女士。

一眾嘉賓慶祝基金兒童醫療輔導服務二十周年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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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研習及交流，以及這五天的評核、培

訓及研討會，着實令我獲益良多。從基金團隊

完成海外研習，至開展本港第一個兒童醫療輔

導實習計劃過程中，ACLP 為基金團隊提供培訓

及意見，考量本地醫療體系的需要，設計實習

課程，推動本地兒童醫療輔導服務邁進另一里

程碑。

  四天的兒童醫療輔導服務評核，亦有助基

金團隊回顧過去 20 年服務經驗，反思如何改善

兒童醫療輔導師的臨床技巧及未來團隊之服務

機遇。

  最後，三位亞洲兒童醫療輔導師代表的 

分享，重整了亞洲兒童醫療發展的經驗。期望 

日後有機會再進一步，研討亞洲兒童醫療輔導

的發展及培訓方向。

專業服務副經理

（兒童醫療輔導服務）

梁藹琳

  不時有人問我，於同一服務範疇工作超過

20 年，不覺得沉悶嗎？我卻認為雖然已工作了

二十多年，但慶幸仍可以於崗位上不斷發掘新

的可能，尋找新的目標。

  過去數年，兒童醫療輔導服務不斷突破，

凝聚了一群追尋相同目標的同事，這兩年又與

海外專家密切交流，讓我的專業發展旅程變得

既熱鬧又豐盛。

  籌辦研討會的過程殊不簡單，辛勞過後的

果實份外甜美。研討會當日，我看到十多名

來自世界各地的兒童醫療輔導師濟濟一堂，她

們在我過去的職業生涯上先後出現，都是我的

良師益友。這次再聚在一起，為的是同一個目

標：都希望見到兒童醫療輔導在華人地區蓬勃

發展，遍地花開！

專業服務經理

（兒童醫療輔導服務）

呂思華

後記



6 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54期．7/2018

專題

  近三十年來，基金一直為癌症兒童及其家庭，

提供身心健康及人際康樂等多方面支援服務。基金

多年來另一個重要使命是協助醫生提升治癒率， 

主要為五間公立醫院的癌病兒童提供新藥物資助， 

又為香港兩間教學醫院及醫學界提供兒童癌病的研

究資助。

  香港大學瑪麗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

兒童血液腫瘤組副教授蔣國誠醫生分享了一

些有關醫治兒童癌病的藥物應用及發展：

  利妥昔單抗（Rituximab）這種藥原是用

於醫治成人惡性B細胞淋巴瘤的一種抗體治

療，至今已有逾20年的應用經驗。現時有需

要而經濟情況不許可的成年病人，可透過醫

院管理局藥物名冊下的「安全網」
＊
申請資助

使用利妥昔單抗；患上惡性B細胞淋巴瘤的

兒童亦可申請使用此藥，但僅限於B細胞淋

巴瘤復發的個案。

  在2 0 1 5年，香港兒童血液及腫瘤科學

會參加了國際一項「B細胞 NHL 或 B-AL 病患

兒童或青少年組別間試驗：利妥昔單抗在高

風險病人的有效性及安全評估」。計劃由蔣

醫生從歐洲引入，主要是對比標準化療方案

中加入利妥昔單抗，以及單用化療的方案， 

學術研究(自1997年)

總研究項目：43

總資助經費： 
超過港幣4,400萬

新藥資助金額

約200萬一年



專題

7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54期．7/2018

目的是希望新的混合治療方案，幫助高風險病童提高一成

以上的治愈率。

  香港作為亞洲地區唯一一個研究中心，於2015至2017

年期間，成功徵集了八個合適的病童參與有關計劃。計劃

中期分析顯示新方案確實比只用化療的方案良好。

  計劃徵集足夠個案後，此藥物已停止供應。在計劃完

成之前（預計約2020年末），本港每年仍有約五個病童

是患有高風險B細胞 NHL 或 B-AL，醫生們都冀望他們能繼

續得到這種更有效的治療，但每劑利妥昔單抗價格高昂，

令他們家庭的負擔百上加斤。

  基金秉承「協助醫生提升治癒率」的使命，將延續這

個項目的資助，使病童於這三年期間，能繼續使用較有效

的新治療方案，令醫治癌症的機會進一步提高。

＊
經證實有顯著療效，但超出醫管局一般資助服務範圍所能提供

的非常昂貴藥物並不屬公立醫院和診所標準收費提供的項目。 

然而，醫管局會透過撒瑪利亞基金和關愛基金醫療援助計劃， 

為有經濟困難的病人提供安全網。

  對 於 新 藥 資

助，基金每年都會

收到來自不同醫院

兒童腫瘤科醫生的

藥物申請，希望可

使用不在醫管局藥

物名冊下的新藥物，幫助醫治或緩解癌

症病童的病情。基金的批核小組包括公

立醫院的兒童腫瘤科醫生及基金醫療顧

問，並由醫院醫務社工作出經濟評估，

按每個個案的情況，嚴謹批核申請， 

幫助最有需要的家庭渡過難關。

  多年來醫生們都努力不懈，研究新

的醫治方案，希望能令一眾受癌症困

擾的家庭，更快更好地跨過癌病帶來的

身心折磨。基金對勞苦功高的醫學菁英

們，致以最崇高敬意；在此亦感謝善長

多年來與基金、醫學界攜手同行，才可

令病童、家人面上展現最燦爛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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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由家開始

  腦腫瘤是第二最常見的兒童癌症，對病童的身體、情緒、學習、家庭和人際關係等日常生活各方面帶

來不同程度的影響，令康復之路困難重重。我們因此致力希望加強對腦腫瘤病童和其家庭的支援服務。 

自 2016年8月「腦友同行啟航日」活動開始後，我們透過不同聚會與不少腦腫瘤的康復者及其家人，一起討論 

面對的挑戰及需要，構思服務，最後舉辦了籌備多時的「腦腫瘤同路人支援網絡成立禮暨復康教育講座及 

活動」，於 2018年3月3日正式成立腦腫瘤同路人支援網絡。

  當天，我們公佈支援網絡的名稱為「反斗奇 Brain」。名稱由康復者關愷殷構思，在命名比賽中得票最

高，寓意複雜的腦袋，並寄語康復者與家人能像動畫《反斗奇兵》中的主角般，堅強地克服難關。我們也邀

請了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副教授鄭樹基博士及香港大學醫學院護理學院副教授李浩祥博士，分享運

