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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冼掁鋒醫生 

(血液病理科專科醫生 

香港大學病理學系臨床助理教授) 

 

1 何謂血癌 

2 如何診斷急性血癌 

 

 

 

 

血癌是因為造血細胞的基因突變，使其不受控地生長，從而破

壞骨髓正常的造血功能。臨床上，血癌可以分急性和慢性，急性血

癌又可分為急性髓性白血病(AML)和急性淋巴白血病(ALL)。急性髓

性白血病常見於成人，尤其年長病人比較多；急性淋巴白血病常見

於小童。急性血癌的病情發展相當迅速，病人可在短時間內急轉直

下，如不及時醫治，可在短時間內死亡。慢性血癌病情發展較慢，

即使不作任何醫治，病人可能會有一段長時間相安無事，但隨著時

間過去，癌細胞可能會因為不斷的基因突變，令它變得更具侵略

性，使到病人的病情急速轉壞。 

如果臨床上醫生懷疑病者患有急性血癌，醫生便會首先抽血

作血全數(complete blood count)的檢驗，再放病人的血液在

顯微鏡檢查有沒有癌細胞，如果有跡象顯示是急性血癌，醫生

便會抽取骨髓樣本確診。 

急性血癌所引起的徵狀，是因為大量的癌細胞在骨髓繁殖，破壞了

正常的造血功能而導致的。骨髓不能製造紅血球，令身體有貧血徵

狀，例如疲倦、頭暈、氣促；骨髓不能製造正常的白血球，身體便容

易受到感染，會有高燒不退的病徵；骨髓不能製造血小板，身體便會

有無故出血的徵狀，如皮下出現小紅點、口腔出血、月經過多甚至腦

出血等。其他的徵狀包括骨痛、食慾不掁、體重下降、牙肉和淋巴腫

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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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骨髓樣本的化驗工作 
 

 

 

 

 

 

 

 

 

 

 

 

 

 

 

 

 

 

 

4 治療方向 
 

  

急性髓性白血病(AML)和急性淋巴白血病(ALL)的治療和預後

是完全不同，因此準確地將血癌分類是十分重要。除了靠顯微鏡

觀察外，主要採用流式細胞分析以鐳射光束射向細胞，由於不同

種類的血癌細胞有不同的抗原，它們可以被螢光抗體辨認，電腦

在分析螢光抗體信號之後會作出準確的分類。 

 

血癌是由基因突變引起，因此檢驗出癌變的基因對病人的醫

治十分重要。很多人以為所有急性血癌的病人需要進行骨髓移

植，但其實不然，如果某些病人復發機會低，就無必要做高風險

的骨髓移植。細胞遺傳學和基因化驗以幫助醫生評估復發風險，

例如急性淋巴白血病(ALL)的病人帶有費城染色體，病情會容易

惡化，復發機會高；急性髓性白血病如帶有 NPM1 基因突變，復

發機會較低，不需第一時間進行骨髓移植；相反，急性髓性血癌

帶有 FLT3-ITD基因變異，復發機會很高，要儘快安排移植。 
 

現代的組合化療藥物治療對急性血癌十

分有效，化療的组合分為引導期(用高劑量

化療組合以最快的速度殺死最多的癌細

胞，以引導病情達至完全緩解)、鞏固期

(用更高劑量的化療組合殺死剩餘的癌細

胞，以鞏固完全緩解的狀態)、維穩期(用

低劑量化療或骨髓移植去清除剩餘的癌細

胞，預防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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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最新發展 

 

(i) 微小殘留病提供重要預後資訊 
血癌患者在接受治療後，若癌細胞量少於 5%可視為完全緩解。

治療後殘留的癌細胞越少，復發機會便越低。微小殘留病（MRD）

指治療後仍存在於患者體內的微量癌細胞，靠傳統檢測方法難以
發現，但這微量的癌細胞都足以引起復發。若治療後還有微小殘

留病，那復發機會便較高；對於這極微小的殘留病，如果可以及

早作出治療，效果會比等到真正復發後才治療理想得多。目前只
要利用量化聚合酶連鎖反應技術（Quantitative PCR），或流式

細胞分析，便可準確量度 MRD，是血癌治療的一大突破。 

 
(ii) 標靶藥物和 CAR-T 

帶有費城染色體的急性淋巴白血病可以用酪氨酸激酶抑制劑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增加治療的效果，用最新的酪氨
酸激酶抑制劑 Ponatanib 再加上組合化療藥物，兩年的存活率達

