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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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作個

好

20

19

年4月

僕人?
王美玉

不

少信主多年的信徒，都曾
思想過如何做個合乎神心
意的僕人？究竟自己的能
力或恩賜在那方面呢？由於信心和
動機不夠的問題，往往令自己錯失
很多事奉的機會！從教會的一篇講
道，以及一篇靈修文章中，再回想
到愛協的20個互助小組，每個小組
都有不同的事奉崗位，讓我有以下
的反思和分享。
從一次講道中，提到列王紀下
第2章1-12節，耶和華差遣滿有領
袖恩賜的以利亞往耶利哥去，讓徒
弟以利沙沒有依靠，需要獨力面對
一切，最後以利沙的神蹟能力更勝
於以利亞。講員分享到當人去到盡
頭，這才是神恩典的開始。這句說
話深深打動了我，神往往於我們的
成長中，拿去我們最愛或最想依靠
的人，就是讓我們看到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這是一

執行幹事

個好大的鼓勵，我們事奉不是靠
人，而是靠神，一切都變得完全，
再無任何藉口和顧慮。
從一篇靈修文章中，一位牧師
看見一個男孩在放風箏，牧師問男
孩：『到底是誰在放風箏？』男孩
回答：『當然是我啦！難道風箏自
己會飛嗎？』這時侯，風說話了：
『你錯了，是我在放風箏，沒有
我，風箏還飛得成嗎？』這時候，
風箏的線說話了：『且慢，是我在
放風箏，沒有我，風有什麼用！』
接著，風箏的尾在說話：『你們都
錯了，是我在放風箏！風箏是由我
操縱，這點你們都知道，對嗎？』
最後，到底是誰在放風箏？他們都
無錯，大家各有各功用，信徒組成
上帝的教會，每一個人都像風箏
的一部分，聖經把教會比喻為一

個人，每位信徒分別是身上的手、
腳、眼、頭和其他器官，這些部分
都各司其職，配合起來才能正常地
運作，正如我們愛協的互助小組一
樣。所以無論事奉大與小，上帝希
望我們每一個人都努力做好，各人
盡自己的本分，大家通力合作，便
是神所喜悅的。
聖經說到：我的恩典夠你用
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
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
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哥
林多後書12章9節)。因此我們要
大膽祈求神，才會有成長，才可看
到自己的恩賜，不會只看自己的益
處，應當凡事榮耀上帝，讓我們一
起學習放膽地作一個好僕人。

謝樹基 教授
基督教愛協團契顧問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精神健康及社會政策組召集人

專題

劉頡偉 先生
社會工作者

誰是大有能力的助人者？

殘疾資歷:
近年社會流行
「 有 權 用 到 盡 」，
手握話語權、專業
知識和資源者往往自
尊 為 大 （「 我 哋 話 畀
你聽O K就得㗎啦！」）, 此風更蔓延至
助人專業，尤其是由醫療模式主導的精
神復康界，五花八門的學名和藥物如雨
後春筍，間接造成了「滿天標籤」的局
面，新的病名層出不窮，彷彿問題天天
多，「精神病人」梗有一個在左近。
然而有關「強大與弱小」、「醫者
與病人」的關係，二千多年前基督早有
個動人的說法：「為我名接待這小孩子
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
待那差我來的；你們中間最小的，他便
為大。」（路加福音九章四十八節）。
耶穌告訴我們，不止要接待如小孩般的
弱小者，更要以他們為大。為什麼呢？
原因之一是要助人者避免自高自大和掉
入虛榮的圈套，以致「好心做壞事」。
如近年西方醫療系統成為絕對權威，能
界定一個人身體健康或抱恙、精神方面
是常態或病態時，當中權力和資源的嚴
重傾斜正是各種不公義和污名的催化
劑，令在病患中受苦的人因為社會的誤
解、標籤與自身的迷思，承受更多額外
的身心折磨。
事實上，那些我們以為是弱小的
服務使用者，在基督眼中都是大有能
力的人，因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軟
弱上顯得完全」。（哥林多後書十二章
九節）。筆者們想起近年在香港漸見規

