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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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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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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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李國權牧師

成員：姚樹根牧師

　　　吳振義牧師

　　　陳嫣虹校長

　　　梁錦麟會計師

　　　凌紹祥醫生

　　　蔡李惠莉博士

　　　溫張蓮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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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事會及顧問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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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冬季，香港都會出現季節性流行

性感冒，患者涵蓋所有年齡層的人

士，一般會有發燒、咳嗽、喉嚨痛、流

鼻水、肌肉痛、疲倦和頭痛等病徵；亦

可能出現嘔吐和腹瀉等現象。相信你和

我都曾經感染過，深深體會到那種不適，

又不能投入於工作，所以，我們都希望

可以盡快復原。但社會上有一些濫用藥

成療程後回歸社會的工作，成效得到社

會各界人士的認同，以及得到社會福利

署及禁毒署的津助。2016 年，晨曦島上

的新宿舍落成啟用後，學員的居住環境

得到改善，我們亦得到上主的啟示，除

致力為吸毒者提供戒毒服務的補救工作

外，積極的預防工作更不可少；於是，

復修舊宿舍成為提醒公眾毒品禍害的生

命教育中心的發展工作正式展開。2018
年，生命教育中心的開幕典禮亦已舉行，

標緻著香港晨曦會進入一個新紀元，為

李國權牧師
香港晨曦會董事會主席

物的人或被毒癮所綑綁的人士，他們無

時無刻都是生活在此種身體不適的狀態

中，你會幫助他們嗎？可能他們都因著

不同的原因而成為吸毒者，但是，如果

他們都希望改過，擺脫毒品的綑鎖，我

們便協助他們康復，再次成為一位正常

的人。

香港晨曦會是一個福音戒毒機構，本著

基督拯救的精神，半世紀以來，致力為

吸毒者提供戒毒服務，並支援他們在完

到我們的下一代，繼續努力服務，期望

香港人都有正面的人生觀，在身心靈上

都得到自由，不再受毒品的綑鎖。

春節將至，大地回春，相信冬季的流感

也將隨之而過，祝願大家身心靈康泰，

主恩常眷，福杯滿溢！ 

主席的話



2018年是晨曦會 50 週年，我

們 於 4 月 22 日 舉 行 的

50 週年感恩崇拜。我代表晨曦會向各位

獻上衷心的謝意！為了紀念晨曦會創立

50 週年，我們還特別出版了一本歷史相

片集《今昔 ‧ 晨曦》，向各位闡述過去

50 年神是如何帶領晨曦會幫助一眾吸毒

者。回顧過去 50 年，我們主要做成癮治

療，但由今年開始，我們將投放更多資

源們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向高小至初中

的學生們宣揚禁毒信息。

神是耶和華以勒，祂必有預備和供應 ! 

晨曦島重建，承辦商於 2016 年 2 月底正

式完成重建工作後，南華早報及香港電

台合辦的「愛心聖誕大行動」的基金，

我們遞交了申請，希望能提供我們一套

太陽能熱水器。祂還感動了 3 個不同的

機構送給我們各種不同的食物，包括凍

肉、樽裝水及零食。以前晨曦島要買樽

裝水給學員們飲，現在我們可以省下這

畢錢。

感謝主！ 2017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9 日

我們將會到美國短宣。在這次美國短宣，

感謝神保守各隊員包括葉先生、廖夢詩

6

葉陳幔利
香港晨曦會總幹事

總幹事的話

「因他使心裏渴
慕 的 人 得 以 知
足， 使心裏飢
餓 的 人 得 飽 美
物。」（ 詩 篇 107
篇 9 節）

《今昔．晨曦：香港
晨曦會福音戒毒五十
年歷史相片集》



傳道、陳錦利姊妹和石偉倫弟兄順利入

境。我們特別感謝「美國加州基督教會

中心堂」，多謝他們租屋及租車予短宣

隊，體貼我們旅途上肉身的需要。在短

宣的過程中各人並能經歷由神而來的改

變。

在戒毒的療程裡，我們重視學員的個人

成長和職前訓練，我們提供職業培訓，

讓他們獲得一技所長，畢業後在職場上

找到新工作，尋回人生目標和價值，對

他們持守康復路有莫大幫助。此外，我

們亦鼓勵他們畢業後留晨曦會工作，服

侍過來人群體。

自從 2014 年下旬我們開始重建，到 2017
年才重新籌辦晨曦島開放日，於 10 月 14
日及 11 月 25 日先後舉行了兩次。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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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12 日「基督教今日報」的記者來