80%。 

帶有 FLT3-ITD 基因突變的急性髓性白血病，可以用 FLT3 抑制
劑有效控制病情，用 FLT3 抑制劑再加上組合化療藥物，比起只用

傳統化療組合，可以提升平均存活率多四年；帶有 IDH1 或 IDH2

基因突變的急性髓性白血病，IDH抑制劑可以幫助控制病情。 
還有，最新的抗體治療是醫治急性淋巴白血病的希望。

Blinatumomab 和 inotuzumab 分別是針對 B 細胞急性淋巴白血病

的 CD19 和 CD22 抗原，這些單克隆抗體對 B 細胞急性淋巴白血病
療效十分顯著，尤其對於一些復發的病者，給了這些單克隆抗體，

大約七至八成的病人可以有效控制病情，並且清除骨髓內的微小

殘留病。 
CAR-T 療法是屬於免疫療法，原理是抽取病人的 T 淋巴細胞，

經過實驗室改造後，把它的受體變成嵌合抗原受體，令它們可以

針對 B 細胞急性淋巴白血病的 CD19 和 CD22 抗原，大舉進行攻擊，
殺滅癌細胞。這療法對復發或對大部分療法無效的 B 細胞急性淋

巴白血病十分顯著，令病情大大受控並可清除微小殘留病。  



 

 

5 

 

 

 

 

 

 

 

 

 

 

總括而言，隨著科研的不斷發展，血癌的診斷、醫治和病情監測也

不斷地進步，病人的預後和生活質素也不斷地改善。作為病人，最重

要的是保持樂觀的態度，與醫護人員緊密合作。當然，病者的家人朋

友、醫護人員甚至是為病者的血液和骨髓樣本進行檢驗的病理化驗室

的工作人員，都會是病人最大的後盾，擕手支持病者對抗頑疾。 

 

 

 

**    完   ** 

  

不過，以上的免疫治療只對帶有 CD19 或 CD22 抗原的癌細胞有

作用，所以進行治療前，必須由化驗室進行檢驗，以確定是否有

CD19 或 CD22 抗原。CAR-T 療法也需要有高質素的病理化驗室配合，

以保證注入病者的細胞的質素，以及監察治療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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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 日的網上癌關講座，邀請了林道儀博士主講<識飲識食識抗癌

>，內容以抗癌治療期間，中醫飲食指導為重點。當天共有八十多位參加

者同步網上參與。 

 

中醫飲食治療，稱為「食療」。「食療」，就是通過飲食方法，來

達到強身健體和防病治病的目的。食物具有治療作用，是因為食物與藥

物一樣，具有特殊的性味功效，即「四氣」(表示食物的功能。就是食物

進入體內後，所產生的熱、温、凉、寒等四種作用；無明顯寒熱屬性的

稱為平性)、「五味」(辛、甘、酸、苦、鹹五種味道，另外還有淡味、

澀味)。中醫就是運用食物不同的特殊的性味，以治療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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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飲食原則 

 
1. 要有均衡飲食 

癌症患者的飲食，最重要是均衡，食量恰當。因為每樣食物所含的

營養各有不同，只要能進食各種各類的食物，便可以吸收不同的營養，

供應身體的需要。選擇食物時，應根據健康飲食金字塔的指引，適當

地進食五穀類、蔬果類、奶類、肉類或乾豆類的食物，確保攝取足夠

的營養，即澱粉質、蛋白質、脂肪、纖維素、維生素和礦物質等。 

 

2. 避免進食 

如油膩、辛辣、刺激之品；經煎炸之食品；經醃製食

品；動物性脂肪及皮；發霉或腐壞食物。 

 

3. 改變不良飲食習慣 

食物忌過甜、過鹹、忌過饑、過飽；進食時要細嚼慢

嚥，需多飲水，戒煙酒，  

 
4. 宜多吃之食品 

生果、蔬菜、健脾益氣，補益肝腎之品(淮山、

大棗、龍眼肉、花生、蕃薯、烏梅、山楂、薏苡

仁(薏米)、蓮子、雪耳、菇類、陳皮)等。 

 

5. 癌症患者應戒口之「發物」  

  

從中醫學的角度，「發物」泛指辛辣燥熱刺激、肥甘厚

味及一些海產類食物 (例如蝦、蟹)。癌症的發物包括：

狗肉、公雞、羊肉、煙、酒、蝦、蟹等，容易動風化火，

助濕生痰的食物。一切辛温、煎炸、薰炙或發霉之物，癌

症患者吃後雖不至於每吃必「發」，但有些病人容易出現

食物過敏而易「發」，會導致身體進一步虛弱。然而，癌

症患者戒口範圍不應太大，以免身體變得更虛弱。有些豬

肉、牛肉、魚、雞、鴨(少量)等食物，皆有營養價值，只

要不吃肥膩的脂肪及皮，不但可提供豐富的蛋白質，更可

助提高患者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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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養生 
 

