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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病關懷

資源，並為未來的癌友關懷事工擬定一個藍圖。

加入角聲� 投身癌友關懷
�2�0�0�3年年底，透過南加州角聲癌症協會企劃主任楊王惠
真師母的介紹，讓我認識了角聲佈道團總幹事勞伯祥牧
師。

我與楊師母在美國東岸時就已經認識，當時她在紐約主
持美華防癌協會。�1�9�9�6年淑琴寫書分享抗癌經歷也是她
的鼓勵而促成的。這些年來，我常與她分享癌友關懷的
異象。

因著她的推薦，我能與勞牧師分享華人癌友關懷事工的
想法。想不到短短兩個小
時的會談，竟然促成我
�2�0�0�4年�9月加入角聲成為
特約同工，全職策劃角聲
癌友關懷網的事工。

回想多年前，妻子的一場
癌症，為我家帶來極大的
衝擊和苦難，但神仍然在
其中掌管一切。因著耶穌
的救贖和基督徒的愛，我
們不至於絕望，也沒有灰
心喪膽。神在苦難中安慰
了我，好叫我也能用神所
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同
樣患難的人。

感謝神的恩典，今天，神
再為我預備了一位愛主的

姊妹余梅琳，與我同心服事。我們也生了一個男孩。雖
然兩個兒子相差�1�6歲，但他們兄弟兩人彼此相愛。我只
能感謝讚美神的恩典。

是的，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
意念。雖然，我不明白人生每一個階段所遭遇的事，但
我相信祂必定眷顧和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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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病關懷

兩本抗癌見證

向癌宣戰� � � 楊淑琴、� 龔振成、楊陳好�(楊母�)合著

此書雖短，但字字珠璣，因為三位作者是用生命在寫。治

癌絕不是只有對付癌細胞而已，需要全人、全家一起來。

淑琴有幸，她的家人、朋友、親戚、同事和鄰居，共同組

成了啦啦隊，一支龐大而堅實的抗癌隊伍。   �-�-�-�-趙可式

化療室的春天� � � � � � � � � 楊淑琴、龔振成合著

我稱作者是「把墓碑放在後車廂的男人」。他知道死亡的

墓碑永遠在後面追趕著我們，但他的眼睛卻是向前看，雙

手握著方向盤，勇敢的走人生的道路。他知道墓碑是人生

不可避免的事，但是他卻可以選擇不活在憂傷中，一直往

前走。                                �-�-�-�-蘇景星牧師

此兩本書由基督教角聲佈道團發行，並可從角聲癌友關懷
網網站�:� �w�w�w�.�c�c�h�c�.�o�r�g�/�c�a�n�c�e�r下載。

龔振成與妻子余梅琳，小兒子龔鼎新，龔振成與妻子余梅琳，小兒子龔鼎新，
攝於大兒子龔鼎元�2�0�0�6年大學畢業時。攝於大兒子龔鼎元�2�0�0�6年大學畢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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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聆聽和回應的技巧，幫助他與神建立關係，並提供他
心靈的支持。在林爾羊夫妻兩人的協助下，我們在北加
州灣區、洛杉磯、德州達拉斯和休士頓配合當地角聲的
分部辦過癌友關懷訓練，培訓當地的基督徒成為關懷
者。

林弟兄和我也分別帶領北加州灣區的五十多位粵語和國
語的癌友關懷者。這些關懷者是接受過訓練的弟兄姊
妹，並且願意委身一年來關心周遭的癌症朋友。在這一
年裡，除了定期去關心被安排的癌友外，他們也要每兩
個月聚集一次接受在職訓練和關懷者彼此的分享和支
持。感謝主，透過這些委身的關懷者就把基督的愛傳遞
給許多癌症朋友和家屬。

