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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愛協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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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心
不忘

時代的需要和回應：
從政府統計的資料得知，無論情緒病
或精神病的病患者人數都是持續增加，特
別在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病患者方面情況尤
為嚴重。因此無論是信徒或非信徒，在精
神健康方面都同樣面對可能遇到的衝擊和
侵害，而教會面對這個日趨嚴重的社會問
題，也是不能逃避而且還要正視。愛協團
契面對精神病患帶來的挑戰，雖然我們資
源貧乏，但我們仍然堅持克盡己任，為復
元人士、為教會，繼續推動和發展關顧復
元人士的牧養和福音工作，以下是我們希
望能在未來日子，能多與教會及機構聯繫
協作的事工。

推廣關顧復元人士的異象和使命：
路加福音19:10：人子來，為要尋
找、拯救失喪的人。聖經的教導，讓我們
明白神關注那些受捆鎖、被欺壓、生命陷
於苦況的人，神看重那些弱勢弱小的人，
耶穌提及那作在小子身上的就是作在我身
上，精神病患者往往是受了傷和被忽略的
小子，我們深盼能推動教會領受異象、履
行使命，實踐不一樣的關愛，讓教會也成
為復元人士的青草原、溪水地，成為一個
釋放醫治的地方，實踐基督徒不一樣的關
愛見證。

年1月

前
行
、堅定

支援教會關顧牧養復元人士：
時間飛逝，執筆之時2018年亦要快將
過去，而愛協團契成立至今已經28年，並
且繼續向著29 、30週年進發。愛協團契
由一個男士小組，發展至今成立了20個小
組，由一位半職同工、一張寫字枱發展至
今有六位同工及有了新會址的辦事處，當
中曾面對不同的艱難和挑戰，但同時亦常
常經歷了上帝的看顧、供應和預備，這一
切的經歷讓我們明白神，衪要我們繼續為
衪作工，協助復元人士在神的愛中，互相
協助，活出豐盛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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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復元人士的不了解和恐懼感，往往
由於傳媒報導的渲染和對精神疾病的不認
識所造成，當我們對精神病患的知識和復
元人士有更多了解的時候，也就能幫助我
們除去與復元人士接觸的擔心和懼怕，並
且能幫助我們能適切地與他們相處，甚至
可以成為他們的鼓勵和幫助，因此我們期
盼能多與教會合作，就復元人士的福音和
牧養工作，提供諮詢和訓練的協助，相信
這些活動亦能同時間幫助信眾建立更理想
的精神健康和信徒生命。

持續推行及發展復元人士的互助小組：
為復元人士提供互助小組， 是愛協其
中一個重要的核心工作， 透過互助小組的
生活， 讓復元人士的基督徒或非信徒參與
教會模式的團契生活， 使參加者能夠得到
以下各項的幫助和學習機會：

1. 找到同路人的支持：
病患者很多時都需要別人身同感受的
了解和明白，因著在小組裏大家都是
同路人，因此他們都能夠放心、毫無
顧忌地分享個人病患的經歷、困擾和
難處，無論在處理病徵、服藥適應、
以致在生活和工作上所遇到的壓力和
困擾，他們都可以彼此交流心得、 彼
此鼓勵和代禱。
2. 找到盼望和經歷被醫治：
在小組裏他們能夠找到很多共同背景
經歷的朋輩， 使他們感受和了解到在
康復路上他們並不孤單， 在小組裏他
們經歷到被接納和學習彼此接納， 而
小組生活都十分重視強調彼此的分享
分擔 ，因此組員常常有機會從他人面
對精神疾患的經歷中， 可以找到復元
的線索和面對疾患的盼望。

王來添
關顧幹事

3. 學習管理個人的精神健康：
小組聚會的內容亦有專題的學習， 例
如：有認識情緒或精神疾病的知識，
了解精神科藥物的服用和適應問題，
此外亦會不時探討處理壓力、人際關
係和保持精神健康方面的課題。
4. 學習屬靈生命的成長：
小組聚會都有安排領詩和靈修分享的
環節， 查經聚會更是小組活動的核心
內容的一部份， 因此小組不單止兼顧
了他們面對身心疾病和社交生活的需
要， 而且恆常安排對聖經真理 的學
習， 促進信徒的組員能夠在屬靈生命
上持續成長，而非信徒的組員亦能夠
有一個了解信仰的平台。 此外愛協團
契亦有安排一些小組以外的 「門徒訓
練班」， 深化組員在屬靈生命方面的
學習， 培訓他們事奉的態度和技巧，
促進他們有機會學習屬靈的品格和成
為屬靈領袖。
三個核心、四個中心：
愛協團契除了上述三個核心工作，我
們亦透過四個事工中心的策略來推展「全
人關顧」的工作，包括有：訓練/教育中
心、資源中心、輔導中心及宣教中心，在
未來的日子，我們都會透過每季的通訊，
與大家分享各個中心的工作和發展情況。