動和認知訓練在腦腫瘤康復路上的角色及應用。在同一時段，腦腫瘤病童及青少年則參與認知訓練及康體活

動。參加者非常投入寓遊戲於復康的體驗，也為我們日後提供的服務方向及內容，注入了一支強心針。

來了Brain

  午膳後的小組分享時間，孩子處於不同疾

病階段的家長透過圖片分享彼此的經歷。有家

長的孩子剛開始接受治療，在其他家長身上獲

得資訊及方向：「孩子剛剛確診，面對前路及

即將來臨的療程，其實仍然感到很迷惘……聽

到你們的經驗，較易明白前路將如何……」。

亦有已成年康復者的家長，分享那伴隨一生的

憂慮。在小組中大家都十分明白，這份支持甚

是難得和寶貴。「我的孩子已經完成治療，進

了大學，但那殘餘的腫瘤彷如一個計時炸彈，

總會讓我提心吊膽，只有在這個有共同經歷的

社群，才有人明白我為何總是難以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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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由家開始

  活動中一位爸爸分享在孩子康復路上對太太更體諒、了解，也更懂

得如何與她溝通，表達支持。好幾位媽媽都希望丈夫聽到這位爸爸的分

享，並打算邀請他們出席下次活動。家長珍惜相聚分享的時間，可以減

輕一點壓在心頭的重量，從彼此得到力量和支持。

   「反斗奇 Brain」成立後，希望大家一起為我們及病童家庭加油，

與「奇兵」們在康復路上跨越障礙，攜手同行！

同事

感言   一天的活動瞬間就結束了，我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目送病童和家長緩

緩步上旅遊巴士，向他們揮手道別。與他們一起的這天，我體會到何謂「生

命不能承受的重」。一位父親在小組分享中說：「一個人病，等於三個人病！」自從

兒子患上腦瘤，他和太太以至整個家庭都活在陰霾中。即使治療結束，困難卻接踵而

來。然而我想送別他們，並不是因為他們的不幸，而是敬佩他們那份沒有被「生命不

能承受的重」擊敗的愛與堅持。我也想起這句話：「當病毒吞噬生命，是愛令人挺起

不屈的脊樑！」旅遊巴緩緩離開了。希望病童和家屬也帶着我們的祝福，回到他們的

生活。

社工

吳子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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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乾燥的時候，嘴唇總會因缺水而不適，潤唇膏就成為了必備良物。是次家庭會就為家長和小朋友們舉

辦潤唇膏及潤膚乳DIY體驗工作坊。原來一枝小小的潤唇膏內藏博大的學問。導師深入淺出地講解不同材料的

功用和特性，例如可可巴油用來維護皮膚水份，軟化皮膚；精油營造不

同味道等。孩子們亦對眼前的材料非常好奇，不斷發問和試味，而一眾

媽媽則對不同精油的功效特別感興趣。由於潤唇膏製作過程比較簡單， 

大家都能輕鬆完成。

  然而，潤膚乳的製作可不是這樣輕鬆。材料份量要精準，小朋友

「攪攪震」的能力亦不可或缺，因為製作過程需要無間斷地均勻攪拌所

有材料，達至乳化作用。事情

發展總是意想不到的，一直很

努力攪拌的小朋友，燒杯內卻

「水乳不融」，毫無動靜，反而遲起步的小男孩說說笑笑下，竟然花了

不消五分鐘就把混合物攪至乳化。此時，其他小朋友頓時心感不安， 

充滿疑問……甚至開始懷疑自己剛才的步驟是否出錯。幸得導師指導和

解釋乳化作用過程不一，只要份量準確，一直堅持攪拌下去，最後還是

會成功的。最終，大家繼續集中精神「攪攪攪」，歡笑聲伴隨着燒杯內

的變化而陸續揚起。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遇到類似狀況，明明很努力卻沒什麼成果，因而質疑自己的能力。堅持不一定會成功，

但成功一定是堅持出來的；放棄不等於失敗，但失敗也是因為放棄。堅持是對毅力的培養，慶幸當天所有小朋

友都因堅持「攪攪攪」而成功做出度身訂製的潤膚乳呢！

  若家長或青少年有興趣一同「攪攪震」，基金正為年輕人就業培訓發展相關手作，例如製作手工肥皂和手

工印章於手作市集售賣，歡迎有興趣參加的人士向社區服務組吳慧娜姑娘查詢！

項目主任

葉趣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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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人是你
 

「需跨多少個山　漫漫長路與海

  方可真正覓到心裏精彩

  需經多少次哀　幾多的障礙賽

  才勝利會換來」

  郭富城 -《強》

  寥寥數句歌詞，描述了康復者在復康路上的心路歷程。隨着現今醫療科技的發展，兒童癌病的治癒率正不

斷提高，對不少患者及家人來說，無疑是一大喜訊，但治療過後，康復者往往需要面對治療所帶來的各種身心

影響，如認知能力下降、情緒困擾、心肺功能減弱、內分泌功能失衡，甚至繼發性癌症等。這些障礙無不影響

他們日常生活，如學習、社交及就業等各方面發展。 

  根據國際兒童癌症研究機構 Children’s Oncology Group 的指引，健康飲食和持續運動對身心健康十分重要，

並對患者及康復者帶來以下好處： 

有助復原因治療而受損 

之細胞及身體器官 

加強體力及耐力， 

改善疲勞狀況 

有助預防部份癌症及 

其他疾病

舒緩壓力及保持良好 

身心狀態

  世界衞生組織也制訂了《關於身體活動有益健康的全球建議》，鼓勵 5 至 1 7 歲的兒童和青少年多

參與身體活動，包括在家庭、學校和社區的玩耍、遊戲、體育運動、家務勞動、娛樂、體育課或有 

計劃的鍛鍊等，以增強心肺、肌肉和體格健康，減少患上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的風險： 

• 5至17歲兒童和青少年每天應進行至少60分鐘中等至高強度身體活動 

• 多於60分鐘的身體活動可以使人更健康 

• 大多數日常身體活動應該是帶氧活動。同時，每週至少應進行三次高強度身體 

活動，包括強壯肌肉和骨骼的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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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見及此，基金社區服務組舉辦「食得有『營』健康講座」，並更新再出版《兒童癌病營養手冊》，提升

