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期重點內容： 

癌聯年報    癌聯動向   學員分享   講座推介   

 

各區癌關小組聚會和活動 



 

 

2 

2020-2021 年度報告 

主要內容，包括︰ 

 事工簡介 

 癌關團契及小組分佈圖 

 財政狀況‥‥等 

按此瀏覽 足本報告 

https://40c0dc91-31cb-4632-8616-5a606ce9980a.filesusr.com/ugd/af9095_f45a4af81ec14345badec96905303f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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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5月 21日(五)下午 5時，「基督教癌聯」

於中環辦公室召開 2021-2022年度周年會員大會。疫情

下感謝 17 位會員抽空出席及 3 位列席參與，每位到場

會員均獲發 2020-2021 年度報告乙份。 

 

大會由張樹萱牧師禱告後正式開始；理事會主席

何慧芬牧師向會員匯報 2020 至 2021 年度工作的

成果及介紹下年度事工安排(除舉辦講座外、將

推出更新編排之訓練課程，並出版義工手冊和新

一輯病友見證集)。整個年度舉辦之項目雖因應

疫情由實體改為網上進行，然而「基督教癌聯」

仍盡力發揮癌關平台這角色，保持對教會癌關事

工的支援和守望。 

 

司庫黃綺芬姊妹負責報告

2020 年財政狀況，交代支出項目

及奉獻收入。 

 

會員以舉手方式一致通過事工報

告與展望、財政報告，以及委任會計

師擔任 2021年核數工作。 

 

理事會人事變動如下︰現任理事

尚佩冰牧師(基督教宣道會藍田堂 代

表)因已退休，由 5月 12日起轉為個人

會員以完成餘下一年任期。伍儒敬博

士(個人會員)任期屆滿兩年，已卸任

理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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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理事選舉，共有四位候選人；分別為任期屆滿兩年的教會會員

代表︰香港聖公會聖匠堂–張樹萱牧師 及 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座堂–江偉

安弟兄；以及首次參選的教會會員代表︰基督教宣道會藍田堂–鄭慧芝

姊妹 及 個人會員–吳偉傑弟兄。選舉過程由創會顧問陳一華牧師主持，

會員完成投票程序後，四位候選人正式當選。第九屆理事會隨即誕生，

連同上屆的五位理事，新一屆理事會成員共有九位。第九屆理事會崗位

互選於大會結束後進行。 

 

2021 下半年的公開/網上講座及課

程安排由梁美燕姑娘簡介，並歡迎會員

自由取用「基督教癌聯」出版之刊物。

到了尾聲由尚佩冰牧師作結束禱告，為

是次大會劃上句號。會後顧問、理事與

在場會員也趁此良機，彼此關心問候、

分享癌關事奉的期望和想法，期待日後

有更多交流合作，同心在主裡一起承擔

癌關使命。 

 

第九屆理事會 

主席：江偉安弟兄 

副主席：何慧芬牧師 

書記：馮原香妹師母 

司庫：黃綺芬姊妹 

理事：尚佩冰牧師 

理事：張樹萱牧師 

理事：車品豪牧師 

理事：吳偉傑弟兄 

理事：鄭慧芝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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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黎素芳牧師 (2021新界北區) 

 

這課程令我對關懷癌症病人有全面的認識，包括認識癌症、對癌症病人靈

性關顧、助人者的生命質素、關懷癌患者的家屬、教會如何實踐癌症關懷事工。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課堂是認識癌症病患者的情緒反應與需要。 

 

還記得講員提及癌關最重要是關懷者對患癌的看法和心態。第一，要明白

罪與疾病之間不一定有必然關係，犯罪可以引致生病，但不等於生病就是犯了

罪，這點讓我更多理解患癌者當刻的心情狀況：「為什麼是我呢?」以致我能較

適切回應對方當刻的需要。第二，講員提及關懷者和他/她所關懷的病友都是照

著上帝形象所造，這點提醒我不要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去關懷癌友。在神眼中，每

一個人也是祂所寶貴的，需要以平等方式看待對方，一起同行，與病友經歷高山

低谷。第三，講員提醒關心病友身體的同時，也要照顧病友的心靈需要，學習用

心聆聽對方，建立一種互信和安全的關係，讓病友自由地表達此時刻的感受和爭

扎，這幫助我將焦點從自己放在上帝身上，祂才是我關懷別人的力量來源！ 

 