晨曦島採訪。他們主要參觀新宿舍，新

宿舍內設施包括睡房及靈修房。當日我

們還安排了林甘冠同工講見證，見證主

耶穌怎樣從毒海中拯救他。

2017 年 8 月 30 日颶風「天鴿」襲港是

令我們驚訝，讓我們有機會見證神是掌

管風和浪的，我們要承認我們是無助及

凡人。「天鴿」破壞晨曦島不少，路被

打爛，橋也被打斷，駭人的海浪送了無

數的大石及垃圾到沙灘，在禮堂外所有

的長木椅都被大浪捲到海底。不過，我

要感謝神的保護，所有同工及弟兄們都

平安。現在我又要籌款去修橋補路了。

展望未來，我們要修補晨曦島碼頭、主

要道路及儲物房，這都是因颱風而遺留

下來的破壞。我們沿岸海邊的舊宿舍已

改裝成為「晨曦生命教育中心」，希望

藉著一些先進互動遊戲模式，宣傳吸毒

的危害及如何拒絕毒品的引誘。

2017 年美國短宣

2017 年開放日



晨曦島新宿舍開幕

晨曦島經重建後，於 2017 年正式入伙。

晨曦島新宿舍開幕典禮於 2017 年 6 月 5
日（星期一）上午舉行。當天我們邀請

了前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先生前來剪綵。

當天的節目是簡單及隆重，我們為這

十四年的重建過程做了一個總括，並鳴

謝很多不同的友好相助。黎局長則講及

晨曦會在過去幫助了不少的吸毒者，隨

後我們的一位過來人同工做見證，晨曦

島的詩班獻唱及剪彩。當日，我們還安

排了過來人同工講見證及弟兄獻詩，前

來參與開幕典禮的嘉賓超過 200 人。

學員職業培訓課程

晨曦會定期舉辦不同的課程給島上的學

員們。我們舉辦了職業培訓課程，好讓

學員們學習專業技能，療程畢業後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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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社會工作。我們還開辦泯水工藝課

程、電腦 photoshop 班、過來人康復培

訓及個人成長培訓包括野戰遊戲活動等。

 

參與義工　服事社群

本會同工及學員於 2017 年 12 月 22 日下

午到紅磡黃埔、旺角朗豪坊及灣仔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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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在節日前獻唱外，也可經歷參與社

會慈善活動，幫助別人之餘，亦建立了

自己。

晨曦島新宿舍大樓開幕典禮

晨曦島戒毒治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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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曦島開放日

晨曦島開放日分別於 2017 年 10 月 14 日

及 2017 年 11 月 25 日舉行，每次都超過

300 人前來參觀我們的新舊宿舍，過來

人弟兄分享得救見證。我們還安排了多

個攤位遊戲，從遊戲中讓訪客認識毒品

的禍害。郭振興牧師分享了福音信息。

10 月 14 日當天，我們還有禁毒處四位官

員及李銳成牧師前來參與。李牧師由美

國猶他州來參與當天的活動。感謝主 ! 

