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
167
基督教愛協團契

20

22

年5月

新會址：
九龍紅磡馬頭圍道39號紅磡商業中心A座3樓309A室
NEW ADDRESS :
FLAT 309A, 3/F, HUNGHOM COMMERCIAL CENTRE BLOCK A,
39 MA TAU WAI ROAD, HUNG HOM, KOWLOON

把握今天、踐行主愛
陳金英姑娘（傳道幹事）
早前電視重播一套劇集，內
容講述一對情侶，男方在一次執行
任務時意外槍殺了自己女朋友，跟
著超越時空去到古代，遇到樣貌與
女友相似的女子，繼而引出三世情
緣 。「 前 世 今 生 」 是 其 他 宗 教 的 思
想，他們宣稱人一生走到盡頭，靈
魂在往生之後會投胎轉世，進入
「六道輪迴」，按其業報（善行）在
六道不斷循環。
假若人可以用善行來換取來
生轉世為人，那麼世界應該是越來
越美好，因為人應會朝著這個目標
而行，以換取來生為人。然而綜觀
人類歷史，世界仍是充滿罪惡、自
私 、 貪 婪 …… 聖 經 中 使 徒 保 羅 曾 這
樣 說 ：「 我 也 知 道 在 我 裏 頭 ， 就 是
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
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
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
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
…… 我 真 是 苦 呀 ！ 誰 能 救 我 脫 離 這
取死的身體呢？感謝神，靠著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羅
7:18-25）
對於基督徒而言，我們沒有前
生，只有今生和來生。「今生」是指
現今的生命，「來生」是指人死後將
來永恆復活的形體。這個來生沒有
循環，也不是靠善行來換取，而是
靠著愛我們的主耶穌，為我們的罪
釘身於十字架上，付上生命作我們
罪的贖價，讓我們得著拯救。約翰

福音三章16節「神愛世人，甚至將
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
的 人 ， 不 至 滅 亡 ， 反 得 永 生 。」 當
我們相信主耶穌後，就不用擔心來
生如何，因我們已有永生的憑據。
（約壹5:13）所以我們當好好把握
現今，倚靠主放下各樣纏繞為主作
工，將福音傳給別人，讓他們也得
著救恩。
今天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令
人感到恐懼、不安，擔心自己染疫
後病患帶來的痛苦、後遺症、甚或
死 亡 …… 面 對 這 個 「 疫 」 境 ， 作 為
基督徒我們可以怎樣？哥林多前書
十 三 章 1 3 節 ：「 如 今 常 存 的 有 信 、
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
愛。」信望愛是基督徒不變的信念，
我們可在這「疫」境中實踐出來。
信：信心是基督徒能力的來
源，因我們相信的是一位創天造地
的神，祂掌管萬有，祂連我們的頭
髮也數算過；因此我們相信祂必然
會帶領我們經過這幽谷，只要我們
來到祂跟前，向祂禱告，就能經歷
祂出人意外的平安。
望：盼望是每個人不可少的，
因為它能為你帶來走前路的能力。
疫情帶給人是恐懼、擔憂、痛苦，
死亡。但我們的盼望是神必有恩
典，祂會為我們預備出路，即或染
病離世，我們也有盼望，就是回到
神永恆的國度，那裏沒有痛苦沒有
眼淚。

愛：愛心是基督徒的誡命，
疫情是我們實踐主愛的機會。有一
位獨居組員染病，大家都很擔心她
不懂照顧自己，故不斷以電話、
W h a t s A p p關心她的情況及需要，
以便給予支援，特別是藥物方面。
但感謝神，原來祂已安排住在她鄰
近的獨居組員為她送上藥物，而這
些藥物不是組員自己的，而是她向
其他朋友索取後再轉送給她，這就
是愛。
雖然疫情好像很可怕，但愛能
戰勝恐懼。神愛我們，假若你仍未
信主，或對主信心不足，我鼓勵你
向祂禱告，經歷祂的愛和平安。

專題

心理健康

之認識情緒
陸亮博士 (顧問兼義務督導)