很喜歡一位講員所講的比喻：癌關是一場馬拉松，關懷者在整場賽場中成

為跑手(癌友)的打氣者，要按跑手步伐同行，重要的是長久的支持，無論路途中

發生什麼事情，也樂意聆聽和陪伴。課程中，不同的講員也提及一件相同的事：

癌關並非一個人單打獨鬥的事，而是團隊合作。講員們多次叮嚀，作為關懷者，

只需要做自己可以做的事便足夠，即使一件很微小的事，對於癌友也是一杯涼

水！病友、家人、不同的關懷者互相協調、彼此支持，才能一起建構這幅美麗圖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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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 請掃描 

QR CODE 或 

按此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h1eON1d7lZun7rtsUpX_ezf48i4bHmRhGs3RNcR4m45Jr5g/viewform


 

 

7 

主辦︰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癌症肢體關懷小組> 

主題︰凡「事」都能做？(腓立比書四 10-14) 

主講︰唐力行傳道 

見證︰梁麗娟姊妹 

日期︰2021 年 7 月 3 日(六) 

時間︰10:45am – 12:45pm 

地點︰教會一樓禮堂 (實體聚會) 

 

** 毋須報名．歡迎參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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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 請掃描

QR CODE 或 

按此報名 

https://forms.gle/jyTKnMksVPRrRmy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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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下載 

報名表格 

https://bit.ly/2RX67Kv
https://bit.ly/2RX67Kv
https://bit.ly/2RX67Kv


 

 

12 

 

「基督教癌聯」鼓勵舊學員溫故知新，深化學

習、更新資訊，歡迎以往曾修讀此課程之學員

再次報讀。 
 

日期：2021.9.18 至 11.13(六) <2021.11.6 停課一次> 共 8堂 

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 至 4 時 30分 

地點：小瀝源平安福音堂 (沙田源順圍 28 號 7樓 708-722室都會廣場) 

形式︰實體 上課 

費用︰$300(會員$200)不包括證書 

報名︰按此下載報名表 

查詢︰2237 1722 

https://bit.ly/3wfKsvO
https://bit.ly/3wfKs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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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者 ， 癌 症 病

人，癌患家屬、

癌關大使學員 的

生命見證 

免費取用 

歡迎自由奉獻 

電話查詢  2237 1722 



 

 

15 

  

※ 「基督教癌聯」周年會員大會已於 5 月 21 日(五)順利

舉行；新一屆理事會亦已誕生。祈求天父帶領新的團

隊組合，彼此配搭、各按各職，發揮所長及恩賜，同

心合力為癌聯籌劃未來發展！ 

 

 

 

 

 

※  9至 11 月「癌症病人關懷大使」訓練課程，現已開始招

生。今期將在沙田區實體上課，求主感動有志加入癌

關服侍的信徒報讀，為癌關大使增添新力軍！另外舊

學員重讀亦同步招生，盼望舊學員把握機會温故知

新。請記念。 

 

※  願神使用 8月 7日<淺談癌症患病者的社交及心理需要>

網上癌關講座內容，幫助家人或照顧者能更貼心地關

懷身邊的病友！ 

 

※ 教會癌關團契及小組，大部份己重新運作。願主使用

這些聚會，又透過組員間的親身慰問與關懷，將他們

再次凝聚一起，在抗癌路繼續並肩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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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第一週聚會 

2021 年 6 月份聚會 2021 年 7 月份聚會 

播道會港福堂 「癌症肢體關懷小組」 

日期 5/6/2021(六) 3/7/2021(六) 

時間 上午 10:45 - 下午 12:45 上午 10:45 - 下午 12:45 

地點 港福堂一樓禮堂   (實體聚會) 港福堂一樓禮堂   (實體聚會) 

主題 病中想起誰？(詩篇四十一 11) 

