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
152
基督教愛協團契
九龍城沙浦道31-35號錦輝商業大廈10字樓
10/F., KAM FAI COMMERCIAL BUILDING,
31-35 SA PO ROAD,
KOWLOON CITY, KOWLOON

社會關懷與廣傳福音
基督教愛協團契【愛協】服務目的在於提供復
元人士「全人關顧」，建立有效的支持系統，並推
廣心理健康教育，以減低病發機會，協助教會牧養
復元人士及讓他們重投社會及教會生活。而近年精
神病康復者的數字，無論於教會或社區，亦大大提
升！【世衛】更指出，抑鬱症將於2030年成為世界
疾病第一位殺手！【愛協】正正是彌補教會於此方
面的不足，可專注為復元人士提供專業服務。一直
從事社會工作的我，過往都以社會服務為首，於愛
協工作剛剛半年，常常在反思社會關懷與廣傳福音
兩者中，那一樣尤為重要？當一位露宿者露宿於教
會門前，我們是先給與他食物，還是先給他傳福音
呢？
聖經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而我們往往
很重視食物，並對食物有所要求！因食物會帶給我
們快樂和滿足，我們日常生活中，當遇到不開心、
受壓力或有慶典時，食物也擔當一個重要角色！當
我們缺乏食物時，我們會變得煩燥！似乎食物對我
們很重要？聖經中曾講到嗎哪，嗎哪是什麼？【這
食物，以色列家叫嗎哪，樣子像芫荽子，顏色是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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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美玉
執行幹事

的，滋味如同攙蜜的薄餅。摩西說：耶和華所吩咐
的是這樣，要將一滿俄梅珥嗎哪留到世世代代，使
後人可以看見我當日將你們領出埃及地，在曠野所
給你們吃的食物。是上帝給我們的食物。摩西對
亞倫說：你拿一個罐子，盛一滿俄梅珥嗎哪，存
在耶和華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耶和華怎樣吩咐
摩西，把嗎哪放在法櫃前存留。以色列人吃嗎哪共
四十年，直到進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
界。（出十六章31-35節）嗎哪便是上帝給我們的
食物，是上帝的話語，主給我們的靈糧。
當我再反思社會關懷與廣傳福音兩者中，那一
樣尤為重要，我想以上帝的話語，按聖靈感動做神
所要我們做的事尤為重要！當我們日常生活中，遇
到不開心或受壓力時，也能從容面對。我的心因愁
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話使我堅立。（詩一一九篇
28節）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
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你們多
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
了。（約十五章7-8節）讓我們遵從神的話語，多
結果子，做個合乎神心意的門徒。

專題

性格異常

性格異常，或稱人格障礙 (Personality
D i s o r d e r)是指由於性格明顯地偏離正常範
圍，以致思想、感受及行為偏差，導致與
其他人相處產生障礙，造成種種不順利，
難於適應正常社會的生活。臨床上以下幾
種類型比較常見:
1) 偏執及被逼害型 (Paranoid type)
不信任人，敏感多疑，常覺得其他人有
敵意，妒忌心強。習慣於把功勞歸於自
己，把錯誤推諉於旁人。為了個人的利
益，可到處申訴，甚至寫控告信、散發
傳單。如果有人走到極端，覺得人人都
在傷害他，所以凡事有戒心，甚至先發
制人攻擊他人。
2) 邊緣型 (Borderline type)
這種人情緒極不穩定，人際關係、自我
形象、和感情的不穩定以及顯著的衝動
性。經常發怒、抑鬱或焦慮。時常感到
空虛、孤獨，非常害怕被遺棄忽略，有
時會有潛在的自我毀滅，例如，浪費、
性、藥物濫用、鹵莽的駕駛、狂吞濫
飲、或自傷行為。
3) 反社會型 (Antisocial type)
這種人從不考慮自己應盡的社會義務，
缺乏為他人著想的感情，待人冷酷無
情，不遵守有關法律行為的社會準則；
欺詐、說謊、詐騙他人、不履行工作或
經濟義務。通常小時候長期受暴力，變
得極端反叛。成長過程中漸漸失去同理
心，不能理解亦不理會其他人感受。