人是有感情的動物，每天經歷的事情
會使我們產生不同的感受和情緒。雖然我們
大多數的時間是用理性來處理各樣的事情，
但往往會受著感受或情緒的影響。如果有意
無意地忽略情緒的存在，輕則會成為一個缺
乏情感的人，重則會影響個人的心理健康；
而愈來愈多證據顯示情緒對健康造成影響，
特別是一些負面的情緒，例如憤怒、焦慮、
沮喪等。
何謂情緒 (Emotion)？就字義而言，牛
津進階學者英語字典的解釋為「一強烈感
覺，例如愛、恐懼或憤怒。」這定義突顯人
的特質是擁有一些強烈的感覺。精神病學家
界定情緒為「一個包含精神、身體及行為成
份的複雜感覺狀態。」從這個定義，我們可
以看到情緒是一種複雜的情況，受著精神，
主要是思維的影響，也產生生理之反應，繼
而影響人的行為。有心理學家提出八種包括
負向及正向的基本情緒：分別為恐懼、哀
傷、憤怒、厭惡、驚訝、快樂、期待和接
受。情緒是與生俱來的，不能避免，重要的
是我們如何與它共處。
聖經中有不少地方提到我們的情緒及
處理的方法。彼得前書一章6節使徒彼得這

樣說：「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在百般的
試煉中暫時憂愁」。這裏提到兩種情緒，一
個正面的情緒，喜樂；一個負面的情緒，
憂愁。我們在生活中會遇到很多的試煉，
使我們產生憂愁的情緒，但這裏提到只是
暫時的，我們不要容許它時刻佔據我們整
個心靈，因我們是屬於上帝，聖靈住在我
們心裏，我們是有大喜樂的。所以我們可
以在禱告中向上帝傾訴，將憂慮的事情交
托祂，信靠祂賜我們能力面對，好讓我們
再一次充滿喜樂。在以弗所書四章26至27
節，使徒保羅這樣說：「生氣卻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這裏提到一個常出現負面的情緒，憤怒。
說到我們是會生氣的，但不要因憤怒失去
控制而犯罪，亦不要容讓這個憤怒的情緒
繼續下去。當然一些很大的憤怒，不可能
一天就處理好，但我們不能使它長留在心
中，以致留給魔鬼引誘我們犯罪。找出憤
怒的緣由，與別人傾訴及仰望上帝疏導憤
怒的情緒，都是合適的途徑。
盼望我們能更多認識自己的情緒並在
團契中與弟兄姊妹的相交上彼此學習，不斷
成長，成為一個情緒健康的人，享受豐盛的
生命。

陳金英 (傳道幹事)
王錦洪 (程序幹事)

1.

1. 因為疫情關係小組實體聚會暫停，年度書
籍推介相應受到影響，只能於5個小組聚
會中進行。

2.	  「病向淺中醫」教牧同工座談會已於19/2以Zoom視像舉行。
當日有28位教牧同工參加，透過陳一華牧師、鍾維壽醫生及
陳蕙娟姊妹的分享，讓參加者學習分辨如何幫助有情緒或精
神需要的肢體及早接受治療。

近期新冠疫情轉趨緩和，本中心週六的借
閱服務將會隨政府的限聚令放寬而予以開
放，繼續為大眾提供借閱服務。

3.

愛協組員制度調整：今年度愛協進行組員登
記，包括有小組組員登記和資源中心組組員
登記；愛協友誼組員，若不欲參與小組聚會
而又想享有借閱書籍服務、參與興趣班、訓練
班等活動，就須登記為資源中心組組員（但有
別於公眾人士參與的資源
中心會員）。

4.

