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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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作互補，
主內一家
神的帳幕在人間，反映神
與人同在，與人同行。昔日的
帳幕，現在的教會，都是體現
神同在同行的地方。神光照著
信徒，在生活的埸境中體現神
的愛顧，遇到生活的艱難時，有
主內肢體的相顧相親，展現肢體
合而為一的心。近年在教會牧養的
模式中有一種是「使命教會模式」，
讓教會弟兄姊妹到有不同需要的群體作服
侍，讓群體內的被服侍者得到關顧和幫助。而
當中參與關懷精神病康復者的服侍就是一個選擇：--弟兄姊妹可以：
1. 到愛協團契接受「飛越迷牆」課程的義工訓練，認識不同
的精神病症狀，其治療方法及如何與康復者溝通和相處；
2. 到愛協或一些服務機構參加「精神健康急救課程」，認識
如何幫助精神或情緒困擾者；
3. 在醫院接受院牧義工的裝備，包括認識精神病及如何關懷
精神病者; 然後到精神科病房探訪關懷病友；
4. 參與醫院精神科病房節期性聚會，向病友戲上禮物，表達
關懷和支持；
5. 到愛協團契的互助小組參與小組義工或導師的服侍，近距
離接觸和持續關顧康復者；
6. 到愛協團契、醫院院牧部、資源中心或其他精神復康機
構，例如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ICCMW) 等參與義務工作
等；
在這方面的參與，讓弟兄姊妹更敏銳於病友的身、心、
靈、社（社交）的需要。在社交上讓他們有像似朋友的關
懷；在精神和情緒上的情況得以關注；心理上亦可以有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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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錦洪（程序幹事）
積極角度讓病友看自身的病患
處境；在靈性上無論病友是
否已信主，都得著神的安慰
和賜福。
透過身心靈社的《全人關
顧》，進而配合醫院提供的完
備的醫療復康及社會服務機構提
供的社會復康，讓病友邁向《全人
醫治》的方向，最終得以達至復元之
路，這就好得無比了。
若然教會中精神科專業的弟兄姊妹，或者有些
不是精神科專業的弟兄姊妹，但有接受精神科義工訓練的，
都同心參與服侍精神病人，那麼便不單關注和服侍到別人心
靈的需要，幫助他們的康復，相信也可讓他們更能察覺自己
的精神健康狀況，有助減少患上精神或情緒疾患。
在我觀察所得，並非每間教會都有精神科專業的肢體，
或有接受過精神科義工訓練的弟兄姊妹，那麼，便可以另一
種形式讓會友保持精神健康的生活，就是邀請愛協團契的同
工到教會主領心靈健康主日、講座、主日學課程、團契或小
組分享、祈禱會介紹服務等等。並可以藉此機會將教會內患
有情緒或精神病的肢體，轉介到愛協團契的小組中參與，讓
他們建立支援系統，以減少復發的機會。還有，亦可以透過
奉獻支持愛協團契，我們於10月29日 (星期二) 晚上於尖沙咀
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辦「愛協妙韻音樂夜」籌款音樂會，期望
你能與親友踴躍購票參加。(內頁有音樂會詳情)
我們愛協與教會這種協作關係著實需要持續建立的，
盼教牧長執與愛協同工、甚或醫院院牧同工、相關復康機構
同工共同仰望父神在醫院內、社區裏的宣教心意，讓多人得
救；盼望主國降臨，主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醫院和社區
裏。

專題
陳一華牧師

精神病康復者之靈性關顧

本團團牧
香港福音盛會總幹事

一晃眼，愛協成立至今快將卅年，多年來透過導師同行及互助小組，默默耕耘，細水流長地支援精神
康復者重投正常生活，融入教會與社會，其中一項特點，即強調靈命關顧及牧養，相信這對康復者全人康
復衍生重大的影響及莫大的意義。
因此，為了更精準針對他們心靈上的需要，可從以下三個向度來揣摩：
1. 對人生的體會：每個人走的路都不同，有些過往發生的事情，可能對他們來說是不能磨滅的經驗。例
如當遇上危險時卻無人協助的絕望經歴，又或因學業成績一落千丈而產生徹夜難眠的憂慮或擔心等，
這些人生經驗可能成為引致病發的潛在因素。同行者若能明白他們的背景或過去所走過的路，則可因
應需要，透過心靈關懷與輔助，幫助他們克服多年來纏繞心底的陰影。
2. 對生命的體驗：不少患者和復元者對生命充滿負面的體驗，一則覺得患病為人生帶來沉重包袱；二則
是生命充滿傷痕；三則認為自己生命毫無價值，一無是處且連累別人，因而認為自己生命的體驗是悲
觀和可有可無的，持這種觀念的人為數實在不少。同行者若能掌握患者和復元者對生命體驗的看法，
在關顧過程中就能做好心理準備，給予適切的引導！
3. 對信仰的掙扎：在心靈範疇中，同行者必須跟進患者過去的宗教生活。因不論是任何宗教，其宗教生
活必然影響患者心靈的體驗，也會影響他發病時所運用的詞句和說話內容。因此，筆者建議多了解患
者和復元者的宗教背景。有一位在醫院住了頗長時間的患者，每當提及教會生活時，都會表示十分不
滿。原來因為他覺得團友很少跟他交往，好像怕了他，逃避他似的，所以他一怒之下再不肯上教會
了。
當然，還有其他不同患者與復元者的宗教生活體驗，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對筆者而言，均是作關
顧與牧養時不可忽略的。