今年�3月，角聲癌友關懷網與餐業福
音使團開始一起使用位於�M�i�l�p�i�t�a�s� 的
角聲餐福和癌友之家。同時神也預備
另一位全時間的同工黃志豪弟兄，加
入癌友關懷網一同服事。黃弟兄原
是電腦程式工程師，�2�0�0�4年蒙神呼
召到西南浸信神學院（�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主修
院牧事工。�2�0�0�6年年底畢業後藉著聖
靈的引導，申請我們的病患輔導員的
工作。如今，他是角聲癌友關懷網辦
公室協助癌友的第一線人物。因著他
在電腦方面的經驗，角聲癌症資訊網
站�w�w�w�,�c�a�n�c�e�r�.�c�c�h�c�.�o�r�g因此可以迅
速地更新內容。� 

有了辦公室和同工後，角聲癌友關懷
網的工作就進一步對大眾公開了。我
們也與社區裡的一些醫院和安寧療護
機構的社工聯絡，讓他們可以把一些
特別需要幫助的華裔癌症病人轉介給
我們。感謝神的引領，讓關懷者藉著
真誠的關懷就把基督的愛和救恩傳出
去；我們也不時聽到一些被關懷的癌
友信了耶穌。這實在是神的特殊恩
典。

我在�2�0�0�4年�9月加入基督教角聲佈道團，負責「角聲癌
友關懷網」的事工。十分感謝神，帶領許多弟兄姊妹參與
事工的行列，成為與我一起在角聲癌友關懷網同心事奉的
抗癌戰友。

特別感恩的是一群最初協助角聲癌友關懷網的顧問委員。
他們是上圖由左至右的�:德州的沈廖惠美、紐約州的魏謝
雯、來自加州的林爾羊、我、楊王惠真、內華達州的義工
管煥琳和加州的吳周秀蘭。

過去兩年多，我與另一位講粵語的義工夥伴林爾羊弟兄和
她太太林婉玲姊妹一同設計癌友關懷訓練的內容。林弟兄
與我有類似的遭遇，他的前任妻子因鼻咽癌過世，並且我
們先後都接受過�S�t�e�p�h�e�n� �M�i�n�i�s�t�r�i�e�s的關懷訓練。最重要
的是，他與現任妻子和我對華裔癌症病人都有相同的負
擔。因此，我們在主裡面很容易溝通，分享心得，並將關
懷經驗融入我們的訓練課程裡。

癌友關懷訓練的重點在於藉著真誠的關懷與癌友建立關
係，尊重癌友的需要並按他能接受的方式提供幫助，注

角聲癌友關懷網的

戰友與事工
......................................角聲癌友關懷網事工主任龔振成

上圖� �:� 開創角聲癌友關懷網的義開創角聲癌友關懷網的義開創角聲癌友關懷網的義開創角聲癌友關懷網的義
工夥伴夫婦，林爾羊和林婉玲。工夥伴夫婦，林爾羊和林婉玲。工夥伴夫婦，林爾羊和林婉玲。
下圖� �:� 神所預備的同工黃志豪，圖� �:� 神所預備的同工黃志豪，圖� �:� 神所預備的同工黃志豪，
在�M�i�l�p�i�t�a�s角聲癌友之家前。在�M�i�l�p�i�t�a�s角聲癌友之家前。在�M�i�l�p�i�t�a�s角聲癌友之家前。在�M�i�l�p�i�t�a�s角聲癌友之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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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資訊給當地的華人社區對癌症的認識。我們很感謝
此地的腫瘤科醫生、� 護理師、營養師、藥劑師、醫院的
院牧和教會的傳道人，他們熱心的參與和幫助，帶給我
們極大的鼓勵。還有在癌症講座中，那些癌症患者或家
屬感人的見證，安慰了遭受同樣患難的人，這也是我們
常常在神面前感恩的事情。

