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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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8

靈命培育的空間
有信心的生活。

靈命培育對一個信徒來說是一項
相當重要的一環，因為信了主之後，個
人的靈命成長都要不斷更新進步，康復
者都是一樣。除了在認識神的話語，禱
告親近主和參與事奉外，信徒的生命素
質，品格的培育，在所處生活場境的見
證，對社會的關懷和承擔，對天國福音
的傳講，對主的順服等等，都需要不段
的努力學習和操練的。以下是一個靈命
培育的發展流程，可以作為參考：
1.

• 基本功當然很重要，信了主之
後，組員須要靈修，每天親近
主，可以使用靈修材料；我所接
觸的組員，不是太多人常有靈修
的習慣，故此，在小組中便有一
個分享的環節，就是靈修或金句
分享，就算負責帶領的組員平日
沒有靈修或背金句的習慣，但可
以透過這次的分享，讓自己可以
實踐一次靈修，及與小組組員分
享箇中感想。
2.

3.

• 神的信實 亦幫助他們知道病苦只
是一刻之久，戰勝疾病、康復過
來倒是神應許他們的盼望，使他
們有力量活出豐盛的生命。
4.

5.

建立團契生活，與信徒建立友誼，彼
此相顧；
• 愛協的成立，就是不想康復者在
復元的路上單打獨鬥，期望有一
班同路人一起互相扶持，故此，
為他們建立團契互為肢體的小組
生活是很重要的。

6.

按自己的恩賜參與事奉；
• 康復者常常看低自己，覺得有了
病之後就好像以前的粵語長片的
角色被廢了武功似的！要知道他
們其實是缺乏信心，亦得不到鼓
勵，令自己覺得自己不及別人般
了得；其實每位康復者都有他們
的長處和優點，若能加以肯定和
給予服侍的機會，便可以造就到
別人了！

在生活中實踐所信的，得以生命表裏
一致；
• 康復者有時信主的心都容易受自
己的病所影響，在困境中他們可
能看不出信仰與他們有何關係和
意義。因此，當他們認真地去認
識神的屬性，如何與他們的病困
扯上關係？ 這樣他們便可以在靈
性方面得到餵養，更可以過一個

培養基督徒的良好品格；
• 這方面需要聖靈引導，讓康復者
結出屬靈的生命果子。

認識基督信仰的要義，價值觀和人生
觀的重整；
• 記得數十年前我初信主的時候，
看一本書名為---你為何要信？，
當中扼要講述基督教的要義，讓
讀者知道究竟自己所信的是什
麼？ 因為信仰是影響人生的全部
份，連帶價值取向，怎樣看人生
都受信仰所左右。

8.

7.

學習不同事奉工作技巧，培養事奉的
應有態度；
• 很多時我們參與事奉，會被看重
所做到的地方，因此學習不同事

程序幹事

建立與主的關係：退省，默觀，默
想，聆聽，分辨，感恩，慶賀得到恩
典，渴慕主，聖靈更新生命
• 康復者在退省，默觀，聆聽，分
辨的認識和實踐都什為缺乏，在
這方面加以操練，會讓他們更浸
沐在主愛中，更多頓悟生活的點
滴，聆聽主的聲音，增進與主的
關係。

• 神的偉大和能力 賜他們力量去面
對病癥帶來的焦慮和恐懼，並保
護和更新他們，讓他們從內湧流
出恆久的平安和喜樂；

個人屬靈基本功操練：認識聖經，懂
得如何禱告，認識聖靈，如何靈修；

王錦洪

奉的技巧是很有作用的；然而在
備受讚賞時，卻又會令人有種虛
榮感作祟。因此校正心態是十分
重要的。

• 神有豐盛的慈愛，看他們為寶貴
的人，能體察他們的病患困擾和
哀情；
• 神的公義 讓他們警醒自己，避免
落入罪的網鑼，亦賜他們力量敏
感於罪惡的引誘，給他們知罪的
心求神赦免；

年10月

9.