閱

後 分享

淚眼滿希望

庶民神學

◎ 作者：關信輝
◎ 出版社：青源出版社

◎ 作者：王祁福
◎ 出版社：宣道出版社

◎ 分享者：阿英

◎ 分享者：Philip

書本撮要：
介紹關信輝自述經歷做導演的生涯自小願望，拍「五個小孩的校長」
不容易，不同性格，不同相處，做宗教導演缺乏金錢，堅忍不同風霜，努
力奮鬥，終於成為一個宗教導演。拍「五個小孩的校長」同班藝員接受他
們啟發，教導五個小孩不同性格。

書本撮要：
本書有一個副題 ─ 「平凡門徒的信仰與實
踐」，它是一本道盡平凡如你我不為人知的拚勁‧
全書分為四輯：第一輯是「如此庶民，這樣神學」,
第二輯是「舊約庶民眾生相」，第三輯是「庶民心
理學」，第四輯是「庶民在教會」‧看完本書，我
也知道當中要點。

閱後感想：
我看關信輝自小願望做出一個宗教導演，經歷不同種種艱難，冇錢，
荊棘滿路，不同遭遇，受傷，值得學習地方堅忍不放，努力向前，必有出
路。拍「五個小孩的校長」雖然對著不同五個小孩，但有不同的開心和不
開心時候，都見到一班導演藝員仍然堅守信心，學習地方際遇艱難仍然面
對，成功一個人就是信心堅持，不屈不撓，必有成功的一日。

本團契謹訂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一日（星期日）下午三時於
觀塘月華街34號中華基督教會梁發紀念禮拜堂舉行

「廿九周年感恩崇拜」
誠邀 閣下撥冗光臨

共證主恩

基督教愛協團契 敬約

閱後感想：
我看完本書後，對第四輯「庶民在教會」，
其中一主題第十四章─「我的神探兄弟」，是講述
作者及教會的弟兄姊妹如何與一個精神康復者在電
影小組相遇及相知的過程，十分真實，由最初的害
怕與精神康復者相處，至彼此互相磨合的過程，平
實而溫馨‧另外本章提到的四種身體觀去反思教
會的本質 ─ (1) 金字塔的身體觀，(2)奧林匹克的
身體觀，(3)龍圖騰的身體觀，(4)受苦僕人的身體
觀‧作者認為不用否定前三者，只是第四種最貼近
哥林多前書的教導，是不可或缺的一種教會觀‧看
完後使我對教會觀有更廣泛的認識‧

教育推廣 及 活動消息

基督教愛協團契主辦

精神健康公開講座

日期

復和關係之旅

1.教育及推廣

追求和睦是每個人所願意作的，然而在
現時香港的政局中，不同的政見都影響到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無論是朋友圈、家庭中、工作間、教
會裏都受到衝擊，很多關係都變得疏離、分化、敵對、甚
至破裂 ! 實在令人感到困惑和沮喪 ! 究竟我們怎樣面對這
困局呢？有什麼解救方法和出路呢？如何能夠走上復和關
係之旅呢？
講

員： 雷競業博士/牧師
（中國神學研究院神學科教授）
日
期： 2019年11月8日（星期五）
時
間： 晚上7:30 至 9:30
地
點： 待定
內
容： 專題講座、問題解答
對
象： 教牧長執、信徒、家長、老師、社工、青少年
朋友及對此課題有興趣的公眾人士
收
費： 港幣20元（不設找贖）
報名方法： 請致電2958 1770本團契報名留座，請於當
日講座開始前十五分鐘到場先繳費，後進場。
截止日期： 2019年11月4日或額滿即止
網
址： www.oihip.org.hk
Whatsapp： 9480 8769