當天更有新朋友決志信主。 

這兩次開放日我們還

邀請了部份前學員的

家長及友好教會的弟

兄前來協助，他們為

我們做義工，幫助我

們維持秩序及看守攤

位。部份義工還在船

上分享見證。有一位

女家長鄭靜曦對我們

說：在晨曦島開放日

做義工有著特別的感

受，從前兒子在晨曦

島戒毒，靠著神及晨

曦會同工的幫助才能

成功。現在兒子戒了

毒，一家人也有了新

盼望。為要感謝神豐

盛的恩典，她實在要

站出來幫助新的學員

和新家長。

晨曦島開放日除了開

放新舊宿舍設施給訪

客參觀，最重要的是

過來人同工及學員生命的改變，見證了

神的大能及拯救。

18 日外展訓練

外展訓練的目標是促進個人成長和增強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訓練同學們的責任

感，自立能力，群體合作精神，自信心，

以及對社會的熱誠。

2017 年 4 月 26 日至 5 月 13 日，同工及

學員一行 12 人參與為期 18 日外展訓練，

他們不怕艱辛，互相配合，彼此鼓勵，

乘風破浪地完成陸地及海上的旅程。在

過程中靠藉著神，學習屋持，最終突破

自己的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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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及學員在頌歌節於
商場獻唱聖誕歌

學員上電腦班受訓情況



為重返社會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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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會中途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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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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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毒品對身心的禍害，提高青少年的禁

毒意識。

外出活動

2017 年 6 月 28 日，中途宿舍學員獲蘋

果基金資助，前往海洋公園，部份家人

也有出席。學員在吸毒的時候，並不珍

惜與家人相聚的機會。這次海洋公園活

動，讓學員與家人再次建立關係。獲香

港迪士尼樂園贈門票，2018 年 2 月 5 日

晨曦島中途宿舍前往迪士尼遊玩，雖然

當天天氣寒冷，學員仍然很享受。部份

學員和同工於海洋公園留影

黃大仙中途宿舍

晨曦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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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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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還邀請家人

一起前來，藉著

這天，和家人修

復關係。

除此之外，我們

都會安排晨曦會

中途學員外出活

動，預備學員畢

業後仍有正常健

康生活，遠離毒

品。2017 年 6 月

24 日 同 工 帶 領

晨曦島中途宿舍

的學員前往出席

「2017 同行抗毒

強者本色」。7 月

7 日外出參與讚美

之泉音樂敬拜，9
月 30 日外出觀看

由善導會舉辦的抗毒話劇。

分享見證

中途宿舍舍監黃志麟弟兄帶同林甘祟弟

兄，於 2018 年 5 月 4 日晚前往沙田浸信

會團契分享。志麟介紹晨曦會的服務，

甘祟則分享得救見證。甘祟自十五歲犯

案判入教導所開始，他便常進出監獄，

雖然期望能改過自新，但仍屢次入獄，

感到非常絶望。直至有位基督徒社工鼓勵

他與哥哥一起到晨曦島接受福音戒毒，

他才可靠著福音重新做人。

積極參與社區活動

為讓學員重新融入社群，我們鼓勵學員

積極參與義工活動，服務社區。過去，

晨曦會中途宿舍參與多個機構的賣旗籌

款，包括香港保護兒童會、亞洲歸主協

會、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女青年會、

母親的抉擇等等。

2018 年 3 月 1 日我們安排了一班中途宿

舍弟兄外出以舞獅探訪長者中心，他們

分別是「路德會半島獅子會銀禧紀念長

者中心」及「路德會馬頭圍長者中心」。

讓學員有機會學習關顧長者，回饋社會，

從而建立個人自信心。

2017 年 12 月 22 日下午我們到紅磡黃埔、

旺角朗豪坊及灣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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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們除了在節日前獻

唱外，也可經歷參與

社會慈善活動，幫助

別人之餘，亦建立了

自己。

同工及學員在頌歌節於
商場獻唱聖誕歌

探訪長者中心並舞獅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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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前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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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舉辦了不同的職業培訓班，包括專業

