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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琪癌症關顧中心 

 
自成立以來，銘琪癌症關顧中心一直為香港癌症患者和他們的

親友免費提供資訊、心理、社交及情緒方面的支援服務。本中

心毗鄰屯門醫院，在一個溫馨而友善的環境下，中心團隊為所

有受癌症影響的人士提供適切支援，令他們能夠積極面對和跨

越癌症對日常生活所帶來的影響。   



主席獻辭 

簡心潔  

董事會主席 

年是銘琪癌症關顧中心 (銘琪中心) 豐盛的一年，這全賴社會各界的鼎力支持及協助。 

設立銘琪中心是為了讓癌症患者、 其家人及照顧者得到醫藥治療以外的支援服務。 鑑於香港

公共醫療系統的負擔日漸增加， 醫生們首要為癌症患者提供醫藥治療，而銘琪中心則著力提

供個人化的資訊、 心理及社交支援服務，滿足癌症患者不同方面的需要。我們提供舒適的環

境讓他們抛低恐懼，找到安慰及支持，重拾生活的樂趣。 

銘琪中心的專業團隊為受癌症影響的人士提供輔導及諮詢服務， 同時給予他們支持與鼓勵。

銘琪中心為癌症患者提供一個與醫院診療室截然不同的環境，像家一般溫馨的室內空間與陳

設親切迎人，庭園及水池則閒適恬靜。 這裡特別的建築設計可讓使用者靜心整理思緒，也可

舉辦小班活動。我們為中心使用者提供心理及社交支援， 細心照顧他們情緒上的需要，亦舉

辦多類型的課程以改善他們的身心健康。 

我們致力推廣癌症關顧服務， 以配合病人的全面需要；同時我們亦期望提昇社區對癌症支援

需求及服務的認識。 我希望藉此機會感謝醫院管理局及屯門醫院一直以來的支持，並期盼我

們的合作能繼續讓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受惠。 衷心感謝所有與銘琪中心合作的夥伴及各界的慷

慨捐助，沒有您們的支持，銘琪中心就不能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免費及開放式的癌症支援服

