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

通訊
九 龍 長 沙 灣 青 山 道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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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月

天父眼中的康復「人」重生之路
王錦洪
程序幹事
神造人的時候是神按著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有神的形
象，當中最重要是有神的靈。故此，人有很自然的慾望去認識
神，與神溝通。即使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就如原始部落，他們都
明白自己的限制，知道有個外力是主宰一切的，便會拜奉他們所
認識的神。人有尊貴的神之形象，就算我們始祖墮落了，到現在
我們仍舊是罪人，這個尊貴的形象仍在，不會被掠奪。
第二方面，人有魂，讓人有正確的思維秩序和情感，意志。
同時，人有道德選擇：有自決能力和自我降服(服於神)；懂得對
與錯，能夠管理地球，曉得製造和運用工具來製作各類物品。
第三方面，人有(身)體，人藉著身體與世界接觸，在世界從
事不同的活動，例如工作，學習，家庭，餘暇等等，都有著不同
的社交關係，與不同的社群共融。
一個正常人固然可以很自然地去體驗人的靈，魂，體三方面
整體的特質，有身(體)，心(理)，靈(性)，社(交)四方面的好狀況
(Well-being)，去投入生活，發展自我，探索世界，認識父神。然
而，當有些人患了病，一種極不受歡迎的病---精神病，他就面對
很大的問題了！因為這種病會令患者在身，心，靈，社，幾方面
都受到損害。身體方面，患者除了身體因為服了精神科藥物之後
產生的副作用，變得僵直和遲緩之外，還會有精神的問題，輕者
有焦慮和抑鬱，重者有妄想，幻覺和幻聽，亦有兩極高低起伏的
情緒反應。因此，便延伸至影響患者的心理，病徵令他的思想變
得非理性，缺乏邏輯，難以集中，情緒主導，缺乏耐性，脫離現
實，心理偏執。正正是心理上有這些毛病，令他們與人接觸和相
處時會遇到很大問題，別人不懂得他們受著病徵所困擾，令致情
緒失常，行為怪異，旁人敬而遠之。嚴重影響他們的社交生活，
若信主的連教會也不願意返。在靈性方面，不少患者自覺得到這
病，便等於神不眷顧他們，便會埋怨神，遠離神。此外，亦有患
者在病患中封閉自己，覺得自己一無是處，看自己毫無價值，沒
有尋求人和神的幫助，孤獨地面對疾病和人生。如此種種，他們
就墮入所謂不正常的人種，被人嫌棄，標籤，甚至歧視！
很多時一般人總會將人的價值建基於人的能力，外表，成
就，金錢等方面，當人患上精神病，他就好像以前所看的武打粵
語長片中，原本很有武功的壯士，一旦被廢掉武功，便會變得一
蹶不振。在這情況下患者便會退縮，不想被別人知道自己淪落此
地步，就算已無需住院，但不肯接觸社區，害怕見到別人奇異的
眼光。這些患者或康復者倒願意接受政府的接濟，使用社會的資
源應付日常開支，然而，他們就好像被關進社區的「監獄」，縱
有表面的自由，但實質像是自我軟禁般。
若在這些康復者當中，有些或會有膽量進入社區，與人接
觸，但常會因著外表情緒不穩或行為怪異的問題，就是這些所謂
「不正常」，令旁人產生誤會，甚至造成精神或身體傷害。旁人