模和成效的
朋輩支援工
作。朋輩都
是復元人士，他們經歷過創
傷，走過生命的幽谷，過程中對個人
成長、原生家庭以至人生目標，有了
更深一層的體會。他們的病患經驗各
有不同，但都是極其寶貴的，當中有
其普遍的一面（如強逼行為、對人多
疑、對完美或整潔的過分要求等心理
和社交特色），是教會以至社區中珍貴
的助人資源。
近年多個自助組織和倡導單位紛
紛 提 出 「 殘 疾 資 歷 」、「 創 傷 就 是 力
量」等概念，推動朋輩計劃以及和服
務使用者共建服務，都令筆者想起基
督那「以小為大」的精神。原來只要
有合適的土壤和機會，復元人士也可
以利用自身特色回饋社會，在助人自
助的過程中重尋生活的樂趣和意義。
事實上，朋輩在服務設計、執
行、評估，以至機構資源分配等各方
面都有其舉足輕重和不可取代的角
色，尤其是他們那有別於主流資歷架
構的「患難經驗」，令他們對服務使用
者更具同理心和耐性。同樣的服務流
程，復元人士執行起來不但比醫護人
員和社工更能貫徹初衷和體貼入微，
過程中亦有更多關於專業的反省，為
服務的創新和改革播下種子，亦成為
不同持分者之間的溝通橋樑。他們更
是貨真價實的「同路人」，在日常生活
中和病徵共存共舞的經歷使他們成為

真正的專家，啟發大家以更宏觀的視野
面對精神健康的課題。
然而被神使用，不全然是被動的
事。作為復元人士，我們有多大信心將
生命中閃爍如金子的經歷有技巧地拿出
來，像禮物般的為社區和教會擺上，以
建立一個更多元、友善和包容的鄰舍和
信仰群體呢？至於助人專業者和教會領
袖，大家撫心自問，心中是如何看待身
體或精神上有障礙的弟兄姊妹呢？是簡
單地視他們為「受保護動物」？還是確
認他們都是神喜歡使用的人，是大有能
力的同工，於是想方設法在教會和社區
為他們搭建平台，好讓他們在生命中學
到的功課能好好發揮呢？
因為每個人的獨一無二，社會才
能多元有趣。同時萬物互相效力，許
多肢體才能成為一個身子。就如使徒保
羅說，「眼不能對手說：我用不著你；
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著你。不但如
此，身上肢體人以為軟弱的，更是不可
少的。」（哥林多前書十二章廿一至廿
二節）。將朋輩輔導的訓練和工作進一
步制度化和恆常化，創造更多有利的條
件，持續和有系統地支持復元人士將特
色轉化成優勢，是助人專業者眼前最重
要而且直接有效的工作之一。
世上沒有完全人，只有每個人（包
括助人專業者）能直面自身的局限和殘
疾，彼此平等地互相效力，個人和社會
才有真正復元的可能。

愛協未來新動向
愛協妙韻金曲夜—籌款音樂會
愛協與香港福音盛會將於29/10/2019（星期二）晚上，於尖
沙咀文化中心合辦籌款音樂會，暫定名為『愛協妙韻金曲夜』，
現正邀請各方知名歌手、專業人士及歌唱愛好者參與演出，音樂
籌款會目的除了籌款用作償還$550萬購址貸款外，望透過音樂籌
款會，讓更多人關注精神健康、復元人士的需要，以及可更認識
及使用到愛協服務，音樂籌款會門票價錢暫定有$250、$500、

王美玉
(執行幹事)

$1000和$2000，將於7/2019尾於各城市電腦售票網發售。愛協
主力負責宣傳、安排義工事前準備及銷售門票等，盼大家為此可
多多支持、協助宣傳、當義工及禱告。我們亦會於14/6/2019晚
上7:30於新會址，為這次音樂籌款會舉行籌款起動禮，讓大家於
當晚更明白音樂籌款會的目的和意義，以及可協助推行的地方，
盼大家可踊躍參與，為這次音樂籌款會作個好開始。