康復者及照顧者有關飲食營養的知識，幫助照顧者烹調健康美食，促進康復者建立良好的飲食習慣。

  我們自2017年8月起亦組織運動小組，舉辦「跑出健康生活」長跑訓練活動等，促進康復者建立持續運動

的良好習慣。定期訓練也有助強化康復者的心肺功能，擴闊他們的社交圈子。參加訓練前，每位康復者均會作

體適能評估，以確定適合參與。課程由具經驗的專業教練設計，按康復者各自的身體情況，以循序漸進的方式

訓練。除了平日訓練外，他們亦會參加坊間的比賽，幫助他們訂立目標，挑戰自己！ 

  過去大半年，跑步隊的成員不斷增加，由8位增加至 14位。他們風雨不改，每星期接受訓練。看見他們的

體能不斷進步，隊員間越來越熟悉，彼此互相關心及支持，實在替他們高興。其實他們每一位都經歷過病患帶

來的種種挑戰，見到他們為自己的目標堅持不懈，確實讓我感動又佩服，不得不以這數句歌詞作結：

 

「強人是你　能飛天遁地

  其實你了不起

　假使你永不說不能做到

  強人是你　能頂天立地

  如敗倒　再掙起

  永沒言死　才是活着的真理」 

社區服務經理

伍毅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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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封信 

 ──致勇敢的你們

20多歲的你，經歷了腫瘤一次又

一次復發。感恩能見證你大學畢業，你以無比的堅毅在化療期

間堅持大學的課程，得到同學的陪伴、老師的鼓勵及支援，以

及家人的支持，他們每一個都成了你生命花園中每一朵燦爛的

鮮花。

  你運用你的專業知識，了解清楚自己的病況，並為人生最後的一

個旅程作好安排。所以，看到你為自己選擇骨灰安葬的地方；你跟同學老

師構思追悼會的內容；你期望每一位你愛的家人朋友也收到你的親筆信件。

我很了解，你懷着很大的勇氣去預備。

  與此同時，我也看到你繼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還記得那天，你的痛幾乎

不受控制，你還期待着要赴一個很重要的聚會，聚會後你告知我：「譚姑娘你一

定要去那間酒店吃牛扒，真的超級好味！雖然貴，但一生人一定要吃一次呢！」 

你當時興奮又享受的表情，仍然歷歷在目！ 

  有一天，媽媽轉告了你的心意，說你想立刻回醫院簽下預設醫療指示文件，

因你懼怕會在你沒有意識下，被醫護人員施行如插鼻胃管、插氣管喉及作心外

壓這些你不願意進行的程序。我欣賞你為自己的意願發聲及行動，這至今亦

提醒我，正視及完成病人及家人的意願是很重要的。

  在追悼會中，你的伴侶分享了這一段話：「當我們決定要拍拖

之時，不是計劃將來，而是共同計劃如何面對死亡……」我也禁

不住流下那份感動的眼淚，真的不明白你們的勇氣是從何而 

來的。你那份喜樂及活潑的生命，感染着身邊不同的人。我感恩 

能遇到你、認識你，這是我一生的福氣，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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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能與你們每一位同行，讓我看到生命最美好的一面，感謝你們！

註冊護士

譚艷庄

  當我遇到你時，11 歲的你在大量鎮定劑影響下，插滿導管，靜靜地躺臥在床上，

「縱然沒有跟你彼此對話，從你的反應我知道你在聽；雖然你不知我的臉是怎樣，我

知道你聽過我的聲音，我們約定……」以上是我在你的紀念刊物中寫下的。

  還記得你的主診醫生跟我說：「成為醫生的壓力是來自兩個狀況，其一是病人的

病得不到醫治，另外的壓力是來自父母或家人。」但醫生表示面對你父母及其他親人

是「零壓力」，因為醫療團隊與他們有良好的溝通、一致的治療方向，以及互信的關

係，大家都為你着想。期間也見證了醫護人員和父母，為你在枕邊舉辦了一個小型的

音樂會，當中有彈奏、有歌聲、也有眼淚與歡笑，大家也享受其中啊！我以往的工作

當中，從來沒有在病房內、病人離世當天以及安息禮上，看到這麼多擁抱，聽到這麼

多「多謝」。你的家人更在安息禮中，邀請眾人為這班盡心盡力的深切治療部團隊 

鼓掌，真的十分難能可貴！

  我明白了！在治療過程中，家人及醫護人員彼此間的互信，是十分重要的。

  縱然你的病最終醫不好，但在你送院途中、仍有意識時留下了一句很重要的 

說話：「請幫我跟爸媽說：『我很愛他們！』」。這份愛的感染力連繫着身邊不同的

人。謝謝你讓我明白如何愛，要愛得及時！

  11 歲的你，腫瘤擴散至肺部。回想在探訪時，你不吝嗇地向我介紹你的

「珍藏」及描述你的家人、朋友及偶像。我腦海仍然清晰記得：與你一同

包裝生日禮物給你最要好的朋友，與你欣賞的偶像初次見面的情景，你的期

待、害羞及喜悅，我也感到莫名的興奮！

  從拒絕談及死亡直到一起傾談死亡，過程中與你一同經歷了沉默、悲傷

流淚、憤怒、不明白、恐懼，直到你能夠接受。小小年紀的你，已經可以事

事為家人着想，分配好自己的珍藏及物品，不畏懼地安排自己的喪禮。

  那天，接到你媽媽的電話，知道你鼓起了勇氣，以柔弱的身軀和微小的

聲音，交代了過世後一切的人和事，聽後，我知道你已準備了。

  從你的生命我看到活潑、勇敢及愛，謝謝你！謝謝你讓我經歷了被 

信任、及被接納，肯定我提供家居及紓緩護理服務的價值。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I want……」

  7 歲的周凱珊一看見筆者便笑瞇了眼，才交談數句，便開開

心心地唱起韓國女團 Wonder Girls 的名曲〈Nobody〉。誰會想到

她原來有一個腦瘤，頭顱內有兩個泵用來抽腦積水？一切都發生

得太快了，凱珊媽媽只記得問醫生：「我女兒會長高呢，泵的喉

管夠長嗎？」

  因為那一年，這小小的 wonder girl 還不到 5 歲。

一個腦兩個泵
（本故事節錄自《假如穿上我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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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懂事以來，周凱珊就常常出入醫院，甚至可以對

