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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癌症協會是南加州角聲分會專為關懷癌症病人及
其家屬而設立的組織，於二○○二年初成立；目標是

引進主流癌症資源，以應華人社區就癌症方面的需
求。角聲癌症協會積極為華人社區提供防癌知識

和癌友關懷服務，在主流社會與華社之間，擔
任橋樑角色，成為代言者。

角聲癌症協會的座右銘，是「服務華社，
走入主流，榮神益人。」協會的使命，就
是幫助癌患者與家屬，提供關懷及資訊，
為他們傳遞生命的盼望。

角聲癌症協會企劃主任楊王惠真，本身是
一位癌症的存活者，曾經歷接受手術、化

療，復健的過程。她告訴神，不願白白地受
苦，懇求祂使用自己受苦的經歷，去幫助將來也

要步入抗癌路的同胞。

在神奇妙的安排帶領下，楊王惠真於2001年與丈

夫移居洛杉磯後，翌年與南加州角聲分會事工總監李偉強
牧師，成立了「角聲癌症協會」。如今角聲癌症協會共有
四位同工，數十位義工，同心合意地為癌患者服務。

角聲癌症協會為癌友成立了「癌友互助會」，分一般癌友
會及乳癌癌友會，每星期定時聚會，強化彼此的關懷網，
及培養癌友領袖人才。

該會重視為癌友提供關懷輔導服務，去年共輔導了二百位
華人癌患者；一方面引導癌友，善加利用主流社區資源；
另一方面致力協助貧困癌友，尋求經濟補助，使病者能在
身體健康備受威脅之時，經濟壓力能得以舒緩。

為了使廣大人士對癌病加深認
識，癌症協會還經常舉辦教育性
的專題講座，去年參加者近一千
五百人。

其他活動包括︰ 

容光換髮講座
另外，每季又為婦女癌患者舉辦
一次「容光換髮」(�L�o�o�k �G�o�o�d 
�F�e�e�l �B�e�t�t�e�r ) 講座，助癌友在
接受治療後，能以容光煥發的外
貌，迎向新生。

翡翠絲帶運動
原來，在所有族裔中，亞裔患乙
型肝炎的比率最高。不少肝癌都
是因為乙型肝炎慢慢轉化成的。
因此，協會先後在南加州及聖地
牙哥等地舉辦講座，並為公眾驗
血，確定其中的乙型肝炎帶菌
者，使他們能接受乙型肝炎疫苗
注射，以防受到感染。(左頁上
圖為翡翠絲帶運動其中一項活動
情形)

南加州角聲分會的

角聲癌症協會

關懷癌友另一章

上圖 : 專為婦女癌患者舉辦的上圖 : 專為婦女癌患者舉辦的上圖 : 專為婦女癌患者舉辦的上圖 : 專為婦女癌患者舉辦的
容光換髮講座容光換髮講座容光換髮講座。
下圖 : 三針護一生對抗肝炎活 三針護一生對抗肝炎活 三針護一生對抗肝炎活
動，參加者人數眾多動，參加者人數眾多動，參加者人數眾多動，參加者人數眾多。。

楊王惠真是角聲癌症楊王惠真是角聲癌症楊王惠真是角聲癌症
協會的企劃主任，曾協會的企劃主任，曾
走抗癌之路。走抗癌之路。

..................................................................................韋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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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
疊湖營地

心肝寶貝活動列車
以心肝寶貝為題進行宣傳推廣，同樣有講座及血液檢驗服
務，提高華人對乙型肝炎的警覺。

三針護一生
是另一項對抗甲型及乙型肝炎的活動，為華人提供的甲肝

和乙肝疫苗注射和乙肝驗血
檢測服務。與亞裔肝臟中心
攜手合辦，反應熱烈。中醫
師亦宣導，推薦華人來接受
檢查。

角聲癌症協會提供癌症篩檢
及病理諮詢。此外，還有一
項十分有意義的工作，就是
招募和訓練義工，使他們成
為「開懷天使」，擴展一對
一的關懷事工，目的就是帶
領慕道癌友加入教會，使他
們的心靈得著更新，能接受
主耶穌為救主。

