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音樂聲中掀起活動序曲，動物園的金園

長及大型布偶們引領著現場民眾一同帶動

唱，現場氣氛感人且熱鬧非凡。

知名主持人－楊月娥女士分享孩子

初罹患白血病時家人驚嚇、傷心的複雜心

情，以及面對治療時孩子身體不適時父母

難過、不捨的心路歷程。小勇士小蓁一路

走來雖然辛苦，在專業的治療團隊以及全

家人愛的陪伴下順利完成抗癌療程，兒童

癌症基金會林東燦執行長頒贈療程結業證

書，恭喜小蓁完成治療，鼓舞孩子邁向新

的里程碑。也期許每個正在治療中的孩子

都能順利完成治療。

現場楊月娥女士親身經驗分享，溫柔

又感性的呼籲，鼓勵孩子們透過正統的

治療與家屬的支持陪伴下，勇敢面對癌

症治療的挑戰，用愛戰勝癌症。

當天的舞台表演由抗癌成功小勇士－

毓凱帶來了一段精彩絕倫的武術表演，矯

健的身手令人讚嘆不絕。振鑫擊鼓獅藝坊

鼓樂齊聲，舞獅吐聯「首府傳愛，擁愛勝

協助抗癌小勇士，讓孩子們能夠戰勝

疾病、擁抱希望健康成長，是兒童癌症基

金會一直以來最大的目標。在今年的 5 月

5 日，我們特別以關注抗癌小勇士們為主

題，策劃了一場【愛在兒癌 迎向未來 55

作伙齊步走】健走活動，並於台北市立動

物園大門廣場舉行，號召社會大眾一同響

應，開心健康作伙走。

春暖花開的五月天，前來為抗癌小

勇士加油的人們陸續湧入，參加者戴上特

別訂製紀念帽，在【快樂天堂】溫暖熟悉

愛在兒癌 迎向未來 55 作伙齊步走

■ 文 / 財務部督導 林純如

癌」 「愛在兒癌，迎向未來」來呼應此次

健走的主題。即將邁入大學新鮮人，端莊

秀麗的抗癌小勇士孟倢擔任活動主持人之

一，同時還以古箏演奏了「青花瓷」，將

現場氣氛帶進了思古的情懷。13 年來每

年持續為抗癌小勇士們辦理兒癌青少年展

翅生活營的台灣大學童癌童語服務社及石

碇國中同學帶來的熱舞和話劇演出更是贏

得現場的民眾如雷掌聲。兒癌基金會發起

的小麻雀合唱團與拉章吉他樂團攜手演唱

「今天就是幸福」。新中區扶輪社帶來舞

蹈表演以及受孩子們歡迎浩平 & 莎莎及哈

比比玩偶。青少年抗癌歌手陳念澤，透過

抗癌歷程分享：抗癌艱辛不只一哩路，需

要比健走挑戰更加長久的毅力與努力。念

澤更從歌聲中傳遞了愛、希望與積極面對

人生的動人情懷。

動物園的金園長及大型布偶

兒童癌症基金會林東燦執行長

楊月娥女士及其家人

毓凱的武術表演

振鑫擊鼓獅藝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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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性與感性的熱鬧氣氛中，長期以

來扶持基金會的機關團體及熱心民眾，透

過一點一滴的愛心支持幫助兒癌、協助兒

癌。感謝「首府國際青年商會」持續 10

年對抗癌小勇士不間斷的愛，並凝聚社會

大眾的愛心與龐大的力量，協助基金會在

此次健走公益活動能辦的如此順利圓滿。

感謝動物園之友協會，協會長期給孩子們

關懷和鼓勵，也是今年健走活動舉辦上的

最大推手。特別是精心安排的藏書票拓

台灣大學童癌童語服務社

青少年抗癌歌手陳念澤

首府國際青年商會

首府國際青年商會

藏書票拓印

藏書票拓印

小麻雀合唱團與拉章吉他樂團

新中區扶輪社

浩平 & 莎莎及哈比比玩偶

孟倢演奏古箏

印，帶給與會的每位嘉賓，一份幸福滿滿

的獨特紀念。

大象慷慨激昂的聲音掀起活動的最

高潮，凝聚了齊步健走的群眾與大小朋友

們，在歡樂、輕快充滿童趣的世界名曲 -

【玩具兵進行曲】中大大小小的步伐勇往

直前。愛在兒癌 迎向未來，是我們對孩子

的承諾。抗癌小勇士們精采的表現，也讓

我們感受的孩子們戰勝病痛，活出滿滿的

生命力，兒童癌症基金會將不斷致力於兒

童癌症宣導及抗癌小勇士的關懷服務，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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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實際的行動與支持，給予抗癌小勇士在