美容師助理證書課程、專業美甲師證書

課程、專業化妝師助理證書課程及宴會

籌劃助理證書課程，藉此發揮學員潛能，

提升其自信及自我形象，增加重投社會

的能力。 我們帶領學員前往探訪老人

院，藉著義工服事老人家，讓學員重拾

自我價值。

藉園藝治療自我反省

姊妹之家由 2018 年初，我們安排了一位

懂園藝治療的姊妹前來教授，藉著 8 堂

的園藝治療課程，讓學員安靜及自我反

省。園藝治療是以植物為介入媒體，植

物是擁有生命，有其生命週期，需要悉

心及耐心照顧料理。學員藉著這學習，

明白神的大能和生命的重要。同學都很

有興趣參加，我們打算開辦進深課程。

興趣班

我們還舉辦了學員舉辦鋼琴個人訓練課

程。我們亦在興趣班滲透信仰元素，鋼

琴班的基督徒導師除了教授課程技巧外，

藉著音樂帶領學員反思自己的生命，重

新認識自己及家人，繼而從拾自信，在

戒毒的路上堅持不回頭。 

音樂治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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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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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活動

我們獲蘋果基金資助，2017 年 6 月 5 日

前往海洋公園，部份家人也有出席。學

員在吸毒的時候，並不珍惜與家人相聚

的機會。這次海洋公園活動，讓學員與

家人再次建立關係。2018 年 2 月 26 日

我們還獲廸士尼贈票，學員暢遊廸士尼。

學員探訪老人院

鋼琴個人訓練課程

園藝治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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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活泉副主任高湯米在服侍過程中，

發現大家在語言溝通上、生活習慣、宗

教上都有很大差異，要去服侍南亞裔族

群，便要先去認識並接納他們，而他自

己也花了很多時間與他們磨合才能完全

適應。

語言溝通差異

部分南亞裔人士不能說及閱讀英語、有

些更不懂英文，跟本溝通不上。同工需

用不同肢體言語，讓他們明白。因此，

當年機構只可接受能操英語的南亞裔人

士接受戒毒治療。感恩的是神又賜給我

們尼泊爾裔同工 BJ，他受感動回頭堅固

弟兄，他能操流利的英語、尼泊爾語及

北印度語，讓不同國藉人士（尼泊爾、

印度、巴基斯坦）因為有共通語言（北

印度語）來溝通，語言的障礙消失了。

服侍南亞裔同工有中國人、菲律賓人及

尼泊爾人，大家日常溝通是用英語，但

由於各人的母語並不是英語，因此，

在閱讀聖經時用自己最熟悉的語言來

閱讀，才能提升大家對聖經的理解度。

現時活泉主要接收尼泊爾人，除了每

日由尼泊爾裔同工用尼泊爾語帶領靈

修分享，每星期亦有尼泊爾牧師來講

道分享，加強他們聖經的認知。此外，

差不多每月都有尼泊爾教會的弟兄姊

妹來探訪，與他們分享信仰、關心及

支持他們。而尼泊爾裔同工更接受晨曦

聖經訓練中心的培訓以提升他們的靈性

及對聖經的認識。

生活習慣差異

他們的生活習慣與華人很不同，如吃飯

前要洗手、入屋前必須脫鞋、在家赤腳

行走、吃很辛辣及濃烈味道的食物等等。

原來他們的文化是用手來吃飯（不用刀

叉），因此要潔淨雙手才可以食飯；他

們認為家裡是潔淨的，而鞋是佈滿污穢

因此不能入屋 / 廟。我們作為服侍者，

尼泊爾裔牧師帶領謝飯祈禱

南亞裔福音戒毒事工

由於本港少數族裔吸毒問題未獲正

視，文化差異更令他們輕視吸毒的

禍害。2006 年 11 月 17 日晨曦島增設南

亞裔戒毒服務，而當中以尼泊爾戒毒者

佔大多數。直至如今，晨曦島南亞裔事

工已開展了 11 個年頭。以下南亞裔組別

的兩位同工概述此事工的困難與挑戰，

他們分別是菲律賓裔的高湯米及尼泊爾

裔的 BJ。高湯米和 BJ 先後在晨曦島完

成 12 個月的戒毒療程，並願意繼續留在

晨曦島學習及回頭堅固戒毒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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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要謙卑自己，學習及尊重他們的文化，

