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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介
背景
香港晨曦會於 1968 年由陳保羅牧師創辦，在西貢浪茄灣成立香港首間最悠久的福音戒毒中心。
1976 年獲香港政府批准遷往西貢伙頭墳洲作永久基址，定名為晨曦島。
宗旨
「不用藥物，不憑己力，只靠耶穌」
使命
我們奉行聖經教導：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做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哥林多
後書 5:17）
，致力為濫藥人士提供全面的福音戒毒復康服務，協助患者戒除毒癮，靠著神的話語
及無條件的愛重整生命，遠離罪惡，按照聖經教導過正直豐盛的生活。
服務內容
戒毒療程為期12個月，以聖經教導及信仰力量為核心基礎，輔以牧者及社工提供情緒支援，重
塑戒毒學員的思維及價值觀，使之經歷生命改變及轉化，並協助其重建和諧的家庭生活。
透過輔導和小組活動，協助學員重建正確的自我形象，學習團隊精神。開設不同類型的興趣班、
語言班及技能訓練班，發掘其潛能及培訓技能，增加重投社會的能力。
我們的服務對象包括中國籍男性及女性濫藥人士，於 2006 年增設獨立組別專為南亞裔濫藥男性
提供戒毒治療。我們的服務單位包括：位於西貢的晨曦島戒毒治療中心、黃大仙男性中途宿舍、
青衣的姊妹之家及深水埗的總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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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及顧問委員
董事會
主席：

李國權牧師

成員：

梁錦麟會計師

姚樹根牧師

蔡李惠莉博士

凌紹祥醫生

溫張蓮女士

馮慧瑩女士

顧問委員
潘國光牧師

陳以誠醫生

張建良醫生

何月媚護士教師

義務法律顧問
丘志強律師

核數師
譚根榮會計師行

顧問醫生
凌紹祥醫生

總幹事
葉陳幔利女士

美國代表
李銳成牧師

陳祈斌先生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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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平安夜，聖善夜，萬暗中，光華射"
聖誕節是一個普天同慶的日子，世界各地的人，都為紀念救主耶穌
基督的降生而歡樂。主基督降生在黑夜, 復活卻在黎明。在黎明前
的一刻是黑暗的，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是困難的。一點的光明，一線
的曙光，為走在黑暗中的人帶來了希望。
幾多人受到毒品的禍害，失去家庭，朋友，失去工作，日日生活在
毒癮的綑綁中，人生再沒有盼望。戒毒可能是唯一讓他們得救的出
路，但過程起起跌跌，戒掉後又再吸食的個案多不勝數。戒毒機構都用上不同的方法，幫助吸毒
人士戒除毒癮。而福音戒毒強調不依靠藥物，全憑上主的福音，但成功率卻非常的高。因為我們
相信，單靠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藥物的效用，只能改變身體對毒品的倚賴，最終要成功的是要改
變吸毒者的心。聖經說：耶穌是世界的光，跟從衪的就不在黑暗裡走，父要得著世界的光。福音
讓沉溺毒品者醒覺，光明讓他們看得見，有遠景，有盼望，才有力量。
等候的一刻是漫長的，同行者的支持，家人的接納，往往就是力量的來源；聖靈的導引，不再行
差踏錯，才能成功。
香港晨曦會致力福音戒毒工作，既艱辛，又感恩，過去四十多年的努力，看見生命的重新開始，
是我們在艱苦的服侍中的鼓舞。重建晨曦島的計劃已完成，只待各政府部門批出牌照，學員便可
遷入新宿舍居住。2018 年是香港晨曦會創立 50 周年，除繼續推行福音戒毒外，亦有一連串的慶
祝活動，更加計劃在教育的工作上加力，因為只做補償性的戒毒工作是不夠的，增設毒品禍害教
育資源中心讓各界人士及下一代認識吸毒的禍害，及早預防，才是最佳的消滅毒害方法。
祈盼，上主繼續加添我們的力量，為我們開路，去服務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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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的話
我要求告當讚美的耶和華; 這樣我必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

