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癌症基金會

年度報告
2018-2019
抗癌路上不孤單

創辦人及總幹事的話

親愛的捐款人、支持者及好友：
衷心感謝您的支持，讓本會能夠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免費無縫的癌症關護服務。
自1987年創會以來，我們一直推動公眾教育，讓大眾了解「及早發現，生機
再現」的重要性，提高對癌症的 關注。我們為受 癌症影 響的人士提 供
心理社交支援服務，期望患者能順利踏上康復之路。
癌症基金會能讓眾多精英及充滿感染力的人並肩同行，如康復
者及其家人、社工、輔導員、護士、醫生、藝術治療師、研究團隊、
機構、學校及各捐助者等，真的令我非常鼓舞。
本年度，我們很高興服務中心 為超過4,200位新的服務 使 用者
提供關護服務，並為27,581名受癌症影響的人士提供了1,613個
課程。我實在非常感謝我們的專業團隊，努力不懈地全面照顧服務
使用者所需。
我同時很欣喜21個病人自助組織能夠不斷壯大，現在已擴展至逾18,000位
會員，讓患者可以從相同病類的朋輩中得到支援和力量。
我們位於中環的婦女服務中心亦預備開展新計劃，以滿足乳癌及婦科癌女士的需要。
本會身心靈網上教學課程的需求亦見上升，在本年度全球的瀏覽次數超過940,000。現有的教學影片共
分為12類別共66個視頻，包括：療愈瑜伽、普拉提斯伸展運動、椅式瑜伽等等，而在未來更會不斷製作新的
影片，讓未能到來中心參與課堂的朋友可安心在家舒展身心。
在過去一年，我們面臨著非常艱難的籌款環境，我希望向各位忠實支持者表示最誠懇的謝意，仗著您們的支持，
才可以維持我們的免費關護服務。我衷心感謝每一位的捐款者、癌症基金會團隊和義工們為有需要人士
送上希望，確保抗癌路上不孤單。

香港癌症基金會
創辦人及總幹事 羅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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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支援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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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支援
為了實踐抗癌路上不孤單的使命，香港癌症基金會

為本的關護和諮詢等服務，竭力填補本港癌症服務

致力為社區提供全面的專業服務。治療癌症單靠

的空隙。

藥物並不足夠，自本會成立而來，我們一直在前線為
受 癌 症 影 響 的人士 提 供 心 理 社 交 支 援、身 心 靈

本會的服務費用全免，期望為有需要的患者及 其

健康課程、藝術治療、朋輩支援、營養諮詢、家庭

家庭提供貼心的針對性服務。

五間服務中心共錄得
47,303參與人次
本年度共有47,303人次參與我們的
活動或接受諮詢，平均每天有163人次

整全關護服務

到訪。
香港癌症基金會服務中心隨時準備為每一位受到
癌症影響的來訪者提供協助，我們樂意分擔他們在
癌症旅程中的恐懼和憂慮，
或到來尋找治療的最新資訊。
來自不同 癌 症 階 段的 服 務
使用者，亦可在這裡得到有關
症狀管理及營養的建議。本

5,619
接受一次性諮詢服務人數

會的關護團隊包括社工、輔導員、腫瘤科護士、營養師
等，會盡心盡力協助患者及其家人渡過癌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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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每天到訪人次

服務

50個營養課程
本 會 的 註 冊 營 養 師 為 癌 症 患者 提 供

1,210
參與人次

讓他 們 順 利 踏 上 康 復 之 路。在 本 年
度，我們於中心舉辦了不同的營養講座

和活動，如拆解癌症飲食謬誤和營養飲食工作坊等。

心理社交治療和護理計劃

我們為933位服務使用者共1,210人次，舉辦了50個
共53節有關癌症飲食與營養的活動。

全賴醫學進步，癌症存活者亦越
來越多。由確診至治療，癌症對

營養建議，協助應 對治療的 副 作用，

患者及其家庭絕對是一大挑戰。

34,915

為了提升患者的生活質素，我們

參與人次

包括社工及輔 導員的 專業團隊，會 為由治療期
轉至與癌共存的患者提供針對性的關護服務。
在本年度，我們便為27,581位服務使用者提供了
1,613項共2,756節活動。

療癒藝術
透 過 藝 術 治 療，讓 患 者 釋 放 內 心
感受，為癌症旅程帶來全新的認識
和理解，同時能藉此加強和同路人

552
參與人次

的聯繫。我們本年度為 402位 服 務
使用者共552人次，舉 辦 了35個 共
60節相關課程。

同輩支援 同路相扶
由癌症基金會資助的「癌協之友」
匯 聚 了 21個 病 人 自 助 組 織 共
18,232位 會 員，讓 相 同 病 類 的
患者透過不同活動和復康服務，
互相 鼓 勵，分享 資 訊，發 揮 朋 輩

18,232
「癌協之友」及其他朋輩
支援小組會員人數

支援力量。本會除了提供聯繫平台，還為他們的活動
作出指導，為各組織的同路人提供一個聚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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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線服務
提供安心保密支援
癌症患者和其照顧者在面對治療抉擇時，往往會出現

本會自1997年起於黃大仙服務中心提供熱線服務，

各式各樣的情緒，而癌症亦可能會影響患者的工作與

為 受 癌 症 影 響人士 提 供 正 確 的 癌 症 資 訊 和情緒

及其和家人之間的關係。在面對種種問題時，他們

支援。當年癌症仍是很多人的忌諱，可靠的癌症資訊

未必願意與家人直接商討自己的顧慮，而本會的諮詢

難 以得 到。時 至 今日，熱 線中心已 搬 遷 到葵 涌的

熱線會把求助人的資料保密，讓有需要人士可安心

服務中心，並與其他中心自動聯繫，方便轉介。

訴說自己的需要。
我們的諮詢熱線為有需要人士提供了即時、快捷及
我們的註冊護士及專業社工透過諮詢熱線，在本年

安全的求助途徑，讓他們可以輕鬆尋求支援及抒發

度處理了6,844個求助來電。本會的專業團隊會為來

自己的情緒。

電者提供最新癌症資訊及輔導服務，如有需要亦會
提供跟進及支援，或為患者推介合適的服務和活動。

“

很 慶 幸 我 有 致 電 癌 症 基 金 會 諮 詢 熱 線尋 求
情緒支援。剛確診的我起初感到非常焦慮，
而電話中的輔導員以親切的態度聆聽及了解
我的需要，她一步步引導我釋放內心的煩憂
和恐懼。得到她的鼓勵後，我到訪就近的香港