今年1-4月我們合共參與了四間教會的網上崇拜，分享崇
拜訊息及推介愛協事工。

5.	  4 月 2 日 （ 六 ） 下 午 由 林 淑 卿 傳 道 主 講 的 探 訪 技 巧 訓 練
班，主題為「如何透過探訪向被訪
者家人傳福音」，也是以Z o o m網上直
播，順利完成，當日約有34人參加，
參加者主要是愛協組員及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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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組員使用資源中心
的服務，我們在中心添置
了一些棋藝、遊戲用品，
多謝一間公司免費送出，
盼更多組員樂在其中。

3.		 我們於30/4舉辦了董事、導師、義工及同工退修日，主題：
重尋導引、靜中靈思。由尚伍教瑟莫揮牧師教導我們以繪畫
靈修，安靜主前。

心

2.

4.

靈牧組於12/2舉行新春培靈會，由伯特利神學院屈偉豪院長為
我們分享訊息，當日組員、義工及同工合共57人參加。

(一) 全人健康之培訓計劃
原定於三月舉辦的退修日
「七個屬靈操練的實踐」，因疫
情關係延期至5月14日，盼望
陸亮導師 (義務督導)
能如期完成。這計劃在課程前及
課程後的評估問卷結果顯示，參與者的健康生活指數、自尊及
自我效能上，都有明顯的進步。這課程在今年再舉辦的時候，
希望能有更多義工及組員參與。

(二) 就業支援復元計劃
感謝神，完成上年培訓的兩位學員已於二月正式受聘為我
們部份時間同工，正在適應新崗位的服侍。請大家為他們祈禱，
能承擔更多時間的工作。新一期的計劃正向那打素基金申請中，
希望能成功並將會在8或9月間推出。

(三) 飛越迷牆課程2021

林淑卿 (傳道幹事)
由3月開始，疫情轉為嚴峻時，愛協團契各
小組聚會相繼以Z o o m視像形式進行，對於部分
組員及其家人受到新冠病毒感染，引發間歇性出
現負面的思想，情緒方面也受到嚴重的影響。經
過愛協團契同工與實習輔導員商討後，為使組
員在疫情期間，身、心、靈得著支援和安慰，
及受到感染的組員心靈上得著情緒舒緩，我們
決定仍然維持輔導中心的運作。在採取嚴謹防
疫措施下，輔導服務維持實體或網上 (Z o o m)
進行。

2021年的課程於去年11月完結，其中有十位修讀義工課程
的學員於11月開始在各小組作為期半年實習，轉眼間這實習期已
於４月完結，在此感謝他們在小組的參與和協助。然而因著疫情，
我們的小組大多時間以Z o o m進行，因此他們也只可在網上與組員
溝通。盼望實習完結後有感動的義工仍會繼續留在小組事奉，待疫
情穩定後，小組可以實體聚會，大家有更多機會面談，彼此認識。

去年，愛協輔導中心有三位輔導實習同
學及三位義務輔導員。今年，輔導中心2月份
開始加入兩位浸會大學輔導碩士實習學生。
自2021年10月，愛協團契輔導中心實習同
學提供的輔導服務共138次，提供網上Zoom
輔導輔導服務次數共42次。

此外，今年的飛越迷牆基礎課程及義工課程將會舉行，現正籌
備中，敬請留意本團消息，盼望大家可以向教會推介。

疫情期間我們受到不同環境的影響，
以致身、心、靈都出現疲累的現象，藉著
輔導中心的實習和義務輔導員，讓愛協團
契組員心靈上得著舒緩，若有任何輔導需
要時，可以隨時致電同工安排服務。

(四) 精神健康教育講座
感謝神！3月18日（五）晚上由廖廣申精神科醫生主講之公開講
座，「防止自殺」，雖然以Z o o m網上直播，但遠超100人參加，包括
愛協組員、義工、教會牧者、肢體及公眾人士。

實習感想
小 組 聚會 後感想分享  
很感恩能參與隱基底和大衛小組的聚會，
雖然只能各參與一次聚會，組員熱烈積極分享
的氣氛，感受到各組員關係緊密，感情深厚，
組員之間私底下亦有互相聯絡，可看出他們能
建立真正的友誼，而非謹謹參與小組活動而
已。這樣對於這個小組建立的目的：讓組員能
夠互相扶持、互相守望、互相激勵的目標，
我認為能完全達到。當有組員表達自己的軟弱
時，其他組員積極地，以鼓勵的說話支持他、

