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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龍 長 沙 灣 青 山 道 2 4 4 號 達 明 大 廈 2 字 樓
2/F, TAT MING BUILDING, 244 CASTLE PEAK RD., CHEUNG SHA WAN, KLN.

二 ○ 一 六 年 十 月

通 訊

主內各教會主任牧師、長執、機構主管及弟兄姊妹：

家書3：購址奉獻呼籲

自從2015年4月團契董事會，因事工發展的需要而確定了購買新
會址，到2016年6月達成了買賣的協議，於9月我們已支付了第一期的
訂金128萬元及印花稅96萬元。 對於一個二十多年來都是捉襟見肘的
財政，間中同工還要延遲支薪的群體，豈不是上帝的恩典嗎？

看著奉獻的名單，特別感動我的，不是大額的款項（不是說其不重
要，我們極需這些支持），而是很多細額的奉獻，我認識奉獻者都不是
富有的，他們付出的可能是生活上僅有的儲蓄，這一幅圖畫就好像耶穌
讚賞窮寡婦的獻呈一樣 (馬可福音12章41至43節) 。

10月20日我們還需支付第二期128萬元的訂金，而在2017年3月
或之前我們則需要支付最後一筆樓價1024萬元，因此盼望大家能繼續
支持及代禱。現時舊會址也有不同人士到來看樓盤，我們希望能早日賣
出該單位，以減少將來向銀行借貸的壓力。

願上帝祝福大家，並在愛協團契購址的事工上，共同經歷上帝的恩
典，見證耶和華以勒的作為。

「我們行善，不要覺得厭煩，如果不鬆懈，到了適當的時候就有收
成，所以我們一有機會，就應該對眾人行善，對信徒更要這樣。」（加
拉太書6章9至10節）

基督教愛協團契董事會主席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陸亮博士
您的同工



專 題

文章的題目是：「信心與禱告」。我想談談，關於祈禱和信
靠神的心兩者之間的關係。

禱告開啟信心

我們為甚麼會祈禱呢？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有需要，有心
願想達成，希望得到某樣東西：譬如病得到醫治，工作能完成等
等。

筆者的媽媽從前曾經「拜祖先」。她後來信耶穌，是基於家
人不斷的規勸、代禱，但關鍵處是因為她自己禱告，經歷到神的
真實，非拜祖先偶像可以比擬的。因為她曾為一週歲左右的孫子
代求，經歷到孫子由一雙耳或會失聰，轉變成一邊耳失聰，但另
外一邊耳還能保存幾成的聽力。失而復得，家人當然開心。筆者
的媽媽也經歷到神聽禱告的喜悅！

相信大家信耶穌的過程也類似，有人為你禱告，而你又會
因為一些需要得滿足，透過祈禱認識神，因而信耶穌。初信之時
大家對神的信心多是半信半疑，在得到更多經歷，才會給神一個
機會，繼續試下去。由未信到信，可說是開始了一個「禱告學信
心」的過程。也可說是「禱告開啟信心」。

禱告更新信心

我們禱告的對象是神。禱告是我們跟神的溝通，對話，去認
識自己和認識神的管道。當我們開始相信耶穌，我們就開始跟這
位神溝通。既然是溝通，就包括了我們的陳述，和我們聽神的陳
述。有來有回才叫溝通。

我們如何得知神的說話呢？我們會透過不同的媒介去聽神的
話，去認識這位神，譬如，聽道、讀經、靈修、默想、與牧者信
徒交流、透過思考不同人和事物或環境的變遷、當然還有禱告。

蔡志誠先生
本團導師

我們對神會有更深的瞭解，那我們相信神的心更加確定，信靠神
的心更加穩固。

於是，我們的禱告就會幫助我們，更加確定相信神的心，更
加穩固信靠神的心。於是，「禱告學信心」的過程由「禱告開啟
信心」進到「禱告更新信心」。而更新是一個不間斷的過程。所
以，「禱告更新信心」亦是一個不間斷的過程。