自己吃的藥如數家珍，「我要吃類固醇，呀！還有脷底

丸……」因為她在 3 歲多的時候，已經發病了。媽媽發現

凱珊的身體發育情況忽然退步，行樓梯時會無故跌倒，便

帶她到健康院做評估，但沒找出原因。想不到，兩個多月

後的一天，凱珊又嘔又暈，看過醫生回家後，更出現輕微

抽筋！媽媽立刻叫救護車，送她到伊利沙伯醫院做電腦素

描，才發現凱珊腦內有個不能切的瘤，還有腦積水，要

趕快做開腦手術，放一個特製的泵在頭顱內，把腦積水 

抽走，用喉管引導到身體其他地方。

  「那次做了 10 小時手術，但她從手術室出來後

一直沒哭，直至要『打豆』，哭到不行！因為血管

太幼了，很難找出來，要不斷試。」皮肉之苦已經

難受，更令人苦惱的是病情反覆。凱珊 4 歲多時接

受檢查，發現腦瘤大了一點，要多放一個泵在頭顱

內，才可以有效地抽去腦積水。然後，就要接受為

期近 3 個月，合共 28 次的電療。「不過她每次去電

療都唱歌，看到來推她去電療房的叔叔，還會打招

呼。很多伯伯婆婆看見她都很開心，覺得連這麼小

的女孩也不怕（電療），自己也沒甚麼好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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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珊樂觀又堅強，媽媽也要求自己堅持下去，因為不夠強的話，實在很難把女兒照顧好。為了令電

療後的凱珊好好重投校園生活，她向房委會申請調遷到更接近傷殘學校的屋邨居住，避免女兒因乘車太

久而不適嘔吐。凱珊媽媽為省錢，連家居裝修也自己來，但卻會用五、六十元買一束聽聞特別有益健康

的進囗露筍給女兒吃。「她不能讓人撞到，所以要上特殊學校，也上過 CCF 的陽光學堂。不過她全日上

學會抽筋，太累了！所以之前試過讀一年停一年，她 7 歲了，才唸一年級。」幸而，今年凱珊再到醫院檢

查時，發現腦瘤縮小了，現在差不多天天都可以上學。媽媽只希望女兒每天盡能力上課，當發現她的眼

睛跳得厲害，動作開始慢下來，便會讓她早退，絕不勉強。

  事實上，凱珊很喜歡上學，「學校比醫院好呢！我每天都都跟同學玩，我想天天都上學。」媽媽看

着笑瞇瞇的女兒，自言自己怎辛苦也沒關係，只覺得兒女辛苦是最傷心的事。「最可憐是哥哥（凱珊 

兄長），那時突然『沒了』媽媽，因為我要專心照顧妹妹，交託表姐和嫲嫲照顧他。妹妹發病時，他一

句也沒問，可能知道自己一問便會哭……」所以凱珊媽媽後來待女兒病情穩定下來，才帶兒子到醫院，

讓他看看妹妹的情況。「我也是想着可以見她多久便多久吧。有其他學生家長問我，有沒有想過讓凱珊

到哪裏唸中學？我說，那想得到那麼遠呢……」來年來日，她只盼望凱珊的人生路，一路平安。

  本文開首說過，凱珊媽媽最怕泵的喉管長度追不上

女兒的高度。現實是凱珊的身高停滯了，這一、兩年都

沒怎樣長高。「現在要打荷爾蒙針，希望有改善。其實

她的短期記憶也差一點，所以我不斷讓她看字認字，不

過她聽歌就會記得呢。」這就是媽媽，she wants nobody 

bu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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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篇提到關於凱珊的故事，來自香港人出版的《假如穿

上我的鞋》。這本書能夠順利出版，有賴背後一個熱心團隊的

通力合作，亦成為一份充滿暖意的禮物，因為本書賣得的收益

是「零的支出，十足捐獻」，零售價全數捐予基金用作支援癌

症病童及其家庭的服務上。

讀一本好書 
成就愛的故事

  這個熱心團隊包括香港人出版、亨泰印刷有限公司、建華

紙行有限公司、兩位義務作者及幫忙宣傳的義務工作人員。還

記得第一天會面，大家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對於出版甚麼內

容、有甚麼主題、書本的大小，以至書本用甚麼紙質，一概都

沒有定論。直至多次會面後，團隊愈來愈了解基金的工作，這

本書的主題、大綱、訪問內容及方向等等都有了共識，最終便

成就了這本《假如穿上我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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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十分慶幸能與這群熱心人相遇相知，他們亦有一番說話，希望與讀者分享：

王凱思 - 「香港人出版」出版人

  今次可以和兒童癌病基金合作，推出了《假如穿上我的鞋》 這本充滿愛的書本，我們感到十分 

榮幸。

  在決定出版之後，我們第一個挑戰就是要找來十多個真實的抗癌故事，起初我們都以為不會有太多

過來人或他們的家人，願意往事重提，因為這有如再一次要他們經歷那些艱苦歲月。

  但是，結果卻出人意表，我們成功邀請了 13 個故事的主人翁或他們的家人來分享他們面對癌症時的

經歷，這教我們深深感動。 每一個故事的受訪者，他們無不是以他們最真實、不修飾的言詞來訴說他們

的故事。他們本著的目的都是想將面對困難的毅力與堅持和更多人分享，為其他人帶來正能量。

  另外，我們也十分感謝受訪的義工、導師和不可或缺的兒童癌病基金，在幫助癌症兒童不遺餘力，

也令《假如穿上我的鞋》得以順利出版。

  愛可以戰勝一切， 只要我們學懂易地而處，站在別人角度看世界，每一個你和我都有能力讓身邊的

人快樂。

黃翠雯 - 義務作者

  祝君平安

  如果說，挫折是人生的養分，逆境學習是成長的必修課程，那麼，癌症病患者所經歷的，就會是人

生磨練的催熟劑，人生觀也會隨之而有很大轉變。像《假如穿上我的鞋》其中一位被訪者 Oscar，他病發

時才只是一個小學生，遊走過生死的邊緣，最後奇蹟康復，經歷令他比同齡小朋友思想成熟，對生死有

一套很個人的睇法，最重要是他比從前懂得感恩和珍惜所擁有。

  又如當小丑工作的景鋒，他可說是個逆境的戰士，像夾縫中的小草，總會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生

命力好強。

  另外，書中兩位已經離開人世的梓烽和敏卿，他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還年青，一個用生命盡頭最