疫 情 下的 見證
「我必在曠野開道路，沙漠開江河」
（賽43:19）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作見證，我在2月中快
速測試呈陽性，本以為命懸一線，但主耶穌拯
救了我，我要將神信實傳揚。
2月中，我初起感冒的病徵，對於老闆對
我連日的壓迫，我感到憤怒和無奈，心裡祈禱
求主讓我和老闆的關係緩和。次日上班，在快
速測試中呈陽性，腦袋一片空白，不知如何是
好，老闆叫我離開公司去檢測，我唯有離開，
臨走時還記得同事驚訝的神情。離開公司，我
都一片茫然，致電給家人，便到堅尼地城賽馬
會診所求醫，但護士說收到衞生署訊息的確診
人士才能求醫，我唯有無奈地離開，想到下一
步要檢測，心裡祈禱求神指引檢測站的位置，
不料走了5分鐘便到了中西區流動採樣站，感
謝主！檢測30分鐘便完成，下一步就是買快速
測試，我連忙趕到堅尼地城藥房，那時一位女
士手持一盒快速測試，店員說：「這是政府認
證的快測，一共有25枝，這是最後一盒。」我
見女士猶豫許久，人棄我取，最後女士還是放
棄了這盒快速測試，我買到了！感謝主！
回到家發燒，整個人倒下沒有力氣，心想

黃俊傑 Samuel (51屆短宣)

安慰他、為他禱告守望，坦白來說，我自己教
會的團契分享也沒有這樣的氣氛，相信這小組
為組員提供一個安心的環境，讓大家能坦誠分
享自己的軟弱、病情，組員亦不會以批判的角
度回應。不肯定是否所有組員都已信主，但知
道有些只信了幾個月，在這兩個小組中，活現
了耶穌要我們彼此相愛的吩咐，眾人因此認出
他們是基督徒。

梁珮琪 Vicky

求主醫治，那時10多個公司電話響起，我沒
有理會，難道我的生命不比工作重要嗎？當日
黃昏退燒了，感謝主！喉嚨卻是劇痛和咳痰，
我懇求上帝醫治，也通知身邊的基督徒為我祈
禱，我相信上帝在作工。
翌日，老闆知道無法再壓迫我，將我的工
作分給另外三個同事做，我才鬆了一口氣，
「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脫離惡人的手，脫離不
義和殘暴之人的手。」（詩71:4）我連連讚美
上帝的信實與公義，祂知道我委屈，要出手幫
助我，感謝主！讚美主！上帝及後派遣我中醫
師朋友為我電話診症，又讓我住樓上的姊妹做
信差取藥和買物資，上帝又讓西醫為我作視像
診症，真是十分感謝上帝的深恩厚愛。
其實我同住的家人媽媽和弟弟都染疫，上
帝保護了分開住的妹妹沒有染疫，能為我一家
隔天提供物資，我感受到上帝應許，萬事都互
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慈愛主信實無變，祂的醫治臨到我一家，
雖然天災疫情可怕，但上帝仍坐著為王，上帝
是憐憫和公義，必拯救你脫離困境。要深深相
信上帝的同在！

輔 導 實 習 感想
感謝上帝帶領我到愛協進行實習，一邊工作、一
邊上學同時實習好不容易，但感謝愛協同工、義工及組
員們的體諒和包容，能夠與你們一同經歷主恩，實在深
感恩典。
整個實習過程中，參與了不同的小組聚會、活動
及祈禱會，認識了很多組員，你們每一個的生命都是
獨特的，感謝你們信任我，讓我進入你們的世界，你
們每一個分享、每一個關心、每一個代禱都深深烙在
我心上。
在輔導過程裡，有笑亦有淚，有悲亦有喜，你們
的經歷、眼淚、笑聲、信心，改變，令我感受到上帝
在你們身上的作工及恩典，你們坦然的分享為我的實習