詩 18:3

過去一年裡，靠著神的恩典，我們作出不斷的改善，優化服務質素，致力帶
領每位戒毒學員重獲新生。
感謝神! 過去一年給我們很多的供應。我們籌備十多年的晨曦島重建工程，終於 2016 年 2
月 24 日正式完成重建工作，為學員提供一個更完善設施的院舍。現階段我們按各政府部門的要
求，申請不同的牌照。2016 年 2 月底，我們獲 ACCA 撥發基金購買傢俱，正好在我們晨曦島重
建完畢時，隨即可購置新傢俱。另一方面，我們期待已久的木船終於 2016 年 1 月 15 日啟航，負
責每日運送晨曦島的糧食、飲用水及日常用品、接載同工往返晨曦島至西貢碼頭，另又接送戒毒
學員外出看醫生、見感化官及出席法院聆訊等。
戒毒學員的改過及成長，很多時需要朋輩的見證和鼓勵。為此，我們鼓勵學員多講見證，藉
以整理個人的體會及得著。在分享過程中，亦可生命影響生命。2016 年 1 月我們完成了一本《晨
曦‧美食》
，藉著食譜帶出他們的個人見證。2015 年 5 月我們去了加拿大短宣，2016 年 5 月及 7
月，我們分別又前往英國及澳洲短宣。短宣的旅程中，我們到訪當地不同的教會，除了讓過來人
分享自己的經歷外，還讓他們大開眼界，從中有得著及成長。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1 月，我們
更差派一位過來人前往加拿大作為期 6 個月的短宣事奉，幫助一間新成立的福音戒毒機構，服事
當地的戒毒人士。
在戒毒的療程裡，我們重視學員多方面的鍛鍊和成長。2015 年 10 月及 2016 年 4 月，我們有
分別有 10 位學員及 2 位同工參加了 18 日的外展訓練。學員在困難抱怨中，學習互相體諒和包容，
唯有齊心努力才可解決困難。除此之外，過去一年裡，我們提供職業培訓，讓學員探索不同興趣，
培養一技之長。
戒毒是要全人身心的改變。我們不單要學員接受耶穌基督為個人救主，透過這信仰改變個人
生命，我們更將服務拓展至家人。2012 年開始，我們先後開展「家心牽」及「同路人」家長組，
透過小組分享，將每位心靈受傷的家長帶到神的跟進，讓神的話語醫治、安慰和激勵。一個人吸
毒，全家一齊受害。我們深信一個人改變，全家也要來改變。
當以聖潔的妝飾、〔的或作為〕敬拜耶和華，全地要在他面前戰抖 。

詩篇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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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島戒毒治療中心簡介
晨曦島戒毒治療中心專為男性濫藥者提供戒毒復康服務，簡僕的生活及寧靜的自然環境有助戒毒
學員反思過去的生命，從每日閱讀神的話語、靈修、祈禱、經歷神的慈愛和恩典，價值觀及生命
得以改變及重整。
我們把學員劃分為成年組、青年組及南亞裔組別，按照不同需要提供更適切的牧養及服務。島上
有註冊教師為學員提供中英數課程，與及專業導師提供各類技能、通識及興趣培訓，以生活化教
學為原則，提高其學習興趣，讓年青學員畢業後能入讀主流學校或進修毅進課程，培養及鼓勵學
員定立目標。

學員增值課程
晨曦會定期舉辦不同的課程給島上的學員們。藉著這些課程，學員們除了可以自我增值外，亦
可給學員們一個職前培訓，當重投社會的時候可以有一技之長。

職業先修班 : 電工課程
2015 年 10 月-12 月逢週六的下午在晨曦會總辦公室，感恩有義工到來教授約 10 名學員電工課
程，預備他們畢業後能受聘於中電承辦商，並於龍鼓灘發電廠工作。
現已有畢業學員成功獲聘並於龍鼓灘發電廠工作，離開以前散漫的生活，開始有規律地開始他人
生的新一頁。