效法基督— 順服與委身，將焦點
放在主那邊，不放在自己一方；
• 順服是基督徒整個生命的核心，
康復者在這方面是不容易的，因
部份會被病癥所影響，令他們常
以自我為中心。

10. 關懷社會，服侍社群；
• 這方向是須要指向給康復者的，
因為我們不只是停留在小組中你
好我好的階段，而是要放眼身邊
有需要的人與事，學習主耶穌走
遍各城各鄉去關懷那裡的人，這
樣才可以讓他們邁向豐盛的生
命。
11. 傳揚福音，履行教會的宣教使命
• 這好像對康復者一項遙遠的差
事，但骨子裏是每名屬主的基督
徒應有的使命。我接觸到個別康
復者對這方面很認真的，他有很
大的使命感去宣教，可是卻得不
到身邊的組員和導師義工認同，
反而覺得他的想法好像有些虛浮
和不設實際。他若在這方面得到
適當的指引，可能會有更佳的佈
道行動。
參考書目
潘怡容著。《相遘都會靈程路》。福音證主協會。
2016年9月初版。

專題

傷殘
神學

陳關韻韶

中國神學研究院實踐科助理教授

非洲處境神學家Bernhardt Quarshie認為每個文化場景
當中的屬靈經驗與神學反省，就好像一粒鑽石的其中一個切
割面，若我們細心聆聽，會對基督信仰的豐富有更深入的
認識。我相信殘疾人士的屬靈經驗與神學反省同樣寶貴，
Nancy Lane的神學反省就是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
美國宗教及心理學博士Nancy Lane牧師從少患有腦麻痺
症，除了自身經歷之外，L a n e多年來為殘障婦女提供心理治
療，從她的經驗中整合一套命名為Victim Theology1的論述，
指出教會的宣講及行動背後有缺陷的神學，導致殘疾處境中
之信徒經歷種種屬靈虐待，這種Victim Theology不但沒有讓
困境中的信徒得到牧養及醫治，反而將殘障的責任歸咎殘障
者自己，讓他們相信他們沒有得到醫治是因為自己信心不
夠、又或者一定是因為犯罪被懲罰，遇上未能理解的身體或
精神狀況，往往斷言患者是被鬼附，種種似是而非的論述，
令他們經驗的困苦更加難熬。
第三屆洛桑會議發出的「開普敦承諾」當中，提及基
督給殘疾人的平安2，承認如Victim Theology所描述的錯誤教
導「從牧養的角度來看是冷漠的，從屬靈的角度來看是無能
的；它在殘疾人面對的重重障礙之餘，又加上了罪疚感和失
望的重擔」。
另一方面，「開普敦承諾」提醒信徒不可「憑著外貌
認人」 3 ，教會不僅應該致力服侍殘疾人士，也應接受殘疾
人士所能給予的服侍。事實上，殘疾處境中的信徒，由於自
身所經歷的困苦，往往更能成為其他人的幫助。歷史上有一
個很有啟發性的例子：西班牙G r a n a d a區第一所精神病院是
由一位精神病人的服侍所發起的4。

1538年，43歲的J o h n C u i d a d因為急性精神病入住
Granada's Royal Hospital的精神病病房，出院之後他既無家
可歸、亦十分迷惘，朋友讓他在前園住宿，這種經歷讓J o h n
深深體會到無家者及被邊緣群體的需要，他開始邀請其他精
神病患者和他分享這個前園的空間，讓他們可以避過嚴寒。
他獨自照顧當中有病患的人，往往去附近的藥房乞求給予藥
物。他無私的服侍漸漸引起注意，幾年之後這個小小的前園
的服事發展成為一所醫院，是該區第一所精神病醫院。J o h n
被Bishop of Toy稱為John of God，後來更被封聖。
教會要成為醫治的群體，必須就以上的反省檢視自己
的論述及行動，當我們不假思索地用一個醫療診斷去審視一
個人的時候，我們就等於漠視了眼前這位弟兄、姊妹是按神
的形像所造的，我們同有一位天父，在祂面前我們都需要被
醫治。當我們能夠放下按著外貌批判的心，耐心聆聽每一個
人獨特的屬靈經驗，相信我們會更加明白福音的真實及豐
盛。法國方舟之家的創辦人J e a n V a n i e r 這樣提議：「如果
我們每個人都肯向幾個與自己不同的人，開放自己的心，與
他們做朋友，接受他們對自己的賜予，我們的社會將不再一
樣。」
Nancy Lane，“Victim Theology，”Resource Packet for Disability，Spirituality
and Healing ，1999：available from http://thechp.syr.edu/resource-packet-ondisability-spirituality-and-healing/ (cited 19 Sept 2018)
2 第三屆洛桑會議：〈基督給殘疾人士的平安〉，《開普敦承諾》，第二部分
第二項第4點，2010。https://www.lausanne.org/zh-hans/content-library-zh/
ctc-zh/ctcommitment-zh#p2-2 (9/19/2018下載)
3 哥林多後書五章16節
4 Harold G Koenig，Faith and Mental Health：Religious Resources for Healing
(Philadelphia：Templeton Foundation Press，20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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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中靈思