務。 

在此我亦感謝所有董事會成員、 義工們、中心團隊及服務使用者，是您們令銘琪中心這個地

方更顯特別。 在 年度，哈羅香港國際學校及西島中學的學生們分別與銘琪中心合作舉

辦籌款活動。 愛心聖誕大行動慷慨資助了銘琪中心的音樂治療課程，成立了銘琪音樂治療合

唱團；現在， 團員不時參與外出表演，在社區散發正能量。我們亦曾受惠於個人贊助的馬拉

松活動、烘焙義賣及一年一度由 舉辦的聖約翰座堂聖誕音樂會，感謝所有籌

辦者及參與活動的人士。 您們的支持使銘琪中心的大門常開，歡迎及給予服務使用者適切的

關懷。 

所有正受癌症影響的人士都應得到如銘琪中心提供的支援服務；我們會全力以赴讓更多人受

惠。 



中心主管的話 

年為銘琪癌症關顧中心(銘琪中心)遷入永久中心的第二個整年頭。我們延續去年的發

展，為更多受癌症影響的人士提供支援服務，於本年度共錄得逾 的總到訪人次，比

年高逾 。 

一位確診患癌的中心使用者溫馨告訴我們說︰「確診患上乳癌後， 我一直非常徬徨無助；直

至首次步入銘琪中心， 我內心不期然增添了一份安全感，我無法解釋，但卻感到自己舒適和

輕鬆多了…感覺就像投入了一個溫暖穩妥的擁抱中，內心的恐懼及憂慮驟然消退!」沒有甚麼

比像溫馨上述的分享更能令中心團隊得到鼓舞。簡單的一句認同和肯定， 又或是大家親切的

笑容，都激發無限動力，讓我們竭力做得更好。 

為滿足不同中心使用者的需要，銘琪中心致力提供多元化服務，並於 年推出多項新課

程， 例如腸癌支援小組讓患者能夠透過學習和互相分享，了解更多關於癌症的資訊、治療副

作用的處理、營養、以及處理抗癌時所面對的壓力、心理及情緒問題等。其他新課程包括提升

參加者身心靈健康的愛笑瑜伽、一對一的瑜伽治療和香薰舒緩治療等。 

本年度中心得到各方義工的支持， 積極投入為中心服務。我們與多間企業及學校舉辦了義工

日和不同活動，全都廣受中心使用者歡迎。 由銘琪同行者負責帶領的茗茶坊，每星期都為來

到中心的使用者提供放鬆身心的平台， 使大家能夠一邊品嚐好茶，一邊互相給予支持，同時

學習享受生活的細節。 

年 月我們很高興獲邀到香港理工大學舉行的第三屆國際醫療傳意研討會分享銘琪中

心的服務。兩位中心使用者包括一位癌症患者順子及一位癌症患者的母親蕭太在研討會上分

享抗癌路上的經歷及在銘琪中心獲得的支持和鼓勵，感動得全場站立鼓掌支持。 

銘琪中心獲得這些成就和認同，全賴有中心的同行者、義工、課程導師以及合作夥伴 - 特別

是屯門醫院的職員團隊。我們衷心感謝他們對中心的支持和付出。 

隨著醫療科技的革新，加上銘琪中心獨特服務模式的配合， 我們致力要讓受癌症影響的人士

活得更好，以改善抗癌旅程的經歷。 

 

雷黃恩芳 

中心主管 



 

銘琪中心 年服務一覽 

銘琪中心是為所有受癌症影響的人士而設，包括癌症患者、其家人及朋友。 

的訪客認為到訪銘琪中心的體驗為好或
優良  

 

的人認為銘琪中心能夠全面或近乎全
面地滿足他們的需要  

 

 

銘琪中心的癌症支援服務需求不斷增加： 

總到訪人次 相對 年的增幅 癌症類型 

 

銘琪團隊所提供的支援活動持續增加 ：

節活動帶給中心使用者資訊、心理、社交及情緒方面的支援  

年，我們透過各項捐款及籌募活動共籌得逾港幣 萬元，讓銘琪中心能夠

支持更多受癌症影響的人士及開展新的課程和活動。  

 

以上數據取自銘琪中心 年審計調查報告。



愛笑瑜伽

 

癌症患者會容易感到困倦乏力。愛笑瑜伽的

笑聲運動、瑜伽鬆弛及呼吸練習可讓參加者

放鬆心情、適應痛症、為身體注入氧氣及強

化免疫系統。

靜觀減壓課程 

靜觀減壓課程由 博士於 

年在美國麻省大學醫院的減壓診所創辦。多年

來綜合全球多間醫院、診所及大學研究，結果顯

示透過呼吸、靜觀及伸展能夠有效地減輕憂慮，

增加快樂指數，維持身心平衡及健康。

癌症治療過程常會令人感到痛楚及不適。一對

一瑜伽治療的導師會親自為參加者度身訂造合

適的瑜伽動作， 按需要提供更貼切的指導，有

效紓緩痛症及促進身心健康。 

瑜伽治療

茗茶坊    

茗茶坊由銘琪同行者小組帶領，給予中心使

用者輕鬆的珍貴時光。在親切溫馨的大廳內， 

大家可以一邊品嚐好茶，一邊分享人生體驗，

學習欣賞身邊簡單快樂的小事物。

年新增課程及服務

香薰按摩可紓緩壓力及不適症狀。此課程

以小班形式進行，讓參加者透過使用不同

的精油及按摩手法學習放鬆，並可和親友

分享技巧、心得，讓他們為自己在家中按

摩舒緩情緒及痛症。 

腸癌支援小組由中心的專業團隊帶領，讓參加者

了解更多治療的選項、促進健康的方法及處理腸

癌為他們所帶來的情緒影響。 

腸癌支援小組 

香薰按摩治療



 