一班熱心的義工來臨教授學員電工課程

感謝神，我們畢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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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身健體篇---游泳班
晨曦島位於西貢東面海域，四面環海，每年的夏天，學員可
以在沙灘內暢泳、浮潛、獨木舟、垂釣等有益的戶外活動，
藉此鍛練身體，加強體內氧份的吸收，強化心肺功能，從而
控制體重，改善體形，還加強肌肉及關節的柔韌度。因此，
對於我們學員，為要恢復以往健康的體魄，學習游泳是邁向
成功的第一步。

落水前，一起做熱身

本年 4 月至 5 月，神感動 2 位義工進入晨曦島，教授約 20 位學員游泳，指導學員技術，現在大
部分學員已掌握游泳的技巧，並享受居住在晨曦島的樂趣。

大家精神抖擻開始上游泳班

學員專心學習泳式

習泳樂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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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外展訓練
『服務人群，自強不息』是外展訓練的最終目標。我們
一共 12 位同工及學員為了體現以上目標，於 10 月 2 日至
19 日參加由香港外展訓練學校資助為期 18 日的外展訓練
計劃，各人懷著興奮的心情出發。
學員要參與獨木舟、帆船、遠足、露營、高空挑戰等活
動。部分學員有時遇到了挫折，感到辛苦，其他學員都彼
此鼓勵，盡了最大的努力，克服難關。學員在過程中學會
團隊的重要性，各人都願意順服及放下自己，聽從教練的
指示，互相合作，不計較，共同誇越一個又一個的挑戰。
在旅程中，學員也要去協助扶康會照顧弱能人士等等。
藉著探訪及協助扶康會弱能人士，讓他們學懂珍惜所擁有
的，提升他們對社會關懷的程度及責任感。

學員們都享受「乘風破浪」的感覺。

經過 18 日的訓練後，教練對我們有正面的評價:晨曦學員「特別能吃苦，特別能奮鬥，特別
能攻關，特別能奉獻」。感謝教練對我們的悉心教導

及鼓勵，我們會更積極人生，

服務社群，珍惜生命。

外展中每一個片段，成為我們難忘的經歷。
「蛻變」是要從艱難中熬練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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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中途宿舍
黃大仙中途宿舍協助男性戒毒學員適應重投社區的能力，學員於戒毒療程第10個月將被安排由
晨曦島調遷到中途宿舍繼續療程，亦為重新適應社會、家庭、尋找工作等作好準備。學員在這個
療程階段繼續以查經、靈修、敬拜鞏固信仰及深化與神的關係，讓神重塑及陶造學員的生命。
針對學員重返社會面對的各種生活壓力及重吸誘惑，我們提供預防重吸小組、情緒管理等，協助
學員融入社會及加強抗毒信心。我們亦舉辦中文班、英文班提升學員的語文能力，也有結他班培
養學員健康興趣及情操。
我們安排學員在同工陪同下，有限度地外出接觸社區，包括參與賣旗等公益活動、買菜、跟車運
送物資、外出見證等，讓他們的心理逐漸適應社會。我們亦鼓勵學員畢業後繼續留在中途宿舍居
住，在同工、社工及傳道人的支援和守望下就業或報讀培訓課程，獲得適當的情緒支援及鼓勵引
導，減低重吸的機會。
去年共有多個團體探訪黃大仙中途宿舍，包括志願機構、學校及教會。大部份探訪者為青少年，
從學員的分享及交流認識毒品對身心的禍害，提高青少年的禁毒意識。

黃大仙中心－戶外活動
舞獅
本會福音醒獅隊，一行 6 人，於 2 月 18 及 19 日下午
獲邀到土瓜灣及何文田商場表演，舞獅表演更增添新年氣氛。
在表演前，隊員特意多加操練身體，加強練習。隊員的努力，
真功夫的彰顯，贏得更多觀賞者的熱烈掌聲，各隊員都滿意
自己的表演。他們承諾繼續努力，為下一次的表演取得更好
的表現。