後一口氣為其他病友送上祝福，一個早已定下死後要捐遺體作大體老師，二人將愛遺留人間，人生雖然

短暫但不失精彩啊！

  原以為今次作為書中撰文的其中一份子，只是勞力與時間挑戰，沒想到得著比付出多。在丈夫癌症

過身時，令我人生掉進了谷底，在重新起步的路上，遇上的充滿正能量的故事主人翁，認識到為《假如

穿上我的鞋》義無反顧出錢出力的每一位，還有無私奉獻的兒童癌病基金，人間真的很有愛。

  但願所有處於逆境之中的人，早日找到身心的平安，平安便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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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綺雯 - 義務作者

  這一年，他們教會了我這些事……⋯⋯

  過去的一年，謝謝好朋友的邀約、兒童癌病基金與香港人出版的信任，讓我有機會訪問癌病兒童和

義工們，跟兩位有心人合寫了一本盛載着重量與溫暖的書。

  據親愛的媽媽憶述，我在嬰孩時期已不怕生，見到陌生人都不哭的，總在笑，是多容易被拐騙的孩

子啊（笑）！開始工作後，我都在跟陌生人聊天，寫了數不清的人物專訪，時間都在說說笑笑中度過。

  只是，在這一年間，跟多位癌症兒童和家長見面，聽他們訴說患病期間的悲喜，生死之間的脆弱，血

脈相連的痛與感動……有時候，我忍不住紅了雙眼，更多的時候，從他們身上感受到難以想像的力量。

  才七歲的凱珊，腦內有個不能切除的瘤，放了兩個泵。她臉圓圓的，總是開心地笑，還要給我唱韓

國女團 Wonder Girls 的〈NOBODY〉；義務教授癌症病童的戴 sir，在訪問中忽然坦承他是癌症康復者，

淡淡然地說着人生就是會有困難的，不開心時，便做些自己喜歡的事，例如：做些 I Q 題！戴 sir 真是個

可愛的物理老師，他之前從沒向其他義工說過患癌的事，但因為想給大家多點鼓勵，這次，他說了。

  就是，當人生走到盡頭，生命原來亦可以另一種方式呈現。第一位被訪者、六度患癌的敏卿笑着

說，她要在離世後做「大體老師」，捐出遺體作醫學研究。兩個多月後，她輕輕的走了，實現了最後的

願望，帶着最美的微笑。

  縱使人生無常，我，大概永遠也忘不了他們動人的笑顏，還有那份跨越高山低谷、真實存在過的 

勇氣。

黃佩麗 - 義務工作人員

  和你在一起 ！ 

  寫這篇文章時正是 5 月 2 0 日，人身在國內，而充滿商業的世界把這天設為告白節，要把 

「520 我愛你」大聲說出口，對你想念的、心裡感動的、夢裡徘徊的，一一以行動來答應，讓你愛的人

深深感受。人在生命裡總有不同際遇，明白上帝沒有應許每一天都是藍天白雲，更不能期待時刻都有 

甜言蜜語粉色浪漫，但要讓自己體會小朋友碰上癌症，可是一個難以言喻的震撼。我希望藉這個機會 

表白，感謝香港人出版社讓《假如穿上我的鞋》面世。 這不是一本書，它超越一個出版案，也非僅僅

一個慈善項目；對我來說，這是與愛同行的體驗。 

  《假如穿上我的鞋》展示愛比疾病強大，小病友們的意志、家長們的毅力、醫護人員與義工的悉心

與 CCF 的服務……我就想說，這本書代表了我的告白：我和你們在一起，為每一個生命鬥士加油！

  再次感謝我在這本書裡遇到的每個人，有愛，和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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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

10/11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帽子日」 7,000.00

16/11-15/2 Solitude*  五週年籌款活動 40,000.00 善款用於藥物資助計劃。

11月至2月 G Max Group Limited 「傳遞愛」行動 23,743.90

11月至4月 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 「有誰共鳴」節目 5,635.10

11-15/12 富豪九龍酒店*  慈善曲奇義賣籌款 22,800.00

15/12 噴射飛航*  義賣獎券 4,600.00 活動於聖誕聯歡會舉行。

19/12 拔萃女書院*  賣物會 3,000.00

12月 蘇浙小學  聖誕籌款活動 88,181.00 

  蘇浙公學 

  國際部

2018

20/1 奧恩國際幼兒園暨幼稚園 「奧恩年宵市場慈善義賣」 80,328.00

1月 弘志幼稚園*  「聖誕音樂會2017」 4,836.40 

    慈善義賣

1月 香港銀行家會所* 籌款活動 20,000.00

1月 太平洋會*  籌款活動 82,324.00  活動於2017年舉行。 

       （2017年總籌款額為 

       港幣230,999元） 

1月 Pacific Coffee*  籌款活動 43,717.50

1月 香港真光中學*  籌款活動 4,000.00

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

 日期 善長芳名/主辦機構 活動內容 善款數目(港幣) 摘要

 2017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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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

1月及3月 白沙灣遊艇會*  24小時慈善小艇賽 180,000.00 活動於2017年10月21及22日 

      舉行。善款用作購買金屬骨、 

      為骨癌兒童進行保肢手術、 

      資助紓緩護理及兒童醫療輔導 

      服務項目。

13/2,  St. Baldrick’s Foundation* 剃頭活動 1,109,852.90 善款用作資助香港兒童癌症 

9, 15, 21, 22/3      研究項目。 

及31/5 

 

14/2 潮陽幼稚園暨幼兒園* 慈善年宵義賣 4,150.00

26-27/2 明愛莊月明中學* 「利是送暖」 12,339.40

27/2 香港哥爾夫球會* 哥爾夫球慈善盃賽 22,300.00 善款由Ladies’ Section籌得。

2月 亞洲電視數碼媒體有限公司 《百萬富翁2018》慈善賽 54,000.00

2月至3月 鷹君集團有限公司* 鷹君便服日 19,420.00

8/3 聖類斯中學  便服日 31,377.20

10/3 香港大學李國賢堂* 「環島單車2018」——  100,000.00 

    “生活是一個美麗的旅程”

21/3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水果日 5,819.00

25/3 香港跆拳道青少年發展計劃 2018全港十八區暨（中港澳） 4,600.00 

  （港青）*  跆拳道慈善金盃賽

27/3-8/4 四極環台車隊  「隨夢․誠真․環台2018」 302,000.00

 日期 善長芳名/主辦機構 活動內容 善款數目(港幣) 摘要

 2018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籌款紀要

23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54期．7/2018

感謝您

3月 中英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慈善抽獎 36,928.00 活動於週年晚宴舉行。