要與他們有共同生活樣式，才會融入他

們當中。

宗教差異

大部分南亞裔人士（包括：尼泊爾裔、

印度裔及巴基斯坦裔人士）的家族一向

都是信奉佛教、印度教或伊斯蘭教，他

們多拒絕基督教信仰，大部分學員的家

人也阻撓他們接受福音。家人要他們入

來戒毒，但是不可以信基督。同工們身

體力行，在他們面前做好榜樣，陪伴他

們同行，很

不容易才可

以帶領他們

決 志 信 耶

穌。可惜的

是很多學員

一離開晨曦

島後，因為

家人的反對

而 離 開 信

仰。感恩的

是神又帶領

一位尼泊爾

藉牧師及其

他教會的弟

兄姊妹，在家長探訪時與同學家長傾談

及宣講神的信息，家長們因而感到安慰，

藉此讓他們認識基督教，鼓勵他們返教

會接受栽培，全家得救。

本港尼泊爾人吸食毒品原因

活泉初級舍監 Tamang Bijay（BJ）講

解在港尼泊爾人吸食毒品的原因，提到

尼泊爾主要是山區，經濟發展緩慢，是

一個很貧窮、落後的地方。因此，當地

族群多移居到世界各地賺錢養家，通常

選擇去英國及香港。他們的群性很高，

在香港，尼泊爾人主要聚集在佐敦、灣

仔、元朗、錦田地區。他們家庭關係緊

密、重感情，婚姻大事通常由家長決定，

當兒女到了適婚年齡，便會為他們安排

婚姻。他們通常都會返尼泊爾娶妻子，

我們有多位同學就是其太太及子女仍留

在尼泊爾，但他們自己卻要在香港工作

賺錢養家。人離鄉賤，加上語言不通，

他們可以選擇的工作種類不多，主要是

從事建築、餐廳、保安、清潔的行業。

雖然人工比起本地人低，但由於要養家，

也迫於無奈接受。因為內心長期鬱結、

一個人在外的孤單感重，加上朋輩的影

響，他們很容易被誘惑吸食毒品，被長

期綑綁成了毒品的奴隸。在港的尼泊爾

人主要吸食的是海洛英（白粉），這些

毒品都是從本地人買的。

尼泊爾人晨曦島上重建生命

晨曦島上為尼泊爾裔戒毒人士設立專

區――活泉，使他們可在這裡生活，一

起建造自己的社區，增強歸屬感。每星

期自行煮家鄉菜，可以緩減他們思鄉的

情緒。本會又安排老師教授廣東話以助

他們融入香港社會；亦備有健身設施，

讓他們鍛鍊體魄提供多項職業培訓（如

拯溺課程、中菜及甜品班）及興趣班（結

他、唱歌、棋藝、釣魚、獨木舟、游泳、

足球等），以提升他們的職業技能及培

養良好嗜好，重建目標生活。而信仰生

活和弟兄的互相關懷及鼓勵讓他們認識

耶穌。活泉成了一個充滿愛的社區和群

體，他們一起工作、

分享、互相扶持及鼓

勵，戒毒學員的身心

靈在這裡得到治癒和

建立。

同工高湯米輔導南亞裔學員



周日家長組

「一人信主、全家得救。」，我們深信

只有福音才能幫助戒毒學員及他們的家

人。於每個星期日崇拜後，我們安排了

牧者帶領家長團契，給家長們一個平台，

藉著分享而得著安慰。戒毒康復的路是

漫長，家人實在需要互相的支援和同行。

每次的聚會，我們都安排不同的主題，

安排牧者來領會。感謝主 !  我們還獲基

金資助，騁請了蕭柱石博士來幫助我們。

蕭博士是一位單臨床心理學家，也是一

位愛主的弟兄。

社工情緒紓援

除了靈性上的牧養，我們也著重個人情

緒紓援。晨曦會聘請了註冊社工，長駐

每一個家舍。在學員戒毒的療程中，陪

伴他們經歷不同的心路程，特別是重整

與家人的關係。

社工關百謙的分享：還記得有一個案例，

當我致電一位學員的媽媽，希望能了解

和關心多一點家人，但媽媽即時在電話

中痛斥她兒子，廿多年來吸毒不知悔改，

不務正業又時常向父母索要金錢買毒品，

多年來父母對兒子打鬧不果，痛不欲生，

