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期重點內容： 

事工回顧 講座分享  病友見證  講座推介  

各區癌關小組聚會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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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全球迎向疫情帶來的影響，忙著制定措施對應當下變化。「基督教癌聯」

當然亦不會例外！ 

 

癌關教會實踐交流分享會 

1 月初新冠病毒仍未在本港出現，每年一度的<癌關

教會實踐交流分享會>如常在 1月 4日舉行，當天共 33位

來自 13 間不同地區的教會代表出席。尚佩冰牧師及呂偉

欣博士分享癌關信息，伍儒敬博士為聚會總結，讓教會

掌握癌關事工的運作重點並了解「癌聯」的支援方向。 

 

「癌症病人關懷大使」訓練課程 

2月疫情開始在港肆虐，原定 2至 4月於港島區開

辦的「癌症病人關懷大使」訓練課程，決定延期；6 月

疫情較為穏定，可以實體上課，有 25 位學員報讀。7 月

疫情再次嚴峻，最後 3 堂改為視像授課。鑒於疫情反覆不定，10 至 11 月課程，歡

迎全港信徒報名，視像直播形式授課，更切合居往偏遠地區/離島的信徒或不宜外

出之病友，共 20位學員在各區在螢光幕前一起學習，8堂也順利完成。 

 

網上癌關講座 

疫情下教會聚會均告取消，反而啟發了視像講座的構思。4

至 5月期間迅速安排<癌症 Q&A精準治療>、<免疫治療>、<癌症 Q&A

心情、靈性>及<癌症病人的心靈需要>4次網上癌關講座，每次報名

人數也超過一百，反應熱烈。感謝上帝的恩領，吸引了來自海外的

參加者，開創越洋服侍先河。有見及此，6、8、10及 12月以<癌症

治療的基因與基恩>、<識飲識食識抗癌>、<及早預備．活好當下>

及<藥物的一舨副作用>四個題目繼續舉辦視像講座︰回應天父在疫

情中給予「癌聯」的託付。 
 

周年會員大會 

2020年 5月 22日<周年會員大會>在限聚令較為放寬的日子順

利召開，16位會員能夠親臨癌聯中環辦公室參加會議，又與理事們

會面交流，並通過事工報告與展望、財政報告，以及委任會計師擔

任 2020 年核數工作。此外，經過投票，選出五位理事，第八屆理

事會連同去年三位當選理事，共有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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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年感恩及年度專題 

2020 年正是「基督教癌聯」成立十周年，原定 9 月 12 日

舉行<十周年感恩及年度專題>的紀念活動，已由實體聚會轉為

網上播放。當天祝酒儀式在螢光幕前進行，由於視像不受時空

地域所限，故可邀請身處外地的癌聯顧問及友好參與。不論相

隔多遠，大家同時可透過網上或 Facebook 直播參與十周年慶

典，以及收看由余德淳博士主講<關愛、被愛、付出愛>年度專

題講座；一起慶賀「癌聯」十周年紀念。 

 

「基督教癌聯」網頁更新 

全面革新內容及設計的「癌聯」網頁已於 10月推出，新增<教會專區>、<資源

中心>；成立癌關事工及關懷癌患者的材料，經整理後收納在<癌關事工錦囊>和<癌

關服侍錦囊>內，為教會及癌關同行者提供癌關資源；主頁加入教會癌關團契/小組

資料及聚會內容，方便大眾搜尋。最近增設的<講座重温>已上載部份網上講座，讓

本地及海外各界人士可隨時重温。 

 

癌聯出版 

2020 年 1 月出版的《日悅恩言．

當軟弱遇上靈藥》是特別為癌症病人撰

寫編製的金句禱文集，期望支援癌症病

人靈性上的需要，供教會及病友免費索

取。5 月面世的《與心共鳴．生命見證

2020》收集了一些的癌患者的生命故

事，盼望激勵讀者，見證有主同行抗癌

路上不孤單。 

 

防疫物資送贈 

疫情中深深感受到天父的供應，抗疫期間收到有心人捐贈一批又一批的防疫

物資，可轉贈給教會，讓癌症病人受惠。 

 