熱線求助處理個案

協助我應對治療後的副作用，這些實用的諮詢
服務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

6,844

癌症基金會服務中心，這裡的護士及營養師

Mary,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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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大門
隨時為您而開
本會的服務無須預約或轉介，任何人士也可到來尋求支援。
歡迎來訪本會的服務中心，了解更多我們為
受癌症影響人士提供的專業服務。
如您在抗癌路上有任何疑問或需要情緒支援，
您亦可致電我們的諮詢熱線。我們樂意聆聽您的需要，
提供協助或轉介您至合適的專業人員。

免費諮詢熱線：
3656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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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護有需要人士
本會的服務需求越見殷切，我們會
以加倍熱誠，確保抗癌路上不孤單
從確診一刻、治療直至踏上康復之路，我們會為不同
年 齡及 癌 症 階 段 的 患者 提 供 針 對 性 的 專 業 關 護
服務，以滿足他們獨有的需要。本會以「家庭為本」
的服務理念，除了照顧患者，同時改善他們的孩子及
照顧者的生活質素。在本年度，五間服務中心共錄得
超過47,000活動及服務參與人次，迎來4,212位新的
服務使用者。

「彩虹會」支援受癌症影響的兒童
1,045「彩虹會」活動參與人次
「彩 虹 會 」為因家人患癌而受影響或喪親的 兒 童
提供關顧支援，協助他們處理癌症帶來的衝擊，釋放
負面情緒。在本年度，我們便為864位服務使用者
（家長及小孩）提供了52項共超過76節活動。

為患者及其家庭提供的諮詢服務
799諮詢個案
我們為受癌症影響的患者及其家人提供一對一的
諮詢服務。
本會的臨床心理學家和註冊社工，為服務使用者、
其家人及照顧者提供指引及深入的心理輔導，接受
輔導後的受惠者均表示有助紓緩他們的心理壓力。

朋友
1% (57)

新服務使用者概況
本年度我們共有
4,212位新服務使用者

男
33% (1374)
女
67% (2838)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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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家人
28% (1185)
癌症患者
71% (2970)

身份

0-17
3% (132)

未披露情況
4% (189)

18-39
9% (360)

61-98
40% (1670)
40-60
44% (1861)

年齡

服務

You Can：年青患者支援服務

緊急援助金

年青患者在面對癌症時有其獨特的需要。在這個

只有36歲的李兆偉在幾年前確診肺癌時，感到非常

年齡階段，他們 可能 正在 建 立自己的 事 業、探 索

驚訝。沒有家族病史的他非但不是煙民，而且更經常

身份、尋找伴侶甚至開始計劃結婚組織家庭。部分

運動。

年紀較小的更或許仍在求學，經濟上也依賴父母的
支持。年青患者往往面對很多挑戰，與及社會及情緒

在朋友的介紹下，兆偉認識了癌症基金會的服務，

上的壓力，除了手術後疤痕和脫髮等身體上的轉變，

並到訪黃大仙服務中心。在這裡，他遇到了我們的

還有個人形象、伴侶、家庭計劃及生育等等問題。

護士明慧，不但安排他進行醫護與營養諮詢，幫助
他了解治療中的副作用護理及飲食策略，還建議

對年青人來說，能夠找到有著相同經歷，惺惺相惜

他加入朋輩支援小組。

明白他們感受的同路人互相扶持非常重要，令他們
感到在抗癌路上自己並非孤身一人。

在接受化療和放射治療的時候，兆偉已停工接近一年，
標靶及其他治療的費用差不多耗盡他的積蓄。而為

為了支持這些年青患者，我們舉辦了各種烹飪課程、

了照顧接受標靶治療的丈夫，兆偉的太太亦需要暫時

手工粘土工作坊、晚間活動和歷奇營等，期望藉著

停職。面對接踵而來的賬單，兩夫婦感到捉襟見肘。

不同活動團結及發揮朋輩支 援 力量，擴大他們的
社交圈子。

在與明慧分享困難後，她很快 便轉介我們中心的
社 工幫助兆偉申請本會的緊急援 助金。幸好及時
得到經濟的支援，兆偉便能夠購買營養補充劑並
應付日常生活開支。
兆偉說：「我已習慣了在 需要 關心 和傾 訴的 時 候
上升

1,183

23%

年青患者支援服務
活動參與人次

相比上年度964的
參與人次

為687位年青患者提供了58項共112節活動。

致電明慧。衷心感謝她多年來的支持，在我的抗癌路
上提供各方建議，在我情緒起伏時細心聆聽。」
兆偉 現在已成 為我們的 義工，期望傳承朋輩支 援
力量，鼓勵其他年青肺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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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女性需要：
我們的婦女服務中心
本會的婦女服務中心專門為女性癌症包括乳癌及

