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使命及願景
透過我們的直接服務，及與社區其他癌症服務機構的合作，

為癌症患者提供無縫及適時的支持。

我們希望在癌症患者不完整的生活中豐富他們的生命，

為他們的生活添上色彩。

我們為癌症患者和家屬提供免費服務：
• 癌症病人支援計劃（藥費眾籌）

• 中醫贈醫施藥服務

• 營養咨詢服務

• 「醫事．問」醫生㇐對㇐免費諮詢服務

• 慈善營福包計劃（營養補充品贈飲）

• 癌症資訊講座、

• 同路人支援小組及各類身心靈健康活動

2021年10月至12月會訊

電郵: info@cicf.org.hk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徫業街 205 號茂興工業中心8 樓 B 室

查詢電話︰3598-2157  
Website:︰www. cicf.org.hk

mailto:info@cicf.org.hk


服務詳程：
對象︰必須完全符合以下條件 :

癌症新症、擴散或復患者；

醫院管理局外科或腫瘤科患者

及已登記癌症資訊網慈善基服務使用者

服務地點：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

醫事問社區支援中心

(觀塘偉業街 209 號富合工業大廈 8 樓B 室)

申請方法：必須致電本基金預約

預約熱線：3598 2157 或 5206 7609

經評估後安排諮詢時段 #額滿即止

中醫報名 西醫報名

㇐對㇐免費面談諮詢病情

(由腫瘤科醫生、外科醫生、中醫、營養師提供專業意見)

目的：協助患者或照顧者了解病情，減低疑慮，為未來治療和挑戰作好準備



醫事.問中醫中藥服務 (腫瘤科)



服務詳程：

時間：星期一、三、五

（10:00am~12:30pm；3:00pm~7:00pm）公眾假期休診

主診：朱國棟註冊中醫

類別：診症配藥（免煎中藥）

對象 : 中晚期癌症病人

診址：九龍太子荔枝角道 95 號 IW Centre 8字樓香港健康協會

（港鐵太子站C2 出口）

電話：2708-4253

網址︰www.hkha.org.hk 

電郵︰hkha@hkha.org.hk

申請方法︰

登記熱線︰3598-2157

 必須登記及前往本基金辦事處領取轉介確認書

 額滿即止

 備註：經轉介到診的癌友，屆時需簽署一份聲明表，同意若日後經濟
情況有所改善，願意繳付隨後的中醫門診服務收費。

 「癌症專科贈醫施藥服務」暫只接受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 / 

部分癌症機構轉介

「癌症贈醫施藥服務」幫助經濟困難、未能負擔醫藥費的中晚期癌症病人
獲得中醫診療的機會。現在香港健康協會應允撥出部分名額，
經由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轉介參與是項計劃，回饋社會。

http://www.hkha.org.hk/
mailto:hkha@hkha.org.hk


協助會員解決情緒困擾問題

可同步提供線上服務

輪椅租借服務
協助會員解決代步問題



我們與 ｢藝術在醫院｣ 合作，希望透過運用多元化藝術
媒體的表達治療，例如 : 視覺藝術、音樂、聲音、舞動
、戲劇和創意寫作等能夠有效令參加者盡量表達自己，

釋放情緒，放鬆身為, 從而改善身心健康。









目的 : 透過表達藝術活動，放鬆身體，放鬆心情。
日期 : 2021年10月29日至12月3日(逢星期五 ; 共6堂)
時間 : 上午 10:00 – 12:30        名額 : 15位
地址 : 九龍觀塘偉業街209號富合工業中心 8 樓 B 室
網上報名及查詢 : 35982157 或 WhatsApp 52067611
(獲取錄參加者將會收到WhatsApp/電話確認通知)

“使用此服務需先登記成為服務使用者” 線上報名



10月至12月份
同路人興趣班組

日常趣味手作 皮革製作系列 生活調適系列

對象 : 癌症患者及康復者
地址 : 九龍觀塘偉業街209號富合工業中心 8 樓 B 室
網上報名及查詢 : 35982157 或 whatsapp 52067611
(獲取錄參加者將會收到whatsapp/電話確認通知)
“使用此服務需先登記成為服務使用者”

日期 時間 主題 (日常趣味手作) 名額(位)
10月6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鈎織餐桌墊 
自己做手工，讓家中裝飾與別不同。

15

10月13日
10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鈎織杯墊 (㇐連兩堂)
自己做手工，為生活增添樂趣，還能訓練手作能力。

15

10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輕黏土製作
用最簡單的材料去創作獨㇐無二的作品。

15

日期 時間 主題 (皮革製作系列 - ㇐連 3 堂) 名額(位)
11月3日
11月10日
11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皮革DIY
以皮革製作隨身用品，為秋冬季節帶來型格品味。

15

日期 時間 主題 (生活調適系列) 名額(位)
12月1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塑膠畫繪畫 15