「基督教癌聯」在神的恩手裏走過 2020 疫情中的逆境！當疫情成為癌關攔阻

時，天父引導我們使用科技繼續支援本地教會和病友，更將癌關信息傳送到海外，

開拓了癌關服侍的新領域，在主裏令有限化為無限。 

 

2021 年願能與癌關同路人挽手在神的帶領下，懷着信、望，愛，迎接挑戰，

回應祂交托的癌關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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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癌聯」12 月 5

日(六)下午舉行了 2020 年最後

一次網上癌關講座「藥物的一

般副作用」由吳偉傑先生(中藥

及西藥 藥劑師 及 中醫藥管理委

員會小組委員)主講。 

 

吳偉傑先生由癌症的成因

與治療說起。現時外科手術、

放射線治療及化學療法是常用

的治癌方法。以往的療法對抗

癌細胞的同時，對正常細胞有毒性反應，副作用較多。近年逐漸普遍的生物療法

（包括激素、荷爾蒙治療、免疫治療<利用人體對抗外物侵害所產生的免疫力，做

成抗癌素或抗癌疫苗，注入人體，壓制或撲滅腫瘤>、精準治療、標靶藥物<可按其

運作方式或其針對的細胞部分而分類︰訊號傳達抑制劑、血管新生抑制劑、細胞凋

亡誘導藥物>、CAR-T等）相對副作用較少。 

 

化療藥是針對快速分裂的細胞(如︰癌細胞、骨髓細胞、毛囊細胞和黏膜細胞)，

可引致嘔吐、腹瀉、胃口差、周身勞累等副作用；另外，「骨髓抑制」可使白細胞

（白血球）、血小板及紅細胞（紅血球）等數目下降，導致病人疲乏無力及併發出

血。中醫可處方健脾開胃、補氣養血的藥物，根據病人體質以中藥調理。 

 

化療後，口腔至腸道都會有不同狀況的身體反應，導致黏膜細胞的副作用如

肚瀉、噁心和嘔吐等；病友甚至出現味覺改變，食慾不振，口腔潰瘍。嘔吐副作用，

分為急性(24小時內發生)、延遲性(超過1-7天的時間)和預期性(已接受了一次化療，

腦海潛意式抗拒化療而產生嘔吐)。至於嚴重肚瀉會出現脫水，需要補充足夠水份如

飲用電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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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口腔黏膜潰瘍，可在每餐飯後，用軟毛牙刷輕刷牙，或用濕棉花棒擦拭

即可避免酸性及刺激性的食物以免再刺激傷口，如：檸檬；把乾硬食物泡在水裡或

濃湯中，讓食物變軟一點再吃，或用奶油、肉湯或果醬來滋潤較乾的食物；病人做

化療時常見口腔潰瘍等副作用。病人在化療期間，本身白血球數目已不理想，如使

用白花蛇舌草、半枝蓮等中藥治療，將導致白血球加速下降，肝腎功能過差而不能

接受化療。 

 

一般服藥後 2-3星期出現脫髮現象，情況就因人而異。脫髮前的徵兆是頭皮會

有炙熱或痕癢狀況。面對毛囊細胞副作用，護髮可用溫和的洗髮水，宜自然風乾；

避免使用風筒，毛髮脫落令表皮容易受傷，建議出門時戴帽、帶備雨傘和太陽眼鏡，

避免陽光直接照射，可塗抹防曬護膚膏，防止皮膚燙傷。 

 

口服標靶藥物常見的副作用視乎每種藥物而定，因人而異；在腸胃道方面可

能出現腹瀉、噁心、嘔吐等症狀。免疫治療可引起皮膚出疹，其次是疲倦、發燒、

發冷，噁心等。此外，亦有機會引發不同器官的炎症(如肺部、腸臟、肝臟、胰臟，

皮膚等。) 服用標靶藥物時，不宜同時使用活血化瘀的中藥如三棱、莪術、丹參等，

除影響標靶藥效，更可能增加病人消化道出血的問題。 

 

身體組織對藥物的影響，可分為「吸收、分佈、代謝、排泄」四個階段，每

個人因代謝速率、體重、敏感度以及藥物劑量的不同，影響的程度也有不同。 

 