我們以整全及家庭為本的服務理念，照顧女 士們

婦科 癌的患者提 供 支 援 服 務。本年度，我們的 團

的身心健康，安然走過抗癌路。中心同時關顧患者

隊 為服務使用者提供針對性的關護服務，以改善

的家人及照顧者，如有需要更會轉介他們接受專業

她們在性健康、自我形象、淋巴水腫及生育等問題。

諮詢服務。

專業服務及工作坊
中心 多元 專業團隊由 腫 瘤 科 護 士、營 養師、臨床心 理學家、社 工、
物理治療師和藝術治療師組成，提供不同的工作坊及一對一的諮詢
服務。當中主題涵蓋不同範疇，如應對癌症治療及副作用、淋巴水腫
評估、復 元計劃、性與生育、個人形象、復康、假髮借用及髮型設計
等。而諮詢服務除了患者，亦歡迎其家人到來尋求支援。
除了針對性的支援，我們同時提供一系列的身心靈健康課程，如瑜伽、
呼吸練習、靜坐等，期望滿足女性癌症患者的需要。此外，我們的朋輩
支援小組，讓相同病科的患者互相扶持，提供情緒支援及分享健康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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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照顧者
天倫的太太確診患上一種罕見的子宮癌。作為照顧者

的計劃，而他也花了大量時間在網上搜集子宮癌的

的他，當太太接受化療時，感到非常焦慮。

資訊，癌魔在他的心中亦揮之不去。

面對患病及家庭雙重壓力，兩夫妻磨擦漸生。麗莎

王敏珩提供了不少方法，讓天倫學習如何處理自己

變得不想和丈夫溝通，特別是有關治療上的事情。

的憂慮，減低對太太癌症復發的恐懼。同時協助他

在 廣 告 公司任職的 她說：「天倫 對我的 健 康 變 得

制定未來目標，讓人生變得更有方向和意義。經過

太敏感和過份緊張，他亦對於自己未能在我確診

數次會面，天倫的思想變得正面，並開始計劃二人的

前發現我的胃部腫脹而自責，為著這個問題我倆便

未來，現時兩夫婦的關係已緩和。

出現不少爭拗。」
王敏珩指出，大家明白很多癌症患者會擔憂癌症
在朋友的介紹下，兩夫婦到訪位於中環的香港癌症

復發，卻往往忽略了其身邊的照顧者，也一樣會因為

基金會婦女服務中心，並與中心的社工進行會面。

擔心所愛的人被癌症再度找上而變得焦慮。她說：

麗莎其後接受本會的醫護諮詢服務，而社工則發現

「作為配偶，很多時會肩負起照顧者的責任，但當照

天倫非常擔心太太癌症會復發，便安排他約見我們

顧者的工作日益繁重，他們的身心及社交生活亦會

的臨床心理學家王敏珩。

受到影響，甚至比患者需要承受更重的擔子。」

在首次會面時，王敏珩便留意到天倫 持 續 焦 慮，

癌症 基金會提供 適時的介入及幫助，透過諮詢等

並强烈相信癌症會再次出現，以 致不能制定未 來

服務，關懷照顧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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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靈健康服務

為癌症患者及康復者送上
身心靈健康服務

我曾經有肌肉流失和萎縮的問題，上了普拉

課程教導慢活、靜心、感受自身呼吸及身體
感覺的練習，非常實用，可於日常生活中

“

應用。

Joy，身心合一工作坊參加者

提斯伸展課加上回家練習，讓我能夠重建
肌肉，增強體力。改善平衡力以及膝頭的痛症，
整個人重拾活力！

“

“

“

Olivia，普拉提斯伸展運動參加者

要安然渡過抗癌路，單靠藥物並不足夠。我們鼓勵

禪繞畫等，幫助參加者放鬆身心，同時培養內在的

患者要按自己身體狀 況多做運動，有利他們減輕

平靜喜 悅。除在 本 會的五間服 務中心，我們更有

疲勞、維持健康體重、改善生活質素和身體機能。本會

多個外展場地上課地點，遍佈全港超過35個地方。

的身心靈服務團隊，為不同階段、不同需要的癌症
康復者制定以正念／靜觀為基礎的課程練習，協助

我們亦製作了一系列的身心靈網上教學影片，讓未能

患者在康復過程中培養正面態度，促進自我療愈。

到來中心參與課堂的患者及其他海內外人士，也可
透過觀看本會的網站及YouTube，輕鬆在家舒展

不同癌症的患者或許各有需要，我們會為他們設計

身心，參與我們的身心靈課堂。影片分為12類別共66條

各種針對性的課程，如為乳癌患者設計的瑜伽課，

片段，包括：氣功、楊式太極拳、療愈瑜伽、乳癌患者

當中的式子有助紓緩肌肉痙攣，與及手臂和胸部的

瑜伽、椅式瑜伽、普拉提斯伸展運動、頌唱等，在本年度

緊繃感，同時預防淋巴水腫。靜坐、氣功、太極和

錄得超過940,000觀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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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靈健康服務
以正念/靜觀為基礎的11項身心靈健康課程類別

其他
4%
整全生活
7%

健康飲食
14%

療愈瑜伽
34%

聲音療愈
8%

繪畫療愈
5%
靜坐
2%
呼吸和瑜伽
大休息
2% 覺知身體

氣功及太極
17%

普拉提斯
伸展運動
6%

1%

香港癌症基金會身心靈網上課程網址：
www.cancer-fund.org/
wellness-online-programmes

服務使用者概況

65%

服務使用者年齡

21-89

服務使用者為五年內
確診人士（2014-2018）

2018-2019年度
4%

2%

2,436

2,452

課程節數

活躍參加者

8%

55,932
參與人次

1%

495

941,224

課程數目

身心靈課程視頻在YouTube
頻道點擊觀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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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募善款

善長慷慨支持成就我們的工作
我們感謝每一位捐款者及機構的無私捐獻，仗著

PIZZAEXPRESS 慈善薄餅

您們的慷慨善心，本會才能持續為有需要人士提供

在這年，只要食客在PizzaExpress每次點選蔬菜

免費專業支援，改寫他們的生命，並滿足日益增長

芝士薄餅或松露菌薄餅，店方便會捐出港幣8元以

的癌症支援服務的需要。

支持本會的免費支援服務，而活動一共為我們籌得
港幣206,424元善款。

澳洲會計師公會慈善跑
澳洲會計師公會會員聯同其他機構超過500位善心
跑手，一同參與在山頂起跑的10公里澳洲會計師
公會慈善跑，合共為本會籌得港幣70,000元善款。