閱後分享
◎ 作 者：陳一華

內容簡介 :
作者陳一華牧師接觸患者和復元者多年，
發覺他們其實是多麼單純和真誠，卻往往因社
會的冷漠和誤解，窒礙了他們康復的進程。全
書共分十一章，對社會如何關顧精神復元者的
心靈需要，以及教會如何牧養復元者均有精闢
的見解。每章所附的討論問題，可加深小組對
這課題的印象。精神病者的靈性生命往往備受
忽略。願社會關懷精神病者的心靈，讓他們的
生命獲得整全的康復。

◎ 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 分享者：小婉子

閱後感想 :
在香港精神病患者佔全港人口約七分一之多，數字亦
逾百萬人，大部分是成人，但也有兒童及青少年。在教會
也有復元者的弟兄姊妹。看完此書，解除了自己對精神
復元者的一些誤解，例如：原來他們是可以改變的，或
許是更多的鼓勵及幫助建立他們的自信心。書中提供了
一些具體的建議，精神復元者在教會可以怎樣慢慢成長、委派那些事奉崗位較為合
適等等…..。教會作為基督在地上的代表，對精神障礙患者及復元者實應有更大的包
容、接納與關愛，看畢此書，對於心靈關顧與牧養的視野擴闊了，希望在教會再接
觸他們時，會讓他感到教會是個有情有愛的大家庭。

教育推廣 及
日

期

活動消息

內

容

出席人數

短宣實習分享
鄭健川

1. 教育及推廣
2018年6月17日

錫安傳道會豐盛堂---精神健康主日

80人

2018年6月29日

「強迫症與焦慮症你我知」精神健康公開講
座

119人

2018年7月8日

中華傳道會傳音堂-精神健康主日

70人

2018年7月10日，
8月7，14，21，28日

愛協與遠東廣播Soooradio義工分別訪問基
督教信生會信基堂，宣道會洪恩堂，信義會
天恩堂，香港福音盛會，十字架山浸信會，
中國佈道會基福堂，中華宣道會大圍堂

2人

2018年7月15日

駿發花園浸信會---精神健康主日

80人

2018年7月15日

荃葵崇真堂-題目︰如何管理情緒

20人

2018年7月19日至
8月23日

2018飛越迷牆課程 共6堂

107人

2018年7月20日

陳一華牧師「亂中靈恩」新書發佈會分享見
証及介紹愛協

30人

2018年7月25日

大埔浸信會婦女部傳欣團。情緒管理-如何處
30人
理壓力（抑鬱症）

2018年7月27日

「強迫症與焦慮症你我知」精神健康公開講
座（加場版）

152人

2018年7月29日

基石教會興田堂---精神健康主日

35人

2018年8月5日

綠楊浸信會---精神健康主日

100人

2018年8月8日

讚美操

6人

2018年8月14日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奇恩堂以斯帖團---精神健
康

20人

2018年8月25日

心靈健康講座---精神科藥物治療知多少？

31人

2018年8月28日

播道會太古城堂---都市精神病及如何關顧精
神病康復者

20人

2018年9月3 日

2018(飛)實習培訓講座（1）

?

2. 活

動

2018年6月16日，
7月21日，8月18日

詩班

12人

2018年6月16日

平安組長洲一天遊

6人

2018年6月18日

拉撒路組優遊行山樂及晚飯

12人

2018年6月23日

領袖門訓D班

1人

2018年6月25日，
7月14，23日，
8月27日，9月8日

讚美操

9人

2018年6月30日

約書亞組茗茶活動

10人

2018年7月9日

資源中心當值員交流會

9人

2018年7月24日

領袖門訓A班

4人

2018年7月30日

領袖門訓B班

7人

2018年8月5日

平安組職員交流會

7人

2018年8月6日

大衞組職員交流會

7人

2018年8月9日

迦勒組太空館觀賞活動

10人

2018年8月10日

雙月禱會

14人

2018年8月15日

心光盲人院暨視障人士福音中心-福光團契
14人
與愛協合團

2018年8月17日

傳福音訓練班

8人

2018年8月26日

葵涌醫院探訪

13人

2018年8月28日

親恩頌生日會

34人

2018年9月1日

以馬內利姐職員交流會

8人

2018年9月12日

迦勒組職員交流會

3人

短宣中心實習學員

在愛協的實習中，我感到這是一個十分有意義
的事奉，因為自己的哥哥在過身前也是一位「復康
者」，某程度上也是因為社會未能承載到如此的生
命，導致他最後敗倒在「情緒病」之下離開人世。
但是從團契當中導師和義工不斷的努力讓他們重獲自
信，在主內重新建立自己的自我價值，在家屬組中看
到各位家屬在當中的彼此協助和從中得益，還有在佈
道訓練中看到團友願意為福音的付出以及在過程中感
受到與主同在的喜樂，我感到愛協的事奉實在蒙主悅
納，自己在當中也得益不少。主若許可，希望自己的
教會也能和愛協合作，在自己的教會中推行這方面的
事工，畢竟這也是社會的需要。

愛協資源中心服務介紹
本團契自遷入新會址後，資源中心繼續：
1.