吳先生建議病友為對應或減輕藥物帶來的副作用，應多加注意飲食︰ 

 日常飲食 

⚫ 一天中應以少食多餐的方式進食，不必拘泥於一天三大餐的習慣 

⚫ 若有飢餓感時就進食,，盡量避免過度挨餓 

⚫ 避免吃多脂、油炸、太辣、太甜或味道太濃的食物 

⚫ 吃/喝東西都要慢一點，不要匆匆忙忙地吃掉三餐 

⚫ 避免過餓或過飽 

⚫ 避免在進食後立即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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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份補給 

⚫ 每天攝取足夠的水份，目標是每日 6 至 8 杯飲料(白開水,、果汁<不要西柚

汁>) 

⚫ 當嘔吐發生時, 補充水份可預防發生脫水狀況 

 便秘/腹瀉 

⚫ 如有便秘應多吃蔬菓、全穀麵包、紅米/糙米(不是紅麴米)；多喝流質；或

使用大便藥 

⚫ 若是腹瀉，應避免吃煎炸、肥膩、辣的東西 

⚫ 可請教醫生是否要改吃清淡/低纖食品，如白麵包、白米飯或麵條、起士、

罐裝水果、魚類 

 

大部份癌症患者多採用西藥治療，有些亦期望運用中藥作調理。中醫對抗癌

症的方法主要是採用︰清熱解毒、活血化瘀、化痰散結的中藥。從整體調理入手，

提升其免疫力及身體機能，有助病者以較佳的體質接受療程。癌症患者必須注意，

中、西藥需分開服用；讓胃部有排空時間，留意兩類藥品不應在胃裡混合；通常相

隔 3 小時可減低其產生交互作用，避免影響藥物的吸收。西藥經過消化、分解、吸

收，再排泄出體外，每一種藥物消化吸收時間也不相同， 4 至 8 小時不足以排走一

種藥。化療前後48小時內亦應避免服食中藥，以免中西藥物發生反應影響療效。中

醫若不了解病人做化療的時間，就很難配合；最安全是將中西藥分開48小時服用。

西醫通過手術切除、電療、化療等方法治癌，行之有效，醫治早期腫瘤效果尤佳，

有較大機會根治，是不可取代的治療方法。 

 

癌症治療難免有副作用，病友應與醫療團隊多了解和溝通，建立均衡飲食習

慣，保持適量的休息和運動。 

 

最後，吳先生送上聖經約伯記二十二 21「你要認識神，就得平安，福氣也必

臨到你。」祝福大家心裡平安，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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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自己患癌症的經歷，仍心有餘悸；過程好像坐過山車，

又越過高山又越過谷，百般滋味在心頭。2018 年 6 月得知自己患

上胃癌，經過手術和化療，過程雖然有辛苦，但至終能康復，能

重回自己喜愛的工作崗位—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放射治療部工作。

滿心歡喜地以為一切苦難已經過去；但原來神給我的功課還未完。 

 

2019 年初，丈夫也被確診患腸癌三期，肺部也有陰影，醫生

說不單腸內有腫瘤，還有一粒淋巴被感染，他要先接受化療、電

療，看看治療效果如何，才決定何時造手術。為此，我痛哭了一

場，比自己患癌病更難過和難以接受。主啊！為何會是如此？雖

然難以接受，但路始終要行。那時候的我們有着雙重身份，既是

病人，亦是癌患者家屬，夫婦二人惟有彼此鼓勵扶持，更珍惜相

聚時間，感情關係比之前更好；每夜一同禱告，分享分擔大家治

療的感受苦楚，又有兒子在旁支持打氣；經過一連串的治療後，

丈夫的腸腫瘤縮細了，但淋巴的癌細胞還存在。在接受手術前的

一次磁力共振，神的恩典臨到他身上，淋巴的癌細胞神蹟地不見

了；他不單可以順利地接受手術，而且手術後第四天便可以出院。

現在他已完全康復，感謝讚美主！ 

 

丈夫治療期間，我的身體沒有任何不適，有次我帶着輕鬆的

心情回去覆診，但不幸地醫生告訴我，我癌病復發了，而且癌細

胞已靜悄悄地轉移到骨頭裡的五個部位。醫生說：已屬末期，只

能與癌共存。當下，我心情很沉重、難過和無奈，感覺與死亡很

接近。若我真的要死，我最擔心的不是自己，反而是離世後家人

的生活。內心只有向神呼求。主啊！求祢憐憫我。 

 