1. 春季養生 

春天，是「百草回芽，百病易發」的季節，所以，在春天採取積極

的防治措施，將有益於全年的健康。中醫認為，按自然界屬性，春屬

木，肝也屬木，故春天與肝相應。肝的生理特點 : 主疏泄，惡抑鬱，

喜調達。春天應選擇一些柔肝養肝，疏肝理氣的食品 :例如杞子(適

量)、大棗、豆豉、薑、葱等。因着順應肝的屬性，在精神方面，不要

令情緒抑鬱，要樂觀豁達，生活愉快。春季常用煲湯材料：蓮子、百

合、淮山、芡實、木耳、枸杞子、薯仔、紅蘿蔔、菠菜等。 

 

2. 夏季養生 

夏季氣候炎熱，中醫五行 

中屬火；五臟中，心也屬火，

故夏天與心相應。心陽在夏季

最旺盛，功能最強。中醫認為

「心主神明」，意思是人的精

神活動由心主管。夏天氣温升

高，人們容易煩躁不安，易發

脾氣。所以，夏天要做好精神

養生，自我調節，平抑怒氣、保持心境開朗。此時多心火旺，易心

煩氣躁，故食療應着重去心火，解暑熱。宜進食：蓮子、薏米、淮

山、山楂、綠豆、蓮藕、番茄、木耳、杞子、杏仁、羅漢果、雪梨、

楊梅、枇杷及黃瓜、冬瓜、絲瓜等瓜類。  

 

3. 秋季養生 

 

  
秋天氣侯乾燥，天氣漸凉，在五行中屬金，五臟中肺也屬

金，秋天與肺相應。此時天氣既乾燥又漸冷，人肺部易受燥

邪侵害，稍有不慎，易受凉而患感冒、咳嗽，出現口咽鼻

燥、乾咳少痰、皮膚乾燥痕癢、大便乾結等表現。因此，秋

天重於滋肺陰、潤肺燥。宜多食芝麻、蜂蜜、枇杷、雪梨、

雪耳、百合、馬蹄、蓮藕、菠菜、薏米、淮山、蘿蔔、香

菇、豆類及奶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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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冬季養生 

冬天氣候乾燥，天氣寒冷；

冬屬水，腎也屬水，故冬

天與腎相應。此時陽氣相

對不足，易受寒邪入侵。

此時「陰盛陽衰」，故冬

天常曬太陽，能壯人體的

陽氣，並有温通經絡的作

用。因此，冬天重於温補

腎陽，驅散寒邪。冬天進

補：「不嫌濕熱、不嫌滋

膩、只嫌寒凉 。」宜食雞、牛、鴨、鵝、淮山、栗子、核桃、蓮子、

杞子、元肉、芡實、紅棗、芝麻、薏米、淮山、海參等。  

 

 

中醫有什麼食療可以調理身體？林道儀博士有以下推介︰ 
 

 

 

 

 《以中西醫角度指導 

病人飲食︰營養》 

 《飲食與癌症》 

 《中醫防癌養生︰ 

四季湯水食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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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抗癌︰要三從四得 
 

一從：聖經教導︰使人得安慰鼓勵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

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摩太後書三

16-17 

         

二從：醫護指導 

醫患合作︰醫生和病人之間的互動，是彼此之間的信賴、合作之基

礎。一位病人必須信任與支持醫生的診治與判斷能力，而醫生則要聆聽

病人的意見，且用心看診，兩者具備才能建立一個良好的醫患關係。因

為「醫」和「患」不僅有著「 戰勝疾病、早日康復」的共同目標，而且

戰勝疾病，既要靠醫生的醫術，又要靠患者戰勝疾病的信心和積極配合。

對抗癌症是醫患雙方的共同責任，彼此共同配合，積極治療，才能獲得

較好的治療效果。 

 

三從：樂觀積極 

「保持心境開朗」：要盡量以樂觀的態度，積極面對疾病；家人和

朋友們，亦應多關懷愛護、耐心傾聽，給予理解及開導。「多祈禱」：

彼得前書五 7 

 

食得︰才可吸收到營養，去維持身體所需，增強免疫力去對抗疾病。 

瞓得︰睡眠不但可以消除疲勞、大腦及身體各部位，便可以得到充份休

息，從而增強免疫力，有利於身體的復原。 

屙得︰二便通暢，連胃口都可以改善，所謂「排出毒素身體好」。 

郁得︰謹記適量運動 

 