為精神病康復者及公眾人士，提供有關精神、情
緒及心理健康的書籍和影音材料之借用服務，以
促進他們學習有關知識以達至助人自助之目的。

2.

為康復者家屬或照顧者提供支援，協助他們掌握
與康復者溝通和相處的技巧，以舒解他們照顧康
復者所帶來之壓力。

本中心連同團契其他服務將於11月18日(星期日)廿八
週年感恩會之後，即下午5:30至6:30在新會址開放日
中介紹，到時請大家踴躍參與！

支持教會關顧精神病康復者
遠東廣播Soooradio是一個傳遞正能量的廣播平台，服
侍香港眾教會，她們剛完成製作一輯(共13集)節目，
用以裝備教會牧者，弟兄姊妹和公眾人士，關心身邊
有精神困擾的朋友；並與教會同行關心有需要的人。
在製作期間，愛協亦協助遠東廣播與Soooradio義工一
同走訪不同教會，了解她們怎樣關顧精神病康復者，
如何延伸主耶穌的愛。
盼望大家在未來幾個月踴躍支持，介紹各方友好收聽
Soooradio節目。

誠徵租/借辦公室
愛協團契於九龍城新會址的辦事處，於2019年2月中
至4月底，將進行更換升降機工程，由於辦事處位於
10樓，造成同工不便上班和下班，因此我們現正尋找
臨時辦公室的地方 (可供六位同工辦公的場地) ，如有
適合單位可供租/借之用，或查詢有關詳情，煩請致
電：2958 1770與執行幹事王美玉姑娘聯絡。

感恩
多 禱告，多有能力！
與代禱事項
1.

感謝神，新一屆的董事已順利選出。求主祝福保守他們的服
侍，帶領愛協事工的前路。

2.

2018年度「飛越迷牆」課程義工實習已於九月開始，求神幫
助參與義工有正面的體驗和學習，認識康復者的生命和關顧
需要，進深入了解愛協團契的異象和使命。

3.

請為12/10舉辦的「照顧精神病康復者的迷思與出路」公開
講座禱告，求主賜我們合宜的天氣，並帶領講員陳嘉璐醫生
的預備和分享，使參與者得提醒和幫助。

4.

請記念陳姑娘14/10到宣道會將軍澳堂、28/10到中華基督
教閩南三一堂（香港堂）分享精神健康主日訊息，求主使用
她的分享及義工見證，鼓勵弟兄姊妹多關注和參與關懷精神
復康事工。

8.

請為31/10（三）愛協董事會議禱告。求主引領新舊董事之配
合，讓會議可順利進行。

9.

請為愛協18/11(日)舉辦的28周年感恩會及開放日曁感恩晚宴之形
式及籌備工作禱告，求主帶領。

10. 請為王美玉姑娘20/11負責領袖門訓查經A班及26/11陳金英姑娘
負責領袖門訓查經B班禱告，求主帶領和使用她們的預備，讓組員
得著鼓勵。
11. 請為24/11(六)往神託會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創薈坊」探訪祈
禱，盼大家有美好的交流。
12. 請記念25/11平安組小組燒烤活動的籌備工作，求主為我們預備
最好的場地及合宜的天氣，讓各組員積極參與，增進彼此關係。
13. 請為21/12(五)本團契與沙田神託會創薈坊合辦聖誕聯歡福音晚會
禱告。求神帶領我們的籌備工作及當日的程序安排。
14. 靈牧組、健康教育推廣組、探訪組及輔導組將舉行的會議和新年
度的工作，求神保守帶領，使愛協團契在上述各個範疇上的工作
能順利運作和發展。

5.

請為14/10平安組及28/10提摩太組職員會會議及交流會禱
告，求主引領各職員的參與和分享，彼此得著幫助和鼓勵。

6.

請記念26/10及14/12舉行的雙月禱會，分別由梁夢熊先生
主講「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及王來添先
生主講「聖經中的互為彼此」。求主帶領梁生及王生的預
備，並感動組員出席，一同以禱告守望。

15. 請為新一年各小組職員的選舉及職位安排禱告，求神感動更多組
員參與事奉的心志，並帶領各小組商議訂出新一年的小組計劃。

請為30/10（二）愛協籌款會議禱告。求主引領有關人士參
與，讓會議可順利進行，並有明確方向。

17. 請為10月及11月詩班的練習禱告，求神引領組員的心，以詩歌敬
拜事奉神。

7.