現在已不抱任何希望，更不想提及兒子。

我曾協助那學員寫了一封家書給他媽媽，

但媽媽收到後表示已沒有感覺，亦不想

來探望他，但覺得將來如果他變好，或

者時間久了能再接受他。在家庭復和工

作方面，我們一方面要支持學員不灰心，

16

續顧服務

戒毒學員畢業後首要面對  與家人復和關係

戒毒學員在過去沉淪毒海的時候，生活糜爛。吸毒朋友可以

為了毒品，放棄工作及身體健。往往為了尋找金錢，不惜破

壞與伴侶、家人及朋友的關係。當學員戒毒後，他要重新面

對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學習重新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子。

晨曦會福音戒毒，除了幫助學員戒毒，我們要幫助他們與家

人重建關係。在修補關係過程中，檢視過往的人生價值觀，

反省對家人和伴侶的傷害，學員要認錯悔改，以新行為來讓

家人和伴侶重拾信心。 晨曦會透過不同的途徑，幫助學員

與家人或伴侶重建關係。我們在每周下午開展「愛家人」團

契，每月安排家長來探訪現時戒毒的家人。

戒毒學員靠著主耶穌戒除毒癮，
也靠著主耶穌與家人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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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自己對家庭造成了傷害，要一步

一步建立自己和耐心等待家人的接納；

另一方面要如實向家人分享學員的進度，

期待家人能一起支持他改過重生，過程

中不容易，亦相信父母愛子女，只是需

要時間和多方努力同行療傷。

讓主帶領一家

戒毒學員想要和家人修補關係，我們深

信他首先要與神復和關係。他們要來聽

福音，認罪和接受

耶穌做他個人的救

主。每個星期，我

們安排牧者進到不

同的家舍，分享神

的信息。聖經的應

許「若有人在基督

裡，他就是新造的

人，舊事已過，都

變成新的了」（林

後五 17)。學員進

入晨曦會戒毒，他

們每天要讀經、祈

禱和聚會，讓自己

安靜和反思。

過來人同工馮嘉敏

的分享：聖經說「當

信主耶穌，你和你

一家都必得救。」

（徒一六 31），從

前我和家人的關係

並不好，在家中我

媽媽和爸爸也因為常常意見不合吵架。

當初來到晨曦會只想到要戒毒，卻無想

到會修補和家人的關係。我在家舍的日

子家人曾經向我說了一句說話讓我很感

動，他們說：「這段日子我們一定會與

你同行，你在家舍好好學習，我們在外

面也會來教會聽牧師、傳道人講信息，

我們一起改變，一起學習。」我和家人

各自學習，畢業後縱然都會有磨擦的時

候，但由於我們有共同信仰，我們會一

起禱告交託。我和家人互相看見大家的

改變，自己也改變起來，生命影響生命。

主耶穌是我們的一家之主，因為衪讓冰

冷的家有了愛，是神的愛，讓我一家可

以愛裡重圓。

每個月的家探

學員首先與神復和關係，
及後和家人重新建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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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篇