學員與福音醒獅頭合照

大家都精神抖擻，舞起福音醒獅。

頌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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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慈善，盡一分力量。」本會同工及學員於 2015
年 12 月 16 日下午到慈雲山中心、荷里活廣場及鑽
石山 MIKIKI 商場獻唱數首聖誕樂曲，為了兒童發展
基金會募集捐款。
為了在獻唱時有最佳的表現，學員們在事前都認真練
習。學員們也戰戰惊惊地上台獻唱，當在場參觀者都
贈以熱烈的掌聲，一眾學員們都感安慰。
呈上最美好的獻給主。

終於上台獻唱啦! 很緊張。

羽毛球
感謝神！我們獲康文署核准，每星期都可到彩虹道室內運動場免費使用兩個羽毛球場，同工及學
員一起打羽毛球，彼此也有舒展身心的機會，透過打羽毛球，可以讓學員得到全身鍛煉的機會。

來一個高波! 接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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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遊迪士尼樂園
感恩本會獲得免費入場卷，於 2016 年 1 月 4 日及 11 日到廸士尼樂園遊玩。感謝神，賜當
日有好天氣，學員及家人們興奮地進入這夢幻世界，一同度過歡樂時光。
以前學員們只顧毒品，沒有一刻清醒，失去了與家人一起歡聚的時光，學員藉著今次難得的
機會，學員在家人面前作美好的見證，又可以修補與家人過往破裂的關係。到了黃昏，大家都意
猶未盡，要依依不捨地離開。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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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之家
姊妹之家為女性濫藥者提供福音戒毒復康服務，在12個月的戒毒療程，我們以聖經真理為學習及治
療重心，重塑學員的思維模式及價值觀，透過每天的讀經班、靈修班、詩歌敬拜、小組聚會，讓學
員認識神，並與神建立關係，培養靈性健康，得著身心靈的洗滌與醫治。
此外，針對學員重返社會面對的各種生活壓力及重吸誘惑，我們社工提供預防重吸小組、情緒管理
等，協助學員融入社會及加強抗毒信心。我們亦為學員提供電腦班、英文班、普通話班、等技能訓
練，又為學員舉辦化妝班、美甲班、美髮班、房務班、婚禮統籌班，發揮學員潛能，提升其自信及
自我形象。增加重投社會的能力。
我們亦在興趣班滲透信仰元素，鋼琴班及結他班的基督徒導師除了教授課程技巧外，亦著重塑造學
員的生命內涵，學員在教學過程中透過導師的鼓勵及引導，逐漸建立並追求堅持、忍耐、信心、盼
望等屬靈品格，達到生命影響生命的果效。
此外，我們獲香港外展訓練學校資助學員參加為期 18 日的外展訓練，透過完成多項考驗耐力、體能
及臨場應變的任務，學員克服逃避問題的陋習，成功跨越各種挑戰。訓練過程中學員互助互勉共渡
難關，深化彼此的關係和友誼，生命質素得以提升。

義工服務
於 2015-2016 年，姊妹之家到訪弱智中心及護理安老院服侍他們，目的要讓他們感受人間有情，能
藉此彰顯基督的愛。學員透過帶領遊戲、唱歌、按摩、傾聽他們的需要，他們也感受到學員們真誠的
關懷，為苦悶的人帶來色彩。

學員細心地聆聽長者的需要

學員細心地服侍長者，彰顯基督的愛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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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有出頭天：
「姊妹之家」職業導向及外展訓練
姊妹之家學員入住院舍後，有機會參加多樣化的課程及活動，包
括: 普通話班、英語會話、生命反思重塑、美甲班、美容班、化
妝班、美髮班，這能開拓學員的眼界，提供多方面的職業的認知，
透過就業輔導及實務訓練，培訓其一技之長，迎合新工作或社會
的需求，邁向璀璨人生。

美容班
「女為悅己者容」，學員興奮的上美容班，內容包括: 皮膚分析、

學員仔細對個案的皮膚作分析，

按摩技巧、香薰治療、面部護理、修眉及畫眉技巧、眼部護理及

期望能作出合適的治療方案。

美容儀器的使用。學員認真投入實習活動，成效顯著，部分學員
表示有興趣畢業後再進修，成為專業的美容師。

酒店房務班
2015 年今年 3 月至 5 月，學員學習酒店房務班。教師教學認真，
教授行業最新資訊、入職要求及薪酬等。部分學員表示對從事酒店
工作感興趣，她們認真實習，對畢業後從事酒店業作好準備。
教師用心教學，學員得益不少。

