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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新設計 走過病童抗癌路

   網站首頁換上耳目一新的形象，色調柔和、設計簡潔，以五幅圖文並茂的
橫額，帶出基金服務對象可能經歷的五個階段：確診、治療、復康、危重、哀
傷關顧。點擊橫額，便能直接連結到基金在該階段所提供的全方位服務內容，
與癌病病童及家庭「童途燃點新希望」。
總辦事處
香港干諾道中125號東寧大廈702室
電話：2815 2525
圖文傳真：2815 5511
電子郵箱：ccf@ccf.org.hk
網址：http://www.ccf.org.hk

家庭服務中心
九龍黃大仙下邨龍福樓地下8-13號
電話：2328 8323
圖文傳真：2328 8369
電子郵箱：wts@ccf.org.hk

社區服務中心
九龍蘇屋邨石竹樓2樓
電話：2319 1396
圖文傳真：2319 1696
電子郵箱：rc@ccf.org.hk

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黃瑞霞
編 輯：譚以婷
     梁珮文

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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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於網上進行每月捐款

   善長現在可以直接透過全新設計的網上捐款表格，直接辦理兒
童癌病基金和兒童紓緩服務基金的信用卡每月捐款，不用費時下載
及郵寄月捐表格了！您亦可方便快捷地透過電子錢包（ A l i p a y H K 或
PayMe）作單次捐款。另外，網站亦設有 St. Baldrick’s Foundation 剃頭
籌款活動的信用卡捐款表格。同時，捐款者也可選擇收取電子收據，
為環保出一分力。網頁也清晰列出我們的其他捐款方式，歡迎大家善
用各種渠道，支持基金的工作。

3

多角度認識「陽光小子」

   在「陽光小子」的欄目中，我們會與大家分享陽光小子（兒童癌
病患者和康復者）的更多動態，除了過往的畫作與手工藝展品外，還
可看到他們參與基金各種音樂及康體訓練項目的情況，盡展他們多才
多藝的一面！

4

從專題故事尋找共鳴

   基金亦特別於「陽光小子」部分開闢「專題故事」一欄，刊載
過往多期《童心》會訊的精選文章，當中有許多鼓舞人心的病童故
事，也有基金各項服務的點滴。假如你找到共鳴，更可透過新網站的
「分享」功能，分享給社交媒體上的好友！
  新網站還有許多獨特資訊與內容，不能盡錄，快來 ccf.org.hk 發掘
更多驚喜吧！

CPCF 網站、Facebook 面世！

cpcf.ccf.org.hk

基金網站進化史

第一代：約 1998 年

   基金的網頁最早
於 1 9 9 8 年面世，設
計簡單但溫馨，並於
2 0 0 0 年代起為《童
心》設立網上版。
不知道大家有瀏覽
過嗎？

第二代：2012 年
   與此同時， C P C F 亦隆重推出由紓緩服務團

   煥然一新的進

隊傾力製作的全新網站及 Facebook 專頁，除了

階版面，增添了許

有我們的最新動向，也收錄了許多觸動人心的

多新的互動欄目，

小故事，及自家動畫系列《舒媛家事》。想更

也提供方便的網上

了解兒童紓緩服務，就不要錯過了，也要記得

捐款表格。

讚好、分享和廣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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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童話【故】事 安然談死．兒童有SAY」研討會
       暨 CPCF兩週年慶典
  談死，其實小朋友是否有 SAY ？！孩子一旦患上生命有限的危
重病，他們是否有足夠能力，理解自己或許將要面對的「故」事？
又或者當孩子要面對親人離世，他們又會如何表達哀傷呢？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會長
余漢才先生以視像
方式致歡迎辭

  由兒童紓緩服務基金主辦的「童話【故】事 安然
談死．兒童有SAY」研討會，因社會狀況延期，睽違一
年終順利於 2020 年 10 月 10 日假東華學院以直播形式舉
行！研討會吸引了超過 6 0 0 名不同界別、來自兩岸四
地甚至美國的參加者報名。去年獲邀的所有講者，今
年能夠原班人馬參與是次研討會，基金十分感謝他們
的鼎力支持，從不同角度講解關於兒童生死的課題。

這是基金首次使用網上直播方式舉辦研討會，設於東華學院的
「半專業級」直播室，是基金團隊包括護士及社工一手一腳搭建的呢！

簡介「兒童紓緩服務」及
「帽子日」
林國嬿女士（左）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專業服務經理

「兒童經歷苦難與死亡」――
不同宗教對談
傳燈法師（中）、
姚志豪牧師（右）

「陪著你走」――
與複雜病情孩子的家庭同行
羅啟康先生
成長中心總監
恩光
靈實

觀 眾 迴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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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藹琳女士
服務專業服務副經理
輔導
兒童醫療