晨曦社企

2017 年 8 月 21 日晨星電單車行接受民政事務署「伙伴倡自

強計劃」的訪問，電單車行的經理李鍾裕同工分享在員工

培訓、工序流程設計及社企營運上如何配合戒癮復康者的特

性，以及協助他們投入工作，並呼籲其他僱主聘用已康復濫

藥人士。

2017 年 10 月 27 日至 10
月 30 日，李鍾裕經理帶

領黎國基同工出席「2017 
MotoGP 馬來西亞站雪

邦國際賽事車場」的電單

車車展。從這次展覽中，

李鍾裕及黎國基不但認

識到新登場的電單型號

及電單車零件，還結識了

不少業內行家，希望可以

有發展商機。

晨曦社企

2017 年 8 月 22
日禁毒處首席

助理秘書長李

詠璇小姐帶同 3

位禁毒處同事

來探訪姊妹之

家。 在 探 訪 的

過 程 中， 了 解

學 員 的 生 活。

學員也藉著這機會向官員講見證，述說神怎樣拯救

吸毒者的生命。最後，學員還送了一幅自製的感謝

咭給禁毒處官員，咭上還有每位學員的親筆簽名。

前往海外短宣

2017 年 4 月 27 日 至 5 月 9
日我們到美國短宣。在這次

美國短宣，總幹事葉太帶

領了葉維相先生、廖夢詩傳

道、陳錦利姊妹和石偉倫弟

兄到多個教會介紹晨曦會及

分享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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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培訓

2017 年 6 月 19 日及 6 月 26 日，我們邀請了漢語聖經協會

助理總幹事兼譯經部主任李耀華先生，前來培訓及教導我

們。培訓主題為「從利未記看立約子民的生命教育」，這次

培訓在沙田道風山。9 月 3 日本會與聖言資源中心合作舉辦

聖經講座，主題為「聖經與藝術」，由何祟謙牧師主講。何

牧師是聖言資源中心美國總會副會長。當日何牧師教導透過

藝術，用不同角度認識聖

經，令參與者及同工們獲

益良多。

2017 年 11 月 22 日 及 11
月 29 日廖威利牧師為我

們同工進行培訓，主題為

「舊約遊縱」。同工們不

但有一天退修安靜的時

間，還可藉課程重溫舊約

概覽。

年終感恩晚會

一如以往，2017 年 12 月 31 日是我

們的年終感恩日，很多畢業學員、

家長及會眾聚首一堂，我們唱詩、

祈禱及分享見證。在過去的一年，

或許有困境及艱難，但回過頭來

看，要感恩的事實在數之不盡。我

們以讚美的聲音及感恩的眼淚送別

2017 年。是耶和華你神所眷顧的、

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 神的眼

目時常看顧那地（申十一 12)。

豐盛供應

2017 年 9 月 27 日有位

澳洲姊妹祝福 10 個盤

菜予晨曦會學員。願學

員有知恩及感恩的心。

雖然晨曦島新宿舍已

落成，但我們仍然缺

乏熱水供應。為使學

員冬天能有熱水沖涼，

我們申請了南華早報

「Operation Santa Claus 愛心聖誕大行動 」，盼望有

心人可以贊助我們添置太陽能電熱水設備。10 月 27 日早

上，晨曦島總幹事葉太接待南華早報的記者及攝影師，他

們一行四人到晨曦島採訪。當天，葉太向記者介紹晨曦島

戒毒事工，帶領他們參觀新宿舍設施。我們的過來人弟兄

林甘冠、梅雙超及 Tamag BJ 並分享得救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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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感恩半世紀

　戒毒抗毒顯主愛」

感謝天上的神帶領晨曦會走

過半個世紀，今天我們見證

神在 21世紀仍然行神蹟奇事，

靠著福音戒毒的弟兄及姊妹，

每一個都是神蹟，每一位背後

都有一個痛苦的故事，但今日

他們都是神的兒女。感謝神！

在過去的 50 年，祂拯救無數

的吸毒者和他們的家人。

感謝神豐盛的恩典！我們於

2018 年 4 月 22 日（星期日）

下午 3:30 在油麻地信義會真

堂舉行「香港晨曦會福音戒

毒 50 週年感恩崇拜」。我們

很榮幸邀請了香港聖公會教省主教長鄺

保羅大主教、禁毒專員陳詠雯女士、禁

毒 常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張 建

良 醫 生、 晨

曦 會 董 事 局

主 席 李 國 權

牧 師 和 眾 董

事 出 席。 除

此 之 外， 我

們 還 有 本 地

及 海 外 教 牧

長 執、 晨 曦

會友好合作伙伴及美門浸信會的會眾蒞

臨，一同讚美感謝神。當晚，我們更往

城景酒店晚宴慶祝。

香港晨曦會福音戒毒 50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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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保羅大主教