成因
性格是從小隨成長過程逐漸建立的，
長時間身處惡性環境，或成長經歷陰影如
家庭暴力、欺凌，都是高危人仕。但其實
亦有個案是受先天因素或腦部功能失調
影響，例如腦部前額葉缺憾(F r o n t a l l o b e
s y n d r o m e)會導致患者失去自控及決策能
力，可能做出各種不合理不恰當行為。長
期酒精毒品 (Substance abuse)及精神疾患
(Mental disorders) 亦會使性格轉變。
性格異常的治療及預防
一般說來，青少年的後期，性格的基
本特徵大體形成。因而青少年時期的關鍵
時刻，必須在生活實踐中加強培養、陶冶
和鍛煉，以形成健全的人格。中國俗語有
云﹕「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治療性格
異常分為心理治療及藥物治療兩種:
1) 心理治療
與患者對談，引導他們說出內心想法，
向他們分析各種情感、行為的意思，幫
助患者理解問題所在、自我了解及反
思。性格異常心理治療包括以下常見方
法:
1. 認知治療 (Cognitive Therapy) — 改變
扭曲、偏差的思想及思考模式
2. 心 理 動 力 治 療 ( D y n a m i c
Psychotherapy) — 了解患者的經歷解
讀現在的行為
3. 辨證行為治療 (Dialectical Behaviour
Therapy) — 了解各個行為反應的觸
發點及原因)

廖廣申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香港大學精神科學系名譽臨床副教授
香港大學自殺防止研究中心副總監
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講師

4. 治療小組 (Therapeutic Community) —
治療師分配多個患者成一組，在專業
監察及幫助下一起相處、交談中互相
觀察及學習
2) 藥物治療
藥物治療必需配合心理治療才能做到真
正治癒性格異常。不同類型的患者會獲
處方不同類型的藥物：
1. 抗精神分裂藥物 — 減輕精神緊張、
幻覺、多疑等症狀
2. 抗抑鬱藥物 — 減輕衝動、胡思亂
想、情緒低落等症狀
聖經中的教導
性格的養成，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
是「人」自己的選擇。我們應該明白人在
各種影響下，仍然可以努力面對，有自己
的選擇。
聖經說﹕「豈不曉得你們獻上自己作
奴僕，順從誰，就作誰的奴僕嗎？或作罪
的奴僕，以至於死；或作順命的奴僕，以
致成義。」（羅六16）
神應許﹕「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
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你們的
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結
三十六26）
盼望大家繼續在生命中追求成長及進
步－「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
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
柔、節制。」（加五22-23）

復元心聲
我是明亮組組員梁珮琪，是基督徒又是精神康復者過來
人，現於啟田浸信會聚會。現於新生精神康復會任職朋輩支援工
作員，職責是分享個人復元經歷及推廣關注個人精神健康。現特
此函誠邀大家攜手關注精神康復者在教會的情況，推廣教會精神
健康教育。
「世衞」指出，抑鬱症將於2020年成為世界疾病第一位殺
手，社會上也不少關於精神康復者的新聞，大多是負面與暴力居
多。而相信教會亦感受到這股浪潮的沖擊，不少精神康復者回到
教會之中。由於康復者個人生理和精神因素影響，作出不少一般
人認為怪異的行為，以致弟兄姊妹難與他們相處，甚至引起教會
在接待或牧養等不同方面的問題。
我們相信上帝愛每一個人，包括在情緒、精神受壓制的
人，我認識不少基督徒康復者受病患捆綁，活在痛苦中。我們如
何回應上帝愛精神康復者的呼召？羅馬書十二章四至五節：「正
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肢體也不都是一樣的用處；我們

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此。」
(和合本) 如果精神康復者同是教會的肢體，我們如何接納這群受
傷的肢體呢？
為鼓勵更多弟兄姊妹認識精神康復者，亦關注自己的精神
健康。感謝神！2018年1月在網上廣播電台S o o o r a d i o將推出以
聲音傳播關懷精神康復者的節目。其目的是幫助每一間教會、每
一位肢體都能聽到「復元」的信息。節目內容包括介紹關於復元
理念及基督徒康復者們的見證。誠邀您和教會的弟兄姊妹收聽：
https://soooradio.net/genre/這個冬天不太冷/。希望讓弟兄姊妹
關心身邊的康復者朋友，以基督的心為心獻出一分力。亦盼望教
會成為不同人士能共融相處的地方，見證基督對不同人的接納和
關愛。
主內
明亮組組員梁珮琪

