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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愛協團契

感謝神！愛協團契新會址的裝修工程於11月中已經大
致完成，我們亦於11月尾搬進新會址，並且亦已著手為我
們事工的新里程，密鑼緊鼓地去進行籌備的工作。回想購
置新會址的事工，由決定進行到完成購置和裝修工程，期
間足足經歷接近三年的歲月，在這段日子，神讓我們經歷
了一道我們意想不到的「恩典之路」。

遊走各區、四處尋覓

神恩預備、超越所想
2016年的4月，透過一位組員得悉現在新會址前身
的教會，計劃搬離及售出教會單位的物業，因此我們把握
這個機會，立即相約視察單位及與教會商談物業出售的事
宜，在過程中我們都能坦誠分享彼此的需要和期望，共同
的態度：都是以主內一家彼此真誠協商來處理一件彼此造
就的美事，而不是純粹一項買賣交易，其後愛協和教會各
自都為這件事情懇切禱告和進行內部的商談，愛協經過禱
告和董事會的商討，大約在6月的期間確定了購入單位的
意向，並且隨後與教會商談了支付款項的安排和交吉的日
期，接著的我們要面對另一項更大的挑戰：1280萬元的樓
價費用。

因信而行、竭盡所能
愛協為著能尋得一個適合作為新會址的物業單
位，感到十分雀躍和高興，而教會原址是商業大廈
的單位，作為愛協團契機構的用途更是免了後顧之
憂，然而當我們面對1280萬元的樓價費用，再加
上2016年8至10月期間，我們的經常費亦遇到
不敷的情況，同工薪酬和機構運作的支出都遇
到很大的挑戰和壓力，因此當我們要同時
面對一個好像天文數字的樓價費用時，
我們實在難免有擔心和憂慮，心情雖
然有些沉重，但同工們都一同懷著
眾志成城的心，共同策劃籌款的

事工和計劃，向眾教會、主內的機構、愛協的組員和支持
者，傳達我們購址事工的異象和需要，呼籲眾肢體以禱告、
奉獻和免息貸款作回應支持。

縱有擔憂、唯主可靠

踏
~ 進新會址的回顧

還記得展開購置新會址事工之時，我們購置的奉獻數
額只有20萬元，如果單看金錢，這個事工實在寸步難行，
然而我們看見的：是教會和社會的需要，以及我們事工的
異象和使命，我們唯有因著信和全然的倚靠，於2015年初
開展尋覓新會址的工程，我們到過新蒲崗、也去過觀塘和
荔枝角，看過不同大大小小的單位，也曾經到訪過一些精
神復康工作的機構，希望能取得一些購置樓宇和運作的實
務經驗，時間飛逝，雖然我們花了近一年半多的時間，但
我們始終未能找到合適的選擇。

18年1月

恩典之路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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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過後，我們一時沒有為意的印花稅96萬元費用，
需要在一個內月繳交，當我們感到徬徨之際，神感動了一位
肢體，以免息貸款的方式借給愛協100萬元，解決了迫在眉
睫的支出，這一難關可說是我們第一個學習信心的功課，其
後我們便要面對，分成三期需要在2017年3月31日前付清樓
價的艱鉅任務，同時間我們亦要進行的工作，便是要趕快地
放售出舊會址的單位，以使能套現一筆較大金額的款項第來
應付樓價的支出，然而來看樓的人多、有意問津的卻少，直
至2017年1月初，我們仍然未能放售舊會址的單位，這是另
一個使我們感到擔憂的問題，也是另一個考驗信心的功課，
然而到了大約2月，一位與愛協並不相熟的地產代理，主動
與我們接觸，以及快速地安排了客人來視察我們舊會址的單
位，意想不到的，是客人很快提出購買單位的意向，以及我
們亦很快順利地便達成買賣的協議，並且買家也願意於3月
尾前付清樓價所有的費用，這次經歷，再這一次讓我們看到
神奇妙的安排與預備。