很高興看到這麼多
有心人，一起為推
動兒童紓緩服務貢
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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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步告別禮

平時沒有機會接觸到有關殮房的資訊，
講者分享殮房工作團隊的專業精神時，
觸動了我：他們沒有因為死者已矣而草
草辦事，反而非常尊重死者，更顧及家
人的感受及需要呢！

特稿
  研討會的上半部分，基金請來教育界人士及宗教

予非癌症危重病兒童的紓緩服務。兩年來的工作

界的代表，以及 CCF 兒童醫療輔導服務專業服務副經

得到社會各界的肯定，團隊必定會繼續努力，致

理，分享與危重病兒童及家庭同行的經驗；下半部分

力提升服務質素和加強社會公眾教育，讓更多人

則著力衝破死亡忌諱，嘉賓分享不同年齡兒童對於死

認識和關注危重病兒童的需要，並在推動本地兒

亡的理解，以及如何以繪本向兒童解說死亡，不少參

童紓緩服務的發展上出一分力。

加者均認為切入點及題材十分新穎，讓大眾能夠對生

  最後，再次感謝東華學院借出場地和提供器

死課題有更多反思。

材及技術支援，協辦單位和所有出席的嘉賓及講

  當日亦是兒童紓緩服務基金的兩歲生日，我們同

者，讓這個研討會能圓滿舉行。如果想重溫當天

時舉辦了一個簡單而隆重的慶祝典禮。過去兩年，基

的精彩演講片段，請瀏覽兒童紓緩服務基金網頁

金秉承 CCF 家居及紓緩護理服務的宗旨，繼續擴展給

cpcf.ccf.org.hk。我們明年研討會再見！

（左起）香港兒童紓緩學會副主席陳昌煒醫生、兒童癌病基金林子右理事、
東華學院醫療及健康科學學院院長邱貴生教授為兒童紓緩服務基金兩週年
慶祝典禮主禮

團隊把未能以實體形式跟大家見面的特別展覽「【童】尋【思】路」，拍成影
片在研討會末段播放，展出陪伴病童家庭面對生死歷程的紀念品，別具意義

「不為人知的哀傷」――
經歷流產／夭折的傷痛及支持
馬家儀女士
前瑪麗醫院顧問助產士

新一代殮房――
從「送死」到惜別

「我會點死．兒童點SAY？」

陳雙煒醫生
病理科專科醫生，
譽副教授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病理部榮

香港的學校一向較少提及生死
教育，但偏偏生死是每人都會
有機會經歷，希望你們有機會
可以再次舉辦類似活動，讓更
多人認識這個議題。

「童」走哀傷路――
兒童哀傷輔導經驗分享及兒童
繪本應用經驗

袁雅儀博士
臨床心理學家

）（右）、
梁嘉儀小姐（贐明會資深輔導員
）（左）
貓珊
師－
袁明珊小姐（本地插畫

雖然聽不懂廣東話，
我今天才知道原來死亡也可
以色彩繽紛、充滿正能量，在
專業輔導員的帶領下，可以扭
轉千古的傳統，化「淚氣」為
祥和！

但也能從中學習，獲
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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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紓緩服務基金專欄

支持

國際帽子日
關注危重病兒童
帽子日的起源
   1 9 9 5 年，美國聖路易斯亨利小學（ H e n r y

些充滿愛意、創意和誠意的投

Elementary School）有一位六年級學生患了非何

稿短片中，選出了以下三個獎

傑金氏淋巴瘤（non-Hodgkin's lymphoma）。

項的得獎者：

他的四位同學為了鼓勵及支持這位因治療而頭
髮脫光及未能回校上課的同班同學，計劃舉辧

•最有誠意影片獎

「帽子日」活動為這位同學籌款。可惜，這位患
病的同學在「帽子日」前數天不幸離世。同學們
沒有因此取消活動，更藉「帽子日」紀念這位同
學，並希望喚起大眾關注兒童因面對患癌症及接
受治療而引起的各種身、心、社、靈問題。

•最有創意帽子獎

國際帽子日的設立

•最佳動作獎

   除了患癌的兒童及其家人有身、心、社、靈
的支援需要外，其他生命有限的危重病童也有同
樣的需要。然而，世界上有很多地方仍不認識
兒童紓緩服務，也缺乏資源發展，導致這群危
重病童的需要被忽略。國際兒童紓緩服務網絡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Palliative Care Network,
ICPCN）於 2013 年正式把每年十月的第二個星期
五訂為「國際帽子日」（Hats On for Children’s
Palliative Care），鼓勵大眾於當日透過各社交
平台的個人帳戶，上載自己戴帽子的照片並標
註 #HatsOn4CPC，以提升世界各地大眾對兒童紓
緩服務的關注。