16. 請記念10-12月讚美操練習及場地需要，求主預備場地，並喚起組
員參與的心志，操練好自己的身體及向神獻上身心靈的讚美。

回應表

愛協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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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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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收入項目
奉

獻

117,389.78

211,638.00

102,001.50

推

廣

1,350.00

5,300.00

2,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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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收入

--

30,560.00

25,130.00

其他收入

153.70

4,658.37

363.62

158,525.00

--

--

團體名稱：

277,418.48 252,152.37

130,195.12

聯絡電話：

公益金
總收入
支出項目

152,515.00

152,335.00

152,335.00

強積金及
行政費

8,950.75

8,941.75

8,941.75

事工支出

15,829.84

8,173.58

14,640.94

行政支出

18,195.40

10,065.00

12,083.76

雜項支出

1,108.00

1,086.80

2,337.00

70,275.00

70,275.00

70,275.00

266,873.99 250,877.13

260,613.45

總支出
本月盈餘／
（不敷）
上月結存／
（結欠）
由發展基金轉入
本月總結存／
（結欠）

（先生／女士／小姐）

（日）

（手）

電郵地址：

同工薪酬

換升降機及樓宇
維修工程費

個人姓名：

10,544.49

1,279.24

(130,418.33)

993.55

2,272.79

70,000.00

--

130,000.00

993.55

2,272.79

1,854.46

(79,55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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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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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愛協團契「28周年感恩會暨關顧精神健康網絡異象分享」

精神健康要關注 健康網絡齊建樹
感謝主的恩領及大家的支持，讓愛協團契能順利搬遷至九龍城新會址。為了回應社會的需要及善用新
會址，我們計劃建立一個「關顧精神健康網絡」，聯結不同地區的教會、學校、機構等，為精神病康
復者或有需要人士建立共融的社區。盼望這個計劃能得到你的支持和參與，歡迎大家出席以下聚會，
更多認識我們這個計劃。
日

期： 2018年11月18日 (星期日)          

感恩崇拜： 下午3:00至4:30（會後有參觀愛協新會址及義賣）
地點：【九龍城基督徒會】九龍城龍崗道40號地下
          

費用：免費

感恩晚宴： 晚上6:30至9:30
          

《* 7pm專題分享：信仰與精神健康（講員：廖廣申醫生）》
地點：【富豪東方酒店】九龍城沙浦道30-38號一樓東方宴會廳
費用：$250元（務請購票留位，購票詳情可致電2958-1770查詢）

聚會目的： 1) 感謝神對愛協事工28年的恩領和保守
2) 推廣建立「關顧精神健康網絡」的異象和使命
3) 籌募償還第一期購置新會址免息貸款及經常費
籌款目標：100萬（以$2,800為一個單位，期望籌集358個單位）

「28周年感恩會暨關顧精神健康網絡異象分享」回應表
□ 本人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願意捐獻港幣（請在“□”方格內加上“4”）

□ 經常費      □ 償還新會址貸款
□ $2,800

□ $5,600

□ $8,400

□ 其他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元，以示支持。

□ 定額每月奉獻支持 (金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
繳交款項方法：
□ 以劃線支票付款：ˍˍˍˍˍˍˍˍ銀行（支票號碼：ˍˍˍˍˍˍˍ）
支票抬頭：基督教愛協團契有限公司 或 CHRISTIAN OI HIP FELLOWSHIP LTD.
請將支票或入數紙連同回應表寄回本團會址：九龍城沙浦道31-35號錦輝商業大廈10字樓
□ 直接存入恒生銀行儲蓄戶口（384-128369-883）
□ 現金：務請在2019年2月28日下午5:00或之前交到「基督教愛協團契」會址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下午1:00及下午2:00至6:00）
□ 每月銀行自動轉賬奉獻，請致電與本團契職員聯絡
*奉獻款項滿HK$100或以上，可憑收據向稅務局申請減免稅項
*請注意：懇請  閣下於2019年2月28日或之前，將款項交回
聯絡資料：請提供以下資料，以便聯絡及郵寄收據 (個人資料，只供本團契內部使用)
姓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牧師/傳道/先生/女士/小姐) 電話：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通訊地址：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如有垂詢，請致電2958-1770與本團契同工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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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初航醫生
陳蕙娟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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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宏娟小姐
莊麗敏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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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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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