輔 導 實 習 感想
我有幸在愛協實習，在短短大半年的時光，我從
案主身上漸漸學會應有的輔導技巧。在兩年的碩士課
程裡，實習可謂學生最具挑戰性的一環，我很樂意在
輔導室裡聆聽不同案主的復元故事，過程總會帶點痛
苦，彷彿把他們的傷口逐步撕開。
我很佩服他們的勇敢，能夠於陌生人面前敞開埋
藏已久的患病經歷真的不容易。我也很好奇，是甚麼
原因令他們娓娓道來？除了疾病的折磨，他們還要長
期與藥物的負作用糾纏，在本來一帆風順的生命展示
一幕幕掙扎求存的景象。基於社會污名化的不健康風
氣，一般精神病人都不願多談。與疾病搏鬥，還要顧
及別人的觀感，為生活帶來難以抵擋的負擔，漸漸失
去自我。
然而，當他們因上帝的帶領來到愛協，並被選中
成為輔導的對象，總帶有意想不到的美意。起初，我
很留意每一位組員在小組的分享。他們願意在安全的
環境下把內心的不安定和盤托出，這是復元路上的一
道曙光。
其實他們面對的事情，跟一般人無異。我嘗試把
精神病這個無形的標籤挪開，我也曾經歷與他們類似
的痛苦。只是疾病讓他們在日常生活的遭遇轉移到身
心健康的困擾。背上精神病這個擔子，他們更顯得無
能為力。
我也不肯定，到底輔導是否對他們有幫助？有
時，我會想，他們是我學習的對象，我反而在他們身
上支取力量。

魏詩琦 (浸大輔導學碩士生)
注入了強心針，而你們的改變及成長，就是我實習的動
力。每次與你們面談後，你們總會聲聲道謝，感謝我的
幫助，其實是我要向你們道謝才對，因為在輔導員過程
中，你們的分享令我成長了很多，當中除了有自我的成
長，更令我有靈命上的成長，我完全地感受到你們無論
有幾許經歷，都對上帝有很大很大的信心。
最後，送上一句的經文：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申33:25)」
“As your days, so shall your strength be (Deut 33:25)”
但願每一位組員都能親嘗主恩，天天有力量，天
天蒙神的保護，在往後的日子互相扶持，衝破難關，天
天有平安。

高小菁 (浸大輔導學碩士生)
可能患病已很長時間，被逼適應是生存的選擇。
如何適應其他難關是很重要的課題，也是疾病以外較
能掌握的調整。
面對工作、家庭、健康、人際關係等等，環境因
素總超出一般人掌握的範圍。但我相信，我們總可以在
環境限制裡尋找出路。儘管出路未必即時湊效，總會在
過程中學到解難的能力，為未來的人生埋下種子。
如此種種，我嘗試接納他們的負面情緒，並理
解背後的想法。我發覺有時是疾病令他們無意識地放
大自己的不安感，習慣把眼前遇到的困難推諉給這個
病。在我看來，這些都是一般人平常會遇到的，倒不
如慢慢與他們一起漸漸撇開病人的身份，再細心思考
處理方法。經過分析和引導，他們總能從過往的挫敗
中找到一些值得學習的基礎。至少他們能在輔導員面
前回顧往事，珍惜與他人分享的機會。最可貴的是，
他們建議有效的方法，以避免重覆相同的遭遇，或減
少挫敗帶來的影響，這已是令人鼓舞的成長歷程。
我有幸見證他們的進步。我會自私地想，我從他
們身上學到的，比他們從我身上得到的還要多。
他們的改變總會帶給我力量繼續向前走。我亦曾
經在屬世定睛於不快的經歷，漸漸在信仰裡退卻，並
質疑衪的應許。後來得到別人的帶領才慢慢把步伐返
回上帝的殿中。生命總會充滿沙石，但願愛協的組員
們都能在困難裡思考信仰的價值，並繼續渴求上帝早
已預備的應許。