余德淳博士  主講 

凡「事」都能做？(腓立比書四 10-14) 

唐力行傳道  主講 

基督教銘恩堂大埔堂 「同路人團契」 

日期 5/6/2021(六) 3/7/2021(六) 

時間 下午 2:30–4:30 下午 2:30–4:30 

地點 教會活動室 8 教會活動室 8 

主題 治癌路上：水腫的處理方法 

黎家慧姑娘主講 (物理治療師) 

治癌路上：照顧者的心靈關顧  

陳惠芬姑娘主講 (前主任院牧) 

禮賢會大埔堂「活水組」 

日期 6/6/2021(日) 4/7/2021(日) 

時間 上午 11:30 上午 11:30 

地點 禮賢會大埔堂三樓 禮賢會大埔堂三樓 

主題 詩歌、信息、過來人分享及代禱 詩歌、信息、過來人分享及代禱 



 

 

17 

 

 

  

  

每月第二週聚會 

2021 年 6 月份聚會 2021 年 7 月份聚會 

宣道會藍田堂「福蔭團契」 

日期 12/6/2021(六) 10/7/2021(六) 

時間 下午 2:00 - 4:00 下午 2:00 - 4:00 

主講 呂偉欣博士 – 

主題 治療 2021 update 你 待定 

宣道會屯門堂「恩癒同路」 

日期 12/6/2021(六) 10/7/2021(六) 

時間 下午 2:00–3:30 下午 2:00–3:30 

地點 1A 副堂 1A 副堂 

主題 病患者見證、彼此分享、 

支持代禱、愛心湯水招待 

病患者見證、彼此分享、 

支持代禱、愛心湯水招待 

荃灣浸信會「谷百合團契」 

日期 13/6/2021(日) 11/7/2021(日) 

時間 下午 12:00–13:30 下午 12:00–13:30 

形式 – – 

主題 待定 待定 

聖公會聖匠堂、頌主堂「糧水團契」 

日期 13/6/2021(日) 11/7/2021(日) 

時間 下午 1:00–2:30 下午 1:00–2:30 

形式 實體 實體及視像 

主題 生死教育（梁梓敦先生 主講） 個人見證分享 

第一城浸信會「多加服侍小組」 

日期 13/6/2021(日) 11/7/2021(日) 

時間 下午 1:30–3:30 下午 1:30–3:30 

地點 都會廣場 311 室/視像 都會廣場 311 室/視像 

主題 我看見神的作為，祂以厚恩待我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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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第二週聚會 

2021 年 6 月份聚會 2021 年 7 月份聚會 

青山浸信會「同心同行關愛萱」 

日期 13/6/2021(日) 11/7/2021(日) 

時間 下午 2:00-3:30 下午 2:00-3:30 

地點 – – 

主題 待定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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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第三週聚會 

2021 年 6 月份聚會 2021 年 7 月份聚會 

觀潮浸信會「溪水旁小組」 

日期 19/6/2021(六) 17/7/2021(六) 

時間 上午 10:00-11:30 上午 10:00-11:30 

地點 觀潮浸信會 觀潮浸信會 

主題 「疫」有祝福之<放鬆系列 2> 「疫」有祝福之<飲食營養 > 

禮賢會九龍堂「同路人團契」 

日期 19/6/2021(六) 17/7/2021(六) 

時間 下午 2:00-4:00 下午 2:00-4:00 

主講 – – 

主題 待定 待定 

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座堂「杖竿團契」 

日期 19/6/2021(六) 17/7/2021(六) 

時間 下午 2:30–4:30 下午 2:30–4:30 

地點 – – 

主題 待定 待定 

宣道會宣愛堂「SOCARE 團契」 

日期 19/6/2021(六) 17/7/2021(六) 

時間 下午 3:00-4:30 下午 3:00-4:30 

地點 宣愛堂 小禮堂 宣愛堂 小禮堂 

主題 身心靈運動 見證分享︰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 

宣道會美孚堂「恩佑小組」 

日期 19/6/2021(六) 17/7/2021(六) 

時間 下午 3:00-5:00 下午 3:00-5:00 

形式 實體聚會 – 

主題 分享、祈禱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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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第三週聚會 