希望之聲

身患癌症或面對生活中重大打擊的人，彷彿都會感到自
己正處於嚴冬的日子裏一般。然而，冬天終究要過去，接
之而來的，便是百花盛開的春天，與豔陽高照的仲夏。

枯樹長出了葉子
在十三年前的冬季裡，筆者患上了肝癌，需要接受切除手
術。手術後有機會在家附近散步，發現門前有一棵樹，葉
子都掉光了。看著這棵枯樹，就彷彿在看著自己，患了這
麼重的病，等於絕望和死亡。

在上帝的恩手醫治下，幾個月下來，身體漸漸康復了。隔
年的夏天(七月)，筆者正式加入基督教角聲佈道團，成為
全職同工。那時，當我再次走到門前，看見那棵枯樹，同
樣地也經過了春天，進入仲夏，樹上長滿了濃密的葉子。

在人生的歷程中，我們也會經過嚴冬的枯乾；然而，冬天
終必過去，接下來的，便是溫暖的春天和活潑的仲夏。

今天仲夏，在角聲癌症協會的安排下，讓許多癌友都有機

《希望之聲》是角聲癌症協會出版的
一份定期通訊。每期有癌病的專題文
章，亦有活動介紹，以「病困顯溫
情，絕處逢生機」作口號，為癌病者
帶來希望的資訊。《希望之聲》可
上網到角聲癌症協會的網站閱讀，
網址是︰ �h�t�t�p:�/�/�c�a�n�c�e�r�.�c�c�h�c�.�o�r�g�/
�h�c�a�/�i�n�d�e�x�.�h�t�m。

《希望之聲》是角聲癌症協會出版的
一份定期通訊。每期有癌病的專題文
章，亦有活動介紹，以「病困顯溫
情，絕處逢生機」作口號，為癌病者
帶來希望的資訊。《希望之聲》可

癌友
仲夏情

角聲癌症協會的吳周秀蘭關懷癌友，角聲癌症協會的吳周秀蘭關懷癌友，角聲癌症協會的吳周秀蘭關懷癌友，
全身投入事奉中。全身投入事奉中。

...............................南加州角聲事工總監李偉強牧師

23

Passion #8.indd   22-23 2007/7/15   �� 11:17:13



角聲
癌病關懷

24 25

會走出病房，走出家門，享受生命的活潑和豐盛。

走不上去爬上去
今年五月間，角聲特別為新開幕的醫療中心，在阿巿的
�A�l�m�a�n�s�o�r �C�o�u�r�t 舉辦了一個籌款餐會。會中第一個節
目，是由一群癌友獻唱演出。他們是癌症協會所組織的
「水仙合唱團」。每一年，美國癌症協會都會送每位癌
友一束水仙花，代表著希望和新生。因此，合唱團就以
此命名。

節目開始時，十多位癌友魚貫入場，當時，舞台旁邊有
幾個人手忙腳亂的不知在做甚麼，原來，他們正要將一
位坐在輪椅上的癌友，連椅帶人的搬到台上去。

這位癌友，本來在北
加州一間餐館打工，
因為患癌症而被辭退
工作。後來，她到了
洛杉磯，得到癌症協
會的幫助，辦了加州
醫療卡，解決了醫療
費的問題。她患的是
乳癌，後來卻轉移

到骨頭，再轉移
到腦部，病情嚴
重時，全身感到
非常疼痛，連走

路也不成，只好坐
輪椅。當晚很多人勸

她不要上台。她卻回答說：「上帝給我太大的恩典。走
不上去也要爬上去！」雖然，她的身體可能還是停留在
寒冬的枯槁中，然而，她的心已走進了仲夏的熱情。

走出陰霾活出美麗
「水仙花合唱團」的指揮黃紀美，也是在三年前患過乳
癌。經過了乳房切除的手術，和多次化療帶來的煎熬，
把原本非常愛美的她弄得死去活來。

然而，人真正的美麗並不會因為無情的手術被奪走；令
人心寒的療程畢竟也要過去。在那段日子中，她並沒有
失去對人生的信念和對美的追求。今年年初，她接受了
癌症協會的邀請，成為「水仙合唱團」的指揮。她曾這
樣說：「癌症不會奪去我對美好明天的憧憬，而是讓我
更珍惜擁有人世間的溫情。」