教育推廣 及 活動消息

自我介

紹

活動報告 2022年1月-3月

日期

內容

出席人次

1. 教育及推廣
7/1

飛越迷牆義工訓練課程(3)—
精神復康與職業治療

21/1

健康及教育公開講座—
與精神病患家人相處之道

4/2

飛越迷牆：個案研討及處理

12人

27/2

基督教多加堂—心靈健康主日

60人

13/3

基督教福音信義會互愛堂

30人

18/3

健康及教育公開講座—防止自殺

27/3

深恩浸信會—心靈健康主日

日期

內容

29人人
200人

100人
90人

出席人次

2. 活動消息
05/1, 12/1,
19/1, 16/2,
09/3, 16/3,
23/3, 30/3
(共8次)

週三祈禱會

3/1

資源中心當值員訓練

5人

3/1

資源中心當值員交流會

2人

4/1

太極班（中班）

6人

12/2

新春培靈會

57人

19/2

2022年教牧同工座談會—
病向淺中醫

30人

19/2

新春團拜

76人

25/2

雙月禱會

30人

29/3

親恩頌生日會

34人

25/2, 4/3,
11/3, 18/3

表達藝術活動小組—
情緒整理師（A班）

21人

26/2, 5/3,
12/3, 19/3

表達藝術活動小組—
情緒整理師（B班）

23人

218人

陳 珍 珍 Ire ne (行 政 同 工 )
大家好，我是2月7日新入
職的行政同工，中文名陳
珍
珍， 我英 文名 Ire ne 。
我也是復元人士，在202
0年12月23日加入伯特利
小
組，之後以利亞和伯特利
組合併為拉法組，就像疫
情的時間
般， 轉眼 間我 加入 了就 快近
2年 了， 請多 多指 教。
神 的 帶 領 在 愛 協 已 入 職 2個
月，好感恩在這機構服待
大
家，本人負責未來的藝術
治療中心和現有農莊的工
作
，
願
天
父繼 續帶 領我 工作 的服 待，
彼此 守望 ，謝 謝各 位。

王美 玉姑 娘 (執 行幹 事)
“新 同工 ”這 名稱 對我 來說 有著
不同意義，回想於2017年9月
加入
愛協 這大 家庭 作服 侍， 第一 次認
識愛
協和大家，感到神對愛協的恩
典很
大， 愛協 由1 個男 子組 ，到 現時
的1 9
個互 助小 組， 真的 不容 易！ 也看
到不
少不 斷付 出的 熱心 義工 ，於 愛協
服侍
近二 十多 年， 可看 到大 家對 愛協
和組
員的 愛。 以往 我於 愛協 服侍 了近
三年
半， 經歷 了不 少喜 、怒 、哀 、樂
，也
是神 給我 的一 點一 滴！ 其後 我離
開了
愛協 近一 年， 現於 20 22 年1 月1
8日
重返 愛協 ，也 是神 給我 一個 奇妙
的經
歷。 今次 我重 返愛 協， 看到 神對
愛協
的恩 典比 以往 更大 ，現 時的 愛協
跟以
往已 不一 樣， 全職 同工 已由 以往
的6
位，增加至現時的10位，另有
兼職
同工3位，全職及兼職同工中，
有4
位是 我們 的組 員， 感謝 神！ 今年
2月
愛協 更多 了農 莊計 劃， 讓我 們的
組員
及義工可有更多空間舒展身、
心、
靈， 今次 我重 返愛 協也 給與 我一
個機
會， 回饋 一班 於愛 協不 斷付 出的
熱心
義工 ，盼 望可 透過 不同 的交 流活
動及
培訓，讓我們有更深入的認識
和了
解， 以及 讓神 善用 我們 不同 的恩
賜繼
續服 侍主 。