12月8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自製小夜燈
為漆黑的晚上送上㇐點光。

12

12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音樂盒DIY
做出㇐個屬於自己的療愈音樂盒。

15

12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布袋扎染DIY
用扎染方式為布袋添上色彩。

15

10月活動

11月活動

12月活動


工作表1

				10月活動

				日期		時間		主題 (鈎織)		名額(位)

				10月6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鈎織杯墊
自己做手工，為生活增添樂趣，還能訓練手作能力。		15

				10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鈎織餐桌墊
自己做手工，讓家中裝飾與別不同。		15

				10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輕黏土製作
用最簡單的材料去創作獨一無二的作品。		15



				11月活動

				日期		時間		主題 (DIY 工作坊 - 一連 3 堂)		名額(位)

				11月3日
(星期三)				皮革DIY
以皮革製作隨身用品，為秋冬季節帶來型格品味。		15

				11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1

				11月17日 
(星期三)



				12月活動

				日期		時間		主題 (DIY 工作坊)		名額(位)

				12月1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塑膠繪畫
		15

				12月8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自製小夜燈
為漆黑的晚上送上一點光		12

				12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音樂盒DIY (一連兩堂)
做出一個屬於自己的療愈音樂盒。		15

				12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布袋扎染
用扎染方式為布袋添上色彩		15



				對象 : 癌症患者及康復者

				地址 : 九龍觀塘偉業街209號富合工業中心 8 樓 B 室

				網上報名及查詢 : 35982157 或 whatsapp 52067611

				(獲取錄參加者將會收到whatsapp/電話確認通知)

				“使用此服務需先登記成為服務使用者”












工作表1

				10月活動

				日期		時間		主題 (日常趣味手作)		名額(位)

				10月6日
10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鈎織杯墊 (一連兩堂)
自己做手工，為生活增添樂趣，還能訓練手作能力。		15

				10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鈎織餐桌墊
自己做手工，讓家中裝飾與別不同。		15

				10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輕黏土製作
用最簡單的材料去創作獨一無二的作品。		15



				11月活動

				日期		時間		主題 (皮革製作系列 - 一連 3 堂)		名額(位)

				11月3日
11月10日
11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皮革DIY
以皮革製作隨身用品，為秋冬季節帶來型格品味。		15

																		女

				12月活動

				日期		時間		主題 (生活調適系列)		名額(位)

				12月1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塑膠畫繪畫		15

				12月8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自製小夜燈
為漆黑的晚上送上一點光		12

				12月15日
12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音樂盒DIY (一連兩堂)
做出一個屬於自己的療愈音樂盒。		15

				12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布袋扎染DIY
用扎染方式為布袋添上色彩		15



				對象 : 癌症患者及康復者

				地址 : 九龍觀塘偉業街209號富合工業中心 8 樓 B 室

				網上報名及查詢 : 35982157 或 whatsapp 52067611

				(獲取錄參加者將會收到whatsapp/電話確認通知)

				“使用此服務需先登記成為服務使用者”











工作表2

				10月活動

				日期		時間		主題 (日常趣味手作)		名額(位)

				10月6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鈎織餐桌墊 
自己做手工，讓家中裝飾與別不同。		15

				10月13日
10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鈎織杯墊 (一連兩堂)
自己做手工，為生活增添樂趣，還能訓練手作能力。		15

				10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輕黏土製作
用最簡單的材料去創作獨一無二的作品。		15



				11月活動

				日期		時間		主題 (皮革製作系列 - 一連 3 堂)		名額(位)

				11月3日
11月10日
11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皮革DIY
以皮革製作隨身用品，為秋冬季節帶來型格品味。		15



				12月活動

				日期		時間		主題 (生活調適系列)		名額(位)

				12月1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塑膠畫繪畫		15

				12月8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自製小夜燈
為漆黑的晚上送上一點光。		12

				12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音樂盒DIY
做出一個屬於自己的療愈音樂盒。		15

				12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布袋扎染DIY
用扎染方式為布袋添上色彩。		15



				對象 : 癌症患者及康復者

				地址 : 九龍觀塘偉業街209號富合工業中心 8 樓 B 室

				網上報名及查詢 : 35982157 或 whatsapp 52067611

				(獲取錄參加者將會收到whatsapp/電話確認通知)

				“使用此服務需先登記成為服務使用者”













620 優先場
癌症資訊網慈善電影優先場現場實況



620 優先場
癌症資訊網慈善電影優先場現場實況



查詢: 35982157



請捐款支持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

捐款網址 : 

www.cicf.org.hk

網上捐款 捐助與義賣

https://cicf.org.hk/%e6%85%88%e5%96%84%e6%8d%90%e6%ac%be/
https://cicf.org.hk/%e6%85%88%e5%96%84%e6%8d%90%e6%ac%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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