2021 年 6 月份聚會 2021 年 7 月份聚會 

宣道會元基堂「癒悅從心小組」 

日期 19/6/2021(六) 17/7/2021(六) 

時間 下午 5:00-6:30 下午 5:00-6:30 

形式 實體 實體 

主題 詩歌、經文、破冰遊戲、 

影片分享、分組 及 代禱 

詩歌、經文、破冰遊戲、 

影片分享、分組 及 代禱 

宣道會基蔭堂「新身心喜樂同行組」 

日期 20/6/2021(日) 18/7/2021(日) 

時間 下午 1:30-3:30 下午 1:30-3:30 

地點 – – 

主題 探訪 待定 

播道會厚恩堂「彩虹約會」 

日期 20/6/2021(日) 18/7/2021(日) 

時間 下午 2:30-4:00 下午 2:30-4:00 

地點 – – 

主題 待定 待定 

九龍城浸信會「晴心組」 

日期 20/6/2021(日) 18/7/2021(日) 

時間 下午 2:30-4:30 下午 2:30-4:30 

地點 地庫小禮堂 地庫小禮堂 

主題 分享週 分享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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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第四週聚會 

2021 年 6 月份聚會 2021 年 7 月份聚會 

香港仔浸信會「沿途有祢小組」 

日期 雙月休會 24/7/2021(六) 

時間 – 下午 2:30-4:00 

地點 – – 

主題 – 待定 

中國基督徒傳道會西大堂「悅晴牽小組」 

日期 26/6/2021(六) 24/7/2021(六) 

時間 下午 3:00-5:00 下午 3:00-5:00 

地點 – – 

主題 待定 待定 

宣道會葵芳堂「癌關祈禱小組」 

日期 26/6/2021(六) 24/7/2021(六) 

時間 下午 3:30-5:00 下午 2:30-4:00 

地點 – 荃灣浸信會 

主題 探訪 癌症知多少 (蔡智賢醫生 主講) 

尖沙咀平安福音堂「拉撒路小組」 

日期 27/6/2021(日) 25/7/2021(日) 

時間 下午 2:30-4:00 下午 2:30-4:00 

形式 實體聚會 實體聚會 

主題 靈修學習 相交 

宣道會證恩堂「橄欖油小組」 

日期 27/6/2021(日) 25/7/2021(日) 

時間 – 下午 1:30-3:30 

形式 – 實體聚會 

主題 休會 癌症病人心靈和靈性需要 

講員︰梁美燕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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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關小組/ 
病患小組*名稱 

聚會日期/時間 地址 附註 查詢 

播道會港福堂 
癌病肢體 
關懷小組 

逢每月第一個週六 

上午 10:45 –  

下午 12:45 

香港金鐘夏懿道 16號遠東

金融中心 1樓 

需預先報名 何慧芬牧師 

2521 2500 

基督教銘恩堂
大埔堂 

同路人團契 

逢每月第一個週六 

下午 2:30-4:00 

香港新界大埔大元邨多層停

車場 1號地下 

公開小組 王利萍傳道 

3971 4325 

禮賢會大埔堂 
活水組* 

逢每月第一個主日 

上午 11:30 

新界大埔汀角路 7號 

禮賢會大埔堂三樓 

公開小組 杜紹君傳道 

2665 1786 

荃灣浸信會 
谷百合組 

逢每月第每月 

第二個主日 

中午 12:00- 

下午 1:30 

新界荃灣青山道 99-113號 

八樓 802室 

需預先報名 幹事或 

廖麗華姑娘 

2498 0378 

青山浸信會 

同心同行關愛萱 

逢每月第二個主日 

下午 2:00-3:30 

新界屯門達仁坊 13號 需預先報名 馮原香妹師母 

2450 8293 

中華基督教會
望覺堂 

護心喜樂團契 

逢每月第二個週六 

下午 2:00-4:00 

九龍旺角弼街 56號 

基督教大樓 四樓 炳炎堂 

公開小組 凌紹祥醫生 

2394 1412 

(需預先報名) 