支援服務 

銘琪中心歡迎所有癌症患者、其家人及朋友來訪，我們為所有受癌症影響包括新確

診、正在接受或完成治療、復發、臨終或痛失摯親的人士提供專業的關顧服務。 

所有受癌症影響的人士可以隨時到訪銘琪中心。本中心的活動費用全免，無須轉 

介或預約，使用者可按情況需要獲取適切支援。 

 

資訊支援 

資訊支援包括健康飲食建議、 在治療期間和之後處理脫髮和皮膚等問題的資訊，或

是為新確診癌症個案而設的「同步抗癌」新症支援小組。 

中心設有圖書閣，提供書籍和光碟租借服務﹔另外亦設置電腦， 為中心使用者提供

上網服務。 

心理、社交及情緒支援 

我們聘有全職的臨床心理學家、 社工和癌症支援專科護士， 為所有受癌症影響的人

士提供癌症支援服務。 心理、社交及情緒方面的支援包括與臨床心理學家一對一或

小組會面、減壓和鬆弛活動，及為不同癌症患者設立的支援小組。 

鬆弛治療和壓力管理 

鬆弛及壓力管理技巧可顯著減少情緒困擾，亦能促進患者在確診癌症後所需要進行

的心理、社交和生理調整。 在銘琪中心，服務使用者可以個人或小組形式參與一系

列經研究為有效的活動和工作坊，以幫助他們放鬆心情。這些活動包括太極、鬆弛練

習、正念瑜伽課程、音樂治療課程或藝術治療小組等。 

溫馨舒適的環境 

銘琪中心由著名建築師法蘭克．蓋瑞精心設計，透過一個寧謐、溫馨、開放和充滿陽

光的空間，令服務使用者能夠享受一種恬靜的氣氛；庭園則由中心創辦人的女兒莉

莉．詹克斯設計。 

別樹一格的設計意念和建築風格與銘琪中心所提供的支援服務互相融合烘托。法蘭

克．蓋瑞以他的藝術觸覺， 巧妙地創造了一個和諧而富啟發性的環境，這對於中心

的服務使用者和工作團隊尤其重要。 



個人、夫婦和家庭的情緒及

心理支援: 人次 

資訊支援及諮詢: 人次 

癌症患者或照顧者支援小

組: 人次 

音樂治療與藝術小組:  

人次 

營養工作坊: 人次 

身．心．靈課程 (太極、氣功、

瑜伽、靜觀、正念瑜伽、愛笑瑜

伽): 人次  

年的服務成果 

鬆弛課程: 人次 心理教育課程: 人次 中醫營養和健康講座:  

人次 

美容工作坊: 人次 香薰治療及舒緩按摩工作坊: 

人次 

其他活動: 人次 

銘琪中心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幫助癌症患者探索和發揮自己的力量，以面對癌症的挑戰。我們在

年提供了不同類型的活動，其中包括： 



其他活動摘要

MAR
3月

 

無伴奏合唱表演  

是知名的無伴奏合唱團，由
美國達特茅斯學院的全男班大學生組成。他們於
月 日在銘琪中心為中心使用者落力獻唱，演

出的曲目風格甚廣，包括爵士樂、經典音樂，甚至
中文流行曲。 

 

慈善日 

慈善日於每年 月 日舉辦，為紀念在 世貿
事件中罹難的 名員工。這一天的全球營業 
額都捐贈予各地慈善事業，而銘琪中心今年亦成為受惠
慈善機構之一。 

 