在角聲癌友關懷事工在進行發展的過程中，我們發覺語
言的障礙常造成華人與西方醫護人員之間溝通的困難；
我們收集到許多中文或英文的資訊，卻鮮少有中英對照
的材料。從角聲佈道團的整體工作中，我們感覺到，若
能編輯一本中英對照的癌友記事本，必然可以幫助有語
言困擾，並新近面臨癌症
威脅的華人。在這本記事
本中，我們希望能提供在
治療過程中，應該注意的事
項及方法；提醒癌友們記錄
治療過程中身體的狀況，鼓
勵癌友保持與醫護人員的溝
通，共同努力改善癌症患者
及受其影響者的生活質素。
同時，我們在記事本的每一
頁頁底節錄聖經的經文；我
們誠摯的盼望，當人生面臨
艱難時，能藉由神的話語，
成為生命中隨時的幫助及鼓
勵，俾使我們的身心靈得著
全然的醫治。

「關懷癌友」在北美的華人
社會中，近年來，逐漸備受
重視。當癌症成為威脅華人
健康的首要原因之一時，如
何關懷癌友，已成了刻不容
緩的課題。羅馬書�1�2�:�1�7說：
「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
做。」相信角聲癌友關懷事
工，藉著委身的關懷者，能
夠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
而有的馨香之氣。

� � � � 

癌症的病例，這些年來不斷的增加，躍居造成死亡的第二
大原因。如何關懷照顧癌症病人，改善患者的生活質素，
使生命能在病痛之中有尊嚴的活下去，不只是在無可為仍
然為之的一件事，更是一件極有意義，極有價值的事。� 

�2�0�0�6年�1月，角聲癌友關懷網事工主任龔振成弟兄，接受
當時角聲德州達拉斯分會吳福強主任之邀，專程來達拉斯
分享癌友關懷的異象。那天，從各個教會出席了十四位弟
兄姊妹，雖然年齡不同，職業不同，但相同的是，他們對
癌症患者的關懷負擔是一致的。因此當龔弟兄在分享結
束，誠懇地邀請時，就網進了這些有負擔的人，成為達福
地區的角聲癌友關懷事工的策劃委員；按著各人不同的恩
賜，分別負責關懷聯絡、醫學教育、代禱網、宣傳推廣的
崗位，真是於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龔弟兄說這是個陣容
理想的策劃委員會。�(上圖�)

達城的角聲癌友關懷事工成立之後，在達福地區眾教會的
支持贊助下，先後在�2�0�0�6年邀請龔振成弟兄，及�2�0�0�7年
邀請林爾羊博士，分別舉辦國語及粵語的癌友關懷訓練
會，分享關懷的觀念和技巧，從探討個案和角色扮演的方
式，� 幫助與會者瞭解「耐心傾聽」是有效的協助病患與
家屬的重要條件。除了訓練會之外，每兩個月一次的認識
癌症講座，不僅是給癌症關懷者的再教育，也同時提供最

德州達福地區
展開癌友關懷事工

..................................................................................黃雲華

上圖� �:� 去上圖� �:� 去年參加達福地區癌友關懷年參加達福地區癌友關懷年參加達福地區癌友關懷年參加達福地區癌友關懷
訓練的弟兄姊妹們。
下圖� �:� 德州角聲達拉斯分部舉辦癌症� 德州角聲達拉斯分部舉辦癌症� 德州角聲達拉斯分部舉辦癌症
講座，社區反應熱烈講座，社區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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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秋，第三期直腸癌患者。受盡癌病痛苦的煎熬；但是，

癌病卻使她經歷到神的恩慈與信實。她的兒子更因母親得

著眾基督徒愛心照顧，心被恩感而認識神。如今，母子都

得著了生命裡最寶貴的祝福。今年4月16日，優秋在洛杉磯

Milpitas角聲癌友之家開幕時，分享了她的見證。(上圖右) 

�2�0�0�6年�9月，優秋前往醫院接受例行性健康檢查，醫生發
現她的直腸上有一個像花生豆大小的腫瘤。由於優秋完全
沒有不適的感覺，因此她相信那只是息肉之類的良性瘤，
不料化驗結果證實是惡性腫瘤。