全城帽動

以愛傳帽

  2020 年的國際帽子日是 10 月 9 日。為了響
應這項活動，兒童紓緩服務基金發起了傳帽子活
動，一眾關心兒童紓緩服務的合作伙伴、服務受
眾及支持者均拍攝了自己或家人朋友傳遞帽子的
短片投稿給我們，以示對服務的支持。基金從這

「最有誠意影片獎」得獎者 S a m 特意為短片訂造了寫
有「請支持兒童紓緩服務」的發泡膠板，是他得獎的原
因之一。他跟我們分享了得獎感受：

我們想用別開生面的方式拍攝，在有限的能力下，
我和弟弟盡力把帽子戴在頭上，我們做到了，效果
也不錯。多謝大家的欣賞。
其他參加者：

構思如何拍攝和與孩子一起設計帽子的過程充滿樂
趣，很高興可以藉此表達我們對兒童紓緩服務的支
持。我們是服務的受惠者，希望更多人知道這個服
務的重要性。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同事：

看到收集回來的短片，我們都十分感動。投稿者花
了很多心思製作特色帽子和構想動作，表明了他們
對服務的支持，和非常希望更多人認識這服務。
  大家可以到兒童紓緩服務基金網頁 cpcf.ccf.org.hk
觀看影片，看看各位參加者的傑作。我們還同時上載了
寵物戴帽子的可愛影片，請大家不要錯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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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服務經理
兒童紓緩服務
林國嬿

一切由家開始

生
命
很
美
，
是
因
精
彩
的
演
繹
   人生的際遇各有不同，儘管有些人在人生

   為晚期癌病兒童服務，最重要也最艱難的，是要令

舞台上跌宕起伏，但叫人動容的，是他們在面

家人接受現實，為他們抓緊每個美好時光，以減少遺

對艱辛時，仍精彩地演繹人生。

憾。只要有一絲希望，家人的焦點都會放在治療上；而

   彤彤來自基層家庭，父母為口奔馳，但媽
媽悉心教導，讓孩子自小既獨立又懂事，無論
學業或自理能力，都不用父母操心。及後兩位
妹妹出生，小家姐更成了家中的好幫手，身兼
多個角色 —— 是照顧者，是老師，是玩伴，也
是妹妹的偶像。辛勞工作的父母，喜見孩子乖
巧成熟，都把她看成一家人的希望。
   在彤彤學業、運動都一帆風順，前途一片
光明，憧憬著文憑試後大學生活之際，惡疾卻
悄悄地蠶食她的健康，而且來勢洶洶，發現
時已經是群醫束手的階段。這個突如其來的惡
耗，叫一家人如何承受得來呢！一個那麼懂
事、讓家人百般信賴的孩子，得到這樣的絕
症，真是教人惋惜啊！

當他們真正可以放下治療一事，大概病童的身體已經非
常虛弱，難以完成最後心願。在彤彤生命的最後階段，
雖然她已柔弱不堪，可幸在我們社工和護士團隊的悉心
安排下，她和親友在酒店度過快樂的一晚，也跟要好的
朋友享受了一次期待已久的活動。這一切都為彤彤及其
身邊的人留下了美好回憶。
   有些人病倒了，或會自怨自艾、氣餒不忿。然而，
彤彤卻以身作則，激勵身邊的人，沒有讓不幸消磨她的
意志，即使體弱無力，依然以行動關心家人，是父母的
感情寄託，是妹妹的好家姐，是祖父母的乖孫；不肯定
會不會有明天，卻能好好善用今天，每天堅持學習，期
望有一天可以重返校園，應考文憑試；受盡折磨，卻從
沒有怨天尤人，每次總是叫人不用擔心 …… 直到生命的
最後一天，她沒有痛苦呻吟，也沒有垂死掙扎，緩緩地
釋出最後一口氣，雖然難過，卻留給至親至愛一份平安

   縱然治癒機會渺茫，彤彤和家人卻從沒想

祥和。

過放棄，除了西醫，父母還帶著日漸衰弱的
彤彤到處尋求其他療法。作為專業的服務者，
我深深地感受到他們的無助、他們的不知所
措。我們可以做的，是默默地支持、耐心地聆
聽，對他們每一個選擇與決定，也予以支持和
尊重；當家人感到無助時，讓他們知道有我們
陪伴在側；改善他們的生活困境，包括提供經

   彤彤，雖然你來不及考上文憑試，但在父母、老師
及同學心中，你已經取得了最優異的成績！你的同學們
都說，當面對壓力及困難、想放棄之際，心中就會有你
的出現，默默地為大家鼓舞。