教育推廣
及
活動消息
日期

基督教愛協團契 主辦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泉堂 協辦
內容

出席人
數

2018年「飛越迷牆」課程

1. 教育及推廣
2017年12月15日

荔景明愛景康居---聖誕福音魔術晚會

52人

2017年12月20、27日及2018年
1月3、10日

精神健康急救基礎課程(4堂)

48人

2018年1月4、11、18、25日

中華基督教會馬鞍山合一堂精神健康急救基礎課程

65人

2018年2月4日

愛協團契新會址奉獻禮

110人

2018年3月8日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精神健康知多少早會講座

98人

2

2018年3月11日

311健步行籌款活動

101人

3

2018年2月3日

播道會恩福堂 - 從認識到關顧

13人

2018年2月10日

播道會恩福堂 - 從明白到轉念

13人

2018年3月3日

播道會恩福堂 - 從溝通到了解

13人

2018年3月10日

播道會恩福堂 - 從病患到信仰

13人

2017年12月18日、2018年1月
13、22日、2月10、26日

讚美操

11人

2018年1月6日

領袖門訓A班

3人

2018年1月15日

當值員交流會

5人

2018年2月24日

新春培靈會

51人

2018年2月24日

新春團拜旅遊

51人

2. 活動

閱後分享

＜生死兩相安＞圖文集

（課程Ａ）：精神健康透視
1

情緒病及其治療方法
（焦慮症、抑鬱症、驚恐症、創傷後壓力症、強迫性思想及行為）
精神病及其治療方法
（思覺失調、精神分裂症、躁鬱症、妄想症）
老人情緒病及其治療方法
（抑鬱症、焦慮症、腦退化等）
與精神病康復者溝通技巧及靈性關顧
精神復康小組互助模式
社區復康資源運用
小組交流會

4
5
6
講
日
時
地

員： 由精神科專科醫生、資深社工及傳道同工負責
期： 2018年7月19日至8月23日（逢星期四，共六堂）
間： 7:30pm-9:30pm
點：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泉堂
九龍太子洗衣街227號地下 (港鐵太子站B1出口，離開出口向後行，
至洗衣街紅綠燈口前左轉，向前行便見到教會)
費
用： HK$450 【於15/6日或之前報名：個人$400；2-3人一同報名每位
$380；4位或以上每位$360】
【教牧同工於15/6日或之前報名：每位350】
查詢電話： 2958 1770
截止報名日期：7月5日（或額滿即止）
報名表可於網上下載：http://www.oihip.org.hk

（課程Ｂ）：關懷精神復康義工訓練

分享者：蔡仲儀
書本撮要 :
本書是一本集合不同作者的散文集，全書文章均圍繞面對死亡人士或其家屬的心
路歷程。文章的中心思想 :「平安」，有源自耶穌基督，亦有出自其他宗教人士。其
中孫郁標所說在「天家見」帶來了盼望。
閱後感想 :
最近我的二哥患小腦萎縮症，藥石罔效，就像等待死亡似的。記得十六歲時，一
位小學同學患心漏症而病逝，她的幾兄弟姊妹中，她最得其母親的疼惜並鍾愛。中學
預科時，亦有同班同學患腎病，離我們而去。兩位同學與她們的家人均沒有信仰，當
時我對信仰亦不甚了了。希望現在我能珍惜與二哥的相處，帶基督的平安給他。

不再是我
作 者：袁幼軒、蔣朗今
出版社：校園書房出版社
分享者：PHILIP
書本撮要
本書的故事分為兩部份，一篇是母親的信仰歷程及對
兒子的期盼，還加上與丈夫的婚姻歷程。另一篇是兒子的心路
歷程及沉溺同性戀後再回轉的真實見證。由母親一篇接著兒子一篇，相連而成為一本
書。可說是現代版的浪子回頭真實見證。
閱後感想
本書看完後使我感受到母子真是經歷神很大的恩典、看顧和保守。母親由對婚姻
失望、經歷兒子在同性戀圈子中浮沉，繼而想自殺的念頭，真實以文字呈現出來。反
觀兒子在約十多年浮沉同性戀生活，繼而販毒坐牢，後在獄中找到一本舊聖經，在絕
望中看到聖經的話語而悔改，接受耶穌做救主。出獄後發奮進入神學院接受裝備，繼
而再攻讀神學上的博士學位並完成，前後經歷了一段長時間才由一個囚犯而變成一位
教授神學的博士。當中看到母親不斷為兒子祈禱，在神的愛中接納兒子，最終兒子回
轉且服事神。