林博士除了在癌症食療上給予指引和提示外，還探討一些坊間對醫

治癌病/食療的謬誤，並即時回答參加者提出的疑問，結束時更送上祝福

的聖經金句，勉勵大家積極面對病患，讓參加者獲益良多，深受感動！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 

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            ( 馬太福音六 34)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 ” ( 箴言十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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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招生︰「癌關大使」訓練課程(視像授課) 
 

 

  

基督教癌聯將於 2020 年 10-11 月 網上︰視像授課 

「癌關大使」訓練課程，合共八堂 

歡迎全港有心志服侍癌症病人的弟兄姊妹參與！ 

有關最新消息及報名表格，請留意癌聯網頁的關懷培訓頁面。 

http://www.hkccca.org/files/pdf/2013application.pdf
http://www.hkccca.org/topic.php?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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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請掃描 

QR CODE 

 或 按此報名 

報名請掃描 

QR CODE 

 或 按此報名 

https://forms.gle/osZ8gbGvaFwD6juV6
https://forms.gle/iCKLmXrwkPcc2tv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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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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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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督教癌聯」十周年感恩會暨年度專題

定於 9 月 12 日(六)上午 10 時網上直播。

願將當日聚會呈獻給主，期望與眾參加

者，同心感謝天父的保守帶領，一起數算

祂奇妙的作為，共證神恩！請禱告記念。 

※   2020 年 10-11 月「癌症病人關懷大使」訓

練課程，以網上形式授課；盼望不受疫情

影響之餘，亦不受地域限制。願主感動全

港各區有志加入癌關行列的教會肢體報

讀，接受癌關同行裝備。  

※   10 月 3 日網上癌關講座<及早預備．活好當

下>由梁梓敦先生主講。盼望神使用講座內

容，讓大家明白人生在世的有限，珍惜現

在的重要！ 

※  《日悅恩言．當輭弱遇上靈藥》癌症病人<

金句禱文集>，經已出版，供免費索取，鼓

勵自由奉獻。願主使用每天上載到癌聯

Facebook 的網上版及 1 月出版的印刷本，

安慰滿足癌患者的靈裏需要。    

※   求神讓更多教會加入基督教癌聯成為會

員，跟我們一起與癌患家庭同行。 

※ 求神讓癌症病人身、心、靈得到醫治，病

人及家屬因信靠神得力。 

※   為向香港各區教會推廣癌症關懷異象，感

動更多信徒起來事奉仰望神。 

※  為基督教癌聯繼續在各區探訪教會推廣異

象禱告，求神在教牧同工中動工、帶領教

會。 

※  求神使用癌聯推動癌關異象；又幫助其他

出版工作，並運用癌關資源支援教會發展

關懷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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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第一週聚會 

2020 年 9 月份聚會 2020 年 10 月份聚會 

播道會港福堂 「癌症肢體關懷小組」 

日期 5/9/2020(六) 3/10/2020(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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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 – 

主題 待定 待定 

基督教銘恩堂大埔堂 「同路人團契」 

日期 5/9/2020(六) 3/10/2020(六) 

時間 下午 2:30–4:30 下午 2:30–4:30 

地點 – – 

主題 待定 待定 

禮賢會大埔堂「活水組」 

日期 6/9/2020(日) 4/10/2020(日) 

時間 上午 11:30 上午 11:30 

地點 – – 

主題 待定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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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第二週聚會 

2020 年 9 月份聚會 2020 年 10 月份聚會 

宣道會藍田堂「福蔭團契」 

日期 12/9/2020(六) 10/10/2020(六) 

時間 上午 10:00 – 中午 12:00 下午 2:00 - 4:00 

地點 視像直播 – 

主題 基督教癌聯︰十周年感恩及年度

專題 

余德淳博士 主講 

待定 

荃灣浸信會「谷百合團契」 

日期 13/9/2020(日) 11/10/2020(日) 

時間 下午 12:00–13:30 下午 12:00–13:30 

地點 – – 

主題 暫停 待定 

聖公會聖匠堂、頌主堂「糧水團契」 

日期 13/9/2020(日) 11/10/2020(日) 

時間 下午 1:00-2:30 下午 1:00-2:30 

地點 視像聚會 – 

主題 癌病與護理 待定 

第一城浸信會「多加服侍小組」 

日期 13/9/2020(日) 11/10/2020(日) 