傳達愛基金 協辦
基督教愛協團契 主辦

環球天道傳基協會
協辦
尖沙咀國語浸信會

2019年「飛越迷牆」A、B課程
（課程Ａ）：精神健康透視

課程編號: EP01-06(A)
課 程 大 綱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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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常見情緒及精神問題及其治療方法
與情緒/精神病康復者溝通技巧及靈性關顧
社區復康資源運用
小組交流會

講
員： 由精神科專科醫生、資深社工及傳道同工負責
日
期： 2019年7月4日及8月8日（逢星期四，共六堂）
時
間： 7:30pm - 9:30pm
地
點： 尖沙咀國語浸信會
     	尖沙咀加連威老道46-48號恒隆銀行大廈2字樓
課程對象：課程A： 有興趣了解精神健康知識人士、教牧同工、社工、輔導員、
康復者及其家屬
課程B： 欲進一步了解康復者及體驗學習關顧工作的基督徒 (包括上
述各界別人士)
費
用：		HK$500【於14/6或之前報名：個人$450；2-3人一同報名每位
$400；4位或以上一同報名每位$380】
【教牧同工於15/6或之前報名：每位$400】
查詢電話： 2958 1770
截止報名日期：6月28日（或額滿即止）
負責同工：王來添 (Tim Sir)

（課程Ｂ）：關懷精神復康義工訓練

課程編號: EP01-06 (B)

本課程分三個部份
第一部份：精神健康透視(課堂) 與A課程相同
1
情緒病及其治療方法
2
精神病及其治療方法
3
老人情緒病及其治療方法
4
青少年常見情緒及精神問題及其治療方法
5
與情緒/精神病康復者溝通技巧及靈性關顧
社區復康資源運用
6
小組交流會
第二部份：小組實習2019年9月至2020年2月(參與愛協團契其中一個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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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出席以下四次專題訓練課程）
27/09/2019 (五) 精神復康小組互助模式
25/10/2019 (五) 認識精神科藥物
22/11/2019 (五) 職業治療知多少
19/12/2019 (四) 個案處理研討
此部份上課地點：愛協團契會址：九龍城沙浦道31至35號錦輝商業大廈10樓
費
用：HK$550（於14/6前報名$500）
人 數：16人（參加者需先約談，確定後才報名）
查詢電話：2958 1770
截止報名日期：6月14日（或額滿即止）
負責同工：王來添 (Tim Sir)
報名表可於網上下載：http://www.oihip.org.hk

宣教中心

靜觀身心調適工作坊
面對壓力，容易造成個人困擾，影響日常生活和工作表現。
「靜觀」訓練為您提供一個處理壓力的方法，讓您嘗試學習舒緩個
人情緒、改善身心靈的健康，提高生活質素和改善工作的效能。
靜觀訓練，能幫助我們透過觀察自己身心狀態，包括身體感
覺、思想和情緒，培養覺察力，令我們更能掌握自己、活在當下，
也能提升個人的自覺能力，促進改善個人的人際關係。
活動日期： 2019年6月15日及22日（星期六）
活動時間： 上午10:00至12:00
活動地點： 愛協團契會址
費
用： HK$100
名
額： 20人
導
師： 黃葉仲萍博士（伯特利神學院及宏恩基督教學院，任教教牧輔導
科，及心理學相關科目）。
課程對象：一般有興趣人士（註：此工作坊並非心理治療活動）
負責同工：王來添 (Tim sir)
查詢電話：2958 1770
截止報名日期：6月1日（或額滿即止）
報名方法：報名表可於網上下載：http://www.oihip.org.hk
報名及繳款方法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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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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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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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一經取錄，所繳學費概不退還，學位亦不可轉讓。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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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凡出席課程達80%者，可獲聽講證書。

陳金英姑娘
(傳道幹事)