專業服務經理
家庭輔導服務
殷麗琴

濟援助、協助家庭尋找暫托服務照顧小女兒，
讓母親能全心照顧彤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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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醫療輔導…點止遊戲咁簡單

穿越屏幕的
兒童醫療輔導服務
   二零一九年十月，我認識了一位十歲的病童小小（化名），她
起初對病情毫 不 了解，不但要頻繁出入醫院接受檢查，更受到化療
藥物的副作用影響，時常感到緊張、害怕及不適。她的媽媽說，每
當小小感到害怕，就會閉起耳朵，不願再聽到任何聲音。經了解她
的情況後，我便配合她的步伐，見面初期只輕鬆的打招呼，或送一
些禮物給她。漸漸我取得她的信任，她不再用被子蓋著自己和我對
話，還讓我坐在她身旁講解接下來的檢查程序。有了充足的準備，
小小克服了對磁力共振檢查的恐懼，可以不靠麻醉藥順利完成檢
查。看見女兒逐漸適應醫院的環境，小小的媽媽感到相當高興。
  踏入二零二零年，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兒童醫療輔導師
在醫院內的工作無奈需要暫停。

流動遊戲室直播

8

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59期．1/2021

小小喜歡的消閒活動

兒童醫療輔導…點止遊戲咁簡單

   然而，小小的治療並不會因疫情而停下來，因此，我馬上改以其他方式支援小小。兒童醫療輔導團隊製作
了一系列醫療手工影片，讓病童透過藝術發揮創意、消磨時間；又以兒童容易理解的角度拍攝影片，解答病童
常見的疑問。在適當的時候，我都把這些影片傳送給小小觀看，亦鼓勵她參加我們在網上直播的「流動遊戲
室」。小小覺得這些影片及遊戲很有趣，在疫情和治療期間為她帶來不少歡樂。

  可是，在化療中期，小小告訴我因藥物的副
作用，她雙腿變得麻痺，更非常擔憂會影響往後
的活動能力。因此，我準備了一份情緒輔導小素
材送到醫院。小小收到材料後，我便與她視像對
話，逐步了解小小的內心世界。小小表示在這段
時間裡，爸媽都很支持她。在這份素材中，粉紅
公仔（代表小小）在樹上發愁，藍色的爸爸為她
遞上拐杖，綠色的媽媽也在努力幫助她。原來，
爸媽的付出她都看在眼內。她很感謝爸媽一直從
旁支持，讓她感到安心。雖然我和小小兩人隔著
屏幕，但我慶幸仍能幫助她檢視此時此刻的心
情，讓她能在擔憂中看到出路。
  回想起最難忘的一次「穿越屏幕」給小小傳遞支持，是她第一次決定不用
麻醉藥來完成「背脊針」，由於麻醉藥令她感到頭暈及噁心，她希望能避免這
些副作用。為了加強她的信心，我在治療前兩天以布偶示範打「背脊針」的
流程及姿勢。她便想到帶同她最愛的玩偶陪伴打針，增加安全感。之後
我亦取得醫生及家長的同意，讓小小自攜電話，在她打「背脊針」時
以視像方式實時支持她。
  治療當天早上，小小如常上網課，心情平靜地準備「背脊針」
的來臨。我一直與小小和媽媽聊天，讓她們放鬆心情。直到治療
開始，小小難免顯得緊張，我提醒小小深呼吸，讓她知道心情忐
忑是正常的，並提醒她保持正確姿勢。透過即時的鼓勵，小小向醫
生表示希望打藥可以慢一點，醫生也細心配合小小的狀態及需要，
「背脊針」最後順利完成！
  無法掌控的疫情為我們的工作帶來巨大的挑戰。幸好在科技的幫助下，
我們仍能繼續遙距支援病童，陪伴小小走過治療的過程，在線上線下見證她的
進步和勇氣。同時，也感謝家長和醫療團隊對我們服務的認同，願意配合我們

陪伴小小一同進入治療室的玩偶

作出調整，讓我們能穿越屏幕，繼續為醫院的病童服務，與他們同行。

兒童醫療輔導師
梁翠琳
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59期．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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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天地