講道信息節錄

福音戒毒，不只讓吸毒

者戒除毒癮，還能重建

戒毒者的生命。耶穌看

我們每一個都是寶貴。

當祂醫治長大痲瘋的

病人時，不但醫治他，

更用手觸摸他。事實

上，當時的痲瘋病人

已被家人及社會摒棄，但耶穌卻是包容和愛他們。就像吸

毒者，在過往吸毒的日子常被家人、朋友及社會摒棄，但

主耶穌絕不摒棄我們。祂醫治及重建戒毒者的生命。晨曦

會遵循主的教導，關心和服侍戒毒朋友及家人。為晨曦會

感恩過去有主的帶領，在展望將來，我們繼續與主同工，

安慰破碎的心靈，讓他們靠著基督有盼望。

禁毒專員陳詠雯女士致詞節錄

平時和晨曦會在工作上接觸非常

緊密，今天有機會在此分享，見

證晨曦會在戒毒治療康復路上出

色的工作，陳專員覺得非常之榮

幸及興奮。晨曦會戒毒事工早於

60 年代已由陳保羅牧師開展，

陳牧師到當時很複雜的九龍城寨

關心吸毒者。1968 年晨曦會正

式成立，亦是香港其中一間歷史

最悠久的戒毒機構。陳牧師更被

稱為「香港戒毒之父」。2005
年葉太回港接手晨曦會的事工。在葉太的帶領下，晨曦會不斷優化

配套和設施，並提供職業訓練、開設社企，幫助畢業學員重投社會。

晨曦會在過去 50 年來克服很多的困難，就如晨曦島重建工程，當

中禁毒處亦有份參與。最終，晨曦島新宿舍於

2017 年可以入伙，讓學員們有更好的生活環境

及設施，同時也達到法例的要求。最後陳專員

祝賀晨曦會恩典滿溢，繼續去邁向另一個 50
年。

「倚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可

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樹

栽於水旁、在河邊扎根、炎熱

來到、並不懼 怕、葉子仍必青

翠、在乾旱之年毫無掛慮、而

且結果不止。」（耶利米書十七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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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IDATED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t 31 March 2018
 2018 2018 2017
 HK$ HK$ HK$
Non-current assets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9,146,686 9,371,743
Construction works in progress  63,395,508 63,281,215

  72,542,194 72,652,958

Current assets
Inventories 676,412  536,957
Deposits paid 137,665  134,665
Accounts receivables and prepayments 365,765  316,520
Cash at banks and in hand 17,275,392  14,489,356

 18,455,234  15,477,498

 
Current liabilities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subvention payable (13,313)  (13,313)
Accounts payables and accruals (1,004,521)  (901,074)
Receipts in advance (267,693)  (291,496)
Tax payable (353)  --

 (1,285,880)  (1,205,883)

Net current assets  17,169,354 14,271,615

Net assets  89,711,548 86,924,573

Reserves and funds
Accumulated fund  14,971,451 10,109,254
SWD reserves 
   - Lump sum grant reserve  1,530,350 3,365,301
   - Provident fund  1,106,263 1,062,926
   - Central items  10,501 23,767
   - Rent and rates  (184,250) (183,308)
Fixed Assets fund  72,277,233 72,546,633

Total reserves and funds  89,711,548  86,924,573

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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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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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東爵士慈善基金

成長希望基金會

香港迪士尼樂園

香港海洋公園

美心西餅

黃大仙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基督福音堂

日糧事工有限公司

惜食堂

Foodlink Foundation Limited

AliOli Bakery 

Feeding Hong Kong

TASTY360 CO

Doodles Uniform

所有捐贈物資的教會及個別熱心人士

( 如有錯漏或不足，懇請多多包涵及賜正 )

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