恩典之路、一步一步

售就出了舊會址的單位，能套現了大約可支付新會址
單位四成費用的金額，然而我們還需有五百多萬元的樓價費
用需要借貸或籌募，我們嘗試以愛協團契的名義向銀行貸
款，但以愛協的條件銀行根本不會考慮，面對這個難關可說
是第三個學習信心的功課，當我們緊密地用其他方式處理借
貸的事宜，神卻感動了一些肢體以免息貸款的方式，給予我
王來添 們大額的借貸，最終我們無需向任何銀行或機構作出借貸，
關顧幹事 並且於2017年4月，愛協能及時和完整地支付了樓價所有的
費用，在此我們實在感謝神的眷顧和供應以及弟兄姊妹奉
獻的支持。
新會址的尋覓與得著，是神的預備，也是恩典的記
號，這個記號提醒我們：要在未來日子繼續推動信徒
及教會，關顧精神病康復者的福音及牧養工作的需
要，推動彼此共同協作、一同實踐愛協團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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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愛協團契期盼計劃六年內還清現在累
積大約570萬元的欠款，需要弟兄姊
妹和教會繼續的禱告記念和支持!!

專題
“耶穌上了山，隨自己的意思叫人來，他們
便來到祂那裏，祂就設立十二個人，要他們常和
自己同在，也要差他們去傳道，並給他們權柄趕
鬼。”（馬可3:13-15）
這段經文的背景是在耶穌出來傳道的初期，祂
在這時就選召了十二個門徒，準備帶領他們進到各
城各鄉宣揚天國的福音。在這短短三節的經文中，
我們可以看到耶穌對跟隨祂的門徒有甚期望。
首先，我們較容易看到的就是跟隨主的門徒是
被差遣到不同的地方傳道及趕鬼，可能是由於耶穌
時代的環境需要，人被鬼附是比現今較為普遍的現
象，所以，耶穌在傳道時，經常都會遇到那些人的
個別需要（患病及被鬼附）。對於我們活在廿一世紀的文明
社會中，我們遇到被鬼附的人不多，但很多人卻是在心靈裏
承受著很大的壓力和重担。今天，主也照樣差遣我們到不同
的地方為祂作見證和服事祂。包括：我們工作的環境中所接
觸到的同事，在家中的家人和親友，在教會或機構中擔任職
員，組長等義工的角色。當然，為主作見證不單是指我們與
人傳講福音，更是透過我們的生活和行為表現。以上所提的
都是屬於我們外顯的行動或服事（doing）來見證主。

閱後分享
從永富到永富─
做個聰明的生命投資者
作者：司徒永富
組員：蔡仲儀(Elsa)

本書是鴻福堂高層司徒永富先生的回憶錄。作者
本是廢青，信主後逐漸改變。他因自小患哮喘和個子
矮小而自卑，也有口吃的陋習，但是身邊的人像天使
般幫助及扶持他，以致現在「口若懸河」且學業有
成，都是恩典。
我自小也患哮喘，亦因個子矮小而自卑，所以閱
讀本書很有共鳴。同是感恩，現已沒哮喘；且在群體
中，我絕不是最矮小的一個。本書前半部動之以情，
勾起兒時的辛酸，令我哭得死去活來。感謝其中一
篇序言，引用舊約聖經以賽亞書六十章20節最後一
句：「你悲哀的日子也完畢了」，我才止住眼淚，不
再停留在悲哀中，十分受用。

另外，耶穌也要求門徒常和自己同在，這一
句話表面看來似乎沒有甚麼特別，是的，當曰門徒
跟隨耶穌是要與耶穌生活在一起，耶穌去到那裡，
門徒就跟到那裡。但我相信這句話有更深一層意
義，就是門徒與耶穌之間結連的關係。這也是耶穌
十分看重的關係。正如耶穌在約翰福音十五章，耶
穌講了一個葡萄樹與枝子的比喻，枝子若在葡萄樹
上，自己就能結果子，我們若常在祂裏面，也是這
樣。原來耶穌不單只關心你為祂作的事情（傳道，
趕鬼，醫病，服事），祂也關心你是一個怎樣的人
（being）。今天耶穌會問，你與祂的關係是怎樣的
呢？你的屬靈生命又有沒有繼續成長？你是如何看
自己和別人，因為這會影嚮你如何待自己和別人。
假若你是一個自我形象偏低的人，就常會覺得自己不如
人，又容易敏感別人的反應及意見。事奉主本身是好的，
但若果作的事奉是為了取悅別人或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慾
望，追求別人的讚賞，那麼，你的事奉是不合神的心意。
耶穌要的事奉是要人看到上帝的榮耀。
事實上，我們的外顯行動和內在的生命是很有密切的
關係，因此，耶穌特別要提醒我們兩方面都需要關注。