的眼光，反應和表現，都成為康復者再踏進社區的障礙。如此，
他們又會重返自己封閉的環境，安舒渡日，不吃人間煙火。試
問，這又怎能發揮一個人的潛能呢！？
我們嘗試從神學的人觀看人的價值，就會依據聖經所指，
人是尊貴的，因為(1) 神看重我們(創1：27有神形像；詩8：6-8
被派管治萬物；約3：16基督捨身拯救)；(2)神體恤我們 (約1：
14 神成為人；來4：15-16耶穌凡事受過試探；林前10：13 神
開路；太11：28-30神使我們得安息);(3)神保護我們 (太10：
29-31神視我們為貴重的；羅8：31-39無人/事能叫我們與基督
的愛隔絕；詩121：4-8神隨時隨地時常保護我們)；(4) 神賜力
量給我們 (腓4：13神賜力量；羅8：26聖靈代求；雅5：16彼
此代求。)
人本質是有動態的，究竟如何就著自己的限制活出神聖的樣
式呢？是可以做得到的，康復者都可以感受和體會限制，但亦從
限制中找到出路，從中體會生命和豐盛。
只要康復者願意踏出第一步，踏出外邊的世界，不一定是
做有酬勞的工作，而是用自己有限的能力和技巧，付出愛心，關
懷別人，獻上愛的行動。當自己能夠豁出去，放開自我，眼看世
界，反倒能重拾自我。正是越放下自己，就越找到自己，知道自
己的真正價值所在，不是金錢財帛所賦予的，而是找人真正的歸
宿，就是人所盼望永恆的歸宿。
我很同意從這角度看人的生命，康復者並非通通是一無是
處，不可理喻，正如在「愛中重生」一書寫道，不少偉人都是患
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病，他們都在限制中去探索，創造和建立。更
不會是暴力傾向的象徵，事實上絕大部份的精神病人都不是行使
暴力的，他們傷害自己的機會還高。
另方面，康復者如何活出人的價值呢？其實很簡單，就是
他們能夠看自己的病和缺乏是人生旅程的一種經歷和見證，見
證神的恩惠，平安和喜樂。當然，很重要的，是身邊的社區人
士，教會群體，能夠放下有色眼鏡，以康復者的「眼鏡」看他
們的處境，調校自己的態度和觀念，便能讓彼此邁向共人性(C ohumanity)。讓大家都能過一個豐盛的生命。
註1： 《精神病患者復資料套》第三頁
基督教愛協團契的使命、核心價值和信念
基督教愛協團契資源中心出版 2002年九月第二版
參考書目：
1) 精神病康復者和家屬等著。《愛中重生》。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2013年10月初版
2) 呂家聲。《有理說得清》。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文字部
2011年9月修正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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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禱 事項

恩與

對方的需要和困難，達至彼此共融。
利完成。求神繼續引領我們未來事工
的發展及所需的經費，讓新會址祝福 5. 請記念13/1義工培訓「個案研討」。
多禱告 ，多 有能 力 ！
更多人。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給神。
求神帶領梁夢熊先生的預備和分享，
讓參加的義工更能掌握如何幫助康復
2. 請為3/12-4/12的領袖門訓營禱告，
購址代禱事項：
者。
求神使用陳黔開牧師的分享，讓參加
愛協購置新會址單位最後一筆款項1024
者得教導和提醒。
6. 請為本團契將於16/2舉辦「異象分享
萬，需於2017年3月31日或之前繳交，求 3. 請記念9/12（五）聖誕聯歡福音晚
會」的籌備工作禱告，求神引領教會
神預備所需的款項，相關的異象分享、奉
牧者及弟兄姊妹參加，透過分享感動
會，題目：「放心，不要怕」，由陳
獻呼籲事工求主帶領推行。此外，亦請記
人心，參與關注精神康復事工。
恩明牧師主講。求神帶領更多未信主
念新會址事工發展計劃的籌劃，讓一切工
的精神或情緒有困擾的人士和他們的 7. 請記念新一年的詩班、話劇及讚美操
作都能行在神的旨意中。
家屬參加，從而認識主，得著幫助。
的招募和推展，求神引領組員參與，
感恩及代禱事項
提升自己的恩賜和能力，從而康復得
4. 請為7/1探訪路德會失明者中心禱告，
更好。
盼彼此有美好的交流，更認識和關顧
1. 感謝神，廿六周年感恩會及愛筵已順

雲妮

耶穌是否關心?

