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6 月份聚會 2022 年 7 月份聚會 

播道會港福堂 「癌症肢體關懷小組」 

日期 4-6-2022(六) 2-7-2022(六) 
時間 上午 10:45–中午 12:45 上午 10:45–中午 12:45 
形式 實體聚會 實體聚會 
主題 淺談癌症患者的心理需要 信息分享︰我的避難所 (詩 91) 

恩潮浸信會「關心健康祈禱會」 

日期 4-6-2022(六) 2-7-2022(六) 
時間 下午 2:30–4:30 下午 2:30–4:30 

形式 待定 待定 

主題 以耶和華為樂的讚美 待定 

基督教銘恩堂大埔堂 「同路人團契」 

日期 4-6-2022(六) 2-7-2022(六) 
時間 下午 2:30–4:30 下午 2:30–4:30 
地點 大埔大元邨多層停車場 1 號地下活動室 8 

主題 家居物理治療–腫脹處理 待定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香港堂 「一心小組」 

日期 4-6-2022(六) 2-7-2022(六) 
時間 下午 2:30–4:00 下午 2:30–4:00 

形式 視像及實體同步 待定 

主題 電療知多少？ 待定 

禮賢會大埔堂「活水組」 

日期 5-6-2022(日) 3-7-2022(日) 
時間 上午 11:30 上午 11:30 
形式 待定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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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關團契/小組活動 



 

 

 

 

 

 

 

 

 

 

 

 

 

 

2022 年 6 月份聚會 2022 年 7 月份聚會 

宣道會藍田堂「福蔭團契」 

日期 11-6-2022(六) 9-7-2022(六) 
時間 下午 2:00–4:00 下午 2:00–4:00 
地點 教會副堂 教會副堂 
主題 腸胃科 (張鼎堅醫生 主講) 耳鼻喉科 (周振權醫生 主講) 

宣道會屯門堂「恩癒同路」 

日期 11-6-2022(六) 9-7-2022(六) 
時間 下午 2:00–3:30 下午 2:00–3:30 
形式 實體聚會 實體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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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2022(日) 10-7-2022(日) 
時間 下午 12:00–13:30 下午 12:00–13:30 
形式 實體聚會 實體聚會 
主題 詩歌分享 中醫講座<時令湯水食療> 

香港聖公會聖匠堂「糧水團契」 

日期 12-6-2022(日) 10-7-2022(日) 
時間 下午 1:30–2:30 下午 1:30–2:30 
形式 實體聚會 實體聚會 
主題 活好每一天 (尹耀祖弟兄 見證分享) 《藝術與減壓》 

第一城浸信會「多加服侍小組」 

日期 12-6-2022(日) 10-7-2022(日) 
時間 下午 1:30-3:30 下午 1:30-3:30 
形式 實體與視像同步 實體與視像同步 
主題 除祢以外 從苦難到堅信 

青山浸信會「同心同行關愛萱」 

日期 12-6-2022(日) 10-7-2022(日) 
時間 下午 2:00-3:30 下午 2:00-3:30 

形式 視像聚會 視像聚會 

主題 祈禱會 祈禱會 

癌關團契/小組活動 



 

 

 

 

 

 

 

 

 

 

 

  

2022 年 6 月份聚會 2022 年 7 月份聚會 

觀潮浸信會「溪水旁小組」 

日期 18-6-2022(六) 16-7-2022(六) 
時間 上午 10:00-12:00 上午 10:00-12:00 
地點 教會 802 室 教會 802 室 
主題 抗癌治療期間的中醫食療和時令湯水 待定 

禮賢會九龍堂「同路人團契」 

日期 18-6-2022(六) 16-7-2022(六) 
時間 下午 2:00-4:00 下午 2:00-4:00 
形式 實體聚會 實體聚會 
主題 團友主題分享 待定 

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座堂「杖竿團契」 

日期 18-6-2022(六) 16-7-2022(六) 
時間 下午 2:00–4:00 下午 2:00–4:00 
形式 實體聚會 實體聚會 
主題 默觀靈修 中醫講座 

宣道會宣愛堂「SOCARE 團契」 

日期 18-6-2022(六) 16-7-2022(六) 
時間 下午 3:00-4:30 下午 3:00-4:30 
地點 宣基中學小禮堂 宣基中學小禮堂 
主題 見證分享 身 心 靈 運動(二) 

宣道會美孚堂「恩佑小組」 

日期 18-6-2022(六) 16-7-2022(六) 
時間 下午 3:00-5:00 下午 3:00-5:00 
形式 實體聚會 實體聚會 
主題 生命教育講座–蓋棺之前 分享、祈禱 

癌關團契/小組活動 



 

 

 

 

 

 

 

 

 

 

 

 

  

2022 年 6 月份聚會 2022 年 7 月份聚會 

宣道會元基堂「癒悅從心小組」 

日期 18-6-2022(六) 16-7-2022(六) 

時間 下午 5:00-6:30 下午 5:00-6:30 

形式 實體聚會 實體聚會 

主題 分享、祈禱 分享、祈禱 

宣道會基蔭堂「新身心喜樂同行組」 

日期 19-6-2022(日) 17-7-2022(日) 

時間 下午 1:30-3:30 下午 1:30-3:30 

形式 待定 待定 

主題 親親大自然 得力在乎「祢」 

播道會厚恩堂「彩虹約會」 

日期 19-6-2022(日) 17-7-2022(日) 

時間 下午 2:30-4:00 下午 2:30-4:00 

形式 待定 待定 

主題 待定 待定 

九龍城浸信會「晴心組」 

日期 19-6-2022(日) 17-7-2022(日)及 31-7-2022(日) 

時間 下午 2:30-4:30 下午 2:30-4:30 

形式 實體聚會 實體聚會 

主題 推廣癌關事工清談講座 分享週 

癌關團契/小組活動 



 

 

 

 

 

2022 年 6 月份聚會 2022 年 7 月份聚會 

香港仔浸信會「沿途有祢小組」 

日期 雙月 23-7-2022(六) 

時間 休會 下午 2:30 
形式 – 實體聚會 

主題 – 未知生焉知死 

中國基督徒傳道會西大堂「悅晴牽小組」 

日期 25-6-2022(六) 23-7-2022(六) 

時間 下午 3:00-5:00 下午 3:00-5:00 
形式 待定 待定 
主題 待定 待定 

宣道會葵芳堂「癌關祈禱小組」 

日期 25-6-2022(六) 23-7-2022(六) 
時間 下午 2:30-4:00 下午 2:30-4:00 
形式 實體聚會 – 
主題 彼此服侍 小組探訪 

尖沙咀平安福音堂「拉撒路小組」 

日期 26-6-2022(日) 31-7-2022(日) 
時間 下午 1:30-2:30 下午 1:00-4:00 
形式 實體聚會 戶外聚會 
主題 靈修學習 相交 / 探訪 

宣道會證恩堂「橄欖油小組」 

日期 6 月 7 月 

時間 – – 
形式 休會 休會 
主題 – – 

癌關團契/小組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