我在青山的日子
作者：曾繁光醫生
姓名：鄭志雄
參加者筆名：大雄／Domi

本書乃作者二零零一年之作品，書中內容並非全部
真實，其中加入了曾醫生之個人想像與描寫，但大致
上亦能反映病者之病癥、感受和其中在青山醫院中之
遭遇。其對驚恐症、抑鬱症、自閉症、躁狂症、創傷
後遺症、精神分裂症大有詳述。
在情感上，曾繁光醫生寫此書寫得很富人情味，因
他當時是在青山醫院工作，所以“我在青山的日子”
這本書的名字是很有意思的，除寫出他自己的親身感
受外，亦道出住在青山的病人的切身遭遇與感受。另
外，書中曾醫生亦簡述了部份精神病的之特徵，特色
甚至成因背景，如驚恐、焦慮、自閉症。唯一美中不
足之處是部份醫院內之情景略為故事化，與本人認識
之實情有異，如見習醫生被戲弄，病人可彈二胡等帶
有利角之樂器，應在實際下是不甚可能的，但總括來
說本書雖然已寫在十多年前，但仍是值得推介的。

教育推廣
及 活動消息
日期

內容

出席人數

1. 教育及推廣
2017年9月18日

2017年飛越迷牆課程：「認識精神科葯物」

24人

2017年9月24日

中華基督教閩南三一堂(早堂)---精神健康主日

80人

2017年9月24日

中華基督教閩南三一堂(午堂)---精神健康主日

30人

2017年9月28日

飛越迷牆課程---靈性關顧與精神健康

36人

2017年9月29日

公開講座：「青少年精神健康危機與出路」

51人

2017年10月1日

基督教協基會馬可堂---精神健康主日

80人

2017年10月14日

四方福音會大角咀堂---精神健康主日

45人

2017年10月20日

中華基督教會馬鞍山合一堂講座---精神健康

18人

2017年11月4日

探訪神託會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匯晴坊)

11人

2017年9月15-17日

2017年夏令會

37人

2017年9月25日、
10月14及23日

讚美操

11人

2017年9月23日

福音查經班

5人

2017年9月26日

自助組織發展會議

3人

2017年9月30日

探訪交流會

10人

2017年10月2日

拉撒路組之有機菠蘿園旅遊

12人

2017年10月5日

以馬內利組之尖沙咀古蹟遊暨自助晚餐

15人

2017年10月7日

摩西組之水泉澳行山活動暨晚膳

2017年10月13日

雙月禱會

2017年10月14日

大圍組之赤柱遊覽暨晚膳

2017年10月16日

領袖門訓B班

2017年10月21日

詩班

2017年10月21日

以諾組之漫步太平山

2017年10月23日

推動精神健康聯席會議

2017年10月28日

明亮組之沙田花心塘行山活動

2017年11月4日

領袖門訓A班

2017年11月12日

免費乘車日之深圳南頭古城一日遊

2017年11月13日

拉撒路組職員交流會

9人

2017年11月25日

以馬內利組職員交流會

9人

2017年11月26日

明亮組職員交流會

9人

2. 活動

8人
16人
5人
5人
14人
7人
2人
14人
4人
22人

遇見天天微笑的自己
參加者姓名︰譚愛蘭
參加者筆名︰緊深
作者/講者︰林以諾
出版社︰天窗出版

1. 書本/影音內容之撮要
本書分為五個標題︰由林以諾牧師年少開始，由一個有讀寫
障礙的學生變為一個四周開佈道會（棟篤笑）的牧師。其中經歷
過的艱辛及痛苦的過程。現在，不但他自己過得開心，還會別人
都覺得開心的人，是一值得一看的書籍。
2. 閱後感想/感受或心得
我看完了這本書後，也獲得不少鼓勵，因為我也是一個沒有
幽默感的人，自己也不容易講笑，何況是怎樣令人發笑。幸好，
林以諾牧師教識我們，天天出門口的時候，對鏡照一照自己先，
用笑容開始新的一天。只要自己覺得開心，別人見到也不會變得
苦困，而且，凡事向好處看，用正面思想看事情，從而覺得生活
及工作都是很有意義的，希望每一個人都用笑臉迎人，見自己，
見他人，阿們！

愛協
消息
1. 本團契一向致力推廣全人關顧精神病康復者的異象

作聯繫。由於本團契人手有限，這個群組只能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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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將愛協團契的活動和消息發報，使更