自發籌款活動
善長可以選擇以個人、團體或機構形式參與，透過
「自製籌款網頁」舉辦活動為我們籌款。歡迎大眾建立
屬於自己活動的籌款網頁，然後邀請親朋摯友直接
到該網站捐款予香港癌症基金會支持您的善舉。在
本年度，各位有心人合共舉辦了18項自發籌款活動。

自發籌款活動最高籌款額頭五位：
小小環港澳慈善跑

： 港幣210,963元

三藩市半馬拉松長跑
(San Francisco 1/2 Marathon)

： 港幣95,752元

小小環港澳慈善跑

John Davidson 板球紀念日

譚志強先生連續第三年為香港癌症基金會舉行籌款

(John Davidson Memorial Cricket Day)

： 港幣70,500元

活動。他在2018年11月18至24日，再次穿起跑鞋，

九龍半島醫學中心開幕

： 港幣32,800元

聯同香港、台灣、中國和澳門的癌症患者、義工及

Ashok登安納普納基地營健行

支持者，舉辦了為期七天的「小小環港澳慈善跑」，

(Ashok’s Annapurna Base Camp Trek)

： 港幣30,600元

為本會的免費服務籌得港幣210,963元善款。

想舉辦屬於您的自發籌款活動？
請即瀏覽： www.cancer-fund.org/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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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募善款

抗癌大步走
「抗癌大步走」是本會年度的慈善步行活動，集合各方
力量，齊心為本地癌症科研計劃及癌症支援服務
籌募善款。在2018年11月25日，包括來自癌症患者、

“

由1998年至今，每年我也無間斷參加
每一屆的「抗癌大步走」。這就像
我們同路人一年一度的聚會，各方好

醫護專業人員、醫院團體、朋輩支援小組、學校、

友聚首一堂。我希望在未來能夠繼續

機構企業和公眾人士，共1,966名參與者一起度過

參與，因為這樣便代表我身體健康，

別具意義的星期天。所籌善款用作EB（Epstein-Barr）

活得開心！

“

病毒 疫苗、鼻咽癌遺傳 基因及治療肝癌的 研 究，

Betty，癌協之友會員

期望邁向癌症受控的未來。

癌症基金會粉紅革命
「癌症基金會粉紅革命」是本會每年10月所舉辦的
關注乳癌暨籌款活動，所有款善均會直接撥捐支持
我們的免費乳癌關護服務，為受乳癌影響的患者及
其家人提供實際、情緒及心理上的支援。除了「粉紅
購物月」，於2018年10月26日舉行的「粉紅服飾日」

十一鬍子月（Movember）

同為活動的重點籌款項目，今年共得到121間機構共

一年一度的「十 一 鬍 子月」呼 籲各 位 男士在11月

4,143位支持者參加。而於9月27日，我們在又一城

期間蓄上鬍子，身體力行提醒大眾關注 男士健 康

舉 行 粉 紅 革 命 啟 動 禮，提 高 大 眾 對 婦 女 健 康 的

及 籌 募 善 款。香 港 癌 症 基 金 會 是 活 動 的 受 惠

關注，支 持乳 癌患者，並 呼籲 全港 男士加倍 關心

機構，善款用作資助本會的前列腺癌關護服務。

身邊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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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基金會之友

讓受癌症影響的人士
活得更好
請加入我們的「癌症基金會之友」月捐計劃
隨著癌症的存活者越來越多，我們正專注於癌症關護

善心讓本會可持續為有需要人士帶來情緒及實際上的

的未來發展，以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請加入我們的

關護。成為捐款者除了可優先參加本會的公眾教育

「癌症基金會之友」月捐計劃，幫助我們為受癌症

健康講座及其他活動，月捐支持者更會額外受到邀請

影 響 的人士及其家人提供重要的支援。你的慷慨

出席我們的捐款者聚會。

“

成為「癌症基金會之友」一分子，
令我感受到助人的喜悅，人生亦
增添意義。能夠取之於社會、
回饋於社會，心裡會有一種快樂

“

而充實的感覺。

馬莉，44

遺產捐贈
來讓我們一起，向受癌症影響的人士送上
關 護 服 務 更 趨 完 善。您 的 慷 慨 支 持 讓
我們可以幫助無數的有需要人士。我們
的 腫 瘤 科 護 士、輔 導員、營 養 師、藝 術
治療師、義工和癌症護理專家盡力填補

“

我們在去年把父親的遺產捐贈予癌症
基金會。能夠以爸爸的名義行善，幫助
許多有需要人士，令我們感到欣慰和踏實。

本港癌症關護服務的空隙。由諮詢熱線、
服務中心及癌症小冊子等等，竭力確保
抗癌路上不孤單。

「癌症基金會之友」熱線：3667 6332
遺產捐贈熱線：3667 6333
若對「癌症基金會之友」月捐計劃或遺產捐贈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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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及實質的支援，同時令本港的癌症

Frank, 50

公眾教育

改變市民認知：
提高大眾對癌症的關注
隨 著 現時癌 症 能在早期 發 現 及 人口高齡化，本港

肺癌、乳癌、前列腺癌及肝癌，其中大腸癌已是連續

確 診癌症的個案 正 逐年遞 增。根據 香港癌症 資料

五年成為榜首的癌症。

統計中心在上年公布2017年最新癌症數據顯示，
本港約每４位男性或每５位女性當中便有一位在75歲

癌症基金會在本年度舉辦了不同的公眾教育活動，

之前有機會患上癌症。香港癌症新症個案亦創下十年

期望透過一連串的推廣，提高大眾對癌症的關注。

新高，共有超過33,000宗個案，平均每天便有超過

活動成功讓市民加深對各 類 型癌症的認識及 預防

90位新確診患者。本港最常見的癌症順序為大腸癌、

方法，願 意 改 變 生 活習 慣 及 進 行 定 期 身 體 檢 查，
以行動守護健康。

響應呼籲
每次舉辦公眾教育活動後，尼爾森（Nielsen）
市場研究公司會進行抽樣調查以評估活動成效。
尼爾森會訪問大眾看到我們活動的訊息後，
會否因此提醒自己及身邊人更注意健康生活，
以降低患癌風險。調查結果令人鼓舞，被訪者
大多表示會響應呼籲，代表我們成功把關注
關注大腸癌活動共有
3,871,720 人響應呼籲