禱告確認信心

《希伯來書》11：6說，「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
神」。我們都己經相信耶穌，相信神。所以我們可以坦然到神面
前傾心吐意。還有，我們不單信有神，我們還會信神歡喜我們
與祂分享心事。所以我們願意更多禱告。《希伯來書》11：6又
說，「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神歡喜我們相信祂。更歡喜我
們這些信徒多到祂面前，祂會願意賜福給我們。

耶穌曾經講過一個比喻，當我們求魚時神不會給我們一條
蛇，當我們求餅時神不會給我們一塊石頭。神會賜我們聖靈，讓
我們知道神會給我們最適切的。

所以，這又說明禱告和信心另一層的關係，是「禱告確認信
心」，或者是「禱告實踐信心」。因為，我們是基於相信有神，相
信耶穌是神，相信神對我們好，相信神會給我們最適切的答覆。
我們就願意更多禱告，祈求，謝恩。

禱告是認信的一種實踐。

篇幅有限。在這裡留下一個問題讓大家思考。用信靠神的心
禱告是甚麼意思？是「有信心就一定成事」，還是「信得過神會
給我們最適切的」呢？

溝 通 的 技 巧

何謂溝通？溝通就是聆聽和傳遞訊息。聆聽最緊要，因為它能
明白了解對方的需要、渴想、心事和困難等等感受。因為透過溝通，我
們可以互相加深認識對方。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六日舉行痊程有您二零
一四正向復元四重奏，第四樂章凝聚葵青社區力量–身心升「呢」嘉
年華暨照顧者嘉許禮。地點：葵涌葵芳邨一所小學禮堂及球場。爸爸
和我榮幸地被護士姑娘誠邀做分享嘉賓。

活動宗旨：藉此提昇大眾對正向心理的認知，為身心注入正能
量，並透過此活動讓社區人士認識、接納、關懷復元人士及照顧者，
從而達致「關愛家庭，和諧社區」的目的。活動分為兩部份，(一)主題：
「身心升「呢」快活人」，包括攤位遊戲、健康檢查、展覽、正向心理工
作坊等。(二)主題：「凝聚葵青社區力量」，包括開幕儀式、嘉賓致辭、
照顧者分享會及嘉許禮及天才表演等。

照顧者(爸爸)和復元人士(我)分享內容：(一)良好家庭關係的要素
是互相包容，體諒對方，目的都想家庭和合，因為家人是復元人士的
支柱，爸爸帶頭支持女兒，其他家人都會一起這樣做。(二)優秀照顧者
的特質是懂得接納復元人士，肯多溝通，例如：以前爸爸陪覆診，了解
我病情，知道我的復元進程，現在又會參加家屬小組，得到其他照顧
者互相支持同幫助。(三)令照顧者更加正面的方法是得到鼓勵，同時
有醫護人員協助，例如：兩父女參加「精神健康急救」課程，了解復發
徵狀，找個案經理幫助。(四)展望將來，怎樣令家庭關係更進一步，做
到身心升呢？我認為要多欣賞父親優點，例如：守時，以父親為榜樣，
更加孝順爸爸，雖然現在不同他住，但可約他茗茶聊天，維持穩定病
情，令爸爸減少擔心。