Philip

中文意譯 Does Jesus Care? 歌詞
在二零一五年愛協感恩會前幾個月中，有一天，陳姑娘在
w h a t s a p p中問我：「愛協將會拍一輯短片，十幾個人分享見證：在
病中的病徵和難處，怎樣面對和出路」。藉愛協幫助面對困難，內
心和口都很想為愛協出一分力，她問介唔介意在鏡頭下講？我一口
應承。
過一兩天在工作中，陳姑娘又傳來信息問可否今天早些回愛協
拍短片？雖然在工作中，亦一口話，若是為主作工，主定會幫助。
因自己每天下午二時後要出街工作，陳姑娘邀請我說：可否請假，
四時回到愛協？我和人事部同事請假，提早兩小時放工，大膽講要
三時離開工作地方的荃灣。人事部同事回答：「你去完銀行不用回公
司，可以直接回家。」而她亦沒有問為何請假。
去到銀行已二時二十分，銀行內有四排人龍，但都要排隊，見
人多就看看w h a t s a p p來打發時間，之後離開銀行，手錶正三時，內
心感謝神，看見祂的美意，要我三時離開銀行，而銀行隔鄰就是港
鐵站。去到愛協還早到一點，沒有怱忙的感覺，實在要感謝主的恩
典！

愛協新小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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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的心痛耶穌是否關心
太深因歡笑或歌曲
以負擔壓迫和關心痛苦
和那路途長得疲倦和漫長
副歌﹕噢!是!祂關心，我知道祂關心
祂的心被觸動因我的悲傷
當日子是疲累，長夜淒涼
我知道我的救主關心
耶穌是否關心當我的路途是黑暗
和一個無名的恐懼和畏懼
當那日光褪去進入深沉的晚上陰影
祂是否足夠關心以致接近
耶穌是否關心當我曾嘗試和失敗
去抵抗一些強勁的試探
當我深深的悲傷但卻在這裡無依靠
雖然我的眼淚長流於整夜晚上
耶穌是否關心當我說「再見」
給我在地上最敬愛的
和我憂傷的心疼痛是衪接近破碎
是否歸於祂?祂是否看見?

實踐使命
多謝父神藉他人，言語行為幫助我。
一句話說得合宜，金蘋果在銀網子。
支持鼓勵獻關懷，願每句話能助人。
擔任義工廿五載，助人助己最感恩。
意外收穫滿足感，開心喜樂讚美神。
義工好處多樂趣，展現豐姿新一頁。
盼望大家齊參加，生活善用好餘暇。

雪蕊

朱小敏姑娘

專 題
死亡是人類生存不可避免的。如果遇
到摰親死亡，或喪親(Bereavement)，這經
驗可以令人沮喪，往往帶來負面情緒和心
理的困擾。'喪親'這個詞源於古德語，'以
暴力奪取'的意思，感覺就像是親人被強行
帶走。而哀傷(Grief)則是指喪親者的悲痛反
應。
哀傷反應Grief reactions
哀傷是一個多方面和複雜的事情。若
僅將哀傷視為純粹情感的反應，似乎把事
情看得太簡單，有機會引致誤解和忽略事
情的全部。每個人可以有多種以及不同方
式表達哀傷，沒有正確、錯誤或是標準的
先後次序。大多數理論把哀傷歸納為環繞
多種感覺和層面，包括：
情緒方面，例如：悲傷，焦慮，憤怒;
生理方面，例如：食慾不振，疲勞;
認知方面，例如：專注，混亂;
行為方面，例如：煩躁，搜索; 和
精神/靈性方面，例如：質疑信仰，遷
怒於上帝等。
每個人可以有多種以及不同方式表
達哀傷，沒有正確或錯誤或是標準的時間
限制，但每個人都必須學會用自己的方
式來應對。在喪親之時，想方設法哀悼摯
親和表達我們的哀傷是很重要的。沃登
(Worden, 2009) 提出四個應付哀傷的任務
(task)：
1. 接受(Accept)失去摯親的現實
大多數人遇到失去摯親時，會感到劇烈
心理震盪，或拒絕相信他們愛的人已經
離開世界這個事實。在短時間內，可能
會覺醒他仍然在自己生活中；或可能會
在早晨醒來，暫時忘記了他已經離世
了。接受或許需要一些時間，但卻是應
付哀傷的重要組成部分。
2. 經驗及處理(Experience and process)
哀傷的痛苦;
個別人士的哀傷經驗是獨一無二的。
有些人會哭上好幾天，有的人生氣，
其他人從世界抽離，並在獨自的私人
的空間哀傷。無論如何，給自己足夠
時間及空間去讓自己處理哀傷是很
重要的。有些人壓制其內心的情緒，
並試圖生活如常。可知道廻避處理悲
傷，可能會延長甚或妨礙回復正常生
活狀態。
3. 適應 (Adjust)沒有摯親的環境; 和
一旦喪親者開始接受失去摯親這個事
實，逐漸了解和釋放自己的情緒，最
終可以適應新的生活。如果能夠投入
新角色及培養新的技能或興趣，將大
大有助重投新生活。

