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1 月份聚會 2023 年 2 月份聚會 

播道會港福堂 「癌症肢體關懷小組」 

日期 7-1-2023(六) 4-2-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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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常八九中的盼望 待定 

   

基督教銘恩堂大埔堂 「同路人團契」 

日期 7-1-2023(六) 4-2-2023(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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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欒的心乃是良藥 建立良好醫患關係．促進治療成效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香港堂 「一心小組」 

日期 7-1-2023(六) 4-2-2023(六) 
時間 – 下午 2:30–4:00 

形式 – 待定 
主題 休會 待定 

   

恩潮浸信會「關心健康祈禱會」 

日期 7-1-2023(六) 4-2-2023(六) 
時間 下午 2:30–4:00 下午 2:30–4:00 

形式 實體及視像同步 實體及視像同步 

主題 癌症旅程上的全人支援 患難中的保守 

   

上水平安福音堂「向日葵小組」 

日期 8-1-2023(日) 2 月 

時間 下午 2:30–4:15 – 

形式 實體 – 

主題 如何處理復發的恐懼 休會 

癌關團契/小組活動 

第 1 週聚會 



 

 

 

 

 

 

 

 

 

 

 

 

 

 

2023 年 1 月份聚會 2023 年 2 份聚會 

宣道會藍田堂「福蔭團契」 

日期 14-1-2023(六) 11-2-2023(六) 
時間 下午 2 00 4:00 下午 2 00 4:00 
地點 教會副堂 待定 
主題 感恩週 戶外週 

宣道會屯門堂「恩癒同路」 

日期 14-1-2023(六) 11-2-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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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023(日) 12-2-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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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專題︰癌症常見症狀與中醫治療 靈性專題︰虎中有甜 

香港聖公會聖匠堂「糧水團契」 

日期 8-1-2023(日) 12-2-2023(日) 

時間 下午 1:00-2:30 下午 1:00-2:30 
形式 實體聚會 實體聚會 
主題 牧師的話 待定 

第一城浸信會「多加服侍小組」 

日期 8-1-2023(日) 12-2-20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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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靈的醫治 待定 

青山浸信會「同心同行關愛萱」 

日期 8-1-2023(日) 12-2-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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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週聚會 

癌關團契/小組活動 



 

 

 

 

 

 

  

2023 年 1 月份聚會 2023 年 2 月份聚會 

觀潮浸信會「溪水旁小組」 

日期 28-1-2023(六) 18-2-2023(六) 
時間 上午 10:00-12:00 上午 10:00-12:00 
地點 教會 802 室 戶外活動 
主題 盼望見證分享 都市農莊 

禮賢會九龍堂「同路人團契」 

日期 21-1-2023(六) 18-2-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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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定 待定 

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座堂「杖竿團契」 

日期 1 月 18-2-2023(六) 
時間 – 下午 2:00-4:00 
形式 – 實體聚會 
主題 休會 待定 

宣道會宣愛堂「SOCARE 團契」 

日期 14-1-2023(六) 18-2-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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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恩 11 歲 開開心心開年飯 

宣道會美孚堂「恩佑小組」 

日期 21-1-2023(六) 18-2-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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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定 待定 

元朗浸信會「恩光小組」 

日期 21-1-2023(六) 18-2-2023(六) 
時間 休會 下午 3:00-5:00 

形式 – 戶外活動 

主題 – – 

第 3 週聚會 

癌關團契/小組活動 



 

 

 

 

 

 

 

 

 

 

 

 

  

2023 年 1 月份聚會 2023 年 2 月份聚會 

宣道會元基堂「癒悅從心小組」 

日期 21-1-2023(六) 18-2-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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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定 待定 

宣道會基蔭堂「新 身 心 喜樂同行組」 

日期 15-1-2023(日) 19-2-2023(日) 

時間 下午 3:00-4:30 下午 3:00-4:30 

形式 實體聚會 實體聚會 

主題 大心思小心意(小禮物製作) 待定 

九龍城浸信會「晴心組」 

日期 15-1-2023(日) 19-2-2023(日) 

時間 下午 2:30-4:30 下午 2:30-4:30 

形式 4 樓小禮堂 4 樓小禮堂 

主題 分享週 音樂治療 

第 3 週聚會 

癌關團契/小組活動 



 

 

 

 

 

 

2023 年 1 月份聚會 2023 年 2 月份聚會 

中國基督徒傳道會西大堂「悅晴牽小組」 

日期 28-1-2023(六) 25-2-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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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2023(六) 25-2-2023(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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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定 待定 

尖沙咀平安福音堂「拉撒路小組」 

日期 29-1-2023(日) 26-2-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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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生日會 異象分享 

宣道會證恩堂「橄欖油小組」 

日期 29-1-2023(日) 2 月 

時間 下午 1:30-3:30 – 
地點 – – 
主題 待定 待定 

第 4 週聚會 

癌關團契/小組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