剛聽到罹癌的消息時，優秋幾乎無法接受，接下來的檢查
結果更令她震驚──原來癌細胞已擴散到肺、淋巴，屬於
第三期大腸癌。醫生很快地為她動手術切除直腸上的癌腫
瘤。優秋的手術醫生是一位篤信基督，不到三十歲的華裔
女醫生。當時，優秋的先生曾建議她換一位較年長、有經
驗的醫生執刀；但到美國不久就信主的優秋，相信神為她
預備的一定是最好的醫生。她充滿感謝地回憶說，這位年
輕醫生不僅手術仔細認真，並且很體恤優秋心靈的需要，
經常鼓舞她，又以詩篇�1�2�1篇的經文「我的幫助從何而
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為她禱告。醫生的
母親也曾到醫院探視優秋。手術後的腫瘤科主治醫師也是
一位華裔基督徒，讓她與醫師的溝通沒有任何障礙。

角聲義工 常來探望

教會的弟兄姐妹在得知她生病之後，早上六點鐘就趕到她
家陪她就醫，晚上也經常陪伴她到很晚。除了手術醫生和
腫瘤科醫生，其他的醫護人員中也有許多位是基督徒，而
且都待她如家人，親切仔細地照顧他。一位本身也罹患直
腸癌的姐妹，走過五年抗癌路，熱情地和優秋分享她的抗
癌經驗；因為腎臟疾病需長期洗腎的一位師母，放下自己
的病痛，經常來幫助優秋。此外，角聲癌友關懷的義工也
常來探望她，一位曾為她先生辦理工作傷害的律師也曾特
意來看她。優秋病後無法工作，先生的收入也很微薄，弟
兄姐妹便不嫌麻煩地收集回收空瓶，一大袋一大袋運到優
秋的住處。每個月變賣空瓶的所得，對優秋和先生的生活
所需帶來補助。

雖然信主已一段時間，但優秋說，這場磨難讓她真實地了
解主有多愛她，派來這麼多天使幫助她，跟她分享神的話
語，帶給她許多實質的幫助與建議。她表示如果她還在國
內，雖然有很多親人，但他們可能會因為懼怕她的病而遠
離，但在這裏，許多基督徒盡心竭力地照顧她，將她當成
重要的人。她說：「我從不知道自己如此重要。」

背誦詩篇 神伴在側
手術之後，優秋的左腿曾麻得如同木頭，無法行走，然而
靠著神給她的力量，她每天咬緊牙關下床練習走路，不到
一個月就奇蹟似地完全復原。接下來的十二次化療雖然
痛苦，但每當她身體疼痛、無法入睡時，她便背誦詩篇
�2�3篇，彷彿自己正躺臥在青草地上，神就在身邊陪伴她。

第五次到第六次化療之間，不到三周，優秋的體重驟降
�1�6磅，癌細胞指數也上升了一些，姐妹們知道後立刻為她
烹煮許多營養豐富的食物，鼓勵她儘量多吃。目前，她的
體重已完全恢復，癌細胞指數也已控制在正常範圍內。

優秋在化療中心認識了幾位正在接受治療的華人癌友，雖
然他們不是基督徒，但教會的弟兄姐妹二話不說，立刻也
去照顧這些癌友。「因為神先愛了我們，所以我們要去愛
所有的人」弟兄姐妹們說。

我從不知道自己如此重要 !