督導顧問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註冊社工，美國專業輔導協會專業會員

4.

從哀傷中
撤離(Withdrawing)，
再把情感能量投進一個新的
地方，繼續生活前進。從哀傷中撤
離，並不是指把摰親或與其有關的事
忘記，這是不可能亦不恰當的，反
之，喪親者可以與摰親保持持久連接
(enduring connection)，例如，把摰親
的事留於記憶當中，在繼續哀悼同
時，也開展新的生活。
以上這些任務應該被視作哀傷反應的
一些參考指引，每個人也可以用自己的方
式及步伐處理哀傷的。
複雜性哀傷 (Complicated grief)
大部份人在喪親後，就算沒有得到
專業的幫忙，一般都能在一段時間內慢慢
恢復。但是，估計約有百分之十至二十的
人，可能在一段長時間後，仍然受強烈的
認知，情感和身體的哀傷反應影響，未能
恢復，這些情況稱為複雜性哀傷。
沃登 (Worden, 2009)認為，一般和複
雜性哀傷之間的差異，主要由持續時間、
症狀強度，以及日常功能的差異來分辨，
並提供了線索診斷複雜性哀傷：
˙ 每當談及喪親之時，都會有激烈的和
如同最初的哀傷反應;
˙ 相對較小的事件，亦會引發強烈的哀
傷反應;
˙ 喪親成為臨床的訪談主題;
˙ 不願意搬動死者的物品;
˙ 出現與死者相似的身體徵狀;
˙ 生活方式的急劇的變化
˙ 經常與持續性內疚和自尊心降低，或
者相反，呈現假興奮的狀態;
˙ 強制模仿死者;
˙ 自毀的衝動;
˙ 在特定的時間內，出現不明的悲傷;
˙ 對有關疾病或死亡有強烈恐懼。
˙ 如果出現上述情況，便需要找專業人
員的協助。
精神病患者的哀傷經驗
曾經有研究(Macias, et al., 2004)探討
哀傷對精神病康復者的影響，結果發現，
哀傷與精神病徵狀並沒有直接連繫，同
時，在研究中有近期喪親的康復者，他們
的精神狀況在喪親前及後沒有明顯差別。
另外，分析亦發現，那些能夠預測在一般
大眾複雜性哀傷的情境因素，例如：情感
依賴、社交孤立等，也適用於嚴重精神病
康復者之身上。由此可見，哀傷反應嚴重
與否，與精神病症狀並無關，但認識喪親
及哀傷反應有利康復者明白，悲傷是失去