前行的力量、仍需要您們 !：
2018年11月18日是愛協團契28週
年的紀念日，同時也是我們啟動籌款工作
重要的一刻，現在仍須償還的購址免息貸
款仍有550萬，我們計劃在五至六年的時
間內還清所有款項，這一期的籌款工作目
標是：一百萬元，我們期盼在2019年2月
28日前，能就籌得目標款項，詳情請參閱
通訊的籌款宣傳回應表，懇請主內弟兄姊
妹、教會及機構禱告記念和支持！

2 019 愛 協 新 動 向
宣教 中 心

陳金英姑娘

訓練中心

(傳道幹事)

箴言18:14「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靈憂傷，誰能承
當呢？」宣教中心的目標是向心靈有需要的精神病和情緒病
復元人士及其家屬傳揚福音，並協助教會認識和承擔向他們
傳揚福音和牧養的使命，讓復元人士的心靈得著醫治，身心獲
得關顧，靈命得以成長，教會得著祝福。

【就業支援復元計劃】

去年我們共去了10間教會分享精神健康主日；7間教
會分享專題講座及主日學課程。讓教會弟兄姊妹對精神病及情
緒病有更多認識。此外又與遠東廣播Soooradio義工分別訪問了
12間教會牧者，了解他們復元會友的情況、牧養模式及社區資
源的認識。
團契內部牧養。去年我們透過每月兩次讚美操、一次
詩班，讓組員學習讚美神。又以尼希米記作查經資料，為小組職
員提供四班領袖門訓查經，提升他們事奉的使命和質素。並計劃
今年/2019年19/1-20/1舉辦領袖門訓營，加強各小組職員彼此
認識和協作。此外，又定於2019年2月16日舉辦培靈會，邀請崇
基學院神學院邢福增院長分享培靈訊息。
福音方面我們於7月到葵涌醫院參與院友福音聚會，分
享福音信息，帶領院友認識主。此外，又於12月與神託會創薈坊
合辦聖誕福音晚會──變得更美好，以魔術向未信主的康復者及
家屬傳講福音信息。
新一年除了繼續原有的事工外，我們盼望能與教
牧同工有定期交流，彼此分享，提升牧養復元人士的技
巧和心得，共同實踐神愛世人的使命。

王錦洪先生

資源 中 心

1. 為精神病康復者家屬, 教師, 教牧, 弟兄姊妹及公眾人士，提供
有關精神健康、情緒管理、心理輔導, 屬靈及社會服務等書籍
和影音產品的借用服務，以幫助他們學習有關知識，掌握助人
技巧，以達至助人自助之目的;
2. 因應家屬在照顧精神病者的需要，為他們提供個別的諮詢、探
訪、以及家屬互助小組的支援，以減低他們在照顧病者所帶來
的精神及心理壓力。
3. 此外，亦會為愛協各個互助小組提供[書籍及影音外展推介借閱
服務]，由各小組推介員挑選合適的書籍及影音產品，到十八區
不同的康復者和家屬小組推介借閱，為他們提供更便利的服務，
以增加他們閱讀的興趣，及從中掌握各方面的知識，提高生活素
質。
4. 同時，並會為小組組員和義工導師推行[閱後分享獎勵計劃]，讓
參加者透過閱讀一本書或觀賞一套影音產品，寫下其內容摘要和
閱後感想，便有機會獲取紀念品以作鼓勵，以增加他們的閱讀興
緻和樂趣。
5. 未來工作
計劃推介資源中心的服務至相關對象：
資源中心推介對象

媒介

場合

1) 家屬

1) 影片

1)「飛越迷牆」課程

2) 教牧

2) 投影片

2) 講座/課程/分享會

3) 學校

3) 書籍/DVD/CD

3) 社交媒體平台

4) 社區人士

4) 知識資訊

4) 通訊平台

(執行幹事)