抗癌路上最溫暖的陪伴。小小信念即是愛

心幼苗，歡迎各界人士一同守護兒癌，與

我們一同攜手帶領抗癌小勇士發現生命的

無限可能。

首府青商會十年愛相隨 

■  文 / 首府國際青年商會 107 年會長顧問 / 病童家屬 

李俊德

2001 年姪兒被診斷出急性骨髓型白

血病

2005 年初秋十七歲正值年華的生命

劃下了休止符 ........

憶起四年來穿梭在醫院病房間，看到

許多孩子因疾病治療，少了同齡孩子的稚

氣，心智上早熟懂事，在面對艱辛漫長的

治療過程中，更是表現出過人的毅力與勇

氣。人生像一列單行列車無法回頭，失去

至親傷痛後，在我腦海時常浮現孩子對抗

病魔的畫面揮之不去 ........

當一個孩子生病對家庭是很直接而強

烈衝擊，而後還需面對漫長治療過程中病

情的起伏變化，家屬一路走來身心的壓力

與煎熬往往是無盡的淚水，難以言語。我

開始在思考能為這些孩子做些什麼？

2009 年我所屬的社團 ~ 台北市首府

國際青年商會，在規劃年度社區服務公益

活動，我提案拜訪 [ 兒童癌症基金會 ] 爭

取合辦年度 [ 關懷兒癌公益活動 ]，獲得

社區理事蔡焦緯先生響應，及何朋諭會長

大力支持。開始全體會員總動員，從分組

工作、開會討論、執行修正，每每挑燈夜

戰，為的就是要確認活動中每個環節做到

最好，讓前來參活動的孩子帶回滿滿的回

憶。首年活動假台北市立科博館舉行，活

動順利圓滿成功，同時也埋下愛的種子。

2010年會務團隊在陳漢賓會長的帶領下，

繼續接棒第二年的 { 關懷兒癌公益活動 }，

往後幾年在歷任會長的共識下，關懷兒癌

活動就像田徑場上接力的馬拉松賽事，一

年一棒傳承至今。

時光荏苒，轉眼間愛的種子已歷經

十年寒暑不斷的成長茁壯，近幾年活動青

商會更邀集了企業界、民間團體、學校社

團 ... 等，一同共襄盛舉。每年活動所投入

的人力、財務、資源規模逐年擴增。首府

青商會亦將兒癌關懷活動列入每年指標性

會務活動，為的是讓更多人認識兒癌、關

心兒癌、讓孩子在抗癌的路上不孤單。

穿越時空的長廊，在有限的生命裡

綻放光芒。感念首府青商會歷屆會長，帶

領優秀會務團隊傳承這份愛，十年里程任

重道遠，相信我們可以與兒癌基金會一起

攜手走過無數個十年。兒童癌症基金會長

期針對全台十八歲以下病童提供醫療、藥

品、生活諮詢及弱勢家庭關懷 .... 等方面，

給予適時援助，是目前全台唯一專責服務

癌症兒童的公益團體。

你我有情生命不停，讓我們持續秉持

這份愛，一起認識兒癌、關懷兒癌。

化思念為祝福

■ 文 / 奕華媽媽 陳彤

有一段智慧的文字是這麼說的：一

直善良下去，總會離幸福很近，你所給予

的都會回到你身上。或許你現在並沒有覺

知，但它一定會繞回來。凡你對別人所做

的，就是對自己做。不管你對別人做了什

麼，那個真正接收的人，並不是別人，而

是你自己；表面上看來，當你給予他人，

當你為別人付出，而真正獲利的也不是別

人，而是你自己。你給別人的，其實是給

自己。

謝謝兒童癌症基金會 一直以來無私

的陪伴，2008 年的秋天，在我孩子遭受

生命危難的時候，是兒癌一直守護著我和

孩子，給我們鼓勵和安慰，雖然疾病來得

無情，但是卻感受無與倫比的溫暖人心，

兒癌基金會數十年來，陪伴著無數的癌兒

的家庭，能在多處難關煎熬時伸出援手，

讓我們身心得以喘息，給予治療中的孩子

正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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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日榮幸得兒癌基金會所邀，