 

 

8 

 

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

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 

 

為了專心接受治療，我只好放下我很喜愛的工作；以前，每

天都遇見到不同的癌症病人，給他們鼓勵，為他們祈禱，自以為

這是神給我的使命，現在卻被迫地停下來。雖然不明白祂的心意，

但仍相信神給我的旨意和道路是最好的；我只有學習順服，並提

醒自己︰現在的放下，只是為要走更遠的路。 

 

2019 年底，我開始採用口服化療藥，起初反應不錯，骨酵素

回復正常，癌指數也下降，但卻換來不斷的肚瀉，身體骨瘦如柴，

氣若如絲。感謝主！藥物劑量經調節後，效果很好，身體狀況回

復接近正常，現在還可以與丈夫一起行山。 

 

神的恩典實在夠用；雖然我骨頭裡有五處部位有癌細胞，但

從來沒有痛的感覺。最近一次掃瞄報告中，顯示癌細胞仍在，但

卻不活躍，像睡了覺一樣。我與丈夫說笑：『你腸癌我胃癌，我

們是腸胃專家』。教會的弟兄姊妹都稱讚我倆，但我們深知道，

這全是神的恩典，若不是神的憐憫和看顧，我們豈會有力量走得

這麼輕省。我深深體會聖經說： 

 

「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我平 

安的約也不遷移。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的。」(賽 54:10) 

 

現在我們的功課就是：〈活好每一天．見證主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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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癌聯主辦一年一度之「癌關教會實踐交流分享會」，目的為凝聚各教會癌關

小組/團契的成員，彼此認識、互相交流，並梳理事奉中的難題，讓大家集思廣

益，吸取寶貴經驗，然後代禱紀念努力癌關。 

 

2020 年大家在疫情中渡過，相信教會在癌關事奉中必定遇到不少困難，同時也累

積了一些心得，期望大家藉此機會訴說近況，互換資訊，在主裡與各區癌關教會同

心同行，聯結力量，無懼疫情中的障礙，為癌患家庭展現更美好的服侍。 

 

日期︰2021 年 1 月 23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 時 至 11 時 30 分 

形式︰視像進行 <聚會前兩至三天前電郵視像鏈結給參加者> 

對象︰各教會癌關團契/小組之牧者、團長/組長及核心事奉人員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237 1722 與本會同工 事工發展幹事梁美燕姑娘或行政及項目幹事莫頴茵

姊妹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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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請掃描 

QR CODE 

 或 按此報名 

https://forms.gle/LNWu5rZk7vd7swR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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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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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求主祝福 2021 年「癌聯」擬定的事工計劃，能照顧

各教會癌關服侍之需要；繼續見證和分享上帝在癌患

家庭中施行的慈愛與大能；全力宣揚基督裡的癌關信

息，鼓勵教會及信徒加入癌關行列，傳頌主愛！ 

 

※  願主鼓勵各癌關教會積極參與 2021年 1 月 23 日(六)上

午 10 時透過網上視像進行之<疫中同行–癌關教會實

踐交流分享會>。期望大家藉此機會分享近況，交流疫

情中癌關服侍心得，在主裡互相支援，彼此守望！ 

 

※  願神使用 2月 6日<血癌新知>網上癌關講座內容，增添

大眾對血癌的認識，讓參加者更明白癌患者的需要！ 

 

※  2 至 4 月「癌症病人關懷大使」訓練課程將以網上視像

及實體同步授課，盼望培育更多教會信徒成為具質素

的癌關同行者。祈盼天父感動全港各區有志參與癌關

服侍者報讀，現已開始招生，請記念。 

 



 

 

14 

 

 

 

 

 
  
 
 
 
 
  

每月第一週聚會 

2021 年 1 月份聚會 2021 年 2 月份聚會 

播道會港福堂 「癌症肢體關懷小組」 

日期 2/1/2021(六) 6/2/2021(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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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 鄭玉儀傳道 – 

主題 聖經信息及生命見證(林美莉姊妹) 待定 

基督教銘恩堂大埔堂 「同路人團契」 

日期 2/1/2021(六) 6/2/2021(六) 