衷心感謝張姑娘及余姑娘，盼望所有的復元人士與照顧者皆有良
好的溝通和關係，相處融洽。祝福滿滿！

雪蕊

信 心 與 禱 告

愛協第二十個互助小組，大圍組現已成

立，為居住於沙田大圍及鄰近區域的精神

病或情緒病康復者提供服務，有關資料如

下：

日　　期：2016年10月開始

時      間：每月第二、四週的週四 

 晚上7:30-9:00

地　　點：沙田潮語浸信會

 （沙田大圍村南道71-75號 

 滿華樓A座地下）

負責同工：梁夢熊先生 

 （電話 6770 4057）

請讀者轉介有需要的康復者參與，並請先

行致電同工約見，然後加入小組。

愛協新小組成立



閱後分享

日  期 內容 出席人數

1. 教育及推廣

2016年7月17日 荃盛浸信會----精神健康主日 90人

2016年7月17日 麗城浸信會----專題：「如何關顧精神病患者」 35人

2016年7月21、28日 
及8月4、11、18日

「飛越迷牆」課程 49人

2016年7月23日及8月27日 愛協話劇 7人

2016年7月24日 中華傳道會活石堂----精神健康主日 75人

2016年8月21日 中華基督教會大埔堂----精神健康主日 230人

2016年8月21日 麗城浸信會----專題：「靈性與精神健康」 30人

2016年8月28日 2016愛協「精神健康慢步」籌款活動 141人

2016年9月11日 宣道會東涌堂----講座：「靈性與精神健康」 15人

2. 活動

2016年7月16日及8月20日 詩班 9人

2016年7月23日、8月15、27
日及9月5日

讚美操 10人

2016年8月12日 雙月禱會----專題：「當信仰遇上後現代」 14人

2016年8月22日 門訓查經C班 6人

2016年8月23日 2016親恩頌暨生日會 30人

2016年8月27日 門訓查經A班 8人

愛協團契購址最新消息

1. 樓宇的印花稅費用96萬元(更正樓宇
印花稅的費用是樓價的7.5 %)，有一
位肢體免息貸款了給愛協團契，有關
費用已於8月19日完成支付程序。

2. 10月20日將要支付購置單位的第二個
訂金128萬元，而樓價的尾數1024萬
元則需要在2017年3月31日或之前支
付。 

3. 購買新會址、裝修及其他相關支出，
預計減除售出舊址單位所得款項，仍
然需要費用約900萬元，懇請弟兄姊
妹繼續代禱、奉獻或免息貸款支持。

4. 本團現欲以港幣530萬元出售位於長
沙灣青山道 244號二樓現時辦事處的
單位（實用面積865平方呎)。 對於
上述事項，如欲進一步了解或商談， 
煩請聯絡負責同工王來添先生。電話
29581770或52205253。

內容介紹：

全書內容主要針對在精神病康復者身上出現幻聽的情況，全
書共分成三大部分，分別是「藥物治療」、「心理治療」及「復
元理論」。每章均以幻聽者的真實故事作為開首，捕捉了他們在
日常生活中如何承受幻聽帶給他們的壓力，令他們難辨現實與虛
幻，有作妻子聽到「聲音」以為丈夫有外遇，有中學生誤以為自
己被黑幫追殺，也有少女聽從了「聲音的指示」衝出馬路⋯⋯這
些情景都幫讀者走進幻聽者的世界。

在「藥物治療」的部分，作者指出了患者的病悉感，也就
是覺察自己患病的意識（22），將會大大影響他日後康復的狀
況，由於幻聽者的病悉感較弱，因此他們十分需要家人及親友的
支持，才能鼓起勇氣正視問題，及早接受治療。

在「心理治療」的部分：作者指出心理治療配合藥物治療，
可有效地幫助幻聽者復元。臨床心理學家可以幫助患者尋找幻聽
聲音對他們的意義，例如有女士在幻聽中聽到小孩子的聲音，原
來這一切源自她未被處理的罪咎感和墮胎的經歷（97）。這過
程可以幫助患者找出應對「聽音」的方法，減低「聲音」對他們
生活造成的滋擾。

在「復元理論」部分，作者以「聽聲者」稱呼「幻聽者」，
以此引入復元概念，這概念有別於以往一直以消除病徵或藥物
治療作主導的康復服務，它以康復者的生活作為中心，幫助他
們尋找自我和人生意義（108）。而起源於八十年代的「聽聲運
動」，更鼓勵康復者分享聽聲的經驗，讓他們不再因這經驗而感