姊妹電腦班
2015 年 3 至 5 月，由勞工及福利局資助姊妹之家學員進修「成人
教育課程---微軟文書處理課程」
。課程內容包括如何使用文書處理
(Word)、試算表(Excel)及簡報(Powerpoint)軟件，透過實務訓練，
培訓其一技之長，以迎合新工作或社會的需求，為裝備學員投身
社會作好準備。

學員學習文書處理，好好裝備自己。

外展訓練
姊妹之家於 2015 年 4 月參加由香港外展訓練學校資助為期 18 日
的外展訓練計劃，學習如何操控帆船在海上漂流、在岩石上游繩下
滑、在野外獨處學習獨立進行反思、協助扶康會照顧弱能人士等等。
藉著探訪及協助扶康會弱能人士，提升她們對人的熱誠、對社會的
關懷及對社會的責任感
在集體遊戲中，體會團隊精神的重要。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
羅 13:12

14

2015-2016 年報
香 港 晨 曦 會

OPERATION DAWN

www.opdawn.org.hk

晨曦會轄下社企
晨星電單車行
"神使他們安穩、他們就有所倚靠。神的眼目也看顧他們的道路。"

約伯記 24:23

晨曦會一直致力於為畢業的學員提供續顧服務。"晨星電單車行" 於於 2015 年 1 月 17 日隆
重開幕。按啟示錄 2 章 28 節及約伯記 38 章 7 節，我們為社企命名為 "晨星電單車行"。晨星電
單車行位於九龍深水埗鴨寮街 1 號，距離晨曦會
總寫字樓只是對面街隔幾個鋪位。透個這個社企，
希望畢業學員學得一門修理電單車技能，讓他們
重投社會。 電單車行開幕當天場面熱鬧，很多
鄰近商店和路過行人圍觀我們隆重的開幕儀式。
感恩的，我們的房東也是一位基督徒，他在開幕
禮當天還為我們提供了很多點心。

電單車行主要負責維修及買賣二手電單車

感謝主!

我們透過晨星電單車行提供續顧服務，這個服務也獲香港民政事務署認同。民政

事務處於 2016 年 2 月透過「伙伴倡自強」計劃撥款給我們，資助我們未來 3 年的營運。我們期
望靠著神，透過這資源能造就更多畢業學員。如果你
認識一些朋友需要電單車維修或購買有關零件，請叫
他們聯絡我們。

董事會主席李國權牧師在
晨星電單車行開張時合照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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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會對外活動
豐盛人生 英國短宣
為見證神在晨曦會的眷顧和帶領，5 月 15 日至 31 日，總幹事葉太和兩位學兄(李樹峰
和藍仲康)及郭振興傳道前赴了英國短宣。在為期 14 天的短宣旅程中，他們走遍了倫敦 (London)，
利茲 (Leeds)，曼徹斯特 (Manchester)，伯明翰 (Birmingham) 和謝菲爾德 (Sheffield)，分
別到訪 5 間教會和帶領 12 場聚會，當中包括 6 場佈道會。在佈道會裡，弟兄們真情流露，見證
耶穌怎樣從毒海中拯救他們。感謝主!當中有 10 位朋友舉手決志，願意接受耶穌基督成為個人救
主! 願將一切榮耀歸予 神 !
晨曦會藉著福音戒毒，為戒毒學員及家人傳揚福音，不只在香港，我們也往世界其他國
家短宣。過來人透過分享見證，再次經歷神的大能，屬靈生命也被堅立，海外教會的弟兄姊妹也
被激勵。其實每次出外短宣都困難重重，因為我們大多數的過來人在未悔改前都是犯案累累，申
請簽証進入其他國家並不容易。所以他們要靠著禱告，求神憐憫帶領。我們藉著短宣傳揚福音，
除此之外，我們爭取機會介紹晨曦會的事工，讓海外的弟兄姊妹見證神的榮耀，日後在禱告中記
念我們的事工。如果神允許，我們期望每年都可以出外短宣。但今年，我們會有特別的安排，我
們有兩次短宣和一次中宣，分別是 5 月前赴英國和 7 月前赴澳洲。另外，我們還安排一位過來
人同工前往加拿大溫哥華一間福音戒毒中心作六個月的短期事奉。