向提供服務，敬請留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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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facebook使用者和有需要人士掌握本團動態，及

緊密聯繫，例如以電郵發送愛協通訊或其他消息，

得知更多精神健康信息並從中得著幫助。

請透過本通訊的回應表, 提供您的最新電郵地址及

大家可到f a c e b o o k中搜尋“愛協團契網上園地”，

聯絡資料予我們，本團契衷心感謝您對我們的支持！

然後讚好，便可以，亦可以在網頁上連結：
www.facebook.com/christianoihip.fellowship與我們

回應表

（請在圈內加上「✓」號，以便我們跟進閣下的選擇。）

收支報告
2017年9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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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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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項目
奉

獻

60,962.20

134,500.00

推

廣

6,200.00

2,600.00

活動收入

12,225.00

1,970.00

個人姓名：

其他收入

77.13

387.60

團體名稱：

79,464.33

139,457.60

聯絡電話：

總收入

216,469.75

9,354.00

9,375.00

事工支出

24,163.18

13,048.72

行政支出

13,091.00

8,115.60

雜項支出

660.40

852.00

總支出

259,486.83

247,861.07

本月盈餘／（不敷）

(180,022.50)

(108,403.47)

上月結存／（結欠）

(89,788.63)

(269,811.13)

(269,811.13)

(378,214.60)

本月總結存／（結欠）

（日）

（手）

通訊地址：
212,218.25

強積金及行政費

（先生／女士／小姐）

電郵地址：

支出項目
同工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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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用途：（請在圈內加上「✓」號）
經常費
發展基金
同工薪酬
清還新會址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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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與 代禱事項

多 禱 告， 多 有 能 力！

愛協團契新里程
愛協團契已於2017年11月底搬進位於九龍城沙浦道
31至35號錦輝商業大廈10樓的新會址。我們將繼往
開來，以全人健康發展中心作為我們事工的理念、目

2018「健步籌款」活動快訊及代禱
1. 為了償還購址免息貸款及事工經常費，合共二百萬。
我們將於2018年3月11日下午舉行「健步籌款」活
動，求神保守帶領各項籌備及推展工作能順利進行，
幫助組員積極參與及支持，並有充足信心和智慧向合
適對象進行募捐。
2. 請記念1月20日的籌款會議，求主感動更多組員出席參
與，並帶領我們能商討出合適的行動計劃。

標和推展策略，並且以四個中心的運作模式，來推動
精神康復及全人關顧的工作。四個中心包括有：關顧
及牧養精神病康復者的訓練中心和資源中心、專業的
精神健康輔導服務中心以及推動康復者福音工作的宣
教中心。

我們的宗旨
本團契為一非牟利基督教機構，成立目的：

A. 感恩及代禱事項
1. 本團契在購置新會址的過程中，我們實在經歷主的奇
妙帶領和恩典，為了向父神獻上感謝和讚美，及將這
新會址獻呈給主，我們將於2月4日(星期日)下午舉行
新會址奉獻禮，誠邀各方友好踴躍參加，願主記念！
2. 感謝神，2017年12月15日晚上舉行的「變得更美好」
聖誕福音魔術晚會已順利完成，當晚有39位舍友參
加，其中5人舉手表示願意相信主。求主祝福他/她們
往後的靈命成長。
3. 請記念2018年2月9日舉行的雙月禱會，由陳金英姑娘
負責主講。題目：「我當作甚麼？」求神引領愛協各小
組組員踴躍出席，同心為愛協的組員及事工守望；並
帶領陳姑娘預備訊息內容。

1. 提供精神病康復者「全人關顧」，特別是信仰上的
栽培；
2. 建立有效的支持系統，以減低病發機會；
3. 協助教會牧養精神病康復者；
4. 協助康復者重投社會及教會生活；
5. 推廣心理健康教育。
如對我們的事工需作進一步的了解或在關顧康復者的
工作上需要提供諮詢和支援，歡迎各界人士、教會和
機構同工、信徒隨時與我們聯絡。

愛協團契籌款呼籲
感謝神的預備！透過弟兄姊妹的奉獻和免息貸款，愛

4. 請為24/2舉行的新春培靈會暨團拜禱告，求主使用香
港神學院院長禇永華牧師的分享，讓我們的靈命得著
提醒和更新；並保守下午的郊遊平安順暢，大家有美
好的相交。