到羞恥，並經歷接納和被尊重，「聽聲者」更透過分享互相幫
助，並一同尋求應對「聲音」的良方妙策（129）。

最後，作者鼓勵「聽聲者」接納「聽聲」這獨特經驗，並相
信自己的人生不會因而降格；他們可以更進一步，主動與人分享
聽聲的經驗，讓外界有機會認識他們的世界（142）。

讀後感：

「幻聽」對不少人來說是一個十分陌生的詞彙，常人可能
以為只有精神失常者才會有幻聽的經驗。不過《改變幻聽的世
界》卻告訴我們幻聽並不可怕，其實不少家傳戶曉的人物如畫家
梵谷、音樂家舒曼和中國文學家徐渭等，都是一名「聽聲者」。
閱讀全書幫助我們認識幻聽者所經歷的困難，以及他們的出路。
即使他們無法消除擾人心神的「聲音」，只要他們能學曉與「聲
音」共處，並限制它對他們的影響，他們一樣能如常生活，尋找
屬於自己的人生。

曾有朋友跟我分享他的聽聲經歷，他們的經歷不約而同都
指出「聲音」曾指示他們作出自毀行為，可見「聲音」對「聽聲
者」的影響如此巨大，甚至威脅他們的生命。本書能幫助讀者反
思治療精神病的方法，除卻透過藥物、心理治療和輔導外，幫助
康復者接納「聲音」，與疾病並存，以及透過同儕的支援，都是
十分重要，並能有效減低「聲音」對「聽聲者」造成的影響。
「聲音」其實並不可怕，它就像叩門的聲音，告訴患者生命中尚
有一些未被處理的經歷和感受。「聽聲者」需要同行者的支持，
步上復元之路，盼望社會大眾能成為「聽聲者」的朋友，幫助他
們步出陰霾，迎向光明。

活 動消息教 育推廣 及

書　　名： 《改變幻聽的世界》
作　　者： 新生精神康復會
出 版 社 ： 經濟日報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年4月
全書頁數： 174
報告撰寫人： 陳希芝（中國神學研究院實習同學）
撰寫日期： 2016年6月30日不再可怕

「聲 音」
《改變幻聽的世界》閱讀報告



收支報告

捐款者資料／新讀者／更新資料表：
（以下資料請用中文正楷填寫，以便記錄資料，多謝合作。）

個人姓名： （先生／女士／小姐）

團體名稱：

聯絡電話： （日） （手）

電郵地址：

通訊地址： 

捐款用途：（請在圈內加上「✓」號）
 經常費  發展基金  同工薪酬

 若要寄回收據，請在此方格內加上「✓」號
多謝支持！請將表格寄回或傳真給我們。

 本人／團體希望成為新讀者，請寄上通訊。 
 （請使用以上表格，寫上聯絡資料。）

 本人／團體更改通訊郵籤上的資料， 
 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使用以上表格，寫上更新資料。）

 本人／團體不再需要收到本團契的通訊， 
 郵籤上的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謝謝跟進。

 本人／團體不需要收到郵寄通訊， 
 郵籤上的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希望轉用電郵收閱。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團體希望參與義工服務。（請填寫以上表格，以便我們聯絡。）

回 應 表
（請在圈內加上「✓」號，以便我們跟進閣下的選擇。）

  本人／團體樂意選用以下捐款方法： 
 （請在數字後的方格內加上「✓」號）

 劃線支票 支票抬頭請寫： 基督教愛協團契有限公司 或
CHRISTIAN OI HIP FELLOWSHIP LTD。

 現金直接存入銀行 
恆生銀行儲蓄戶口編號：384－128369－883， 
務請寄回或交回銀行入賬紙正本。

 定期自動轉賬 請賜電聯絡本團契，以便寄上申請表格。

1

2

3

1. 愛協第十九個互助小組，港島南區組現已成立，為居住

於港島南區及鄰近區域的精神病或情緒病康復者提供服

務，有關資料如下： 

 日期： 2016年3月開始。 

 時間：每月第一、三週的周二 晚上7:30-9:00。 

 地點：香港聖公會西南聯區 葡萄園 

 　　　(香港仔大道216-218號永發商業大廈13樓) 