宣道會藍田堂 
福蔭團契 

逢每月第二個週六 

下午 2:00-4:00 

九龍藍田地鐵站 A出口 

匯景商場第六層平台 

(即大快活樓上) 

公開團契 尚佩冰牧師 

2346 9681 

宣道會屯門堂 
恩癒同路* 

逢每月第二個週六 

下午 3:15-5:00 
新界屯門景峰花園商場 

1A-1B(1A副堂) 

公開團契 陳潔瑩傳道 

2457 4781 

聖公會聖匠堂
頌主堂 
糧水團契 

逢每月第二個主日 

下午 1:00-2:30 

九龍紅磡戴亞街壹號 

聖公會聖匠堂 

公開小組 團契負責人 

2362 0301 

第一城浸信會 
多加服侍小組 

逢每月第二個主日 

下午 1:30-3:30 

新界沙田第一城 

呂明才小學一樓禮堂 

公開小組 何潤梅傳道 

2645 5323 

觀潮浸信會 
溪水旁小組 

逢每月第三個週六 

上午 10:00- 

中午 12:00 

九龍觀塘翠屏道 11號 公開小組 何永強牧師 

2341 1158 

(需預先報名) 

香港聖公會 
聖三一座堂 
杖竿團契 

逢每月第三個週六 

下午 2:30-4:30 

九龍九龍城馬頭涌道 135號 公開小組 江偉安弟兄 

9037 4950 

*部份癌關小組歡迎其他長期病患者參加，有興趣者可向小組負責人查詢。 

**上述資料只供參考，其他癌症關懷小組聚會資料，請登入癌聯網頁 www.hkccca.org 查閱或直接向有關教會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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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關小組/ 

病患小組*名稱 

聚會日期/時間 地址 附註 查詢 

宣道會美孚堂 
恩佑小組 

逢每月第三個週六 
下午 3:00-4:30 

九龍美孚第八期商場三樓 
陶源酒家樓上 
(宣美自修中心) 

公開小組 曾珮珊傳道 
2744 7108 

宣道會宣愛堂 
SOCare團契 

逢每月第三個週六 
下午 3:00-4:30 

新界將軍澳唐俊街六號 
(宣道會宣基中學內) 