今年仲夏，癌症協會舉辦了一個「共訴心中情」癌友文
藝比賽，內容包括寫作和繪畫兩方面。多才多藝的她，
獲得了繪畫組的冠軍，主題是《藝術伴我走過死陰的幽
谷》。其實，不單單是藝術伴她走過幽谷，而是幽谷讓
她更表達藝術的美麗。(作品刊第�2�6頁)

在一篇文章中她這樣寫著：「當雷雨過後天空所出現的
彩虹，不也特別的美
麗、璀璨？」

我們不都是藝術家，但
只要我們有一個積極的
心態，我們可以用自己
的方法，欣賞人生的彩
虹、活出仲夏的光彩。

珍惜眼前

人和事
過去，癌症協會每年都
會租用旅遊大巴士，舉
辦癌友及家屬的郊遊，今年因為經費不足，在有關部門
的安排下，我們可以免費到聖蓋巿內的�M�i�s�s�i�o�n博物館參
觀，並到附近的一個公園野餐。最初我們都擔心這次不
是「遠」遊，反應不好。結果，參加的數十位癌友及家
屬都表現得非常開心和投入。

這座位於�M�i�s�s�i�o�n大道上的博物館，是由當年一群剛到加
州的基督徒所設立。它的位置就在角聲中心的附近，許
多人喜歡在那裡拍結婚照。我們也經常開車經過，但是
卻從來沒有想過要進去參觀，想不到裡面所擺設的，是
很精緻，也很有歷史價值的收藏。

角聲癌症協會舉辦郊遊活動，癌友和家屬角聲癌症協會舉辦郊遊活動，癌友和家屬角聲癌症協會舉辦郊遊活動，癌友和家屬角聲癌症協會舉辦郊遊活動，癌友和家屬
暫時走出癌疾陰霾，同享歡樂時光。暫時走出癌疾陰霾，同享歡樂時光。暫時走出癌疾陰霾，同享歡樂時光。

角聲癌症協會所組織的「水仙合唱角聲癌症協會所組織的「水仙合唱角聲癌症協會所組織的「水仙合唱
團」在籌款晚會中獻唱，坐輪椅的癌團」在籌款晚會中獻唱，坐輪椅的癌
友(小圖)堅持上台歌唱讚美神。友(小圖)堅持上台歌唱讚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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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我們就是不懂得珍惜身邊的東西。明明就在身
邊的地方不去，總要跑到大老遠才覺得珍貴。更可惜的，
我們往往也是這樣忽略了自己身邊的人。

在整個郊遊活動中，大家都會發現，有一對夫婦是整天手
拉著手的，羡煞旁人。原來他們兩人都患上了癌症，丈夫
是腎臟癌，太太是乳癌。由於太太身體較弱，丈夫恐怕她
走路會跌倒，便一路地拉著她的手。也許，因為他們都面
對著癌魔的煎熬，可以體會到「眼前人」隨時會離開自
己，因此，就更珍惜彼此在一起的機會。

這次郊遊中，一群癌友，走出家門，暫時放下疾病的憂
慮，一同遊戲、一同歡笑，享受大自然。但更重要的，是
大家一同學習這個重要人生的課題：珍惜眼前人和事。

後語
今年夏天，當你正在埋怨炎熱的天氣時，可否停下來，享
受一下盛放的驕陽，欣賞百花齊放的大自然，並且好好珍
惜身邊的人和事。除了季節在轉變外，也讓我們心靈裡的
枯樹，走出寒冬的枯槁，迎接仲夏的茂盛。

我雖然行過

死蔭的幽

谷，也不怕

遭害，因為

你與我同在..