關注皮膚癌活動共有
2,569,200人響應呼籲

癌症的訊息傳遞給市民大眾。

www.facebook.com/hongkongcancerfund
癌症基金會 Facebook page 專頁：

34,658 追隨者（followers）
上載了183個帖子
製作了59條視頻
每條視頻平均可接觸19,013人
關注乳癌活動（粉紅革命）
共有3,754,589人響應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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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重點

總收入分佈

指定項目善款
利息及投資
所得

「癌症基金會之友」月捐計劃

52.00%

籌款活動善款

30.37%

一般捐款

10.55%

利息及投資所得

6.65%

指定項目善款

0.35%

處置固定資產收益

0.09%

總收入

處置固定資產收益

一般捐款

籌款活動
善款

「癌症基金會之友」
月捐計劃

港幣111,032,152元

總開支分佈

行政開支

折舊

籌款活動開支

癌症服務開支

80.33%

籌款活動開支

10.17%

行政開支

8.69%

折舊

0.81%

總開支

港幣99,502,085元

服務開支分佈

癌症研究
項目開支

癌症支援服務開支

73.81%

公眾教育及資訊開支

15.86%

癌症研究項目開支

9.29%

醫護人員進修資助

1.03%

服務總開支
備註：百分比數值計算至小數後兩位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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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服務開支

港幣79,934,863元

醫護人員
進修資助

公眾教育及
資訊開支

癌症支援
服務開支

財政報告重點

過去五年服務開支
服務開支（港幣$）
90,000,000
80,000,000

80,958,445

79,934,863

2017/2018

2018/2019

74,990,276
67,457,930

70,000,000

69,513,021

60,000,000
50,000,000
40,000,000
30,000,000
20,000,000
10,000,000

財政年度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過去五年月捐計劃收入
月捐收入（港幣$）

57,740,194

58,000,000

56,798,930

56,000,000

54,259,401
54,000,000

51,649,620

52,000,000

49,771,178

50,000,000

48,000,000

46,000,000

44,000,000
財政年度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2017/2018

2018/2019

節錄自2019年3月31日結算的經審核財務報告
核數師：張梁許李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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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感謝以下所有捐款者、義工、癌症基金會之友及各界朋友的
慷慨支持及捐贈。

首席贊助商

•Mr. David and Ms. Ning
Ratliff

•Edrington Hong Kong
Limited

•Satinu Resources
Group Limited

•Rev. Noreen Siu
Richards

•Estee Lauder (H.K) Ltd

慈善晚宴

主要贊助商
•Arte Hong Kong Ltd.
•Macey & Sons
Auctioneers and
Valuers Ltd.
•Pernod Ricard Hong
Kong & Macau

•Mr. Stephan and Ms.
Olga Roh & Friends
•Mr. Alan and Ms. Penny
Smith
•Mr. Pegaus Wong
•Bergé Studio
•BTIG Hong Kong
Limited
•Dehres Limited

鑽石贊助商
•Mrs. Purviz R. Shroff
MH and the late Mr.
Rusy M. Shroff, BBS,
MBE
•The Most Honourable
Andrew S. Yuen

•Hubert Burda Media
Hong Kong Limited
•NumberOne PR
Communication Ltd
•Prior Trust
•WLS Holdings Limited

•Neal’s Yard Remedies

•梁海明先生

•Norwegian Cruise Line
(NCL)

•陳華新先生

•PANDORA

•管琪美女士

•G.H.Mumm

•Parag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鄧迪生先生

•Gaia Group

•Petrie PR

•Galina COULOT

•PizzaExpress (HK) Ltd.

•GHC Asia

•Red Doors Studio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
基金

•Ginger Jar Lamp
Company

•Roger Vivier

•陳廷驊基金會

•Guerlain

•Rosa & Daniel
Photography

•張煊昌基金有限公司

•Heavens Portfolio

•Royal England

•Hopewell Holdings
Limited

•Salvatore Ferragamo

•InterContinental Hong
Kong

•sevva

•Four Seasons Hotel
Hong Kong

•Junon

•Shishi-Iwa House,
Nagano, Japan

•JW Marriott Hotel Hong
Kong

•Suralai, Koh Samui

支持者及機構
白金贊助商

•Kai-Yin Lo Design

•Ms. Akina Kin-Yee Fong

•Burger Collection

•Mr. Kim Robinson
•#legend

•Kowloonbay
International Trade &
Exhibition Centre

金贊助商

•Alice Keswick

•La Prairie

•Mr. Aron Harilela

•Alila Anji, Zhejiang

•Mr. & Mrs. Hans
Michael Jebsen

•Amanoi, Vinh Hy Bay,
Vietnam

•Lindt & Sprungli (Asia
Pacific) Ltd

•Mr. Bruce Rockowitz

•AON
•Asia Miles

銀贊助商
•Mr. Frances Cheng
•Ms. Kathy Chiu
•Ms. Nina Faust

•Baba Beach Club,
Phuket
•Ball Watch (Asia) Co.
Ltd

•智韜慈善基金
•傅德蔭基金有限公司
•鼎權慈善基金
•Mr. Albert Chor-Wing
Chan
•Mr. James Filmer-Wilson
•Ms. Choi-Kam Lee
•Mr. Andrew Weir

•The Aquila, Phuket

•Ms. Sophie Suk-Chun
Yee

•The Fullerton Hotel
Singapore

•Chanel Hong Kong Ltd.