十周年派對 

誠邀銘琪中心參加 月
日在 舉辦的十周年派對。
作為一家多元化的餐飲服務公司，

致力為各類大型活動及派對提供多
國佳餚菜色，是次周年派對所籌得之善款可
讓銘琪中心繼續積極發展癌症關顧服務。 

OCT
10月

SEP
9月

瑞信集團 環球挑戰賽    

瑞信集團於 年 月 日舉辦一年一度的
「 環球挑戰賽」紀念其前投資銀行業務首
席執行官柯磊洛先生( )，同時為銘
琪中心籌款。瑞信集團本著柯磊洛先生生前博愛、
熱愛運動及競賽的精神，於是次挑戰賽為銘琪中
心籌款，為受癌症影響人士出一分力。  

香港癌症日

銘琪中心與其他慈善團體、醫院及組織參加了於
月 日舉行的第三屆香港癌症日，主題為「你

我一起 預防癌症」。 活動目的是為提升公眾對健
康生活、癌症預防及治療選擇的認識。  

聖約翰座堂聖誕音樂會

NOV 
11月

DEC
12月



 

聖約翰座堂聖誕音樂會籌備委員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聖約翰座堂聖誕音樂會 2015 

繼去年成功首辦「聖約翰座堂聖誕音樂會」， 再度為銘琪中心籌款，於 月

日在聖約翰座堂舉辦「聖約翰座堂聖誕音樂會 」，其後移施到 舉行聖誕聯歡

派對。活動籌得之所有善款將幫助更多癌症患者。 

該晚音樂會的表演節目包括由銘琪音樂治療合唱團為在座 名觀眾即席獻唱；其中一位年

輕的服務使用者穎恩更與大家分享癌症路上的點滴和銘琪中心如何幫助她渡過難關。 

這熱鬧歡愉的晚上為銘琪中心籌得近港幣 萬元的善款，有助本中心未來發展，及得以為癌

症患者提供更多元化的關顧服務。



我們在 年的收入來源

透過社會各界支持者的慷慨解囊，我們在 年籌得超過港幣 萬元的善款。這些捐款

使我們能夠擴展銘琪中心的服務計劃，以支援香港愈來愈多受癌症影響的人士，並配合他們的

需要。

數字以千元為單位

我們在 年的支出

各項癌症支援服務與活動經費之詳細資料 

數字以千元為單位



感謝各位的慷慨支持 

哈羅香港國際學校 

港島中學 

善心會有限公司 

雀巢保健營養 

愛心聖誕大行動 

羅氏大藥廠香港有限公司 

凱瑟克基金 

生命勵進基金會有限公司 

馮雅頌女士 

簡心潔女士

王明琪女士

夏麗芙女士 

董煜醫生

韋嘉怡女士

鍾惠蘭女士

我們感謝所有為銘琪中心盡獻寶貴時間和慷慨捐款的人士。 

由於篇幅所限，恕未能盡錄所有善長芳名。  



我們需要依靠有卓識的人士及社會賢達的支持，才可繼續支援癌症患者和他們的親友。 他們不

但能夠幫助我們籌集資金以建立和支持中心的日常運作，更能和我們分享其專業知識和提供指

導。他們的熱誠和正能量，都成為我們做得更好的動力。 

     董事會  

 簡心潔女士, (主席) 

    葛露蓮女士,  

       何志雲女士 

      莉莉．詹克斯女士 

     簡基富先生, ,   

      嘉寧．凱瑟克女士 

       李羅拉女士 

     林李文靜女士, , ,   

王明琪女士 

女士 

夏麗芙女士 

謝秀玲女士  

韋嘉怡女士 

 

新委任成員

李澄明先生(自 年 月生效) 

艾永玲女士 自 年 月生效)  

歷屆成員

夏德威先生 

祈愛蘭修女 

中心贊助人 

陳方安生女士  

榮譽顧問 

梁智鴻醫生

張健東先生 已故) 

 

專業顧問 

楊永強醫生

機構管治 



銘琪癌症關顧中心 

由美琪凱瑟克癌症關顧中心基金有限公司營運 

地址: 

香港新界屯門青松觀路屯門醫院 

電話:( 傳真: 

電郵: 網址: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早上九時至下午五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