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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的話
我是癌症康復者，於 2010 年建立癌症資訊網，在公眾場合、網上平台和
大小講座認識了許多同路人和照顧者，甚至是醫護界和藥廠，得到更多癌
症資訊與科技，經整理後發放在網上平台，得到許多迴響和支持，十分感
恩。到了 2017 年成立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簡稱 CICF），開設和提供與
癌症相關的服務，為同路人打氣，並強調「抗癌路上不孤單」的信念——
讓癌症患者與家屬抗癌不會感到孤單，知道社會上有很多人願意並肩同
行，戰勝癌魔。

主席的話
加入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前，我在傳統的癌症病人自助組織服務接近十
年，發現不少自助組織皆以凝聚一班病友為大前題，工作往往局限於康樂
活動，如旅行、茶聚等。一直期待更大膽革新的方向，希望提供實質的支
援給予真正有需要的人。癌症資訊網自 2010 年正式成立，一直緊貼市場
發展，以網站和社交網絡為基礎的資訊平台，正正是癌症病人和照顧者所
需要的。平台日趨成熟，為進一步擴展病人支援服務提供穩健的基礎，癌
症資訊網慈善基金亦因而成立！目前本基金雖在開荒階段，但目標十分清
晰——就是建立一個台階予癌症病人，讓他們享有及爭取屬於自己的病人
權益！

創辦人  
吳偉麟

Alan Ng

主席
方嘉儀

Natalie F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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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資訊網
慈善基金簡介

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 ( 以下簡稱「本基金」)，由一群熱愛生命的癌症患者
及康復者攜手組成的互助網絡平台，由癌症患者、照顧者和專業人士以全
方位角度提供正確、專業和有用的癌症資訊，並以正面態度與癌症患者及
其家屬分享和交流，鼓勵他們以積極態度面對抗癌之路，透過座談會、工
作坊和小組聯誼等，團結同路人，交流信息，互相扶持，發揮互助互勉的
精神。服務運作經費主要來自癌症資訊網有限公司撥款及公眾捐獻。

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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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及願境
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一直致力凝聚一眾同路人，鼓勵他們互相扶持。縱然
抗癌路不易走，但面對生命中的「不完美」，也可積極活出色彩。

除了在心靈層面支援病友，本基金亦關注癌症治療為病友帶來的生活負
擔。有見及此，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為有需要的病人提供藥物援助計劃，
並且設有緊急援助基金，以助病人紓緩燃眉之急。我們亦積極聯繫其他癌
症服務機構，期望在各方資源配合下，加強社區之癌症支援。

癌症患者支援計劃（藥物眾籌）
癌症患者支援計劃（藥物眾籌）創於 2018 年 8 月，旨在協助治療中而藥
物未能獲得資助的癌症病人。隨着醫療進步，新興治癌療法相繼面世，為
病友帶來希望，但高昂的藥費卻令人卻步。有病友可能因為負擔不了龐大
的醫療開支，而選擇放棄最適切的治療。為進一步向病友提供財政支援，
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推出全港首個支援藥物安全網外的眾籌平台，為有需
要人士購買自費藥物。所有申請均須通過資格審查評估，以便更有效配對
資源，協助癌症病人及家人減輕其經濟壓力。

服務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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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肺癌四期陳伯只能進行免疫治療對抗癌魔，惟沉重的醫療開支令一
家人都難以負擔。圖右為陳伯女兒 Doris（化名），左為癌症資訊網創辦
人吳偉麟。

128
服務人數

圖左起為基金顧問醫生黃曉恩醫生、丘德芬醫生、癌
症資訊網創辦人吳偉麟、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主席方
嘉儀、免疫治療公眾教育計劃大使宣萱、癌症病友陳
伯及女兒 Doris（化名）及基金顧問醫生施永健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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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問 Easy Ask 」先導計劃
2019 年開展的「Easy Ask 醫事．問」先導計劃，旨在為癌症患
者提供免費諮詢服務，協助病人或照顧者了解病情，減低疑慮，
為未來治療和挑戰作好準備。「醫事．問」得到多位榮譽顧問
團醫生支持，現已納入為本基金之恒常服務。

免費面談  諮詢病情  排憂解難  解釋疑團

對象︰香港永久居民及正在醫管局就醫的癌症患者
團隊︰由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榮譽顧問團醫生提供協助

2739
求助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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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服務回顧
2018年 6月 22-23 日	

「我們都是同路人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舞台劇公演，透過凝聚
一眾癌症康復者的力量，以話劇演出形式為公眾帶出生死教育的正向思
考，並鼓勵同路人以積極面對不同的處境，彼此扶持跨越癌症的難關。

觀眾 A 小姐心聲：「絕無冷場，演員

投入，感動心靈，有笑有淚！」

癌症康復者 KELVIN 心聲：「很開心參與今次

演出，我演活了自己，又可以同他人分享自己

的抗癌故事，多謝給我機會的各位。」

1900
受惠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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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位於流浮山的癌症資訊網戶外活
動中心在 2018 年 12 月正式啟用，
為癌症病人的心靈注入養份，除
了令他們有所寄託，過程中找到
平靜、專注及希望，對生命或有
另有一番體會，有助緩解他們面
對癌症的壓力及憂慮。