•The Mandarin Oriental
Hotels Group
•The Pawn

•Commanderie de
Bordeaux (HK)
Foundation Ltd.

•The Siam

•Provost Estates Ltd.

•The Swank

•Madeleine Thompson

•The Upper House

•Satinu Resources
Group Limited

•Mango PR

•Theory HK

•Marie France Van
Damme

•Vivienne Tam

癌症基金會之友

•W Hong Kong

•定期捐款者

•Melissa Lo Jewellery

大額捐獻

癌症基金會粉紅革命

•MGM, Macau

•丘佩蘭小姐

•李玟小姐

•余梅芬小姐

•陳法拉小姐

•李國能伉儷

•朱薰小姐

•吳鳳明小姐

•方力申先生

•周麗蓉小姐

•林峯先生

•袁樹明先生

•郭偉亮先生

•Clé de Peau Beauté

•Ms. Kai-Yin Lo

•Conrad Hong Kong

•Mr. Robert and Ms.
Sally Lo

•Delaney’s Golf Lounge

•MÖvenpick Resort
& Spa Karon Beach
Phuket

•Dream Cruises

•Ms B’s CAKERY

•Eagle’s Nest Luxury
Villa

•Native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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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銘昌福音慈善基金

•Madame Fu - Grand
Café Chinois

•Mr. Henry and Ms.
Angelina Lee

•Mr. Nick Loup

•Ten Feet Tall

•黎美娟小姐

•Da Hing (Far East) Co.,
Ltd.

•CatchOn Agency

•Cochine

•tabla

•蔡淑芳小姐（已故）

•The Residence Bintan

•Louis Vuitton Asia
Pacific

•Mr. Andrew and Ms.
Lumen Kinoshita

•Classified Group

•Sense of Touch

•葉活鈴小姐

•Maximal Concepts

您們的善心，讓我們能繼續維持服務，確保抗癌路上不孤單。
(排名不分先後）

•Hong Kong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re
Management Ltd.

•Mizuho Corporate
Bank, Ltd.

•Sertus Incorporations
Ltd.

•Morgan McKinley Ltd.

•Hopeful Rubber Mfg.
Co. Ltd.

•MSIG Insurance (Hong
Kong) Ltd.

•Sitoy Group Holdings
Ltd.

•Howse Williams Bowers

•MTR Corporation Ltd.

•Cinda International
Futures Ltd.

•Hubert Burda Media
HK Ltd. (Prestige HK)

•Munchkin Asia Ltd.

•city’super

•Hugo Fashions

•Clyde & Co.

•Hung Hon Ind’l. Co.
Ltd.

•袁燿生醫生

•Casablanca

•梁文禮先生

•CHI Residences

•麥明詩小姐

•Chinachem Agencies
Ltd.

•許志安先生
•許博文先生
•曾詠恆醫生
•葉佩雯小姐
•鄭秀文小姐
•鄭紹康先生
•九龍道德會龍慶堂
有限公司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Mr. Kim Robinson
‧#legend
•3DG Jewellery
•aalis
•Able Jewelry Mfg. Ltd.
•AIA International Ltd.
•ALLURESSORIES
•Alot Holdings Ltd.
•amika
•Apollo Management
Asia Pacific Ltd.
•APW CPA Ltd.
•Around DB
•A-Swiss Corporate
Services Limited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
•Baker & McKenzie
•BB Jazz Lounge
•Beiersdorf Hong Kong
Ltd.
•Blue Cross (AsiaPacific) Insurance Ltd.
•Bonjour Cosmetic
•Bright Diva International
Ltd.
•Business Lady
Association
•Calvin Klein
Performance

•Chun Wo Construction
& Engineering Co. Ltd.

•MYHK Concept Ltd.
•Neuberger Berman
Asia Ltd.

•Strawberry Cosmetics
Services Ltd.
•Sunny Rise
Pharmachem Ltd.
•Taconic Capital
Advisors (Hong Kong)
Ltd.

•HW Bridal

•Nomura International
(HK) Ltd.

•Conrad Macao

•Ice Universal Ltd.

•OT&P Healthcare

•Construction Industry
Council

•ICE-WATCH

•OTTO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td.

•Crown Worldwide (HK)
Ltd.

•Kam Dao Printing Co.
Ltd.

•Pacific Coffee

•Crown Worldwide
Holdings Ltd.

•L. W. Secretarial
Services Co. Ltd.

•CS Legend Corporate
Services Ltd.

•Lan Kwai Fong
Holdings Ltd.

•Paul, Weiss, Rifkind,
Wharton & Garrison
LLP

•CYS Associates (Hong
Kong) Ltd.

•Lan Kwai Fong
Properties Ltd.

•PIMCO Asia Ltd.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hartered
Secretaries

•Davis Polk & Wardwell

•Law Ting Pong
Secondary School

•PizzaExpress (HK) Ltd.

•The Royal Garden

•Prestige Hong Kong

•The SR Group (Hong
Kong) Ltd.

•College of Nursing
Hong Kong

•Delta Asia Financial
Group

•Ideale Chef

•Li & Fung Foundation

•Denshi Sangyo Export
& Import Co. Ltd.

•Lin & Partners
Distributors Ltd.

•Deutsche Bank

•Link Asset Management
Ltd.

•DFS Group Ltd.
•ECCO Shoes Hong
Kong Ltd.

•Links Int’l. Ltd.

•Equiom Corporate
Services (H.K.) Ltd.

•Long Hin Medical Ltd.

•Liv Magazine

•Panalpina China Limited

•PCCW Ltd.