我與小艇的相遇
   時光飛逝 —— 回想起第一次坐上小艇，
已是九年前的事。
  還記得當時的我，是個因小時候遇溺而很怕水、不懂游泳及抗拒水上運動的學生。開始接觸
小艇，大概是因為「貪玩」吧，畢竟這是一項冷門運動，有機會嘗試也不錯。自此，誰想到我竟
連續八年代表 CCF 參與二十四小時慈善小艇賽，更於 2019 年獲得「CCF Sailor of the Year」殊榮！
訓練及比賽期間，更認識了一班同路人朋友，至今仍保持聯絡。
  說起訓練，不得不提我的第一堂下水課。教練在陸上努力講解帆
船在水上前進的原理、如何判斷風向、介紹不同的專業術語，以及
航行時掉進水裡的處理方法。老實說，我什麼都沒聽進去，只擔
心自己會墮海。哈哈！
  完成陸地理論課後，我便和朋友跟隨教練登上一架比
初學者常用的 Laser Pico 單人船大一些、航行速度快一些的
Bahia 小艇。當日天清氣朗、風勢頗大，在炎炎夏日中對水
手來說是一件樂事，教練也十分興奮，很快就讓我們親身感
受掌舵的樂趣，也提議把小艇由白沙灣駛到香港科技大學，比
一般初級訓練航線較長，風浪亦較大。聽著海風與主帆摩擦、
一波又一波海浪拍打著船身的聲音，在傾斜的船身上駕著船乘風
破浪，確實是快感十足。正當我認為自己已慢慢掌握掌舵的技巧，突
然刮起一陣強風，本已傾斜的船身插入水裡，兩秒過後，船隻失去重心翻
倒在海上 …… 這個「下水禮」真是畢生難忘，至今跟當時同船的朋友說起仍津津樂道。
  正因為這個特別的「下水禮」，令我衝破了怕水的心理障礙。只要留心教練的話，從水中爬
回船身其實挺容易的。汲取了是次經驗，在往後的訓練及比賽時，我便更放心追求更快的航行速
度。後來，我經歷了很多次難忘的訓練及比賽，例如八號颱風退去後一兩日舉辦的小艇賽、在廣
闊海域進行的數十公里單人賽，當然也少不了與 CCF 伙伴們參加多年的二十四小時慈善小艇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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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天地

  對我來說，二十四小時慈善小艇賽還別有一
重意義。CCF 透過這個比賽獲贈的善款當時大多數
用於資助患骨癌兒童移植金屬骨及關節。作為受
惠者之一，我衷心感謝 C C F 和白沙灣遊艇會多年
來對這項活動的支持。金屬骨及關節的性能及耐
用度，遠勝過往的屍骨移植。我也曾接受過這兩
項移植手術。在植入金屬骨及關節後，我再不需
要戴上保護腳架，膝關節的屈曲幅度也由 45 度大
幅增加至 120 度左右，可以自由走動，跑步跳躍也
不成問題。在中學畢業前兩年，我甚至代表學校
參加羽毛球比賽，重拾兒時的夢想（雖然把醫生
嚇了一跳，哈哈）。

  一直以來，我十分感恩能參與這項小艇活動，得到大大
小小的樂趣之餘，又可以回饋 CCF，為患有骨癌的小朋友略
盡綿力。我在此鼓勵康復者加入我們的大家庭，參與小艇訓
練及比賽，感受一下自己掌舵、乘風破浪的快感！

Patrick Yip
CCF 小艇隊

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59期．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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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善傳愛

為癌病兒童
「花」心思
  與花作伴、以花為友、淨化心靈、陶冶性情 —— 花真的有治癒人心的超能力！
  這天，基金社區服務中心的活動室飄來陣陣沁人花香，充滿愛心的國際花藝大師梁靈剛博士
（Dr Solomon）正在為一班「陽光小子」（兒童癌病康復者）及家人指導花束設計技巧。自 2018
年，Dr Solomon 每年都義賣月曆為基金籌款。最近，他更義務為康復者及喪親家庭舉辦花藝工作
坊，讓康復者透過花藝設計，展現他們的創作能力，發揮他們的潛能，也讓喪孩家長在插花過程
中，得到恬靜和安寧的體驗，同時藉此互相溝通與扶持。「我一直想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曾
有一位乳癌康復者來找我學插花，繼而開始為一群乳癌康復者舉辦插花班，讓我覺得指導癌病患
者別具意義。」Dr Solomon 說。
  「學習花藝是對生命的一種致敬。花的生命非常短暫，但不同季節都有不同的花卉在努力綻
放 —— 人的生命亦然，縱使短暫，但最重要是活得精彩。Dr Solomon 續說。他為喪親家長舉辦工
作坊時，也會在指導插花的過程中傳遞同樣正向的意念，希望他們能透過花藝，表達自己的情感
和抒發內心的傷痛。
   D r S o l o m o n 與我們分享指導癌病兒童花藝的感受：「他們其實跟一般學生分別不大，反而
很多時候更加專注，甚至有更好的創意！有時，我更加覺得是他們啟發了我，讓我反思生命的意
義。完成作品的一刻，看見年青人滿心歡喜的樣貌，令我感受至深。那種滿足感和成就感真的難
以取代！」
  Dr Solomon 身為花藝大師，對各種植物的特性瞭如指掌，我們就請他挑選一種最能代表陽光
小子的花卉。「太陽菊！它們色彩鮮艷，並永遠朝著太陽方向生長和綻放，就像『陽光小子』正
向的心態，努力積極，活出生命的光彩。」他寄語陽光小子要活出豐盛的人生，就像熱情的太陽
菊，展現自己最燦爛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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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感言