宣 教
中 心
1. 感謝神，2019年三日兩夜的「迎向積
極情緒」夏令營已於9月8-10日順利舉
行，共有42人參加。透過陳嘉璐醫生
專題分享、陳誠東教授靜修時間、陳
藹華姑娘藥物講座及伯特利神學院基
督教歷奇輔導的同學帶領歷奇活動，
讓參加者學習建立積極情緒。大家
很享受營內各項安排，得著提醒和反
思。
2. 今年我們分別於19/9到葵涌醫院及
14/12到東區尤德醫院舉辦福音活
動，探訪關懷住院的精神科院友。
3. 2019年12月1日是我們事工廿九周年
紀念，當日下午會有感恩崇拜，晚上
有愛筵。歡迎大家參加，更多認識我
們關懷精神病及情緒病患者和家屬的
宣教事工。請大家留意聚會詳情，晚
上愛筵敬請購票留位。
4. 我 們 一 年 一 度 的 聖 誕 福 音 晚 會 將 於
2019年12月23日星期一晚上舉行，今
年我們與浸信會愛群精神健康綜合社
區中心(葵青)合辦，對象是精神病、情
緒病康復者及其家屬。

2019年7月4、11、18、25日,
8月1、8日
2019年7月7日
2019年8月4日
2019年8月16日
2019年8月18日
2019年8月4日
2019年8月4日
2019年9月1日

內容

出席人次

2019飛越迷牆課程

276人

神召會沫木樹堂---心靈健康主日
(早、午堂)
中華傳道會佳音堂
自閉症及過度活躍症公開講座
牛頭角潮語浸信會---心靈健康主日
粉嶺基督聖召會
基督徒信望愛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救恩堂--認識都市情緒病及其治療方法

70人
60人
86人
120人
70人
100人
15人

2.活動
2019年6月24日、7月13、22日、
8月10、26日及9月7日
2019年6月28日
2019年6月29日及
8月17日
2019年7月8日
2019年7月20日及
8月17日
2019年7月26日
2019年8月13日
2019年8月19日
2019年8月23日
2019年8月24日
2019年8月27日
2019年9月8至10日

讚美操

32人

雙月禱會
領袖門訓D班

19人
5人

資源中心當值員交流會
詩班

2人
26人

探訪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ICCMW(青衣)
迦勒組職員交流會
領袖門訓B班
雙月禱會
探訪技巧訓練班
親恩頌生日會
2019夏令營

情緒之旅 —三日兩夜夏令營篇

8人
7人
5人
20人
20人
30人
42人

小鱸魚

得著同工Carson的帶領，小鱸魚和其他兩人乘的士進入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三日
兩夜的夏令營也隨之開始。
不料，入營的第一天，回到營舍房間，便與同房友因一個不是三言兩語便可回答的
問題「開火」，令我很辛苦，我發怒！剛好接著時間是陳嘉璐醫生的「迎向積極情緒」專
題講座。當中講到”Family”，提到喬布斯的母親說他是一個「意外」，喬布斯的心靈受
到很大的傷害，為了証明自己並非沒有意義的，他努力奮鬥，結果成為了著名的蘋果手機
的創辦人。陳醫生的講話十分精采，我投入專注地聽，情緒也安定平伏了。回到房間，又
與那房友發生意見。駁咀不久，他說：「那情緒垃圾我已經丟掉了，您還在心嗎？」立
時，我也平伏了。謹記：「情緒垃圾」當時常提自己立時丟掉！我覺得這是陳醫生所教導
的「殺手鐧」。
入營的第二天，晨早起來，有歷奇活動。大笑瑜珈，哈！哈！哈！我喜樂洋洋！
「這裡需要您！」也玩得很激烈，並且分享互助小組需要甚麼也具意義；「拍波」的環節
更具緊張，刺激和合作性，大家都玩得很投入！在下午的自由時間，我一個人在自己的房
間向主耶穌基督祈禱，也有靈修，很是寧靜安逸，舒適釋放。之後去了卡拉OK房，唱了
很多歌，盡訴心中情。可惜因為光碟被刮花了，不能選唱「忘盡心中情」。心想：人若沒
有情，也許沒有情緒，但人是有感情的動物，所以必有情緒，不過，若能真的忘盡心中
情，也不知是否好事？因為人還算是人嗎？後來唱到梅艷芳臨離別世界與好友唱闕歌時，
我情緒受到牽引，結果唱不下去，決定離開並服藥。到了晚上有「迎向積極情緒(II)——今
晚鬆一鬆」。透過集體繪畫表達個人情緒，真的能夠鬆一鬆。
第三天早上，有靜修時間，卻似乎因為睡眠欠佳而對我效果不好。午飯後離營了！
入營是乘的士，出營卻步行。天氣酷熱，一路行，一路擔心，因為小鱸魚很容易「唔舒
服」！感謝主！那天平安回家！