•Principal Insurance Co.
(Hong Kong) Ltd.
•Privilege Vida
•Prudential Hong Kong
Ltd.
•PURE
•Queen Elizabeth
Hospital

•Tang Che Man & Co.
•Tanner De Witt Solicitors
•Tesco International
Sourcing Limited
•The B.S.C. Group of
Companies
•The Bank of East Asia
Ltd.
•The Helena May

•The Tokio Marine and
Fire Insurance Co.
(H.K.) Ltd
•The Wing On Co. Ltd.
•Topcast Aviation
Supplies Co. Ltd.
•Touch Lucky Ltd.

•Racepoint Global Hong
Kong Ltd.

•Umicore Marketing
Services (HK) Ltd.

•Manulife (Int’l) Ltd.

•Ralph Lauren Asia
Pacific Ltd.

•Union Hospital

•Marks & Spencer (Hong
Kong) Investments Ltd.

•Reed Smith Richards
Butler

•Memoriki Ltd.

•Right Fortress Ltd.

•Mercer (Hong Kong)
Limited

•Samson Innovation
Corp. Ltd.

•Yoga O

•Metlife Asia Ltd.

•Her own words

•SATAMI

•Milk Magazine

•Hing Fat Flower Group

•You Health and Fitness
Club Ltd.

•MinterEllison LLP

•Scan Global Logistics
Ltd.

•E xpat Living Hong
Kong
•Faust International Ltd
•Festival Walk
•Fresenius Medical Care
Hong Kong Ltd.
•Global Brands Group
Asia Ltd.

•M Moser Associates
Ltd.

•Waller Ma Huang &
Yeung
•William E. Connor &
Associates Ltd.
•YogaBon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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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 Partners
Distributors Ltd.

•劉美真女士

•梁澄宇醫生

•吳昊醫生

•梁玉玲女士

•Mason Global Ltd.

•吳穎英醫生

•梁舜欣女士

•Papabubble Hong
Kong

•吳荗添中醫師

•歐國賢博士

•Pioneer & Onkyo
Marketing Asia Ltd.

•吳金妹女士

•湯國雄先生

•周李舒雅醫生

•湯麗寬女士

•姚志鵬醫生

•溫 勇杰先生

•姜貝玲女士

•潘欣鳳女士

•崔鉅勳伉儷

•潘淑芬女士

•廖崇瑜醫生

•王振洪伉儷

•廖桂芬女士

•羅燕娜小姐

•張國威醫生

•莫國輝先生

•張奇麗小姐

•莫錦泉先生

•張家柱先生

•萬帥章中醫師

•張志明先生

•葉健謀伉儷

•張正龍先生

•葉燕燕女士

•徐溫婉瑩女士

•葉燕玲女士

•徐美銀女士

•葉燕華女士

•Sha Tin College

•方真唯女士

•葉釗強伉儷

•Tack Ching Girls

•施永健醫生

•蔡兆欣女士
•蘇名輝先生

•HeterMedia Services
Limite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iver
Research Team

•曾淑鈞醫生
•曾潔瑩女士

•蘇子謙醫生

•曾詠恆醫生

•蘇潤玲女士

•Himalaya

•Towervision Group Ltd.

•朱國棟中醫師

•袁寶鳳女士

•Holiday Inn Express
Hong Kong Causeway
Bay

•Tuen Mun Hospital
Clinical Oncology
Department

•朱影翠小姐

•袁彩鳳女士

•李嘉雯小姐

•袁閏鳳女士

•Holiday Inn Express
Hong Kong Kowloon
CBD2

•United Christian
Hospital

•李寶華女士

•許 秀珊女士

•李永泉先生

•譚林先生

•X TC Gelato

•李淑芬女士

•郭思伶中醫師

•Zengzi Cultural
Association

•李清緒先生

•郭瑞庭伉儷

•李燕蘋醫生

•鄒民琪女士

•李秀蘭女士

•鄧永琴女士

•Zip Magazine

•CanSurvive

•Zojirushi

•Clover Group Int’l. Ltd.

•Zuellig Pharma Ltd.

•Crowne Plaza Hong
Kong Causeway Bay

抗癌大步走
•吳家榮醫生
•袁兆燦醫生
•黃子雄先生
•傅惠霖醫生
•大業織造廠有限公司
•心血會有限公司
•互勉會(香港)有限公司
•屯門醫院造口之友
•屯門醫院紫荊社
•向日葵互協會
•妍康會
•妍進會
•屈臣氏蒸餾水
•東日社有限公司
•東華醫院傳情舍
•城巴有限公司
•前腺會
•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
會有限公司
•香港胃腸道基質瘤協會
•香港音像版權有限公司
•香港造口人協會有限
公司
•香港海洋公園
•香港骨髓移植復康會有
限公司
•香港國際學校
•香港創域會有限公司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香港新聲會
•祥康之友
•展晴社(香港)有限公司
•健樂社
•象印
•筆墨閒情書畫學會
•電訊盈科
•綠恒生態旅遊有限公司
•綠惜地球
•輔警義工隊
•慶生會
•樂善舞揚
•蕙蘭社
•錦都印刷有限公司
•Abercrombie & Fitch
Hong Kong Ltd.
•AOE Centre for NPC
Research
•Brightd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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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ne Plaza Hong
Kong Kowloon East
•CUHK SBS Cancer
Genomics

•PizzaExpress (HK) Ltd.

•DAMA

•Pok Oi Hospital

•Delia School of Canada
(Secondary)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Oncology, Pamela
Youde Nethersole
Eastern Hospital

•Princess Margaret
Hospital

•Fresenius Medical Care

•Pure Fitness

•Hereditary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Genetic Diagnosis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Queen Mary
Hospital

•Rotary Club of Kowloon
North

•Holiday Inn Express
Hong Kong SoHo
•Holiday Inn Golden Mile
Hong Kong

•Sanbase Interior
Contracting Ltd.