旻誼
我和媽媽都很喜歡花，所以我
常常陪伴媽媽到菜市場買花栽
種。希望之後有機會參與進階
的花藝證書課程，有更大的發
揮空間，設計自己的作品！

健彬
我正在修讀室內設計，想透過
花藝增強自己在美感方面的訓
練。本來我以為花藝是很嚴
肅、高貴的東西，但原來它很
「貼地」、隨性，也不太難
學習，一般人都可以參與呢！

可欣
我覺得平常比較難接觸花藝，
因此希望對它有更深入的了
解。導師除了教插花，還教我
們嗅嗅花朵的香氣、了解每種
花的特性，增加了我對花藝
的興趣。

君婷
我一直都想學插花，因為教會
的侍奉常常需要一些花藝裝
飾，希望自己將來可以幫上
忙。我覺得把花放在一起，
不要互相遮擋，就已經
很美了！

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59期．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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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趕快掃描下列二維碼並訂閱頻道，觀看我們精心製作的影片，支持基金的工
作吧！

CCF情報站

兒童癌病基金 CCF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 CPCF

CCF 兒童醫療輔導服務

兒童癌病基金 CCF
主要介紹基金服務及動向，還可重
溫「光頭仔」公益廣告！

CCF、CPCF、Child Life
有YouTube頻道喇！

主要介紹基金服務及動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
有 CPCF 團隊悉心製作的 兒童醫療輔導師透過拍
CPCF
向，還可重溫「光頭仔」 《舒媛家事動畫系列》， 攝創意益智小手工教
公益廣告！
亦有兒童紓緩服務研討
學、有趣遊戲短片和小故
有C
P C F 團隊悉心製作的《舒媛家
會的重溫片段。

事，與小朋友輕鬆互動！

事動畫系列》，亦有兒童紓緩服務
研討會的重溫片段。
好消息！現在 CCF 、 CPCF 和我們的兒童醫療

CCF 兒童醫療輔導服務

輔導團隊都擁有自家的 YouTube 頻道喇！趕快

兒童醫療輔導師透過拍攝創意益智

掃描右列二維碼並訂閱頻道，觀看我們精心

小手工教學、有趣遊戲短片和小故

製作的影片，支持基金的工作吧！

事，與小朋友輕鬆互動！

籌款紀要
日期

感謝您

2020年5月至10月

善長芳名/主辦機構

活動內容

善款數目(港幣)

帝堡城*		

帝堡城愛心交易廣場

2,431.00

摘要

2020
5月至 10 月

智新書院*		
Workout To Conquer
28,092.00
5月至 10 月
				
Cancer Challenge		
						
5月至 10 月

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

「有誰共鳴」節目

活動自 2020 年 4 月開始舉行。
善款用作資助香港兒童癌症研
究項目。

3,891.38		

剃頭活動
5月至 10 月
St. Baldrick’s Foundation*
782,442.60
						
						
						
						
						

感謝香港國際學校的剃頭者於		
實體活動取消後，仍個別剃頭
為基金籌款。善款用作資助香
港兒童癌症研究項目。
（2020 年度總籌款額為
港幣 898,363.68 元）

「香港人品——大少奶 XO」 71,868.00
5月至 10 月
Ms Ada Wang*		
慈善義賣		
				
						

活動自 2020 年 3 月開始舉行。
（2020 年 3 月至 10 月的籌款額
為港幣 125,568 元）

鳳溪創新小學		
5月
				

14

「讓愛傳出去」
關愛兒童捐款活動

25,000.00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59期．1/2021

籌款紀要

感謝您
日期

善長芳名/主辦機構

活動內容

善款數目(港幣)

摘要

2020
大華銀行香港分行*
5月
2020 大華銀行
170,506.00
愛心公益籌款活動		
				
						

善款用作資助陽光學堂、重返
校園計劃及家居、中心補習服
務的營運經費。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5月
				

「童」來閱讀顯愛心
17,175.00
圖書義賣活動		

活動於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8 月舉行。

香港曼聯官方球迷會
19/6 – 31/7
				
				

Manchester United
Worldwide Supporters
Fund-raising Campaign

27,555.00

6月

親子正向聖誕嘉年華會

86,112.90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6月
7月			

與你「童」行籌款計劃
親子 800 米活力跑

64,720.00

10月
		

Ralph Lauren Gives Back
Activities

99,060.00

寶血幼稚園		

Ralph Lauren Asia Pacific
Limited*		

活動於 2019 年 12 月 14 日舉行。

活動於 2019 年 10 月舉行。

特別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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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利眼鏡有限公司