 負責同工：王錦洪先生(電話 5180 0637) 

 請讀者轉介有需要的康復者參與, 並請先行致電同工約

見， 然後加入小組。 

2. 本團契一向致力推廣全人關顧精神病康復者的異象和

使命，並透過小組工作和相關服務實踐使命。為更有

效將這些信息推廣至不同受眾，我們特設‘面書’

愛協消息

（facebook）將愛協團契的活動和消息發報，使更多

facebook使用者和有需要人士掌握本團動態，及得知更

多精神健康信息並從中得著幫助。大家可到facebook

中搜尋 "愛協團契網上園地", 然後讚好，便可以，亦

可以在網頁上連結: www.facebook.com/christianoihip.

fe l lowship與我們作聯繫。由於本團契人手有限，這個

群組只能以單向提供服務，敬請留意。

3. 以電郵作聯繫 

為使我們日後更有效率及以更環保的方式與您保持緊密

聯繫, 例如以電郵發送愛協通訊或其他消息，請透過本

通訊下列的「回應表」提供您的最新電郵地址及聯絡資

料予我們，本團契衷心感謝您對我們的支持!

2016年6月份 2016年7月份

收入項目

奉　獻 88,155.50 60,270.00

推　廣 600.00 4,100.00

活動收入 3,420.00 110,958.00

其他收入 108.80 204.63

公益金 --- ---

總收入 92,284.30 175,532.63

支出項目

同工薪酬 183,960.00 180,455.00

強積金及行政費 9,852.25 9,677.00

事工支出 17,927.92 16,030.70

行政支出 5,687.30 6,083.50

雜項支出 2,565.50 3,410.00

總支出 219,992.97 215,656.20

本月盈餘／（不敷） (127,708.67) (40,123.57)

上月結存／（結欠） 174.95 (51,988.72)

由發展基金轉入 75,545.00 ---

本月總結存／（結欠） (51,988.72) (92,112.29)



多禱告，多有能力！

感 代
恩 禱事項與

購址代禱事項

1. 感謝神保守預備，透過一位肢體的大
額免息貸款，使愛協能夠如期支付了
96萬元的印花稅費用。

2. 第二個購置樓宇訂金128萬元的費
用，須於10月20日或之前支付，懇請
各位弟兄姊妹記念，求神為我們預備
所需的。

3. 請繼續記念愛協於長沙灣達明大廈辦
事處單位的放售，希望能早日售出，

求神預備適合買家購置這個單位。

感恩及代禱事項

1. 感謝神的帶領26/8的會員大會及新董
事選舉順利完成，求神帶領新董事有
美好的配搭，推展愛協的事工。

2. 請記念陳金英姑娘與G r a c e姊妹於
2/10(日)到銅鑼灣將軍澳福音堂主講
「精神健康主日」及見證分享。求主
使用她們的信息和見證，造就弟兄姊
妹。

3. 請為陳金英姑娘於6/10(四)到香港浸
信教會好鄰舍福音堂主講「兩代關
係，如何溝通？」禱告，求主使用她
的分享，造就弟兄姊妹。

4. 探訪組於8/10及29/10分別舉行探訪
組工作會議及探訪工作交流會，求神
保守會議順利進行、感動更多組員參

與交流會活動。

5. 5/11（六）本團與基督徒信望愛堂交
流分享。求主帶領，讓教會弟兄姊妹
對愛協的事工有更多認識，並與我們
的組員有美好的交流。

6. 請記念20/11(日)愛協團契廿六周年
感恩崇拜及愛筵的籌備工作，求主引
領更多教會的牧者及弟兄姊妹參加。
並為各小組獻演的排練順暢禱告，求
主保守。

7. 請記念25/11義工培訓講座，題目：
「職業治療知多少」。求主使用，讓
參加者更懂得如何幫助康復者。

8. 十二月份舉行之領袖門訓退修營，開
始進行籌備工作，求主為營會預備適
合的退修地方，並帶領同工設計適合
的主題和內容。

精神病康復者在教會群體中可算是少數，也可說是「被邊
緣」的一群。不單是在社會上受不同的標籤，就算在信仰群體
中，他們也不能輕易融入這群體。是教會的出了問題？還是康復
者的問題？