課程編號:

課程分三個部份

作 者：夢等嬌全、蕭孫郁標等
出版社：善寧會、葉青霖聯合出版

課程編號:
課 程 大 綱

第一部份：精神健康透視(課堂) 與A課程相同
精神健康透視 (課程內容、日期、時間及地點與課程A相同)
第二部份：小組實習
實習日期：2018年9月至2019年2月
實習督導：按選擇每月出席愛協小組聚會兩次，實習期間會有三次督導
第三部份：實習培訓（實習期間出席三次培訓講座）
日期
內容
21/9/18 (五)
認識精神科藥物
19/10/18 (五)
職業治療知多少
23/11/18 (五)
個案處理研討
講
日
時
地

員： 由精神科專科醫生、資深社工及傳道同工負責
期： 2018年7月19日至8月23日（逢星期四，共六堂）
間： 7:30pm-9:30pm
點：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泉堂
九龍太子洗衣街227號地下 (港鐵太子站B1出口，離開出口向後行，
至洗衣街紅綠燈口前左轉，向前行便見到教會)
費
用： HK$500（於15/6前報名$450）
人
數： 16人（參加者需經約談）
查詢電話： 2958 1770
截止報名日期：7月5日（或額滿即止）
報名表可於網上下載：http://www.oihip.org.hk
報名及繳款方法
□ 報名表連同劃線支票郵寄本團，
支票抬頭：基督教愛協團契有限公司
□ 或直接存入恆生銀行戶口：
384-128369-883，將銀行收條連同報名表寄回本團契
□ 報名表連同現金交來本團契會址
本團契地址：九龍城沙浦道31至35號錦輝商業大廈10樓
報讀須知
□ 一經取錄，所繳學費概不退還，學位亦不可轉讓。
□ 經取錄後，本團契將會以電話通知閣下，
如開課前兩天仍未接獲通知者，
請致電2958-1770查詢。
□ 凡出席課程A達80%者，可獲聽講證書。
凡出席課程B：第一部份：課程A達80%者，可獲聽講證書。
凡出席課程B：第二部份小組實習達80%者，可獲義工證書。

愛協
消息

精神健康急救證書課程
課程目的 (證書由本團認證導師簽署，並由香港心理衛生會發出)推廣「精神健康急救」的
知識和技巧，以維護當事人及身邊人的生命、預防精神問題進一步惡化、紓緩當事人之困擾並

精神健康公開講座

促進其康復。香港心理衛生會乃唯一獲[精神健康急救國際]認可於香港、澳門、廣東地區簽發

日

期： 2018年6月29日（星期五）

時

間： 晚上7:30 - 9:30

目

的： 【世衛】指出，抑鬱症將於2030年成為世界疾

證書的機構。
課程內容：

病第一位殺手，但強迫症與焦慮症於不知不覺
間 ，也相計直迫我們，絕對不能忽視！讓我們
一起對此病症增加認識及了解，作好預防和準
備，不要受此病症的影響，破壞我們美好的生

1.

認識精神健康急救基本概念。

2.

基礎認識常見精神病，包括：抑鬱症、焦慮症、物質濫用及重性精神病等。

3.

學習辨識精神問題及危機出現時的表徵，並於合適情況介入。

4.

學習5項精神健康急救重點工作，在問題進一步惡化前，對當事人提供適當的支援。
認識社區資源，協助當事人尋求專業治療服務及運用合適資源。

活及和諧的家庭關係
主

題： 「強迫症」與「焦慮症」你我知

日

期： 2018年5月24日至6月14日(星期四，共四堂)

講

員： 廖廣申醫生（精神科專科醫生）

時

間： 上午10:00至下午1:00

地

點： 十 字 架 山 浸 信 會 （ 九 龍 長 沙 灣 道 1 3 7 - 1 4 3 號

地

點： 愛協團契會址：九龍城沙埔道31至35號錦輝商業大廈10樓(全層)

費

用： $650 (此為香港心理衛生會對此課程的標準收費) ，費用已包括：課程手冊及證書)