在過去三個月我們分別於19/1-20/2舉辦了領袖門訓退修營，有
16位小組職員參與；另於16/2舉辦了新春培靈會，邀請了崇基學院
神學院院長邢福增教授為我們主講培靈訊息─我與你有何相干，鼓
勵組員為主作工。此外，今年我們會以「信仰與醫治」為題開辦領袖
門訓查經班，從聖經探討醫治的意義，讓參與的組員明白當自己或身
旁的人患病時應該採取甚麼態度，以致能靠著主勝過疾病帶來的憂慮
與恐慌。現有31位職員報名。求主祝福使用這些聚會，讓組員的屬靈
生命得著成長。
對外宣教方面，我們2月及3月合共去了四間教會主講「心靈健
康」主日，推動弟兄姊妹關心自己的心靈健康及精神病復元人士的困
難和需要，扶助他們融入教會的生活。

宣 教
中 心

分享

新春培靈會及一天遊

平安組
(小鳥)

今年的2月16日是愛協培靈會及新春團拜旅行一日遊。
當日邀請了崇基學院神學院的邢增福院長為我們分享神的信
息─我與你有何相干？提醒我們為主作工，傳揚主道。他
的講道很好很清晰、簡單、很明快，以致我也沒有睡著，浪
費了講員美好的訊息，感謝主啊！
之後，大家浩浩蕩蕩的乘旅巴往深井享用馳名又美味的
燒鵝午膳。沿途我們在車上唱著輕快悅耳的詩歌，又有組員分
享她的見證，伴隨著車外美麗的黃金海岸，蔚藍的天空映透著
閃閃發亮的大海，真不禁要讚嘆造物主的偉大的作為呢！
不久，我們又去了上水種菜的農場參觀。菜場工人帶我
們在田裏阡陌上繞了一大圈，簡單地介紹她們所種的蔬菜：
有紫色的椰菜花，黃色芝士味的椰菜花，青色的花塔椰菜
花，火龍果樹，新鮮的油麥菜等等。場主還為我們準備了茶
果DIY，我們只是做簡單的工序，但大家很用心、很專注地設
計不同形狀的茶果。我個人覺得茶果雖然只放了黃糖，但真
的很好吃。
菜場實在太吸引，弟兄姊妹在小賣部躋著要買自己喜
歡的各種新鮮蔬菜、咸柑桔，酸蘿蔔，多色鮮甜的小蕃茄等
等，他/她們抽著一袋二袋的戰利品，看來真是很滿足吧。
回程的時候，還有兩位說話鬼馬的弟兄為我們繼續加添
歡樂，玩玩聖經問答遊戲，這個旅程，大家實在太豐富太快
樂了。最後也感謝愛協同工為我們預備了豐盛的一天。

組員 分 享

教育推廣 及 活動消息
日 期
1. 教育及推廣

內

容

出席人數

2018年12月21日

聖誕福音晚會— 變出新生命

51人

2019年2月10日

小西灣浸信會福音堂— 心靈
健康主日

80人

2. 活動
2018年12月17日及
2019年1月12、28日、 讚美操
2月25日及3月9日
2018年12月17日
青少年組交流會

5人

2018年12月17日

6人

8人

手工皂製作班(1)

2018年12月18日

大衛組職員交流會

8人

2018年12月19日

手工皂製作班(2)

7人

2018年12月24日

電話接線訓練

3人

2018年12月29日

領袖查經D班

3人

2019年1月19-20日

領袖門訓營

16人

2019年2月8日

平安組新春晚宴

10人

2019年2月16日

2019新春培靈會

43人

2019年2月16日

2019新春團拜旅遊

42人

2019年2月23日

以馬內利組職員交流會

2019年2月26日

親恩頌暨生日會

2019年2月27日

迦勒組派餅行動（深水埗）

6人

2019年3月5日

提摩太組職員交流會

6人

義工服務

嘉許

8人
30人

計劃

王錦洪
(程序幹事)