梁清 儀 Nic ole (會 計文 員)
大家 好， 我愛 協新 聘請 的會 計文
。很
員。 我的 名字 叫梁 清儀 （N ico le）
呢？
多朋 友問 我為 什麼 想到 愛協 工作
份工
老實 說我 也不 清楚 。但 我知 道這
有上
作是 上帝 帶領 ，相 信在 愛協 裡面
亦深
帝想 我去 學習 和挑 戰的 事情 。我
協行
信上 帝讓 我到 愛協 也是 在回 應愛
為推
政部 人手 緊拙 的問 題。 願我 能成
後勤
動愛 協事 工的 一粒 小螺 絲， 做好
意去
的工 作， 讓前 線的 同工 能全 心全
關顧 復元 人士 ，為 主發 熱發 光。

多禱告，多有能力！

感恩
與代禱事項

1

請為因疫情一改再改的領袖門訓退修營的安排禱告，現定於5月14及15日舉行，
求主帶領營會能順利舉行，讓小組職員得著幫助。

2
3

請記念林淑卿姑娘於22/5到信望愛迦勒堂分享專題及陳金英姑娘於12/6到
柴灣平安福音堂分享心靈健康主日。求主祝福使用她們的信息，讓弟兄姊妹
多關注自己的精神健康及愛協的事工。

因疫情停辦了多時的詩班及讚美操，我們將於疫情穩定，處所重開時繼續舉行。

5
7

4

第四季「讀經運動」將於7月開始，求主帶領組員參與，從而更多認識聖經
的話語。

6

新冠疫情下，求主看護緊守崗位的醫護人員，保守他們的身心靈健康，繼
續為巿民服務。

求主堅固各小組組員的信心，在環境轉變的情況下，仍然持守信仰，繼續出席愛
協團契小組Zoom視像聚會，疫情穩定後大家可實體見面。

求主醫治已受感染的巿民，讓他們可以盡快康復，毋需受後遺症的影響。

回應表

收

支

報

（請在圈內加上「✓」號，以便我們跟進閣下的選擇。）

告

2021年
11月
收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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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2月

2022年
1月

HK$

HK$

HK$

奉 獻

94,352.00

89,513.00

49,210.65

活動收入

30,670.00

380.00

177.29

其他收入

16.30

1,553.86

114.70

公益金

168,000.00

---

---

總收入

293,038.30

91,446.86

49,50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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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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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名稱：
聯絡電話：

支出項目

HK$

HK$

HK$

電郵地址：

同工薪酬

149,542.50

147,229.34

147,524.60

通訊地址：

強積金及
行政費

6,813.00

14,970.45

9,162.50

事工支出

73,938.00

9,396.20

4,632.90

行政支出

41,845.42

50,757.57

26,066.27

雜項支出

757.36

205.37

337.73

272,896.28

222,558.93

187,724.00

總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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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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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盈餘／
（不敷）
上月結存／
（結欠）

20,142.02 (131,112.07) (138,221.36)
(64,877.44)

28,987.00

(2,125.07)

(撥入發展基金)/
由發展基金撥出

73,722.42

100,000.00

140,000.00

本月總結存

28,987.00

(2,125.07)

(3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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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炳華牧師
鍾維壽醫生
關瑞文教授
梁夢熊先生

康貴華醫生
陸 輝牧師
謝樹基教授
何國偉律師
陸 亮博士

團牧：陳一華牧師

各組聚會表

主席

文書

委員

陳蕙娟小姐

莊麗敏小姐

阮志華博士
羅志雄牧師

副主席
許漢文醫生

司庫
梁珮琪小姐

華莉莉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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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督導）：陸亮博士 9553 6493 （執行幹事）：王美玉 9167 7513 （傳道）：陳金英 6263 1611 林淑卿 6491 7795
（社工）：王錦洪 5180 0637 溫艷華 6020 0746
組 別
明亮組
約瑟組
拉撒路組
家屬組 (2)
青少年組
拉法組
港島南區組
提摩太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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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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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協會址
深恩浸信會（太子）
愛協會址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基福堂 ( 香港仔 )
旺角浸信會
愛協會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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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東方基督教會旭光堂（觀塘）
中國基督徒傳道會西大堂（筲箕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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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地址：九龍紅磡馬頭圍道39號
紅磡商業中心A座3樓309A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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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