亮星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朗豬爸爸小廚

Today Speed Photofinishing Centre

鍾兆崑醫生及一匯健醫務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Worldwide Limited

品味料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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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樺麵包

白沙灣遊艇會

香港百樂酒店

樺得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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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華體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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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為基金多次籌款
兒童癌病基金會訊．第59期．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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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及醫院服務覽表
病人活動常規活動

陽光學堂（社區服務中心）

小學補習班

6月 – 7月

6月 – 10月

11名病童及11名家長於中心出席九節課堂。

陽光學堂（網上課堂）

數學補習班

5月 – 10月

6月 – 10月

14 名病童出席 24 節網上課堂。

重返校園計劃（網上課堂）

跑步隊訓練

8月

6月 – 7月

六名康復者出席八節網上課堂。

四名病童出席12 節課堂。

三名病童出席九節課堂。

八名康復者出席四節訓練。

家居補習服務

石竹冰室－青年生活探索小組

5月 – 10月

5月 – 10月

其他活動

七名病童出席 29 節課堂。

23/5

特別鳴謝一級物理治療師彭俊耀先生主講「兒童癌病
治療後之促進復元運動」網上講座，36 名家長出席。

30/5

五名病童、一名
兄弟姊妹及五名
家長於中心出席
一節鮮果捲蛋製
作班。

6/6

四名病童、一名兄弟姊妹及四名家長於中心出席一節
親子繪本共讀及親子廚房（薄餅製作）活動。

3,10,17,24/6 十名家長於中心出席五節瑜伽課堂。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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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五名病童、四名兄弟姊妹及六名家
長於中心出席一節曲奇製作班。

3/7

基金與香港兒童醫院兒童紓緩治療
團隊合辦哀傷關顧工作坊，有六名
家長出席，交流與分享喪親家庭的
經歷。

11/7

特別鳴謝香港中文大學中西醫結合醫務中心中醫服務
主管歐國賢博士主講「兒童癌病治療後的中醫養生之
道」網上講座，54 名家長出席。

25/7

特別鳴謝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黃緯立博士主
講「兒童癌病治療後之生涯規劃」網上講座，24 名家
長出席。

29/8

五名病童、兩名兄弟姊妹及五名家長
出席一節網上卡通飯盒製作班。

5/9

特別鳴謝香港兒童醫院副顧問古德來
醫生主講「腦瘤的治療與預後」網上
講座，27 名家長出席。

5月 – 9月

兒童醫療輔導團隊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間設計及派發合
共 1,028 套手工包給住院病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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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名康復者出席七節活動。

7月 – 10月

特別鳴謝香港迪士尼樂園
主持部分遊戲室節數，為
小朋友送上魔術表演及互
動遊戲並贊助禮物。 250
名病童參與了 26 節充滿歡
樂的網上遊戲室活動。

8月 – 10月

80 名病童及兄弟姊妹出席 19 節網上美術課堂。

10月

基金與香港兒童醫院兒童紓緩治療團隊合辦活動，為
四名紓緩服務病童及其家庭完成最後心願。

4,18/10

與義工團隊「葵手同樂」合辦兩節手工藝工作坊，12
名康復者、兩名兄弟姊妹及一名家長出席。

10/10

特別鳴謝威爾斯親王醫院創傷及矯形外科顧問醫生
黃國全醫生主講「骨腫瘤手術的知識」網上講座，22
名家長出席。

31/10

四名病童及四名家長於中心出席一
節貝果包製作班。

31/10

特別鳴謝 Solomon Bloemen 於中
心舉辦一節花藝工作坊，七名康復
者出席。

經濟援助
5月 – 10月

療養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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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藥物資助共港幣1,118,934元
(2) 一項 DOTATATE 及腎上腺髓質核子掃瞄
共港幣 26,350 元
(3) 殮葬津貼
(4) 短期住宿津貼（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而提供）
(5) 交通津貼
(6) 搬遷津貼
(7) 資助一名病童購買營養飲品

為四名兒童癌病患者及他們的家人提供療養屋服務，
於病童積極治療期間給予支持。

病人及醫院服務覽表
出版刊物
7月

醫療服務
10/6

基金與主要公立醫院的醫生透過視像通訊舉行協調會
議，以協助提升醫療服務水平及加強本基金服務。

5/5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專業服務副經理（社工）及一名
註冊護士出席由善寧會舉辦的 Family-orientated
Support 網上工作坊。

13/5

專業服務副經理（兒童醫療輔導）出席由 Association
of Child Life Professionals 舉辦的 Starting Your
Leadership Journey 網上培訓。