輔 導
中 心
1. 基 督 教 愛 協 團 契 與 傳 達 愛
基金，於6月15及22日 (星
期六) 在愛協團契會址，舉
辦：靜觀身心調適工作坊，
共有11位參加者，透過兩次
的活動工作坊，參加者回應
都學習到：對靜觀有基本的
認識、 經驗靜觀對身心的幫
助，學以致用，有助在生活
中實踐靜觀的練習。

特別嘉賓

蔣麗萍小姐
歌曲演唱

朱育民先生
歌曲演唱
歌曲演唱

3. 九月份開始，有浸會大學輔
導碩士及建道神學院家庭治
療碩士課程共兩位同學，到
愛協團契進行輔導實習，為
愛協團契組員提供免費的輔
導服務。

麥美寶小姐

陳嘉璐醫生

2. 此外於九至十月份在愛協會
址，舉行情緒管理學工作
坊給予愛協組員、義工及導
師，共有四次活動， 內容：
1. 情緒病形成-腦神經科學
為本的行為治療、2. 成長與
我、3. 情緒與性格、4. 生活
規劃與情緒健康5. 人際關係
與情緒健康、6. 信仰與情緒
健康、形式： 課堂教授及小
組互動分享。
活動課程導師：Alex Chow
(資深傳道人) ，參加者共有
20人。

鄺正煒先生

歌曲演唱

歌曲演唱

陸志聰醫生

日期：2019 年10 月29 日 (星期二)
時間：晚上7時45分
地點：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歌曲演唱

邊毓秀醫生
歌曲演唱

邊毓雯醫生

竪琴演奏

王語嫣小妹妹

歌曲演唱

張建良醫生
歌曲演唱

陳維斯小姐

籌款音樂晚會受助機構：
基督教愛協團契 - 公益金的支持夥伴 ;
為情緒及精神病康復者提供全人關顧服務

票價：

管風琴及鋼琴合奏

笵肇新先生 陳婷婷小姐
大會司儀

$2,000 / $1,000 / $500 / $250

集體購票優惠：

門票現正在城市售票網公開發售

每次購買10-15張正價門票可享九折優惠 ;
每次購買16張或以上正價門票可享八折優惠。

門票優惠：
年滿60歲的長者 / 全日制學生 / 殘疾人士及看護人可享正價門票八折優惠。
* 顧客每購買一張殘疾人士優惠門票，即可同時以相同優惠購買一張門票予看護人。

演唱會監製

Simon Chu

音樂總監

Kenneth Leung
主辦機構：

策劃統籌

Joanne Tse

朱國豪醫生

◆
◆
◆
◆
◆

各城市售票網售票處
網上購票：www.urbtix.hk
信用卡電話購票：2111 5999
流動應用程式購票：MY URBTIX (Android及iPhone版)
票務查詢：3761 6661（每日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製作公司

Brilliant Production House

查詢活動詳情：2814

0470

協辦機構：

基督教愛協團契

訓 練
中 心

【就業支援復元計劃】<培訓學員心聲>
俊傑 (辦公室助理)

樂人 (活動助理)

我很開心和感恩能夠參與愛協輔助支援計劃。在過
程中，可以學習辦公室實務的訓練，還能學習到待人接物
和同事組員相處的技巧；這些訓練都讓我能夠養成良好的
工作態度和習慣，藉以裝備自己面對未來不同的工作。除
了工作之外，同工亦不時關心我們身心健康的狀況和需
要。

基督教愛協團契其中一個宗旨是協助康復者回歸社會，重過正
常生活；而就業支援復元計劃正與此宗旨環環相扣，憑藉著愛協同
工的體諒關顧及教導協助，開始漸漸適應一般的文書工作和工作的狀
態，並提升了一般電腦技能、處理文書及協助舉辦活動的工作技巧。
在這段時間我參與了協助籌備及支援愛協舉辦各項活動的工作，包括
有愛協精神健康「飛越迷牆」課程、「自閉症及過度活躍症」精神健
康公開講座、手工肥皂興趣班及愛協夏令營等的支援工作，其中雖然
偶爾會因病徵而影響工作，但愛協同工總以愛心來包容我，使我能夠
恢復工作能力和病情得以好轉，上述的訓練都讓我社交和工作上的技
巧都有所提升﹗在此，我感謝那打素基金的慷慨解囊和愛協給予機
會，希望神使這個計劃成為康復者的祝福！