本團契的使命是幫助精神病康復者在神的愛中互相協助，活出豐盛
的生命。其中活出豐盛生命的途徑之一，就是服務他人，參與義工工作，
讓別人得著幫助和福氣。愛協自廿九年前成立，除了有現職同工參與服侍
外，實在有賴眾多義工在背後默默耕耘。過去廿多年，我們每年都嘉許不
同範疇的義工，包括活動組（組織及協助籌辦活動），文字組（在通訊撰
寫分享文章），事務組電話接線，文書處理/校對，外勤/運送物資，攝影
及影音，設計，維修等等。除了義工組外，亦有其他的工作小組的義工服
務，例如探訪組的家訪和探病，資源中心組的書籍影音推介，及其他相關
服務等。今年我們會採用一種新的方法記錄義工的服務，以作為嘉許的準
則，就是給義工們使用義工服務記錄冊。
這本義工服務記錄冊記錄了義工參與的服務名稱，日期和時間，他
參與服務後可以記錄在冊子內，由負責該次義工服務的愛協同工核實和簽
署；若義工在該累計年度10月底累積時數達到指定的數目，便可以於11
月的週年感恩晚宴中獲得嘉許，嘉許準則如下：
凡服務達50–99小時者，可獲頒發銅嘉許狀
凡服務達100–199小時者，可獲頒發銀嘉許狀
凡服務達200小時或以上者，可獲頒發金嘉許狀
我們的目的不是讓組員為了嘉許狀而當義工，而是用一種量化的
工具作為客觀的準則，及以不同層級的嘉許狀來鼓勵服務了不同時數
的組員而已。
期望愛協組員踴躍參與義工服務，讓生命變得更精彩和更豐盛。
在過程中或會有不同的體會和領受，故此歡迎義工們寫下箇中的感
受，以便我們刊載於通訊內，供大家一起分享。
若對這項義工服務嘉許計劃有任何疑問或查詢，可與王錦洪先生
聯絡。

參 予 愛 協 舉 辦 的 壓 力 小 組後感
Vivian Luk
(明亮組)

在今年1月份我參加了「愛協」，張姑娘負責的「壓力小組」
（拉筋班）真是收獲滿載！第一課講有關「何謂壓力？」壓力是
別人對自己或對事的要求，是雙向屬於外在壓力，而內在壓力是
自己給自己的，無形的壓力是看不見的，壓力是不可以逃避、改
變、刪除，亦可以在情緒，行為及身體上展現。它是可以幫助我
們成長，亦可以是負面的，更是生活的一部份。我們可以用不同
的方法去管理。因為好人有時會被壓力拖垮一切，所以，不懂拒
絕形成一種負擔壓力。我們若有過多空餘時間或悶悶不樂，亦是
一種壓力。
適當的壓力可使我們有動力和進步還能增強鬥心，達致做事
有效率。另一方面，壓力令我們擁抱喜樂的心和正能量。而太多
的壓力會使自己不開心，感到辛苦，可引致生病，例如︰痛症和
失眠，而我們做事更會抱著放棄的態度和對自己失去信心，情緒
出現心神恍惚、焦慮、還有不安等。
壓力處境會引致不同情緒的反應，從而影響思想及行為，例
如︰身體有消化不良，睡眠困難、沒有胃口、頭痛、感冒和疲
倦。情緒出現憤怒、擔憂、焦慮、容易哭泣、易發脾氣，皺眉
頭、磨牙、飲酒過多、濫用藥物、不想見人、咬手指、推遲做
事！因此我們要學習減壓，例如︰有正面思想，做事積極，多聽
詩歌敬拜神、做拉筋放鬆自己，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例如︰唱
歌、跳舞、繪畫、寫文章、打羽毛球、攝影、散步、做運動、旅
行、釣魚、行山、欣賞大自然的奇境、烹飪等等。
箴言17︰22曰︰「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
乾。」盼望弟兄姊妹都身心靈健壯，主恩常祐！

培訓學員心聲
復 元 人 士 就 業 支 援 計劃
Kitty
(辦公室助理)

愛協團契的其中一個宗旨是協助康復者重投社會及教會生
活，而這輔助就業支援計劃正正與此相關。這段時間我經歷過愛
協團契28週年感恩會、聖誕佈道會、手工潤唇膏、潤手霜及肥皂
興趣班的後勤工作。另外，我可以學習到使用辦公室的影印機和
接聽電話的禮儀等技巧，初初並不是想像中的容易，感激各位愛
協團契同工的耐心教導。最深刻是有機會實習寫人生第一份會議
紀錄。上述提及的訓練都能讓我的職業和社交技巧提升，相信將
來的參加者也能體會，謝謝。