長利大廈8樓）
費

用： HK$20元

提早報名優惠：5月10日或之前報名：個人$600；二人或以上報名$585

對

象： 家屬、教牧同工、信徒領袖、不同層面的關懷

教牧同工優惠：5月10日或之前報名：個人$550；二人或以上報名$520

精神病照顧者及有興趣人士。

課程人數： 30位

截

止： 2018年6月25日 或額滿即止

課程導師： 本團資深社工及資深精神科護士 (香港心理衛生會精神健康急救~認證導師)

查

詢： 請致電 2958 1770

查詢聯絡： 愛協團契關顧幹事王來添先生 (BASW, R.S.W, MSSc (Counseling)

網

址： www.oihip.org.hk

電

話： 2958 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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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在數字後的方格內加上「✓」號）

2017年11月份 2017年12月份

2018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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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855.00

200,110.00

230,580.75

推

廣

1,500.00

--

--

活動收入

31,670.00

11,070.00

14,475.00

其他收入

301.97

458.92

3,946.58

153,9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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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金
總收入

470,226.97 211,638.92 249,002.33

支出項目
同工薪酬

聯絡電話：

（日）

（手）

電郵地址：
通訊地址：

137,531.25

137,711.25

強積金及行政費 19,621.78

8,507.00

8,507.00

事工支出

73,448.38

6,223.05

26,1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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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支出

18,549.90

6,430.00

12,234.00

多謝支持！請將表格寄回或傳真給我們。

雜項支出

1,355.70

631.70

918.90

總支出

380,417.01 159,323.00 185,496.27

本月盈餘 / ( 不敷 )

267,441.25

89,809.96

52,315.92

63,506.06

上月結存 / ( 結欠 ) (378,214.60) (288,404.64) (236,088.72)
本月總結存 /
( 結欠 )

(288,404.64) (236,088.72) (172,58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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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及代禱事項
1. 愛協團契11/3「健步籌款」已順利完成，感謝神賜我
們美好的天氣。當日有101人出席，行程輕鬆順暢。
2. 我們計劃在未來時間會探訪新會址九龍城區的教會，
建立鄰舍伙伴關係，協助教會牧養精神病復元人士。
求神為我們預備和帶領彼此有美好的溝通。
3. 請記念陳金英姑娘22/4到興田浸信會、17/6到鍚安傳
道會豐盛堂分享精神健康主日訊息，求主使用她的預
備和分享，鼓勵弟兄姊妹多關注和參與關懷精神復康
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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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請記念義務講員關玉英姊妹於4月11、18、25及5月2
日到麗城浸信會路得團契主領婦女成長課程「作個快
樂緒主人」，求主帶領她的預備和分享。
5. 請為2018年4月13日及6月8日舉行的雙月禱會禱告，
分別由鄭明儀姊妹主講「禱告的改變」及王錦洪先生
主講「靈命培育空間」。求神帶領他們訊息的預備，
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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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由4位同工分別負責的2018年「領袖門訓班」已於3月
開始上課。求主感動27位參加的組員有堅持上課的心
志，藉著「尼希米記」課堂的討論和分享，靈命得著
更新。

我們的宗旨
本團契為一非牟利基督教機構，成立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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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請為陳金英姑娘21/5負責領袖門訓查經B班禱告，求神
帶領她的預備和各組員的分享，彼此得著造就。

4. 協助康復者重投社會及教會生活；

8. 請記念4-6月詩班的練習、讚美操的排練和場地需要，
求主預備，並引領更多組員、家屬參與，學習向神獻
上身心靈的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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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請為兩個家屬組（下午、晚上）仍未找到地方聚會，
求主預備。

實習分享

5. 推廣心理健康教育。

吳德美
浸會大學輔導碩士實習同學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
水邊。」詩篇 23:2

顆「標籤」，讓一羣人在愛協得到了安慰和祝
福，讓人無不好奇神的帶領。

愛協給我的感覺就像是一個休息站，各人在
外面經歷了辛勞的、精采的、難過的、開心的
生活後，回到這裡都可感覺到一貫的輕鬆和安
心。我們都怕被「標籤」，因為標籤仿佛就是
給我們判了不能洗脫的罪名，然而卻因着同一

轉眼在愛協度過了大半年，我在這邊走過了
寒冬，春意也不經意地來臨了，感謝這段時間
可與你們同行，感謝每一個懇切的分享，更感
謝讓我在這裡見證一個個疲憊的心靈，能在神
的家安歇和再次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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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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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基督教會協英堂（旺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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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助機構：
本計劃由怡和集團
透過捐款公益金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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