宣愛堂小禮堂 

需預先報名 陳德晶傳道 
2274 4003 

宣道會元基堂 
癒悅從心小組 

逢每月第三個週六 
下午 5:00-6:30 

新界元朗康樂路 31號 
嘉好大廈 2字樓 

需預先報名 張少芬姊妹 
2479 9138 

宣道會基蔭堂 
新身心 

喜樂同行組 

逢每月第三個主日 
下午 1:30-3:30 

新界荃灣西樓角路 1號新領
域廣場 11樓全層 

需預先報名 關敏儀傳道 
2492 6502 

播道會厚恩堂 
彩虹約會 

逢每月第三個主日 
下午 2:30-4:00 

新界將軍澳厚德邨德康樓側 
(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 

公開小組 陳家恩傳道 
2702 3886 

九龍城浸信會 
晴心組 

逢每月第三個及 
第五個主日 

下午 2:30-4:30 

九龍九龍城亞皆老街 206號 
四樓禮堂 

公開團契 陳 淳傳道 
2713 5111 

禮賢會九龍堂 
同路人團契 

逢每月第三個週六 
下午 2:00-4:00 

九龍塘又一村達之路 12號 
313室 

公開小組 陳進華牧師 
2397 5511 

中國基督徒 
傳道會西大堂 
悅晴牽小組 

逢每月第四個週六 
下午 3:00-5:00 

香港筲箕灣道 416-426號 
富景大樓 1字樓 A座 

公開小組 張敏慧姊妹 
(小組組長) 
5115 1987 

宣道會葵芳堂 
癌關祈禱小組 

逢每月第四個週六 
下午 3:30-5:00 

葵涌 葵芳邨 葵安樓一至四
號地下 

需預先報名 區佩蓮傳道 
2401 1108 

香港仔浸信會 
沿途有祢小組 

逢單月第四個週六 
下午 2:30 

香港仔水塘道 11號 
教會副堂 4-6 

公開小組 何偉明傳道 
2552 9059 

尖沙咀 
平安福音堂 
拉撒路小組 

逢每月 
第四或五個主日 

下午 1:30-2:30 

九龍佐敦德興街 11-12號 
興富中心二樓 

需預先報名 方彩蓮姊妹 
9490 3034 

宣道會證恩堂 
橄欖油小組 

逢每月 
最後一個主日 
下午 1:30-3:30 

新界大圍文禮路 43-49號 
文禮閣第四座地下 1-5號舖 

公開小組 劉翠紅傳道
2604 8777 

*部份癌關小組歡迎其他長期病患者參加，有興趣者可向小組負責人查詢。 

**上述資料只供參考，其他癌症關懷小組聚會資料，請登入癌聯網頁 www.hkccca.org 查閱或直接向有關教會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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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象透過教會的關懷及在教會中的生活，讓癌病患者及其家人認識及接受主耶穌

基督的愛，使他們在心靈上得到支持及醫治。藉著對神的信靠，使他們得豐盛生命。 

 

使命致力在各教會推廣及支援癌症關懷(癌關)的工作和事工發展，作為一道橋樑，

把癌病患者與香港基督教各教會連繫起來；在服侍中持守聖經的真理，同時竭力保

守信徒之間合一見證。 

 

 

 

工作範疇 

  向信徒提供癌關及探訪訓練。 

  推廣癌關事工至香港各教會，讓他們關注/成立癌關小組。 

  凝聚、聯繫及支援教會癌關事工，並轉介癌症病友至地區堂會。 

 聯絡有關組織，使社區資源得以善用。 

 

 

 

 

 

 

 

 

 

 

 

 

 
 

 

 

 

如不欲收取通訊者，請以電郵回覆並註明“不欲收取”，我們便會將你的電郵從名單中刪除。謝謝！  

到訪辦公室 

 
位置 
中環德輔道中 44-46 號 

日發大厦 12 字樓(利源西街入口)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9:00 -下午 6:00 

星期六上午 9:00 -下午 1:00 

http://www.hkccca.org/files/images/map_yatfat.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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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Christian Cancer Care Association 
地址：中環德輔道中 44-46 號日發大厦 12 字樓 

                                                   電話：2237 1722     電郵：hkccca@gmail.com     網頁：http://www.hkccca.org 

 

 

如有感動願意支持本會，請填妥下列表格並交回基督教癌聯： 
 

(A) 我願意對癌關事工有以下回應： 

 我願意為癌關事工一次過奉獻： 

$2000  $1000   $500   $100 其他：$    

 

 我願意按月奉獻： 

 $1500$1000$500$200$100 其他：$    

(由  年  月至  年  月) 

(有關自動轉賬之申請可聯絡基督教癌聯同工) 

 

  我願意關心代禱 

 我願意收到基督教癌聯通訊 

 

(B) 奉獻途徑： 

1. 請用劃線支票連同此表格寄回本會，支票抬頭為「香港基督教癌症關懷事工聯會」 

或「Hong Kong Christian Cancer Care Association」。 

2. 請將現金或支票存入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戶口：098743594838，或中國建設銀行

(亞洲)股份有限公司戶口：006884680，然後將存款收條連同此表格寄回基督教癌

聯，或傳真至 2237-1733。 

3. 透過轉數快 FPS ID:6999338，轉入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戶口：098743594838，然後

將轉數收條連同此表格寄回基督教癌聯，或傳真至 2237-1733。 
 

(C) 奉獻者資料： 

姓名：  先生/女士/牧師/傳道   所屬教會：  

聯絡地址：  

電郵：  聯絡電話：  

是否需要收據？是/否(奉獻滿港幣一百元以上，可憑收據申請扣減稅項) 

奉獻者簽署：  日期：  
 
 

你的個人資料絕對保密，只供本會與閣下聯絡，並作捐款處理及寄發收據之用。此外本會將透

過你的通訊資料提供有關癌症關懷、籌款、活動等資訊，請以"✓"號表示： 

 

本人同意/不同意基督教癌聯向我提供有關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