348

癌症康復者六月心聲：「種植開花有時，枯萎有時，
我從植物的生命中獲得啟發，對生死有所感悟，對
比自己面對癌症的心路歷程，帶來慰藉。」

2018 年 8月

推出首階段癌症患者支援計劃（藥物眾籌），為癌症病人提供各類藥物
援助。

 服務焦點

癌症康復者 JOHN 心聲：「每次種植服務

之中會負責除草、淋水及翻土等等，加強

鍛鍊身體，感覺狀態回復患癌之前。」

受惠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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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擴展分科癌症病類關注組，加強配對朋輩支援網絡，讓病人
透過聚會及分享在治療路上互相扶持。

2019 年 1月

2019 年 1月 19 日

由 癌 症 康 復 者 組 成 的 跑 步 隊 
「愛跑友」參加「全城街馬」 10
公里跑步比賽，在康復路上以運
動對抗負面情緒，互相勉勵，與
大家一起同行，走出更遠的人生。

跑友 ANN 心聲：「面對癌症，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比藥物更有效，

做完治療後我就集中做運動，身體自然慢慢強壯番！」

隊長劉 SIR 心聲：「癌症雖然影響我的生活，但係

我無收埋自己，反而更加積極，重新訓練增強肌肉

的強度，為往後的日子跑得更遠。」

組員楊小姐心聲：「我是家庭經濟

支柱，患病還要為口奔馳，小朋友

又細還有時間照顧自己嗎 ? 好在有

同路人在我情緒低落時加以慰問及

支持，不再感到孤單！」

組員陳先生心聲：「當知道自己患上肺癌，我開

始定期運動、均衡飲食、尋找心靈寄託如大家

WHATSAPP，找到排解壓力的出口，享受大家交

流的時間，肺癌關注組的朋友真的幫到我。」

249

同路人參與人次

3216

各病類關注組
活動受惠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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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月 22 日

香港花卉展覽短劇「鏡花歲
月展芳情」公演，以 6 種獨
特花卉襯托 6 個真實癌症故
事，攜手折射癌症患者生命
的頑強與瑰麗，展現抗癌路上不孤單的意義。

太陽花 PELLY 心聲：「這是一個難

忘的經驗，我堅信笑著面對挫折，

總比哭著渡過日好，最重要掌握分

秒，活好自己就是一種恩賜。」

劍蘭 EVA 心聲：「感恩能參與今次話劇演出，

讓它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活出精彩的人生，

好好享受每一天，笑著面對種種困難。」

2019 年 2月

推出「 醫事 ‧ 問 Easy Ask」先導計劃，由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榮
譽顧問團醫生，為癌症患者提供一對一免費面談諮詢病情服務。

 服務焦點

820

受惠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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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 - 同路人義工
我們相信經歷癌症並不只有痛苦，患者及
照顧者都有不同的才能，我們希望能提供
合適的機會，幫助他們發掘自身的潛能，
發揮他們的生命力，豐富他們的生命，為
生活添上色彩。

平衡生活工作班組
透過舉辦不同的健體運動班、興趣班、關顧
小組、同路人聚會等，讓參加者加強復元能
力，重拾生活興趣，同時鼓勵患者及照顧者
外出參與活動，與同路人分享交流，彼此支
持和鼓勵，加強社會人際支援網絡。

復康支援服務

372
伸展運動讓同路人放鬆心靈、增強肌
肉耐力，同時培養運動習慣。看到學
員健康有所提升，各人在課堂中互相
扶持和鼓勵，讓我感到很滿足。

Jackey, 伸展運動教練

受惠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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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服務使用者概況

服務使用者類別

性別

男性
31%

女性
69%

40-60 歲
33%

61 歲或以上
26%

18-39 歲
6%

0-17 歲
5%

年齡  

照顧者
30%

照顧者
30%

病友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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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要點

2018 / 2019 收入來源
捐款   $1,657,951
銀行利息  $ 83.54

2018 / 2019 開支
癌症服務開支   $1,265,831
一般運營開支   $111,211.89
折舊     $4,098
行政開支    $70,195

癌症服務開支分佈
癌症支援服務開支 73%
公眾教育及資訊開支 27%

銀行利息
0.01%

捐款
99.9%

公眾教育及
資訊開支
27%

癌症支援服務開支
73%

折舊
0.28%

癌症服務開支
87%

行政開支
4.8%

一般營運開支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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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服務項目

義工服務

社區教育

各類癌症病人支援

復康支援服務

「醫事·問」先導計劃

癌症患者支援計劃（藥物眾籌）

全年活動舉辦次數		 649
全年服務總人次		 10392

癌症贈醫施藥服務

社區服務

紓緩服務先導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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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 排名不分先後 *

榮譽顧問醫生
陳方婷醫生 陳林教授  陳穎樂醫生 張天怡醫生     

張寬耀醫生 周芷茵醫生     趙健華醫生 招國榮醫生    

鍾敬文先生 傅張文茵女士 傅惠霖醫生 何天虹教授     

林嘉安醫生 李孔敏醫生 李兆康醫生 梁廣泉醫生     

李宇聰醫生 廖崇瑜醫生 盧浩然醫生 勞思傑醫生     

陸凱袓醫生 馬國權醫生 吳志輝醫生 吳雲英醫生    

潘智文醫生 潘明駿醫生 潘仕寶女士 施俊健醫生     

施永健醫生 曾偉光醫生 謝耀昌醫生 董美姿女士     

黃曉恩醫生 黃國田醫生 黃麗珊醫生 丘德芬醫生

註冊中醫
朱國棟醫師

註冊營養師
潘仕寶女士

機構
意贈慈善基金      香港健康協會 

一直支持我們的同路人



電話
3598-2157

地址
香港九龍觀塘偉業街 205 號
茂興工業中心 8 樓 B 室

Facebook
@cancerinformation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