探訪關懷癌症事工中心

與倫敦中華基督教會甘霖堂合照

與錫菲華人基督教會合照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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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盛人生 澳洲短宣
2016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28 日，總幹事葉陳幔利和三位過來人弟兄，包括陳家健、鄺智揚
和藍仲康前赴澳洲悉尼和墨爾本短宣。這次的旅程令短宣隊員有很多的得著。
總幹事葉陳幔利 : 我們到訪了 14 間教會，參與 16 場聚會及接受 3 個電台的訪問。 在我
們澳洲短宣中，神差派很多天使沿途給我們愛心關懷和協助。願主回報他們的勞苦! 這次短宣，
我們感覺就像以色列人進入曠野，神日間用雲柱、 夜間用火柱，保護我們和給我們引路。
藍仲康弟兄 : 今次澳洲短宣，令我再一次經歷神的奇異恩典，是何等的甘甜。今次短宣給
我很多人生的「第一次」: 第一次接受電台的訪問、第一次親眼看見樹熊、第一次近距離接觸袋
鼠。感謝神! 祂在我人 生的成長中，寫下新的一頁，帶領和造就我，讓我更堅定心志事奉祂。
鄺智揚弟兄 : 這次短宣讓我深深經歷神的豐盛恩典和慈愛。到達澳洲那天起，我們便得著
弟兄姊妹的熱情款待; 從住宿、膳食及車程接送都是盡心安排。在他們身上體會到 "接待遠人" 的
真理教導。他們的愛心服事和

熱心侍主，使我被激勵。我以他們的生命事奉成為學習的榜樣。

感謝神 ! 祂讓我堅定心志，委身事主。
陳家健弟兄 : 感謝神! 我由從前一個吸毒者，變為現在被神使用的僕人。在過去四年多，神
與我同在，並給予我豐盛的生命。更感恩的是我被差派去了兩次澳洲短宣。2014 年短宣，我學
習了要對神有等候和信心。2016 年短宣，我更體會到只要是神的揀選，不管自覺多麼不配，也
會得神的使用。

華人恩典基督教會

墨爾本飲食業福音團契

短宣隊接受電台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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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顧事工
戒毒學員需要的關顧

不只是一年的療程

香港晨曦會提供一年的戒毒療程，學員要跟從家舍的生活管理規
則，藉著一般性的課程、心靈課程，以及輔導員、成功學長身教、言
教來學習，重建人格、倫理道德及自我紀律，恢復人性的尊嚴。

一日吸毒, 終生戒毒

戒毒療程的最後階段，本會協助他們重建正面支持的網路，例如家庭、朋友、就業、
就學及教會等。透過這些進入再醫治、再教育的階段，使他們更能獨
立，堅固自己，開始人生新一頁。

學員畢業後，如果他們願意，本會繼續提供長達 5 年的續顧服務，
除了有社工個別跟進學員情況外，更於週五晚設立約書亞團契，提供

戒毒包括重建人格

身心靈的全方位關顧服務，活動包括查經、義務工作、旅行、戶外運
動等聯誼活動，還設立朋輩輔導。本會合作伙伴---美門浸信會教會，
傳道人及同工會定期關顧畢業學員及家人，提供心靈上的支援，為他
們在信仰上札根，開展更有意義的新生活，以達到預防重吸的目的。
學員需要關顧和同行

謝主!