3月 馬哥孛羅酒店——香港* 馬哥孛羅獎勵計劃 6,400.00

3月 Ralph Lauren*  Pink Pony Charity Sale 158,133.80

12-13/4 Staff from Samsonite Asia Limited* Samsonite Act for Love 2018 30,445.00

27/4 喬達國際（貨運）香港有限公司* 籌款活動 108,839.00 活動於週年晚宴舉行。

特別鳴謝

(1) 以下善長慷慨贊助基金的藥物資助計劃：

 (i)新世紀（黃氏）慈善基金有限公司捐助港幣80萬元

 (ii)The Eureka Charitable Trust 捐助港幣796,760元

 (iii)Susanna Iu Shuk Ching女士捐助港幣57萬元

 (iv)孩之寶遠東有限公司捐助港幣154,967.20元

(2) The Nash Family捐助港幣2,264,697元，資助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蔣國誠醫生一項為期三年的計劃，及香港中文大學

兒科學系李志光教授一項四年計劃之第一年經費。

(3) 愛心聖誕大行動資助基金於包黃秀英女士兒童癌症中心及伊利沙伯醫院之兒童醫療輔導服務，為期10個月至2019年 1 月。

(4)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基金提供免費專業服務。

(5) 達盟香港有限公司為基金提供免費專業服務。

(6) 港燈及煤氣公司協助寄發單張。

(7) 正高設計有限公司為基金設計宣傳單張。

(8)《電訊盈科黃頁分類》慨贈版位予基金向公眾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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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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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服務常規活動 (以接受服務人次計算)

陽光學堂（社區服務及復康中心和屯門醫院）

2017年11月–2018年4月  162名病童、164名家長及14名兄弟姊妹出
席58節課堂。     

家居補習服務

2017年11月–2018年4月  30名病童接受92節課堂。

小學補習班

2017年11月–2018年4月  11名康復者出席13節課堂。

青年互助小組

2017年11月–2018年4月  40名康復者於中心出席六節聚會。

長跑訓練班

2017年12月–2018年4月  168名康復者及10名家長於深水埗運動場
及斧山道運動場出席27節訓練。

其他活動
2017
11月  瑪麗醫院 18 名病童出席兩節試玩新玩具活動。

 伊利沙伯醫院四名病童出席兩節醫療手工小組活動。

 伊利沙伯醫院五名病童出席一節夏威夷小結他班。

 伊利沙伯醫院兩名病童出席一節桌上遊戲活動。

4/11 58 名義工及四名理事於城景國際出席義工嘉許日。

7,14,28/11及5,12/12 15 名家長及 32 康復者於中心出席陽光合唱團歌唱訓練。

11/11 一節視網膜母細胞瘤講座暨家長分享活動於中心舉行。香港中文大學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任卓昇 
助理教授及兩名康復者獲邀演講，10 名家長出席分享活動。

25/11 七名家長及三名小童於中心出席「食得有『營』健康講座」  。
26/11 16 名康復者、15 名兄弟姊妹及 24 名家長參觀朱古力博物館。

29/11 屯門醫院陽光學堂開幕禮於日間醫療中心舉行。11 家長義工協助活動。屯門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科部
門主管鄺毅山醫生、小兒血液腫瘤科及其他部門的的醫護人員均有出席典禮。特別鳴謝大華銀行 
資助陽光學堂 2017-18 年度的營運經費。

12月  伊利沙伯醫院及瑪麗醫院 17 名病童出席三節聖誕手工藝製作活動。

 伊利沙伯醫院兩名病童出席一節醫療手工小組活動。

 伊利沙伯醫院八名病童出席兩節扭氣球活動。

 伊利沙伯醫院兩名病童出席一節桌上遊戲活動。

 基金於癌症中心舉行聖誕派對，並與聖誕老人到訪癌症中心、瑪麗醫院、伊利沙伯醫院及 
屯門醫院，為 206 名病童送上禮物。

2/12 特別鳴謝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來自 10 個家庭共 18 名家長及 16 名小童參加海洋公園一天遊。

10/12 五名陽光大使及兩名家長義工於九龍公園舉行之香港癌症日活動，協助攤位、派發傳單及分享 
心得，推廣視網膜母細胞瘤資訊。

游泳訓練班

2018年4月  10名康復者於觀塘福建中學出席三節訓練。

樂隊訓練班

2017年12月–2018年1月  25名康復者及兩名家長於旺角一個練習室出席六節
訓練。

樂隊訓練進階班

2018年2月–4月 32名康復者及四名家長於旺角一個練習室出席六節
訓練。

樂隊練習

2018年2月–4月  44名康復者於旺角一個練習室出席12節訓練。

16/12 219 名家長、127 名康復者及 81 名兄弟姊妹於科學園出席「CCF 環遊世界過聖誕2017」活動。110 名義工協助策劃活動。

21/12 14 名病童、6 名兄弟姊妹及 18 名家長於中心出席陽光學堂聖誕派對。

23/12 13 名康復者、三名兄弟姊妹及 19 名家長於寶血會嘉靈學校參加閃避球/躲避盤體驗日。

 21 名家長及 30 名小童出席於屯門醫院舉行之聖誕派對。

30/12 六名康復者及 22 名家長於香港理工大學出席由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李泳怡博士舉辦之「電療對腦腫瘤的效用和影響」 
教育講座。