公眾教育

•Hong Kong University
- CePort Center of
Psycho-Oncology
Research and Training

•李耀文小姐

•鄭瑞泰律師

•史泰祖醫生

•李艷萍醫生

•釋衍隱法師

•何立言醫生

•李賀游博士

•錢素娟女士

•袁兆燦醫生

•李雪姬女士

•鍾金愛女士

•Hong Kong University Shenzhen Hospital

•溫拿

•李雯琪女士

•關麗貞女士

‧明周文化

•杜海柱先生

•阮慈娟女士

•Hotel Indigo Hong Kong
Island

‧都市日報

•林冰醫生

•陳國賓先生

‧樂怡生活

•HOTEL VIC on the
Harbour

•林嘉安醫生

•陳家聰先生

‧Ms. Tracy Fung

•林國雄先生

•陳林醫生

•Huabao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E xpat Living

•林愛珍女士

•陳添偉醫生

•Liv Magazine

•林讚育先生

•陳麗玲姑娘

•Zip Magazine

•林馨小姐

•雲崇先生

•柯婉媚女士

•韓瑞瓊女士

癌症基金會服務中心

•梁佑文先生

•馬國權醫生

•何昌恒先生

•梁子翹女士

•魯美娟女士

•何蕙賢女士

•梁寶珊女士

•麥婉霞女士

•余麗美女士

•梁憲孫醫生

•黃信先生

•劉嘉興中醫師

•梁沛忠師父

•黃國田醫生

•劉浩基先生

•梁滿金女士

•黃志雄先生

•劉燕玲女士

•梁潔文女士

•黃昇平伉儷

•Institution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Hong
Kong)
•InterContinental Hotels
Group
•JAYJUN Cosmetic
•King George V School
•Kowloon Cricket Club

•黃淑敏小姐

•互勉會

•黃美華女士

•蕙蘭社

•Stephanie Tresch
Presley

•黃雅麗小姐

•前腺會

•Taikonaut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女士, 大紫荊勳賢, GBS

•黃雪美女士

•東日社

•黎凱玲女士

•向日葵互協會

•Transatlantic
Reinsurance Co.

榮譽主席

•黎美心小姐

•展晴社(香港)有限公司

•羅莎莉女士，BBS，MBE

•黎麗珍女士

•香港新聲會

•鄧永鏘爵士，KBE（已故）

•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

•屯門醫院造口之友

•中文大學醫學院生物
醫學學院

•東華醫院傳情舍

創辦人及總幹事

•妍進會

•羅莎莉女士，BBS，MBE

•仁濟醫院暨香港浸會
大學中醫診所及臨床
教研中心(下葵涌）

•妍康會

贊助人

執行委員會成員

•博愛醫院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臨床教研中心

其他

•羅啟良先生（聯席主席）

•岑 信棠醫生

•阮偉文博士（聯席主席）

•同心行攝影之友

•黃詩婷小姐

•李大成先生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
服務

•譚志強先生

•莫樹錦教授

•九龍半島醫學中心

•邵祖德醫生

•投 資者及理財教育
委員會

•小小環港澳慈善跑

•Alan H. Smith先生，JP

•中石化(香港)油站有限
公司

•袁兆燦醫生

•東華三院中醫醫療服務
•瓦里安醫療系統公司

•友邦歐陸嘉年華

醫生顧問團

•華樂會詠春研習導師

•約克幼稚園

•陳德章醫生

•虎豹樂圃

•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
限公司

•傅惠霖醫生

•豎琴之友
•豎琴夢天使義工團

•香港摩天輪

•鄺藹慧醫生

•青山醫院精神健康學院

•Mr. Thomas Chan

•鄺維基醫生

•香港健康協會

•Mr. William Furniss

•李詠梅醫生

•香港傷健協會

•Mr. Blake Ireland

•莫樹錦教授

•香港城壺球協會

•Ms. Ven Lam

•岑信棠醫生，JP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

•Ms. Joby Lau

•韋霖教授

•香港新葡萄使工

•Mr. Alasdair Pitt

•袁兆燦醫生

•香港柔力球總會

•Mr. David Ratliff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
學院

•Ms. Janice Town

財務顧問

•Ms. Natalie Yiu

•李大成先生

•香港藥學服務基金及賽
馬會長者藥物認知
推廣計劃

•Agenda Consulting

•羅啟良先生

•Bloomberg L.P.

•David T. Ratliff先生

•CPA Austrlia Ltd.

•Alan H. Smith先生，JP

•香港防癌天使服務協會
•香港防癌會賽馬會癌症
康復中心
•香港髮型協會

•Disney On Ice Hong
Kong
•GFI HKFC 10s
•HSBC Life
(International) Limited

•何鳳珠博士

專業顧問團
•陳麗雲教授，JP
•周慧文小姐
•莊日昶教授

癌協之友

•Life Solutions

•慶生會

•白鴻滕先生

•紫荊社

•Northcroft Hong Kong
Ltd.

•CanSurvive

•PizzaExpress (HK) Ltd.

•David T. Ratliff先生

•祥康之友

•Prudential Hong Kong
Limited

•Christopher J. Smith先生

•Ralph Lauren (Hong
Kong) Retail Company
Limited

•王培芬女士

•筆墨閒情書畫學會
•香港骨髓移植復康會
•香港胃腸道基質瘤協會
•香港創域會有限公司
•香港造口人協會
•健樂社

•Lumen Kinoshita女士

•程思雅教授

•Ringling Bros.- Barnum
& Bailey International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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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用紙 愛護地球！
選擇接收電子會訊！
如欲接收電子會訊，請把你的姓名、電郵地址及
電話號碼電郵至public@hkcf.org，加入我們的電
郵通訊錄。

更新個人聯絡資料
若你最近曾搬遷或更改聯絡資料，請把你的姓名、
捐款者編號及聯絡資料電郵至 hkcf@hkcf.org，
與我們保持緊密聯繫。請放心，你的個人資料將保
密處理。

香港中環荷李活道32號建業榮基中心25樓2501室
電話 3667 6300 | 傳真 3667 2100 | 網站 www.cancer-fund.org
諮詢熱線 3656 0800

Become Our Fan

Hong Kong Cancer Fu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