時間 下午 1:30–3:30 下午 1:30–3:30 

地點 視像聚會 視像聚會 

主題 不再一樣的生命 

陳慧忠醫生 主講 

林伙銀姊妹 領詩 

 

待定 

 

青山浸信會「同心同行關愛萱」 

日期 13/9/2020(日) 11/10/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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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份聚會 2020 年 10 月份聚會 

觀潮浸信會「溪水旁小組」 

日期 19/9/2020(六) 17/10/2020(六) 

時間 上午 10:00-12:00 上午 10:00-12:00 

地點 – – 

主題 暫停 暫停 

禮賢會九龍堂「同路人團契」 

日期 19/9/2020(六) 17/10/2020(六) 

時間 下午 2:00-4:00 下午 2:00-4:00 

地點 – – 

主題 待定 待定 

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座堂「杖竿團契」 

日期 19/9/2020(六) 17/10/2020(六) 

時間 下午 2:30–4:30 下午 2:30–4:30 

地點 – – 

主題 暫停 暫停 

宣道會宣愛堂「SOCARE 團契」 

日期 19/9/2020(六) 17/10/2020(六) 

時間 下午 3:00-4:30 下午 3:00-4:30 

地點 – – 

主題 待定 待定 

宣道會美孚堂「恩祐小組」 

日期 19/9//2020(六) 17/10//2020(六) 

時間 下午 3:00-5:00 下午 3:00-5:00 

地點 視像聚會 – 

主題 聖經/書籍分享、祈禱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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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第三週聚會 

2020 年 9 月份聚會 2020 年 10 月份聚會 

宣道會屯門堂「恩癒同路」 

日期 19/9/2020(六) 17/10/2020(六) 

時間 下午 3:15–5:00 下午 3:15–5:00 

地點 視像聚會 – 

主題 待定 待定 

宣道會元基堂「癒悅從心小組」 

日期 19/9//2020(六) 17/10//2020(六) 

時間 下午 5:00-6:30 下午 5:00-6:30 

地點 – – 

主題 待定 待定 

宣道會基蔭堂「新身心喜樂同行組」 

日期 20/9/2020(日) 18/10/2020(日) 

時間 下午 1:30-3:30 下午 1:30-3:30 

地點 視像聚會 視像聚會 

主題 笑出健康的新心靈運動 聖經講座《啟示錄》 

播道會厚恩堂「彩虹約會」 

日期 20/9/2020(日) 18/10/2020(日) 

時間 下午 2:30-4:00 下午 2:30-4:00 

地點 – – 

主題 待定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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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第四週聚會 

2020 年 9 月份聚會 2020 年 10 月份聚會 

香港仔浸信會「沿途有祢小組」 

日期 26/9/2020(六) 雙月暫停週會 

時間 下午 2:30 – 

地點 – – 

主題 暫停 – 

中國基督徒傳道會西大堂「悅晴牽小組」 

日期 26/9/2020(六) 24/10/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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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2020(六) 24/10/2020(六) 

時間 下午 3:30-5:00 下午 3:30-5:00 

地點 – – 

主題 網上分享 禱告會 待定 

尖沙咀平安福音堂「拉撒路小組」 

日期 27/9/2020(日) 25/10/2020(日) 

時間 下午 1:00-3:00 下午 1:00-3:00 

地點 視像聚會 – 

主題 祈禱會 待定 

宣道會證恩堂「橄欖油小組」 

日期 27/9/2020(日) 25/10/2020(日) 

時間 下午 1:30-4:00 下午 1:30-4:00    

地點 新界大圍文禮路 43-49 號 

文禮閣第四座地下 1-5 號舖 

新界大圍文禮路 43-49 號 

文禮閣第四座地下 1-5 號舖 

主題 揚醫話:癌症與情志篇 

李顯揚中醫師 主講 

中醫養生之道 

陳惠華中醫師  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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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浸信會「晴心組」 

 2020 年 10 月份聚會 2020 年 10 月份聚會 

日期 4/10/2020(日) 18/10/2020(日) 

時間 下午 2:30-4:30 下午 2:30-4:30 

地點 九龍九龍城 

亞皆老街 206 號 

四樓禮堂 

九龍九龍城 

亞皆老街 206 號 

四樓禮堂 

主題 分享週 分享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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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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關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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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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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祐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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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道會屯門堂 
恩癒同路* 

逢每月第三個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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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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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寶霞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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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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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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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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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聯同工) 

 

  我願意關心代禱 

 我願意收到癌聯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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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KongChristianCancerCare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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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癌聯向我提供有關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