詩篇23:4

1�9�92年，角聲在加拿大吹響了「福音號角聲」。加拿大角
聲分會就在這一年成立。同年4月，《號角月報》加拿大
版正式面世，至今已十五個年頭。

過去十五年，神一直帶領加拿大角聲的事工。因著環境的
需要，加拿大角聲的事工與美國角聲的事工略有不同，就
是主力出版《號角》，藉著《號角》廣傳福音，並且結
果，增長。

每月七萬六千份號角
現在，加拿大的《號角》，每月印行加東版和加西版兩個
版本；加東版，並加上渥太華專頁及滿地可專頁。每個

這福音傳到你

們那裏，也傳

到普天之下，

並且結果，

增長… 

歌羅西書1:6

加拿大角聲 
       感恩    年        年年15

.........................................................................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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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加東版印行四萬六千份，加西版亦多達三萬份；合
共是七萬六千份，發行遍及加拿大東、中及西部省份。

加拿大的《號角》，跟美國、中南美洲、香港、歐洲等
世界各地的《號角》互相配合，互相呼應，全世界印行
總數共達440�,000份，各版內容都具有當地色彩。我們的

目標，是將福音傳送到世界每
個角落。

神賜下
新辦公室
2006年，是加拿大角聲非常
感恩的一年。因為神成就了大
事，為加拿大角聲自置了一個
新辦公室。

一直以來，我們都知道讀者對
號角的要求不斷提高，也希望
擴展福音事工，可是，由於資
源有限，辦公室太小，令發展
受到極大限制。我們的理想，
就是自置較大的辦公室，以求
更大的發展。可是，我們也知
道，號角每月出版報紙，開支
己經十分龐大，哪有能力購置
辦公室？

感謝神，祂是大能的神。「他
行大事不可測度，行奇事不可
勝數。」(約伯記5:�9 )神竟然將
一個面積三千多平方呎的辦公
室賜下！

2006年十月，加拿大角聲佈道
團號角月報，正式喬遷到位於

大多倫多萬錦市300 S�t�e�e�l�c�a�s�e R�o�a�d �W�e�s�t�, �U�n�i�t 2�8的
新辦公室。新辦公室是一間地鋪，有樓下和樓上兩層，
地方寬敞。

這裡，有幾個辦公房間，用作行政、編輯及製作部。另
外，又有一個可以存放報紙、書刊的儲存庫；貨車可以駛
進，起卸號角月報，運送到各個派報點。另外，還有充足
的空間，讓義工包紮報紙，寄運到其他地區。樓上也有辦
公房間，更加有一個可以容納幾十人聚會的地方。

一年付清
全部樓價
購置新辦公室，所需款項共
�$323�,000加元。加拿大角聲，
一向毫無資財，全無恆產，如
何繳付這筆款項呢？

神說:「我要將暗中的寶物和隱
密的財寶賜給你，使你知道提
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華、
以色列的神。」(以賽亞書45:3)

神藉著弟兄姊妹的愛心奉獻、
教會及機構大力支持，弟兄姊
妹為裝修的各種工程，義務幫
助。我們所需要的���� �� �� ��樓價，竟在
一年之間全數付清！神施行了
奇蹟，超過我們所想所求！豈
能不將讚美和榮耀都歸與祂！

多元化發展
未來事工
角聲十五載，主恩情滿載。今
年，加拿大基督教角聲佈道團
成立第十五周年。展望前面，加
拿大角聲將會擴展更多事工，為
福音而努力。包括:

�1�.號角發展    
● 計劃增設卡加里版，成立當地事工委員會。

加拿大
週年15

上圖 : 加拿大角聲新辦公室共三千上圖 : 加拿大角聲新辦公室共三千上圖 : 加拿大角聲新辦公室共三千
多方呎，座落大多倫多萬錦市多方呎，座落大多倫多萬錦市。
下圖 : 新址內有多個辦公房間，供下圖 : 新址內有多個辦公房間，供
行政、編輯及製作之用。行政、編輯及製作之用。行政、編輯及製作之用。

上圖 : 新辦公室有儲存庫；貨車可上圖 : 新辦公室有儲存庫；貨車可上圖 : 新辦公室有儲存庫；貨車可
駛進起卸號角月報，方便運送。駛進起卸號角月報，方便運送。
下圖 : 樓上空間寬敞，有一個可以下圖 : 樓上空間寬敞，有一個可以
容納幾十人聚會的地方。容納幾十人聚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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