愛協除了於2019年1月推行義工獎勵計劃，回饋一直事
奉愛協的資深組員外；於神的帶領下，愛協得到世界傳道會/
那打素基金之贊助，可於愛協推行【就業支援復元計劃】。
深知愛協內有不少組員，盼望可成功公開就業，但因種種原
因未能獲聘！現愛協透過【就業支援復元計劃】，計劃目的
先為年青組員於就業上重建信心和工作技能，半年培訓期滿
而表現良好之組員，將會獲愛協發給工作推薦信，增加公開
就業之機會。此計劃於2018年11月已開始第一輪的試行階
段，由同工選了２位年青組員於愛協工作，職位分別為活動
助理和辦公室助理，為期半年 (11/2018 - 4/2019)，時薪
以每小時$35計算，每星期返16小時。如試行階段成功，
由第二輪開始 (5/2019 -10/2019)，將會是公開招募各組
員，組員需要是登記組員，略懂電腦及基本辦公室工作，
以及年齡於35歲以下優先。合乎以上條件的組員，可將個
人履歷表電郵至愛協 (office@oihip.org.hk)，但第二輪計劃於
2019年3月15日至4月15日，才會進行甄選和安排約見合
適的組員，如組員已遞交履歷表，於4月30日前仍未收到
安排約見則當作落選論，不會作任何通知。

四 大
中 心

(程序幹事)

王美玉姑娘

輔導中心

王來添先生
(關顧幹事)

院校合作：
2018年10月至2019年5月分別有香港大學、浸會
大學輔導碩士同學，以及建道神學院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
同學，到愛協團契進行輔導實習工作，為愛協組員提供
免費的輔導服務，同學們至12月中已為愛協組員提供了
35節的輔導服務。此外兩位輔導碩士同學亦將於2019
年1月為組員籌辦情緒處理小組，活動包括有：(壓力管
「你」「你」管壓力)、以及(書情有法) ，透過輔導服
務及不同的活動，讓有需要的組員能得到學習成長的機
會，同時亦促進了實習同學對復元人士的了解。

輔導感言： (來自愛協團契組員邱超奇的分享)
感謝主！愛協安排實習輔導員張姑娘為我提供輔
導，我是邱超奇，我感到高興因張姑娘是一位基督徒
的輔導員，在輔導過程中，我叙述患病經過，表示對
以前所犯錯誤感到內疚，她聽過後引用聖經“若有人
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
了.”來鼓勵我。她說主已經赦免你的罪，靠著祂的
話，就可以忘記過去，努力面前，她再引用例子來解
釋， 一杯水滿了就不能再裝水，意思希望我能正面
地接受別人的意見。此外在輔導過程中，我講話時很
大聲，但張姑娘很有耐性地聆聽，詳細解答我的問
題，使我心情平靜，時間過得很快，10次輔導面談
完結了，雖然我內心仍有不安，但是現在我相比以
前已開朗了一些，當遇到困難時，也能積極面對，
最後，張姑娘再提醒我，要保守你的心勝過保守一
切。多謝愛協的安排！多謝張姑娘的輔導！

專題
鄧達強 牧師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堂

邁向

和睦

按啟示錄21：9-10，新耶路撒冷城就是羔羊的新婦，
也就是新約耶穌基督的教會 。這裡帶來一個提示，新約教
會未來的景像，將以城巿的型態展現，人類從花園式的伊甸
園開始，其歸宿是一座榮耀的聖城。
希伯來書11：8-16，補充了創世記亞伯罕之約沒有提
及的內容，其中一個要點：上主不單給與亞伯拉罕有應許"
地"，還有應許"城"。
他 [亞伯拉罕] 因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
異地居住帳棚，與那同蒙一個應許的以撒、雅各一樣。因為
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 (來11：
9-10)
希伯來書11章提及亞伯拉罕所等候的城，有三個描
述：
(一) 有根有基 (二) 神所營建 (三) 神所預備
啟示錄21：14 提及新耶路撒冷城的根基："城牆有
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從經文可見，
十二使徒的名字是城巿的根基，但此話何解？

城巿的根基：彼此相愛，和睦共處
"名字" 是被人認識的重要媒介，十二使徒的名字，也
是耶穌基督門徒的標記，耶穌基督門徒的名字如何能被人認
知，在約翰福音13：34-35耶穌早有指示：
我 [耶穌] 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