參與此次健走活動，能與癌兒家庭同聚歡

樂，見到孩子們的太陽般笑容，原來最開

心的人是我，收到最多歡樂的是我。 非常

感恩兒癌基金會給予的溫暖支持。

經由戲劇老師的指導之下，老師教我

們什麼是轉場，什麼是走位，什麼是說話

的語調。像是轉場，演員在跑步那幕的轉

場，是老師他參考自日本的綜藝節目超級

變變變，那個轉場真的很酷！連我們的學

姊都驚艷到！那時候的我們發覺原來戲劇

也可以那麼的有趣，我們石碇國中是玩真

的！

直到最後一次上場前的排練，我們的

組員哭了，因為她一直演不好，當時也天

暗了，因此她倍感壓力。但是，大家都很

積極地陪他練，練到成功為止，任何人到

最後都沒有一句怨言，即使到很晚我們還

很堅持的要成功演完 3 次再回家，大砲老

師還為此感到欣慰！哈哈哈。

在表演當天，大家都非常的緊張，有

的緊張到臉色發白，有的緊張到肚子痛，

有的緊張到說不出話來，直到大砲老師到

場，他和我們說了很多，他說 :「演出就

是讓自己高興，讓台下開心，你們很努力

了，加油！」。這話一直烙印在我們的心

裡，因為就是這句話，讓大家的心漸漸的

平復下來。直到上台的那刻，大家都還在

剉，但是還是順利地演完了！雖然我們不

收穫滿滿的服務學習

■ 文 / 石碇國中 潘俐穎

我們學校一直有服務學習這個課程，

在我們所有國二中，是大家完全不想面對

的事情，因為那會犧牲很多我們玩樂的時

間，尤其是這年紀的我們，但當我們真的

開始做的時候才發現，哇！原來服務學習

是一件讓我們收穫滿滿的事情！

經過資料的搜集和討論過後，我們選

出兒癌作為我們的服務對象，之後也成功

連絡上基金會，在了解基金會的需求後，

基金會邀請我們在 5/5 的健走活動中表

演。之後，我們就開始密集討論當天要表

演什麼，想要帶給大家什樣的感覺？要如

何呈現才是最完美的？

在老師的引導之下，我們最後以戲

劇加舞蹈的方式呈現。戲劇的部分來呈現

「永不放棄，努力不懈」的抗癌精神；至

於舞蹈，若只有戲劇會很單調，所以加了

舞蹈讓這表演豐富起來。

一開始我們本來想要簡單的表演而

已，也就是單純舞蹈。但大砲老師跟我們

說，要做就必須是個演出，而不可以只是

國中生的表演的感覺。當時我的感受就是：

嗯！老師說的對！我們不能讓大家覺得我

們是抱著隨隨便便的態度來表演的，而是

有目標的進行這件事。

之後我們就開始寫劇本，但劇本的問

題滿多的，我們就向大砲老師求助，老師

又找了專業的戲劇老師來幫助我們。

是表演的最完美的那組，但是我們的確都

盡我們最大的力量去把它呈現出來，事實

上當天的表演也是我們演出最好的一次。

在這次的服務學習當中，雖然很累，

假日也沒有休息，而且也常因為意見不合

而吵架，但是因為我們的組員很認真，就

算吵架、累都會持續練習再練習，也因為

這樣，我們才能在表演時，將平時練習的

成果表演出來。從第一次大家的羞澀、講

話不清晰、走位和轉場的不順暢，到最

後大家越來越放得開，越來越投入這場表

演，雖然這些過程很辛苦，不過我覺得很

值得。在幫助別人的當中，也讓自己成長

了許多，我們還了解到服務學習可以說是

祝福的意思，在祝福的當中，我們也同時

在祝福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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