完成訓練之後，我希望能夠在教會或為康復者服務
的機構工作，就正如當我還在患病時，教會和愛協同工接
待我一樣。最後，我衷心感謝那打素基金愛心的資助，透
過這個就業支援復元計劃，讓我們在輔助就業和精神健康
復元上得到很大的幫助！

感恩
與代禱事項

多 禱告，多有能力！
5 請為王錦洪先生及陳金英姑娘分別於23/10及6/11

晚上到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香港堂的精神健康系列講
座分享「如何關懷情緒病患者」及「如何支援情緒病
患者的家人」禱告，盼與會者得著幫助和啟發。

1 請記念陳金英姑娘於6/10到真理浸信會雍基堂(成人

團契)分享「照顧者的情緒管理」、27/10到九龍塘基
督教中華宣道會長沙灣福盛堂、10/11到基督教樂道
會深水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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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他們融入教會的生活。

6 請為王錦洪先生於25/10於中神的課堂分享題目「復

2 請為王美玉姑娘15/10及17/12負責領袖門訓查經A

組員能安排時間出席，作感恩會獻唱最後練習，以詩
歌敬拜神。

原與醫治的重新想像」禱告，盼同學們得著啟迪。
7 請為詩班10月及11月的練習禱告，求主保守參加的

班、陳金英姑娘21/10及9/12負責領袖門訓查經B班
禱告，求主帶領和使用她們，讓組員得著鼓勵。

8 請為8/11晚上的「復和關係之旅」公開講座之籌備

工作禱告，盼各項工作進展順利。

3 請記念29/10愛協團契及香港福音盛會合辦之「愛協

妙韻音樂夜」籌款音樂會，求主保守帶領，有不同人
士的支持及更了解愛協的服務。

9 請為14/12舉行的東區醫院探訪禱告，盼院友得著關

4 請為愛協讚美操隊於29/10「愛協妙韻音樂夜」籌款

10 請為16/12愛協董事會會議禱告。求主引領新一屆董

音樂會獻演禱告，求主帶領組員、義工的排練和獻演
一切順暢，將榮耀頌讚歸主。並請記念籌款音樂會的
後期工作、各演出嘉賓的排練及門票的銷售。願神祝
福我們籌得所需的新會址償還款項。

愛協
消息

懷和愛顧。

事有好的討論，讓會議可順利進行。

11 請為23/12晚上與浸信會愛群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葵青)合辦的聖誕福音晚會籌備工作禱告，求主引領
心靈需要者參加，預備人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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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份

2019年6月份

2019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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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625.00

60,828.00

101,066.00

推

廣

--

3,300.00

4,800.00

活動收入

2,800.00

11,160.00

10,979.00

其他收入

88.80

238.15

574.47

公益金

163,300.00

--

--

個人姓名：

總收入

306,813.80

75,526.15

117,419.47

團體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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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電話：

支出項目
同工薪酬

166,715.00

166,715.00

166,715.00

電郵地址：

強積金及
行政費

9,010.75

9,010.75

9,010.75

通訊地址：

事工支出

10,222.52

11,100.44

23,594.25

行政支出

18,285.02

10,117.18

20,059.10

雜項支出

1,420.30

762.90

458.90

205,653.59

197,706.27

219,838.00

總支出
本月盈餘／
（不敷）

101,160.21 (122.180.12) (102,418.53)

上月結存／
（結欠）

(76,904.04)

24,256.17

2,076.05

由發展基金
轉入

--

100,000.00

100,000.00

本月總結存
／（結欠）

24,256.17

2,076.05

(342.48)

（先生／女士／小姐）

（日）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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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基恩醫生
陳熾鴻醫生
陸 輝牧師
謝樹基教授
何國偉律師
陸 亮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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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 ---------------------------------------------------------------------------------主席

文書

委員

郭初航醫生

莊麗敏小姐

黃宏娟小姐
許漢文醫生

副主席
鍾傑強醫生

司庫
阮志華博士

陳蕙娟小姐
林祝濃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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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陳金英 7775 4643
組 別
明亮組
約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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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樂的心 乃是良藥 憂傷的靈 使骨枯乾（箴言 17:22）

（社工）：王美玉 9161 5121 王錦洪 5180 0637 王來添 5220 5253 馬海鴻 5790 3648

聚會日期
每月第一、三主日 下午
每月第一、三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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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二、四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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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地點
基督教樂道會深水埗堂（大角咀）
新生會大樓長期護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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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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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