Vicky
(活動助理)

經過數月的實習訓練，我在工作的態度和辦事效率得
到躍進。守時方面，受到一眾同工的包容體諒，以及神的
恩慈感動下我也不好意思再姍姍來遲了。工作內容既新鮮
也多樣化，印象深刻的包括有使用過膠機來協助製作組員
證和機構需用的標貼告示，使用界紙機和掃描器去掃描和
電郵都是我之前未嘗試過的。還有不得不提的電話接聽，
當中鬧出了不少笑話。最後，我要感謝那打素基金的慷慨
贊助和愛協團契的鼎力支持，願神繼續使用這個計劃成為
更多康復者的祝福！

感恩
與代禱事項

多 禱告，多有能力！
1. 請 記 念 陳 金 英 姑 娘 7 / 4 到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林 馬
堂、14/4到聖約教會厚恩堂、28/4到宣道會
天水圍堂、26/5循理會西營盤堂、2/6東方基
督教會旭光堂及9/6到中華錫安傳道會豐盛堂
分享心靈健康主日，求主祝福使用組員的見證
及陳姑娘的預備和分享，感動弟兄姊妹關心精
神病康復者的困難和需要，協助他/她們融入教
會的生活。
2. 請為4/5一年一度的董事、導師、義工及同工退
修日的籌備工作禱告，求主引領。
3. 請為24/5（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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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請記念26/4及28/6的雙月禱會，分別由陳金
英姑娘及梁夢熊先生負責主講訊息。求主引領
組員及義工出席，同心為愛協的組員及事工守
望；並求神帶領和使用兩位講者預備的訊息，
讓組員的靈命得成長。
5. 請為愛協同工退修籌劃事宜禱告。求主引領同

愛協
消息

工們有好的溝通和更深的了解，為未來事工作
好準備。
6. 請為14/6/2019（五）愛協音樂籌款晚會起動
禮禱告，求主帶領有關人士參與及明白起動禮
之意義，為29/10/2019音樂籌款晚會作個好
開始和準備。
7. 請記念我們9月舉行兩年一度的夏令營的營地抽
籤、講員的邀請及內容的安排等需要，求主為
我們預備。
8. 請為2019年領袖門訓查經班課堂時間及場地安
排禱告。今年題目是「信仰與醫治」。求主引領
有心志事奉的職員參與學習；並帶領課程的撰
寫及同工的預備。
9. 愛協會址新升降機安裝工程計劃因出現一些問
題，延誤了開工日期（暫仍不知何時開始）。求
主保守帶領安裝工程事情的發展，讓我們能早
日安頓下來，事工計劃能順利推行（因大廈只
有一部升降機）。

回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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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支報告

2018年11月份 2018年12月份

2019年1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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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項目
奉

獻

84,197.00

119,728.20

173,344.00

推

廣

3,6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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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40.00

1,880.00

26,280.00

其他收入

251.89

117.73

175.82

公益金

158,525.00

--

--

團體名稱：

總收入

294,613.89

121,725.93

199,799.82

聯絡電話：

（先生／女士／小姐）

（日）

（手）

電郵地址：

支出項目
同工薪酬

145,690.00

145,690.00

145,690.00

強積金及
行政費

9,002.75

9,002.75

8,967.75

事工支出

83,739.85

9,611.56

18,663.22

行政支出

11,128.50

8,374.00

11,791.50

雜項支出

182.20

549.10

656.00

249,743.30

173,227.41

185,768.47

本月盈餘／
（不敷）

44,870.59

(51,501.48)

14,031.35

上月結存／
（結欠）

(23,291.20)

21,579.39

(29,922.09)

本月總結存
／（結欠）

21,579.39

(29,922.09)

(15,890.74)

總支出

個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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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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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一、三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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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道會天泉堂（太子）
九龍城基督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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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東方基督教會旭光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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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ED MAT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