摰親的正常反應，而並不是他們的感情脆
弱的反映。
身邊人如何協助
一般來說，喪親人士最需要的，是
朋友的關懷與聆聽，令他們覺得被愛及支
持，以及讓他們能夠以自己的方法應付
哀傷。以下提供一些方法(S I D S N e t w o r k,
2016)，以供參考：
1. 一個簡單的關懷問候，例如：「你今
日點啊？、食咗飯未啊？有冇嘢我可
以幫到手呀？」等，都能夠起到很大
的作用。
2. 另外，也可以主動提出實際的幫忙，
例如，「我稍後去超市，有什麼東西
要幫你買嗎？」。
3. 關於死亡是如何發生這些問題是不必
要的，反之，可以給予喪親者機會告
訴你關於他們想告訴你的事情，例如
說，「你想唔想傾下？我願意聆聽」
4. 如果他們哭泣，就讓他們哭，不要嘗
試制止。如果你也感到想哭，就讓你
的眼淚留下來，這樣更能令他們明白
到你也與他們一起悲傷。
5. 避免說「我明白你的感受」，可以說
「我嘗試明白你的感受」。
6. 喪親者可能會問，「點解？點解呢件
事會發生？」對於這些問題，其實
無需要作答，如果要答，可以說我也
不明白為什麼，不要說「這就是生
命」，或者「這是神的旨意」，這些
解釋往往都不能安撫喪親者，所以還
是不說更好。
7. 有些喪親者可能會有憤怒的情緒，他
們可能遷怒於上帝或者醫生又或牧
者，如果是這樣，應該鼓勵他們去確
認自己的憤怒，以及找一些健康的方
法去處理。
8. 有心理準備你需要隨時聆聽，大部份
的喪親者會時常想訴說關於他們摰親
的事。如果他們想說，就由他們說，
不要嘗試改變話題，藉以廻避。聆聽
的時候要有耐性，避免說「時間會沖
淡一切」或者「很快會過去的」這些
說話。
9. 要接納任何喪親者表達的情感，不要
說「你不應該這樣想」。
10. 不要刻意迴避喪親者，這樣做的話，
會令他們覺得自己失去得更多，可以
如常地與他們相處。
雖說大多數喪親人士不需要專業介
入，也能痊癒，但親友的幫助和理解，可
以使他們悲痛癒合得更顯著。

Reference
Macias, C., Jones, D, Harvey, J., Barreira, P, Harding, C., & Rodican, C. (2004).
Bereavement in the Context of Serious Mental Illness, Psychiatric Services, 55:4, 21-426
SIDS Network (2016). How to Help Grieving People. http://sids- network.org/grievingpeople.htm. Retrieved June 30, 2016
Worden, W. (2009). Grief counselling and grief therapy: a handbook for the mental health practitioner. New York: Springer.

愛協團契
購址最新消息
1. 感謝神的預備！透過弟兄姊妹的奉獻
及免息貸款，第二個購置新會址的訂
金128萬元已於10月20日前支付。
2. 請記念最後一筆樓宇的費用1024萬
元，需於2017年3月31日或之前支
付，求神預備。
此外現時會址單位仍然繼續放售，求
主預備合適的買家。
3. 請記念購置新會址及事工發展計劃異
象分享會的籌備工作。

閱後分享
《精神健康急救手冊》閱讀報告

教

育推廣

日 期

及

活

動消息

內容

出席人數

1. 教育及推廣
2016年9月19日

飛越迷牆義工講座---認識精神科藥物—講座

18人

2016年9月22日

新福事工協會講座----「愛在精神變幻時---對精神障礙
的認知」

19人

2016年9月24日、10月1、
22、29日、11月5、12日

愛協話劇

2016年10月2日

銅鑼灣浸信會將軍澳福音堂----精神健康主日

60人

2016年10月6日

香港浸信教會好鄰舍福音堂長者團契專題---「兩代關係，如何溝通？」

40人

2016年10月30日

以馬內利使徒會專題----「如何關顧情緒病康復者」

15人

2016年11月5日

基督徒信望愛堂華明堂講座----「認識愛協團契」

35人

2016年11月6日

香港宣教會恩耀堂----精神健康主日

80人

2016年9月24日、10月3、
22日、11月7日

讚美操

10人

2016年9月26日

門訓查經B1班

6人

2016年9月28日

門訓查經B2班

6人

2016年10月1日

彩虹有約---豐盛人生(聚餐佈道會)