之城

的重要見證。初期教會實踐凡物公用，不止是教會內部彼此
相愛的印記，也延展至社區的貧窮人，彰顯基督的大愛(徒
4：32-35)。

城巿的根基：神所營建，神所預備
城巿，就是多人加上多元 (極多不同) 的大社群，更加
上人性的自私自利，衝突磨察必然存在，要彼此相愛，和睦
共處，談何容易！幸好，城巿的根基不在於人，乃在於上主
的工作和祂的大愛。
保羅提醒我們：神人和睦與人際和睦，是主耶穌已經
立了根基 (林後5:18-19)，而在實踐上，他又提示我們，以
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腓2:5)。仔細思想，耶穌為我們放棄祂
的特權與利益；祂甘願作僕人、犧牲到底，為要引領我們與
祂建立充滿喜樂的關係 (希伯來書12：2)。不論我們罪有多
深，基督仍愛我們，並為我們死（羅馬書5：8)。所以，當
我們跟人發生了衝突，或者碰到難以相處的人時，請記得祈
求恩主的幫助，能將祂的愛發揮出來。就在這刻，可能會驚
訝地發現：上帝是如何改變了我們與人相處的心態。
因著上主已經立下和睦共處的根基，新約聖經裡面有
以下關於和睦共處的指示：
•願意道歉—馬太福音5:23，24
•被人冒犯，也不要以惡報惡—羅馬書 12: 17-21
•恩慈相待，彼此饒恕—以弗所書4:32
•說話和做事前先要想清楚—雅各書1:19

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

坐言起行

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讓我們彼此鼓勵，常常說這三句說話，肯定可以締造
和睦！！

門徒踐行耶穌基督的愛，並彼此相愛，和睦共處，眾
人就認出他們是跟從耶穌的門徒。這個 "眾人就認出....." 是
因為耶穌基督的愛，不單活現在門徒之間，也臨在眾人當
中。

(一) 別人善意善行，多加欣賞鼓勵，帶著笑容說：
多謝你 (Thank you)
(二) 自己萬一有錯，勇於承認有過，帶著誠懇說：

門徒踐行耶穌基督的愛，並彼此相愛，和睦共處，絕
不是閉門自家的事，而是向外延展的見證。眾人能明白，甚
至能接受耶穌基督的愛，要從門徒之間的相愛關係解讀出
來。主的門徒彼此相愛，和睦共處，既是他們的標記，也是
城巿的根基。也可以說，新耶路撒冷城正是 "和睦之城"
基督的教會自始以來，立足在耶穌的大愛裡，以彼此
相愛來活現人間，成為世人的祝福，也是教會宣揚耶穌基督

對唔住 (Sorry)
(三) 別人有錯道歉，樂意和好接納，帶著溫柔說：
唔緊要 (Never mind)
和睦共處，展現和睦之城的根基，在於這句金律：
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
人。(馬太福音7:12)

教育推廣 及
日

短宣實習分享

活動消息

期

內

容

出席
人數

(2018年7-8月)

1. 教育及推廣
2018年10月12日

公開講座：照顧精神康復者的迷思
與出路

143人

2018年10月14日

宣道會將軍澳堂– 精神健康主日

90人

2018年10月28日

中華基督教閩南三一堂早午堂–
精神健康主日

110人

2018年11月18日

28周年感恩會暨關顧精神健康網
絡分享(崇拜)

127人

2018年11月23日

短宣中心課堂分享– 精神病人群
體的特性，如何向他們傳福音

2018年11月23日

公開講座：亂中靈思

9人
104人

2. 活動
2018年9月18日及11
領袖門訓A班
月20日
2018年9月29日

探訪交流會

2018年10月6日

以馬內利戶外活動

5人
10人
9人

2018年10月13、22
日、11月10、16日及 讚美操
12月8日

9人

2018年10月13日及
11月17日

詩班

8人

2018年10月14日

平安組職員交流會

8人

2018年10月15日及
11月26日

領袖門訓B班

6人

2018年10月17日

約書亞組參觀高鐵站及下午茶

10人

2018年10月26日

雙月禱會

18人

2018年10月28日

提摩太組職員交流會

8人

2018年10月29日

大衛組交流會

7人

2018年11月3、22日 拉筋運動班

9人

2018年11月3日

隱基底組參觀文化博物館

4人

2018年11月3日

大衛組戶外活動

8人

2018年11月20日

領袖門訓A班

6人

2018年11月24日

以馬內利組交流會

8人

2018年11月24日

探訪神託會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創薈坊)