23/5

四名社工出席由一級物理治療師彭俊耀先生主講的
「兒童癌病治療後之促進復元運動」網上講座。

28/5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項目主任出席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舉辦的 Privacy Ordinance for NGO 網上培訓。

8/7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專業服務副經理（護士）及一
名專科護士出席由香港兒童醫院模擬培訓中心舉
辦的 Recent Advances in the Management of
Haemophilia 網上講座。

11/7

五名社工出席由香港中文大學中西醫結合醫務中心中
醫服務主管歐國賢博士主講的「兒童癌病治療後的中
醫養生之道」網上講座。

1/8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專業服務副經理（護士）出席由
香港兒科護理學院舉辦的 Nursing Management for
Children with COVID-19 網上講座。

5/8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專業服務副經理（護士）及一名
專科護士出席由香港兒童醫院模擬培訓中心舉辦的
Finding Light in Darkness: Living with Refractory
Epilepsy 網上講座。

25/8

一名註冊護士出席由 South Thames Paediatric
Network 舉辦的 Transition for Children on Long
Term Ventilation and Advancing Technology in
Ventilation 網上培訓。

25/9

兩名兒童紓緩服務基金社工及一名註冊護士出席
由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舉辦的 Life & Death
Education & Bereavement Counselling for
Teenagers 訓練課程。

25/9

輔導及社區服務團隊的 11 名專業及服務人員出席由
家庭治療師邱吳麗端女士主講、以 Listen Children’s
Voice 為題的職員培訓。社區服務副經理亦於培訓期間
介紹為有特殊教育需要（SEN）兒童而設的評估服務。

9月 – 10月

服務總監及社區服務副經理出席由香港中文大學舉辦
的 Programme Evaluation 網上培訓課程，為期七天。

1/10

一名註冊護士出席由 Evelina London Children’s
Hospital 舉辦的 Nebulisation in Paediatric Home
Ventilation 網上講座。

10/10

五名社工出席由威爾斯親王醫院創傷及矯形外科顧問
醫生黃國全醫生主講的「骨腫瘤手術的知識」網上
講座。

16/10

一名兒童紓緩服務基金護士及一名註冊護士出席一節
「賽馬會安寧頌」安寧服務領袖培訓計劃課程。

21/10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項目主任出席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舉辦的 How to Prepare Online Training Courses 網上
培訓。

23,30/10

一名兒童紓緩服務基金社工出席由香港大學行為健康
教研中心舉辦的 Bereavement Counselling 訓練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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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23,30/9

服務總監及 21 名服務團隊成員出席由香港理工大學舉
辦的 Online Platforms for Activities and Training 網
上研討會。
一名專科護士及一名註冊護士出席由香港兒童醫院模
擬培訓中心舉辦的 Hyperbaric Medicine 網上講座。

29/8

一名社工及一名項目主任出席由香港防癌會舉辦的
Physical Rehabilitation for Cancer Patients 網上
培訓。

5/9

六名社工出席由香港兒童醫院副顧問古德來醫生主講
的「腦瘤的治療與預後」網上講座。

16/9

一名專科護士及一名註冊護士出席由香港兒童醫院模
擬培訓中心舉辦的 Paediatric Neurogenetics –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網上講座。

其他
8/7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專業服務經理為保良局羅氏信託學
校教職員，以 Children’s Palliative Care at Home &
Psychological Support 為題進行網上演講。

28/7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專業服務經理及一名註冊護士於香
港兒童紓緩學會每兩月一次的會議中，以 Palliative
Care in Neonatal Unit 為題進行網上簡報。

10/10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與香港兒童紓緩學會及東華學院合
辦「童話【故】事 安然談死．兒童有SAY 研討會」
暨基金成立兩週年慶祝典禮，活動以網上直播形式進
行。共有 620 人報名參與，其中獨立觀看人數為 434
人。特別鳴謝東華學院借出位於京士柏校園的活動
場地。

*社區服務中心於報告中簡稱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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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笑寫真館

第一次CCF的
網上聖誕party！
「一樣咁好玩呀！」

嘩！好多禮物呀~
包包包！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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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物嚟喇！

Sunshine Gallery 陽光畫廊

馬卡龍音樂盒 蔡卓琳作品
Macaron Music Box

By Tsoi Cheuk Lam

仿真盆景 朱寶盈作品
Artificial Plants Décor

By Helen Chu

仿真盆景 鄭梓俊作品
Artificial Plants Décor

By Cheng Tsz Tsun

馬卡龍音樂盒 Toby Leung 作品
Macaron Music Box

By Toby Leung

月球燈 彭可欣作品
月球燈 陳泳君作品
Moon Lamp

Moon Lamp

By Peng Ho Yan

By Chen Wing K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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