為加強續顧服務，本會還開辦了兩間社企，分別是晨星電單車行和馬可服

務公司，為畢業學員提供就業機會，讓他們穩定地走上康復之路。另外，美門浸信會教
會最近還開設了美門宿舍，為我們未能回家的畢業學員提供住宿，安排傳道人與他們靈
修聚會，分享生活的適應和困難，靠著耶穌，堅持戒毒康復的路。

求神憐憫! 讓每個戒毒的孩子，能悔改回轉歸向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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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顧事工 : 家長唔易做?
「吸毒」的禍害很多，一個人染上毒癮，不但令其失去工作、健康和朋友，更破壞與家人的關係。
有些吸毒者為了取得金錢買毒品，他們甚至偷去家人的財物; 有些因為吸毒而致身體敗壞，傷透
父母的心。在現今科技發達，但人性卻走向自我為中心的社會裡，當一個「家長」真的很不容易。
然而，當一個「吸毒者的家長」就更艱難。
晨曦會一直關注家長的工作，從 2012 年起開展「家心牽 (家長團契)」，透過小組分享，將每位
心靈受傷的家長帶到神的跟進，讓神的話語醫治、安慰和激勵。就是因為有這樣的經歷，很多家
長決志信了耶穌。「家心牽」於每個星期日下午 1:00 時至 2:30 時於深水埗總寫字樓舉行。
韓婉嫦 (林浩坤媽媽) : 神幫了我很多! 我在當中學懂和家人相處，特別
是兒子。我學習明白他的感受，學習和他溝通。更重要，我學習要在照
顧關懷家人之先，我要懂得照顧自己，愛惜自己!

多謝神! 祂藉著「家

心牽」帶領了我。

蘇麗珍 (陳家健媽媽) : 我感謝神。以前，我不懂和兒子溝通，他雖然戒了
毒，但我仍很擔心，透過「家心牽」的家庭輔導，我更加明白兒子的感受
和想法，讓我的「過份擔心」可以釋懷。原來當我沒那麼擔心，我的兒子
也行得輕省。感謝神。
「家心牽」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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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篇
晨曦島重建
晨曦島於 2016 年 2 月底完成重建工程。新的宿舍
樓房，我們擁有一個全 360 度的大自然風景。我們還
獲得 ACCA 慈善基金批出款項，讓我們購置內部傢俱。
感謝神！祂時常看顧從一個麵包至一座宿舍！祂也為
我們預備。我們的建築師已提交了「消防安全評估報告」和「消
防安全管理計劃」予消防處，現階段我們等待消防處發出的批准
文件。沒有消防處的批准，我們便不可以向政府其他部門申請各
樣的牌照。求主保守帶領!

木船啟航
謝神! 祂給我們一份很好的新年禮物。2016 年 1 月 15
日，我們期待已久的木船終於可以啟航，每日運送晨曦島的糧
食、飲用水及日常用品、接載同工往返晨曦島至西貢碼頭，另
又接送戒毒學員外出看醫生、見感化官及出席法院聆訊等。 啟
航當日，我們沒有任何特別儀式，只是湊巧地有幾位社署人員剛巧前來晨曦島查牌。我們的木船
屬於"街渡"，就像其他公營小輪一樣營業。運輸處要求我們的木
船要收費的，除了晨曦的學員、同工及已登記的義工外、其他人
士都必須給船費。我們還要向運輸處每月匯報載客記錄。申請這
木船牌照，我們共花了兩年走訪海事處和運輸處。聽說我們的"
街渡牌"亦是最後一個，海事處亦不會再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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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篇
生命重建 義工大會
感恩主，神呼召不同恩賜及才幹的人士成為本會義工，他們都以喜樂的心服侍本會學員，學
效基督的榜樣，他們無私樂意奉獻自己的才幹、金錢及時間。本會學員得著造就，他們帶來的關
懷及愛對學員有無比的支持及鼓勵。願神賜福給各義工，得著神賜的榮美冠冕。
為了答謝義工們的付出，我們邀請義工們出席義工週年大會。於 2015 年 11 月 10 日晚上，
20 多名義工一同參與晨曦之友(F.O.O.D. Friends of Operation Dawn)的義工大會。當晚節目非
常豐富，內容包括破冰遊戲、見證分享及信息分享。最後，大家享用由黃大仙弟兄愛心烹調的美
味食物。大家都沐浴在基督的愛裡，義工們與我們
過來人同工好像一家人一樣，場內充滿了溫馨熱鬧
的氣氛。