 特別鳴謝洲立影片發行（香港）有限公司。99 名家長及 93名小童於 MCL 新都城戲院欣賞「柏靈頓 2」電影。

2018
1月  癌症中心、伊利沙伯醫院及瑪麗醫院 38 名病童出席八節手工藝製作活動。

 伊利沙伯醫院九名病童出席兩節扭氣球活動。

 伊利沙伯醫院 21 名病童出席八節桌上遊戲活動。

 伊利沙伯醫院兩名病童出席一節感官遊戲活動。

7/1 特別鳴謝馬哥孛羅香港酒店。來自 33 個家庭共 33 名病童及 62 名家庭成員出席「聖誕夢成真」慈善活動。

14/1 五名長跑隊康復者成員參加由香港小童群益會主辦的「RBC 童心競賽」香港站比賽。

19/1及2/2 11 名康復者、13 名家庭成員及一名視網膜母細胞瘤家長義工於香港眼科醫院出席支援視網膜母細胞瘤病童及家庭的活動。

20/1 七名家長及九名康復者於中心出席「親子潤唇膏及潤膚乳 DIY 體驗工作坊」。

27/1 六名康復者及三名家庭成員於中心出席有機護膚品製作班。

 特別鳴謝Ac t ive  Concept。七名康復者及六名家庭成員於伊利沙伯體育館欣賞「Ben Si r 語溝學」。

28/1 11 名康復者、五名兄弟姊妹及 22 名家長參加「玩轉假日農場」活動。

2017年11月至 2018年4月



病人及醫院服務覽表

25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54期．7/2018

2月  癌症中心 23 名病童出席六節電影及跳舞活動。

 癌症中心 16 名病童出席三節扭氣球活動。

 癌症中心六名病童出席兩節編織冷帽及冷頸巾活動。

 癌症中心及瑪麗醫院 44 名病童出席八節新年及情人節手工藝製作活動。

3/2 兩名康復者於中心出席金屬書簽製作活動。

 特別鳴謝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來自 11 個家庭共 12 名病童及 29 名家庭成員參加海洋公園一天遊。

10/2 七名康復者及兩名家庭成員於荃灣 R are Cake G al ler y 出席「自選蛋糕製作工作坊暨行業分享」 
活動。

 六名家長、六名康復者及一名兄弟姊妹於中心出席「小情人朱古力製作」活動。

25/2 23 名家長、12 名康復者及三名兄弟姊妹於大埔參加「迎新瑞犬健樂行」。

3月  伊利沙伯醫院四名病童出席兩節桌上遊戲活動。

 癌症中心及伊利沙伯醫院 17 名病童出席五節兒童醫療輔導月慶祝活動。

 伊利沙伯醫院五名病童出席兩節感官遊戲活動。

 癌症中心24名病童出席四節復活節慶祝活動。

 癌症中心20名病童出席四節跳舞活動。

 癌症中心四名病童出席一節編織活動。

 癌症中心七名病童出席兩節醫療手工活動。

3/3 基金「腦腫瘤同路人支援網絡成立禮暨復康教育講座及活動」於突破青年村舉行。來自 36 個家
庭共 26 名家長及 23 名小童出席活動。香港大學醫學院護理學院副教授李浩祥博士及香港理工大
學康復治療科學系副教授鄭樹基博士以The Roles  and S igni f icance of  Exerc ise  and Cognit ive  
Rehabi l i tat ion in  the Recover y  Journey for  Bra in  Tumour  Pat ients 為題進行演講。

 五名家長及五名康復者於中心出席自製膠水晶活動。

 五名家長及五名小童於香港小童群益會馬鞍山東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參加 
「讀樂樂 – 童閱繪本故事」活動。

4/3 四名康復者及九名家庭成員於中心出席視網膜母細胞瘤新春聚會。

10/3 六名康復者出席於荃灣 R are Cake G al ler y「自選甜品製作工作坊暨行業分享」活動。

 30 名家長、25 名康復者及四名兄弟姊妹於香港眼科醫院參加 
「兒童癌病患者及康復者眼科檢查先導計劃」。

17/3 10 名家長及八名小童出席由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院張彥婷助理教授主講的 
「癌症治療的後遺症與復康建議：你知多少?」講座。

 特別鳴謝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來自 11 個家庭共 11 名病童及 24 個家庭成員參加海洋公園一天遊。

18/3 24 名家長、16 名康復者及 10 名兄弟姊妹參加「馬灣太陽館科學體驗一日遊」。

24/3 一名康復者及七名家庭成員於中心出席視網膜母細胞瘤相關義工培訓活動。

 六名家長、五名康復者及兩名兄弟姊妹於中心出席復活節甜品製作活動。

25/3 來自 13 個喪親家庭共 16 名家長、九名小童及七名家庭成員於天水圍綠田園出席燒烤活動。

29/3 特別鳴謝鷹君集團有限公司 13 名義工。13 名康復者及 23 名家庭成員出席陽光學堂的復活節派對。   
4月  伊利沙伯醫院兩名病童出席一節桌上遊戲活動。

 伊利沙伯醫院兩名病童出席一節醫院對對碰活動。

 癌症中心 22 名病童出席四節扭氣球活動。

 癌症中心 24 名病童出席五節跳舞活動。

 癌症中心 12 名病童出席兩節手工藝製作活動。

5/4 特別鳴謝星娛樂（環宇）有限公司。來自 76 個家庭共 178 名家長、126 名康復者及 52 名兄弟姊妹
於紅磡體育館欣賞「2018 黎瑞恩感恩有你演唱會」。

15/4 10 名康復者於香港科學園參加「麥兜 • 新嚟新豬肉」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慈善跑 2018。
21/4 特別鳴謝富豪九龍酒店贊助場地及下午茶自助餐，以及安排甜品師傅為病童及其家庭舉辦杯子 

蛋糕裝飾活動。12 名康復者及 24 名家庭成員出席兒瞳樂六週年慶祝暨家長分享活動。

 四名年青康復者於中心出席「圓圈繪畫暨側揹布袋創作班」。

22/4 特別鳴謝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扶青團。來自 14 個家庭共 16 名家長、14 名康復者及六名兄弟姊妹 
參加「童遊中大」活動。   

25/4  特別鳴謝基督大使教會提供場地。四名家長及四名小童於屯門栢麗廣場出席陽光合唱團歌唱 
訓練。

27/4 四名家長及六名康復者於中心出席「跳跳紮跳繩」活動。  
28/4  特別鳴謝白沙灣遊艇會。一名家長及三名小童出席白沙灣遊艇會開放日。

經濟援助
2017年11月 –  基金為兒童癌病患者及其家庭提供下列經濟援助：
2018年4月  (1 )  12項藥物資助共港幣 1,852,872 元
 (2 )  一項磁力共振資助共港幣 15,720 元
 (3 )  生活開支津貼
 (4 )  殮葬津貼
 (5 )  交通津貼
 (6 )  超級市場禮券
 (7 )  搬遷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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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養屋
2017年11月–2018年4月  共有八名兒童癌病患者及他們的家人使用療養屋服務。