社會上對精神病康復者有不同的誤解，認為他們神志不清、
很難相處、暴力傾向等。這樣的誤解卻影響了信徒接觸及願意以
平常的心態接待康復者。於愛協一段時間，每天與康復者的相處
中，認識他們其實是可愛、坦誠；同樣有神給他們的恩賜和使
命，同樣有獨特的生命潛質，同樣成為別人的祝福。然而，若非
有這密集、親身的相處，總不能把自己一直根深蒂固的有色眼鏡
狠狠地打破。因此，如果教會只懂「說」他們有多關心康復者事
工，卻只是拒絕一個真實的相交，恐怕只會永遠留在一個遠處觀
望的態度，而不真實地看見康復者生命的需要和故事。

教會是否為「正常人」而設的場所？所謂「正常」，可能
是很多信徒認為，「我沒有情緒問題，我沒有智力問題⋯」。實
際上，耶穌走近患大痳瘋的人、走近沒有人敢接觸的人、走近
罪人和稅吏，他們正是被邊緣的群體。基督道成肉身，成了一個
走進人群的榜樣。若教會認為只歡迎「正常人」而把人分開，則
只會顯出教會的醜陋，把人分高低貴賤，與社會一樣標籤他們所
看「異常」的人。實際上，教會可能不會說出口，但在一直慣常
的牧養方式中，或在會眾相處的氛圍下，康復者根本難以融入其
中。那麼，康復者是否有自己的責任？他們也有可能不敢把自己
有病的事向人分享，這種害怕是一種自我標籤。而沒有理解下，
病徵出現就令弟兄姊妹疑惑，或漸漸地把奇異眼光加在他們身
上。教會有沒有適當的教導，讓弟兄姊妹有正確的觀念；更重
要，有沒有提供一個信任和接納的環境，讓康復者感受自己被接
納為基督身體的一部份？

精神病已經是城市人不能忽視的議題，患者數目的龐大，
讓我們可想像教會群體中一定不缺少他們的存在。與康復者的相
處，需要有願意承擔的人，例如明白他們的病徵，以什麼方法來
相處是對他們的情緒、生命成長有幫助。有時候，很多人誤以為
他們是情緒化、常發脾氣，因此很難相處。但是，若我們認識夠
深、信任夠深，我們便可以用合適的方法相處。基督的身體就是
擁有著不同的肢體，有人覺得康復者難相處，其實他看不見，原
來自己也有很難相處的地方，自己原來同樣是經常得罪人。雖是
「不同」，但是在基督的身體中，我們同是罪人，我們同是屬祂
的。

我們能否看見這一群在被邊緣的人，能否看見自己和社會中
這許多錯誤的標籤，能否看見教會是接納所有不同人的群體，能
否看見我們同是屬基督的罪人？耶穌就是如此來到人群中間，使
人在祂愛和信任中，再次連結一起。

我環視四周，我看見這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我可以做這麼多東西，因祢賜給我的力量。