22人

2016年10月2日

明亮組黃昏營

13人

7人

2. 活動

2016年10月10日

以馬內利組及拉撒路組合組中大遊

19人

2016年10月14日

雙月禱會

19人

2016年10月15日

門訓查經A班

7人

2016年10月22日

隱基底組乒乓球活動

4人

2016年10月22日

以馬內利組職員交流會

5人

葉晞諒

2016年10月23日

平安組—西貢留足蹟

2016實習神學生

2016年10月29日

「起落•喜樂」男士福音午餐會

2016年10月31日

摩西組及大圍組職員交流會

9人

2016年11月5日

東區組大潭水塘行山樂

6人

2016年11月6日

明亮組職員交流會

8人

2016年11月13日

免費乘車日--「深圳一日遊」

2016年11月15日

於行政會議門外向特首梁振英先生請願，提出
「正視精神病康復者十大訴求」

《精神健康急救手冊》是一本頗全面的工具書，給予讀者指
引，認識各精神病的徵狀、各種治療、危機的急救工作等等。讀
畢這書後給我以下的反思及啟發：
「精神健康」的議題在社會愈來愈受關注，然而不是所有
人都明白什麼是精神健康。或許，仍有很多錯誤的觀念，如「有
患精神病的人精神健康才是有問題」。精神健康的良好狀態是
「認識自己的潛力，應付日常生活壓力，有效地從事工作，對社
區有貢獻」。如果關顧精神病康復者的人認為，只要幫助他們控
制病徵就是回復「健康」，這與幫助他們發揮整個生命還有一段
距離。因此，康復者的精神健康，若只是以醫學模式來為患者治
療，只會達到其中一部份的關顧，康復者仍需各方面的關顧，以
幫助他們的生活、發揮自己、貢獻社區。
「康復」並不是代表病徵完全消失，而是在病的限制下，可
以有滿足、有希望、有意義的生活。很多人以「患病」作為埋怨
神的理由，或是認為病患完全消失，才是神愛他、神拯救他的結
果。不過，有些康復者一生都與病徵共存，但仍然有以上滿足、
有意義的生命。當我們要思考關顧康復者時，就要留心不要以自
己錯誤的期望也加諸在康復者身上；同樣也要幫助康復者調整自
己期望，也明白自己能夠在病徵共存的情況下，可以活得有意

8人
54人

24人
6人

義，活出神給自己的使命。
要成為一個關顧者，不能只有愛心。愛心或感動也許使人有
動力關顧，不過卻有可能「好心做壞事」。只有愛心，若沒有深
入地認識各種精神病的徵狀，及介入的方法，又缺乏對患者的認
識，都不能稱得上是一個負責且稱職的「關顧者」。
舉例來說，若以認知行為治療（C B T）來為抑鬱症患者治
療，是嘗試以改變一個人的負面或錯誤觀念，以控制他的情緒低
落。但假若一個關顧者沒有用心研習相關的治療技巧，只用自己
的「常識」來關心一位患者，可能有反效果。例如，書中提醒，
避免說一些無實際作用的建議，例如對抑鬱患者說「振作、睇開
啲、正面一點」反而會輕視了對方的感受，可能使他覺得你不明
白。更嚴重的是，若有人覺得只用禱告就可以有效驅趕負面情
緒，而缺乏了用真理的話語來糾正這人的錯誤思想，仍無法有效
幫助他走出自己的負面情緒，治標不治本。
關顧精神病康復者，不能只有「心」，而不付上代價，仔
細地認識每個精神病的細節、又花時間認識每個康復者獨特的需
要。智慧地運用及整合這些方法，才能適切地給予康復者治療，
幫助他們邁向真正的精神健康。

愛協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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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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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lowsh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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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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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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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表

收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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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8月份

2016年9月份

收入項目
獻

121,635.80

107,956.00

推

廣

--

---

301,762.50

304,495.00

其他收入

18,364.78

9,853.98

公益金

149,400.00

---

總收入

591,163.08

422,304.98

支出項目
同工薪酬

1

劃線支票 支票抬頭請寫： 基督教愛協團契有限公司 或

2

現金直接存入銀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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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AN OI HIP FELLOWSHIP LTD。

奉

活動收入

（請在數字後的方格內加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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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560.00

179,268.00

9,682.25

9,617.65

事工支出

23,202.51

5,116.17

行政支出

5,648.00

3,868.50

雜項支出

220.00

1,444.00

219,312.76

199,314.32

本人∕團體希望成為新讀者，請寄上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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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積金及行政費

總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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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使用以上表格，寫上聯絡資料。）

本月盈餘∕（不敷）

371,850.32

222,990.66

上月結存∕（結欠）

(92,112.29)

279,738.03

---

(693,110.80)

279,738.03

(190,382.11)

轉入發展基金
本月總結存∕（結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