協購置新會址單位所需的費用，無需要向銀行借貸，

5. 請為2018年的「領袖門訓查經班」招收學員禱告，求
主感動各小組的職員參與，一同學效尼希米的心志，
承擔上帝的使命，成為天國精兵。

姊妹了解和支持我們的事工和財政上的需要。2018

6. 2018年「詩班」及「讚美操」會招收新成員，盼組員
及家屬把握機會報名參與，以詩歌及身體語言來敬拜
神，還可讓自己定時有運動，保健身體。

支出之用，敬請弟兄姊妹禱告紀念及積極回應！

並且已全數支付。然而為著能夠按時歸還$570萬的
免息貸款給弟兄姊妹，以及能夠持續穩定地支付經常
費的支出，我們需要定期推出籌款的活動，好讓弟兄
年3月11日星期日的下午，我們將舉行「健步籌款」
活動，我們希望能籌募二百萬元，以作還款及經常費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2958 - 1770與我們聯絡。

7. 請記念新一年各小組新職員會的配搭，求主保守各人
有合一的心，帶領小組新一年更有目標和使命。
8. 請為我們仍有三個小組（拉撒路組和兩個家屬組）未
找到地方聚會禱告，求主預備。
9. 請為王錦洪先生將於3月24日到宣道浸信會主講–如
何與精神病者相處和溝通禱告，盼透過講論讓與會者
得著啟發, 掌握當中技巧。

喬遷啟示
承蒙神的恩典、弟兄姊妹和各界的支
持，本團契已經遷入新會址：
九龍城沙浦道31-35號
錦輝商業大廈10樓

精神健康 全人關顧
顧問

喜樂的心 乃是良藥 憂傷的靈 使骨枯乾（箴言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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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基恩醫生
陳熾鴻醫生
陸 輝牧師
謝樹基教授
何國偉律師

康貴華醫生
吳炳華牧師
鍾維壽醫生
關瑞文教授
梁夢熊先生

團牧：陳一華牧師

各組聚會表

主席

文書

委員

陸亮博士

陳偉翰先生

黃宏娟小姐
郭初航醫生

副主席
鍾傑強醫生

陳雪蘭小姐

（成員包括愛協組員、傳道人、精神科專業人員）

歡迎致電本會同工查詢及轉介參加小組聚會

同工： 王美玉（社工）9161 5121
組 別
明亮組
拉撒路組
家屬組 (2)
青少年組
以利亞組
港島南區組
提摩太組
伯特利組
家屬組 (1)
真情組
約書亞組
隱基底組
平安組
以諾組
約翰組
以馬內利組
摩西組
大圍組
迦勒組
約瑟組

司庫
阮志華博士

張超勤先生
蘇麗貞小姐

陳金英（傳道）7775 4643

聚會日期
每月第二、四主日 下午
每月第一、三週一 晚上
每月第二週一 晚上
每月第二、四週一 晚上
每月第一、三週二 晚上
每月第一、三週二 晚上
每月第二、四週二 晚上
每月第二、四週二 晚上
每月第四週二 下午
每月第二、四週二 晚上
每月第一、三週三 晚上
每月第一、三週三 晚上
每月第二、四週三 晚上
每月第二、四週三 晚上
每月第一、三週四 晚上
每月第一、三週四 晚上
每月第二、四週四 晚上
每月第二、四週四 晚上
每月第一、三週五 晚上
每月第一、三週五 晚上

王錦洪（社工）5180 0637

王來添（社工）5220 5253

聚會地點
基督教和通堂（荔枝角）
愛協團契會址
愛協團契會址
深恩浸信會（太子）
播道會天泉堂（太子）
聖公會西南聯區葡萄園 ( 香港仔 )
旺角浸信會
播道會天泉堂（太子）
愛協團契會址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灣仔）
基督教宣道會基蔭堂（荃灣）
基督教豐盛生命堂 ( 紅磡 )
平安福音堂（觀塘）
中華基督教會柴灣堂柴房（柴灣青年廣場）
宣道會洪恩堂（元朗）
大埔浸信會
香港神託會創薈坊（沙田）
沙田潮語浸信會 ( 大圍 )
基督教信生會信基堂（長沙灣）
新生會大樓長期護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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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九龍城沙浦道31-35號
錦輝商業大廈10字樓
電話：2958 1770
圖文傳真：2386 3075
電郵：office@oihip.org.hk
網址：http://www.oihip.org.hk
Whatsapp：9480 8769

會員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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