出版刊物
2018年1月  第 53期《童心》

醫療服務
31/1/2018 基金與五所主要公立醫院的醫生於伊利沙伯醫院舉行協調會議，以協助提升醫療服務水平及加強本會服務。

研究
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  基金捐助港幣 2,058,000 元，資助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病理解剖及細胞學系吳浩強教授進行一項為期五年的 

「兒童腦神經腫瘤的分子診斷」計劃。

 基金捐助港幣 2,000,000 元，資助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蔣國誠醫生進行一項為期三年的 
「B 細胞 NHL（非何傑金氏淋巴瘤）或 B-AL（成熟 B 細胞急性白血病）病患兒童或青少年組別間試驗：利妥昔單抗（R ituximab）
在高風險病人的有效性及安全性評估」計劃。

職員培訓
2017
3及10/11 四名社工出席由賽馬會安寧頌主辦的Applying Logotherapy in  End- of-L i fe  and Bereavement  Care 兩天工作坊。

6-9/11 兩名兒童醫療輔導師出席由香港專業輔導及顧問協會主辦的1 st As ia-Paci f ic  Regional  Conference on Play  Therapy 四天工作坊。

7及14/11 一名社工出席由清泉輔導室主辦的「經驗為本輔導法：處理未竟之事」兩天工作坊。

10/11 一名註冊護士出席由 Diocesan Pastoral  Commiss ion for  Marr iage and The Family  M inistr y  for  Pastoral  Care  Tra ining 
Programme 主辦的Psycho -spir i tual  Care  for  Abor t ion / M iscarr iage Exper ience 半天工作坊。

11/11 兩名註冊護士出席由 Diocesan Pastoral  Commiss ion for  Marr iage and The Family  M inistr y  for  Pastoral  Care  Tra ining 
Programme 主辦的How to Provide Counsel l ing for  Abor t ion / M iscarr iage Exper ience 培訓。

 兒童紓緩服務顧問及專業服務副經理（家居及紓緩護理服務）出席由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主辦的 
Chi ldren with Medical  Complexit y – 1 st Symposium in  Hong Kong 研討會。

25/11 兒童醫療輔導服務團隊參加員工退修活動。

28-29/11 專業服務經理（家庭輔導服務）出席由雋心咨詢及培訓服務公司主辦的The E lementar y  Tra ining on Narrat ive  Therapy 工作坊。

8及15/12 一名社工出席由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主辦的Cer t i f icate  Course on Cr i t ical  I ncident  Stress  Management（CISM）兩天工作坊。

2018
12及26/1,9/2 ,9及22/3 兩名社工出席由香港專業培訓學會主辦的Cer t i f icate  in  Thanatology for  Car ing Profess ionals 五天工作坊。

3-4/2 ,18-19/4,23-24/6,  一名社工出席由雋心咨詢及培訓服務公司主辦的The E lementar y  Tra ining on Narrat ive  Therapy 八天工作坊。
27-28/11 
7/3  一名註冊護士出席由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系及護理系舉辦的Distress  at  the End- of- l i fe  Care :  Focusing a  Culture  of  Care  and 

Suppor t  for  Profess ional  and Teams 工作坊。

1,8 ,15及22/3 一名社工出席由善寧會主辦的End of  L i fe  Care  Tra ining Programme:  Sk i l l -Bui ld ing Bas ic  Tra ining Programme 四天工作坊。

其他
2017
3/11 專業服務副經理（家居及紓緩護理服務）為基督教聯合醫院，修讀由兒童及青少年科主辦 Br ight  Projec t  for  Medical ly  Complex 

Chi ldren -  an I ntroduc tor y  Course 的醫護人員，以Paediatr ics  Pal l iat ive  Home Care  Ser vices  in  Hong Kong 為題進行演講。

9/11 專業服務經理（兒童醫療輔導服務）為醫院管理局 Post-registrat ion Cer t i f icate  Course in  Paediatr ic  Specia l t y  Nurs ing 的護士，
以Chi ld  L i fe  Ser vice  -  Psychosocia l  Care  to  Hospita l ised Chi ldren 為題進行演講。

10/11 服務總監、專業服務經理（兒童醫療輔導服務）及社區服務經理，分別以基金服務模式、兒童醫療輔導服務及社區服務為題， 
為 89 名醫院學校、紅十字會職員於其專業培訓日進行演講。

13/11 專業服務副經理（家居及紓緩護理服務）及服務總監，連同李志光教授，為匡智松嶺第三校的教職員及家長，以CCF Pal l iat ive  
Home Care  Ser vice 為題進行演講。

2018
5/2 基督教聯合醫院日間手術中心 OPTIMISE 計劃，榮獲九龍東 2018 年傑出團體獎。基金兒童醫療輔導服務有幸為團隊一份子。服務 

總監、專業服務經理（兒童醫療輔導服務）及一名兒童醫療輔導師於將軍澳醫院出席頒獎禮。

8/2 兒童紓緩服務顧問為醫院管理局護理深造學院 Post-registrat ion Paediatr ic  Oncology Course 的護士，以Pal l iat ive  Home Care  
Ser vice  for  Paediatr ic  Oncology Pat ients 為題進行演講。

 兒童紓緩服務顧問為廣華醫院兒科醫護人員，以CCF Paediatr ic  Pal l iat ive  Home Care  Ser vice 為題進行演講。

17/3 基金副會長、服務總監及專業服務經理（兒童醫療輔導服務）出席香港小兒外科醫學會的年度學術會議。服務總監及 
專業服務經理 (兒童醫療輔導服務 )獲邀為嘉賓講者，以Bui lding Blocks  of  Psychosocia l  Care 為題進行演講。

9-12/4 三名來自 Associat ion of  Chi ld  L i fe  Profess ionals 的專家，到訪並審視基金兒童醫療輔導服務，並提供四節培訓予基金兒童醫療 
輔導服務團隊。

13/4 亞洲兒童醫療輔導研討會 2018 於香港理工大學蔣震劇院舉行。175 人出席活動。

公眾教育
2017年11月–2018年4月  基金為八所中學舉辦生命教育講座，共超過 1,000 名同學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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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避球/躲避盤體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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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戰一觸即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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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避盤呀？

手腳協調先飛得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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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遊中大」尋寶活動

等我大顯身手， 
砌出下一個尋寶地點啦！

要得到寶藏貼士， 
梗係要玩小遊戲同周圍搵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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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F Comics / CCF漫畫廊

一路相伴，感謝有你！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along the w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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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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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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