優秋說 :

......................................................................................文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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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病關懷

18 19

兒子感動 決心受洗
優秋的兒子隻身在瑞典，得知母親得到癌症後，心急如
焚，立刻動身到美國來探望父母。他對信仰本來沒有太
大興趣，曾對優秋說︰「你們信你們的，但別跟我談這些
事情。」來美國之後，他親眼看到弟兄姐妹對他母親的照
顧，也見證許多神的奇妙作為，心裏很激動，決定受洗，
打開心門接受耶穌基督。

此外，醫護人員對優秋的悉心照料，也讓優秋的兒子深受
感動，毅然決定放棄原來所學，回到大陸改習護理，將來
能夠以醫療專業幫助病痛中的人。他在大陸向同學們提及
母親在北美生病的經歷，那些年輕孩子深受感動，好幾位
表示他們也要信神。優秋的兒子雖然剛信主不久，但靠著
神給的力量剛強壯膽，帶領同學們研讀聖經，認識神的話
語。她的兒子說他來美國探望母親最大的收穫，就是信了
神，有了生命的依靠。

解開心結 得著生命
剛得知罹患癌症時，優秋也曾問過神：「為甚麼？你����不是
愛我的嗎？難道我做錯了甚麼事嗎？」但她後來讀到一本
書，作者是一位牧師的太太，曾因罹患肝癌被醫生宣布生
命只剩下三個星期到三個月，如今二十五個年頭過去了，
她仍健康地活著。這位師母提及自己剛罹患癌症時，曾問
過神為甚麼，後來神給她智慧解開生命的結，重獲新生。
優秋藉由閱讀這本書，漸漸地明白她得癌症，很可能是因
為年輕時打拼生活，飲食、作息不正常，急著想積攢往後
所需用的金錢，沒有愛惜身體，心裏又累積很多壓力，長
期下來身體承受不了，才會生病。雖然走過癌症的磨難，
但她對神完全沒有埋怨，因為她知道神愛她如至寶。

目前優秋剛完成化療。旁人從她豐潤的臉龐，以及中氣十
足的談話，絕對察覺不出她才剛走出癌症的陰影。她熱情
認真地生活，在治療還在進行時就到成人學校上英文課。
她表示班上有許多同學是來自大陸，不諳英語的老人家，
她去上課，不僅學習英文，也可以為那些老人家翻譯，協
助他們處理一些事情。她表示往後她不會再用自己的力量
與想法籌謀未來，而會倚靠神，好好愛惜神賜給她的身
體，全心愛別人、幫助別人，活出神的樣式。

這個網站是為華人癌症患者，家屬，和關心他們的親友
所設立的。內容由基督教角聲佈道團「角聲癌友關懷網」
和南加州角聲分會的「角聲癌症協會」共同策劃及提供。

網站內有許多有關癌症的資料，如認識癌症、癌症的診斷
和治療等。另外，又有各類癌症的介紹，包括︰鼻咽癌、
乳癌、攝護腺癌、肺癌、肝癌、淋巴癌、胃癌、子宮頸
癌、大腸癌、胰臟癌、腎臟癌等。更有癌症醫學詞彙，使
能認識一些醫學的用詞。至於防癌知識如︰華人常罹患的
癌症、從飲食和生活習慣降低致癌率、飲食與癌症、癌症
的預防、定期檢驗項目等，其內也有介紹。

當一旦被診斷出患癌時，病者應如何面對�?� 站內詳述了
抗癌的基本觀念、抗癌計劃、抗癌清單、組織抗癌支援部
隊等可進行的行動。至於復發或轉移時，亦可重新出發臨
床試驗。不幸至末期癌症時，站內亦有安寧療護、事前指
示、其他安排�(資產規劃，喪禮的籌備，哀傷的處理�)的指
引，助病者及家屬走出哀傷。
� 
此外，站內尚有癌症溝通系列，在如何與醫護人員、與家
人溝通、如何決定癌症的治療策略、以至與癌症有關的心
理狀況，都有專文介紹。
� 
更重要的，是角聲癌友關懷網和角聲癌症協會的這個網
站，能給予病者及家屬人心靈上的支持，更有聖經節錄，
安慰人心，叫人得力的金句，讓人可以來到神的面前，把
憂慮、苦痛、悲傷卸給神，心靈得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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