透過服事戒毒群體，我們也親切得像一家人。

感謝黃大仙中途宿舍弟兄，為我們預備愛心晚餐

當晚大家都很高興，
願一切榮耀歸給天上
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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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DAWN LIMITED 香港晨曦會有限公司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16
CONSOLIDATED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16
2016
HK$
Incom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s subvention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s subvention
Education Bureau’s subvention
Beat Drugs Fund Association’s subvention
Donations from other sources
Activity income
Lodging and meal income
Flag day income
Sundry income
Beat Drugs Fund – Dawn Island Redevelopment Project
Gross profit from trading activities
Bank interest income

Expenditure
Personal emoluments
Utilities
Food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Stores and equipment
Repairs and maintenance
Programme expenses
Transportation and travelling
Insurance
Miscellaneous
Central items
Rent and rates
Adult education expenses
Education Bureau’s expenses
Beat Drugs Fund Association’s expenses
Flag day expenses
Depreciation

Total comprehensive surplus for the year

2015
HK$

9,853,152
166,204
237,071
1,648,938
5,044,777
30,371
125,987
37,451
43,218,378
319,836
1

10,658,861
106,472
197,691
276,549
3,914,507
118,591
201,137
677,112
--151,360
1,059

60,682,166

16,303,339

---------------

---------------

6,318,105
231,263
532,523
443,732
20,648
344,006
86,339
515,925
144,813
1,374,192
389,298
585,392
168,214
364,563
1,093,648
-1,318,059

4,863,366
163,134
909,106
354,096
16,944
304,136
271,514
487,096
118,423
1,228,697
366,134
363,352
112,572
382,306
1,718,203
26,100
2,108,512

13,930,720
--------------46,751,446

13,793,691
--------------2,509,648

The accompanying accounting policies and explanatory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and should be rea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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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IDATED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T 31 MARCH 2016
2016
HK$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Construction works in progress

Current assets
Inventories
Deposits paid
Accounts receivables and prepayments
Cash at banks and in hand

2016
HK$

2015
HK$

10,063,102
58,722,239

10,458,730
11,501,068

68,785,341

21,959,798
---------------

536,378
132,665
510,697
8,458,014

321,949
145,315
394,707
8,526,817

9,637,754
---------------

9,388,788
---------------

Current liabilities
SWD subvention payable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subvention
payable
Accounts payables and accruals
Receipts in advance

Net current assets
Net assets

--

(

126,003 )

(
(
(

13,313 )
681,087 )
133,173 )

(
(
(

13,313 )
383,808 )
107,389 )

(

827,573 )
---------------

(

630,513 )
---------------

8,810,181

8,758,275
---------------

77,595,522

30,718,073

3,307,138

3,551,079

Reserves and funds
Accumulated fund
SWD reserves
-

Lump sum grant reserve
Provident fund
Central items
Rent and rates

4,789,583
949,529
33,797
(
175,519 )
68,690,994

4,605,084
836,380
-(
124,046 )
21,849,576

77,595,522

30,718,073

Fixed Assets fund
Total reserves and funds

The accompanying accounting policies and explanatory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and should be rea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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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萬事都互相効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我們對以下機構團體、政府部門、基金、教會、公司
及個別人士過去對我們的支持，致以無限感謝：



社會福利署



勞工及福利局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保安局禁毒處



禁毒基金



教育局



民政事務署 - "伙伴倡自強" 社區協助計劃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何東基金



ACCA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基金



香港迪士尼樂園



香港海洋公園



美心西餅



AliOli Bakery



日糧事工有限公司



Foodlink Foundation Limited



Feeding Hong Kong



中國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所有捐贈物資的教會及個別熱心人仕

(如有錯漏或不足，懇請多多包涵及給予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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