時間 下午 2:30–4:30 下午 2:30–4:30 

地點 – – 

主題 取消 待定 

禮賢會大埔堂「活水組」 

日期 3/1/2021(日) 7/2/2021(日) 

時間 上午 11:30 上午 11:30 

地點 視像聚會 視像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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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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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第二週聚會 

2021 年 1 月份聚會 2021 年 2 月份聚會 

宣道會藍田堂「福蔭團契」 

日期 9/1/2021(六) 13/2/2021(六) 

時間 下午 2:00 - 4:00 下午 2:00 - 4:00 

主講 – – 

主題 待定 待定 

荃灣浸信會「谷百合團契」 

日期 10/1/2021(日) 14/2/2021(日) 

時間 下午 12:00–13:30 下午 12:00–13:30 

主講 – – 

主題 待定 待定 

聖公會聖匠堂、頌主堂「糧水團契」 

日期 10/1/2021(日) 14/2/2021(日) 

時間 下午 1:00-2:30 下午 1:00-2:30 

分享 張樹萱牧師 – 

主題 信息分享壽 

 (或視乎疫情安排網上進行) 

休會 

第一城浸信會「多加服侍小組」 

日期 10/1/2021(日) 14/2/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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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欒的生命 待定 

青山浸信會「同心同行關愛萱」 

日期 10/1/2021(日) 14/2/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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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份聚會 2021 年 2 月份聚會 

觀潮浸信會「溪水旁小組」 

日期 16/1/2021(六) 20/2/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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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2021(日) 20/2/20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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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2021(六) 20/2/2021(六) 

時間 下午 2:30–4:30 下午 2:30–4:30 

地點 – – 

主題 暫停 待定 

宣道會宣愛堂「SOCARE 團契」 

日期 16/1/2021(六) 20/2/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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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佑小組」 

日期 16/1//2021(六) 20/2//2021(六) 

時間 下午 3:00-5:00 下午 3:00-5:00 

地點 視像聚會 視像聚會 

主題 分享、祈禱 分享、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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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第三週聚會 

2021 年 1 月份聚會 2021 年 2 月份聚會 

宣道會屯門堂「恩癒同路」 

日期 16/1/2021(六) 20/2/2021(六) 

時間 下午 3:15–5:00 下午 3:15–5:00 

地點 – – 

主題 待定 待定 

宣道會元基堂「癒悅從心小組」 

日期 16/1/2021(六) 20/2/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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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2021(日) 21/2/2021(日) 

時間 下午 1:30-3:30 下午 1:30-3:30 

地點 青衣自然徑 待定 

主題 親親大自然 分享祈禱會 

播道會厚恩堂「彩虹約會」 

日期 17/1/2021(日) 21/2/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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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份聚會 2021 年 2 月份聚會 

香港仔浸信會「沿途有祢小組」 

日期 23/1/2021(六) 雙月休會 

時間 下午 2:30 – 

地點 – – 

主題 取消 – 

中國基督徒傳道會西大堂「悅晴牽小組」 

日期 23/1/2021(六) 27/2/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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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2021(六) 27/2/2021(六) 

時間 下午 3:30-5:00 下午 3:30-5:00 

地點 視像聚會 – 

主題 禱告會 待定 

尖沙咀平安福音堂「拉撒路小組」 

日期 31/1/2021(日) 28/2/2021(日) 

時間 下午 2:30-4:00 下午 2:30-4:00 

地點 – – 

主題 待定 待定 

宣道會證恩堂「橄欖油小組」 

日期 31/1/2021(日) 28/2/2021(日) 

時間 下午 1:30-3:30 下午 1:30-3:30 

地點 新界大圍文禮路 43-49 號文禮閣第四座地下 1-5 號舖 

主題 物理治療 揚醫話:癌症與情志篇 

(或視乎疫情安排網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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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浸信會「晴心組」 

 2021 年 1 月份聚會 2021 年 1 月份聚會 

日期 17/1/2021(日) 31/1/2021(日) 

時間 下午 2:30-4:30 下午 2:30-4:30 

地點 視像聚會 

主題 新年週會 營養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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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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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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