現在我請求祢聆聽，當我唱出亮麗的日子。

因我需要靠近祢，求祢指引前路。

給我鷹的翅膀，以致我可以上升到天空。

當弟兄有需要時，給我力量去支援他，給我明天的目光，讓我可
以看見我能找尋到什麼。

假如祢帶領我，我將會立刻追隨。

給我會飛的翅膀，因祢已看著我成長，與及祢慢慢地帶領我。因
我知這是祢的愛和力量，令我強壯和得著引導。

現在我請求祢聆聽，當我唱出亮麗的日子，因我需要靠近祢，求
祢指引前路。

給我鷹的翅膀，我會上升到世界中。

當弟兄有需要時，給我力量去支援他，給我明天的目光，以致讓
我看見我可找尋到什麼。

如果祢帶領我，我將即時跟隨。

給我會飛的翅膀，在雲上至高處以致我可以看見雲下的美麗。

我知道祢抱擁我，以致我永不單獨，單獨飛！

給我鷹的翅膀，我將會上升到世界中。

當弟兄有需要時，給我力量去支援他，給我明天的目光，讓我看
見我可以找尋到什麼。

假如祢帶領我，我將立刻跟隨。

給我翅膀飛到天上，以致展翅上騰，一飛沖天。

給我翅膀⋯⋯去飛！

本團契謹訂於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廿日 

（星期日）下午三時卅分　假座九龍東京街18號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長沙灣) 禮堂舉行 

「廿六周年感恩崇拜」

誠邀  閣下

撥冗光臨　共證主恩

基督教愛協團契  敬約

教會，妳看見嗎？

葉晞諒
中國神學研究院實習同學 實習感言 給我翅膀

(中文意譯 Give me wings 歌詞) 

Philip

感　恩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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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聚會日期 聚會地點

明亮組 每月第二、四主日 下午 愛協團契會址

拉撒路組 每月第二、四週一 晚上 愛協團契會址

家屬組 (2) 每月第二週一 晚上 九華徑基督教會信得堂 ( 長沙灣 )

以利亞組 每月第一、三週二 晚上 愛協團契會址

港島南區組 每月第一、三週二 晚上 聖公會西南聯區葡萄園 ( 香港仔 )

提摩太組 每月第二、四週二 晚上 旺角浸信會

伯特利組 每月第二、四週二 晚上 愛協團契會址

家屬組 (1) 每月第四週二 下午 九華徑基督教會信得堂 ( 長沙灣 )

真情組 每月第二、四週二 晚上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灣仔）

約書亞組 每月第一、三週三 晚上 基督教宣道會基蔭堂（荃灣）

隱基底組 每月第一、三週三 晚上 基督教豐盛生命堂 ( 紅磡 )

平安組 每月第二、四週三 晚上 平安福音堂（觀塘）

港島東區組 每月第二、四週三 晚上 中華基督教會柴灣堂柴房（柴灣青年廣場）

約翰組 每月第一、三週四 晚上 宣道會洪恩堂（元朗）

以馬內利組 每月第一、三週四 晚上 大埔浸信會

摩西組 每月第二、四週四 晚上 香港神託會創薈坊（沙田）

大圍組 每月第二、四週四 晚上 沙田潮語浸信會 ( 大圍 )

迦勒組 每月第一、三週五 晚上 愛協團契會址

青少年組 每月第一、三週四 晚上 九華徑基督教會信得堂（長沙灣）

約瑟組 每月第一、三週五 晚上 新生會大樓長期護理院

顧問  
麥基恩醫生　　康貴華醫生 
陳熾鴻醫生　　吳炳華牧師 
陸　輝牧師　　鍾維壽醫生 
謝樹基教授　　關瑞文博士
何國偉律師

團牧：陳一華牧師

主席 
陸亮博士

副主席 
鍾傑強醫生　　阮志華博士

文書 
李金好姑娘

司庫 
陳雪蘭小姐

委員
黃綺華小姐　　張超勤先生 

郭初航醫生　　蘇麗貞小姐 

林會真女士

異象使命：協助精神病康復者在神的愛中互相協助，活出豐盛的生命

精神健康   全人關顧 喜樂的心　乃是良藥　憂傷的靈　使骨枯乾（箴言 17:22）

同工： 梁夢熊（社工）6770 4057　 陳金英（傳道）7775 4643　 王錦洪（社工）5180 0637　 王來添（社工）5220 5253

歡 迎 致 電 本 會 同 工 查 詢 及 轉 介 參 加 小 組 聚 會各組聚會表

董事會 ----------------------------------------------------------------------------------

（成員包括愛協組員、傳道人、精神科專業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