2018年11月26日

領袖門訓B班

2018年11月27日

親恩頌暨生日會

2018年12月3日

潤唇膏及肥皂製作班

7人

2018年12月5日

潤唇膏製作班

6人

2018年12月8日

以諾組戶外活動

8人

2018年12月14日

雙月禱會

10人
5人
34人

13人

馬靜儀
在短宣堂會實習期間有機會認識
愛協團契，了解原來這機構是服侍一群
精神康復者如何在信仰中成長，能有機
會參與在其中的聚會，實在體驗不少。
其實自己在未接觸這機構之前，對於精
神病患者真的有點抗拒，一方面不懂得
如何與他們相處，另一方面是沒有忍耐
的心去聆聽他們的表達，還有對他們的
了解都是負面資訊為多，因為自己教會
也有一些精神康復者，他們的言行舉止
令自己都有點抗拒的，所以自然抱著如
果不用接觸他們就避免接觸他們了…等
等想法，一直都是這樣影響自己的，因
此這自然也不會主動去認識了解他們。
但感謝主，神讓我看到原來他們也有需
要，而且與他們相處不是想像中的難，
最重要是他們也是神所愛的，只是自己
會否願意付出。在6次課堂中，我有機
會藉著理論去了解精神病患者，從而去
明白如何去與他們相處，例如：見到有
些人的反應會遲緩或者神情呆滯，不了
解會以為他們不專心，原來是藥物的反
應，另外，有時說話他們會重覆又重
覆，原來是他們的病而影響他們的反應
…等等的資料給我明白他們更多，這些
課堂實在讓我得著不少。另外，在愛協
的團契聚會中，雖然自己只參與的聚會
不多，但在與他們傾談中讓我感受到他
們的投入表達，他們真誠的笑容讓我看
到他們可愛的一面。記得一次醫院探訪
一位團友，雖然是第一次接觸她，但她
卻很坦誠與我們分享自己的病情，沒有
因為是初次見面而膽怯害羞，可見他們
的單純。最後，感謝主，讓我看到他們
也是神所愛的一群，所以不要忽略他
們。願神祝福愛協團契，能使這地方成
為精神復康者經歷神的愛，活出神豐盛
生命的美好地方。

感恩
與代禱事項

感恩 及 代 禱事項
1.

請為19/1-20/1領袖門訓退修營禱告，求神使用營會的內容，提升各職員事奉的使命感。

2.

請記念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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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請為16/2（六）上午舉行的新春培靈會禱告，求主帶領一切的籌備工作及講員崇基學院神學院邢福
增院長預備的訊息，讓組員得教導，靈命得成長。

4.

16/2（六）下午舉行新春團拜旅遊，求主記念籌備工作及當天的天氣，盼望各參與者盡慶而歸。

5.

請為20/2-13/4愛協會址安裝新電梯禱告，因大廈只有一部電梯，同工需另覓地方工作，求主保守
工程順利完成，讓事工能順利推行。

6.

請記念陳金英姑娘10/2（日）到小西灣浸信會福音堂、23/3（六）到中國基督教佈道會基福堂、
24/3（日）到中華宣道會耀頌堂、31/3（日）到宣道會馬灣堂分享「心靈健康主日」訊息。求主使
用她的分享和義工見證，鼓勵弟兄姊妹多關注和參與關懷精神復康事工。

7.

請為新一年各互助小組職員會會議及交流會禱告，求主帶領各職員有好的討論及明確的方向。

8.

青少年組、伯特利組及以利亞組(情緒病互助小組)，在未來一年能招募更多有需要的參加者。

9.

請記念各工作小組新年度舉行的會議和工作，求神保守帶領，使各工作小組能順利運作及推動事工
發展。

10. 請記念新一年讚美操活動的安排，求主預備導師及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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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份

9月份

10月份

收入項目
奉

獻

61,582.00

128,155.50

75,027.00

推

廣

500.00

3,700.00

3,8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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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其他收入

93.92

155.11

162.54

公益金

158,525.00

--

--

團體名稱：

總收入

220,700.92

132,010.61

78,999.54

聯絡電話：

同工薪酬

152,475.00

152,255.00

152,235.00

強積金及
行政費

8,948.75

8,937.75

8,936.75

事工支出

20,187.44

11,270.74

27,541.20

行政支出

10,417.70

14,294.90

12,702.00

雜項支出

2,895.20

2,856.00

903.30

194,924.09

189,614.39

202,318.25

25,776.83

(57,603.78)

(123,318.71)

支出項目

總支出
本月盈餘／
（不敷）

個人姓名：

（先生／女士／小姐）

（日）

（手）

電郵地址：

上月結存／
（結欠）

1,854.46

27,631.29

27.51

由發展基金
轉入

--

30,000.00

100,000.00

本月總結存
／（結欠）

27,631.29

27.51

(23,2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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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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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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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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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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志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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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金英（傳道）7775 4643

聚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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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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樂道會深水埗堂（大角咀）
真理基督教會協英堂（旺角）
九龍城基督徒會
深恩浸信會（太子）
播道會天泉堂（太子）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基福堂 ( 香港仔 )
旺角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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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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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