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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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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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振義牧師

　　　姚樹根牧師

　　　陳嫣虹校長

　　　凌紹祥醫生

　　　蔡李惠莉博士

　　　柯偉廉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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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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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年經歷了冠狀病毒肺炎，不單市

民的健康受到影響，整個社會的經濟環

境同樣受到衝擊，人的身心靈變得脆弱，

更容易去找尋麻醉自己的方法；使到吸

毒或濫用藥物的情況有惡化的趨勢。香

港晨曦會作為福音戒毒的先鋒，面對此

挑戰不敢怠慢，疫情期間不論同工或學

員都有多人受到感染，雖然文職同工可

以居家工作，但戒毒服務是院舍式的服

務，就好像安老院舍一樣不能離開，最

嚴峻的時候猶如困獸之鬥，現在已經脫

離困境。感謝各位同工專業的服務精神

及信靠上帝，才可順利渡過。

另一項需要面對的挑戰，就是毒品的形

式和吸食的方法的轉變。現在許多毒品

已由傳統的海洛英類毒品變為精神科藥

物，吸食的方式也有不同，從前需要大

量工具在隱蔽的場所吸食，現在已成為

藥物形式，就算在公眾場所吸食也不易

被人察覺。而且精神科類的毒品，對腦

李國權牧師
香港晨曦會董事會主席

主席的話

蓄勢待發
部做成的損害更大，就算戒除毒癮後也

不能完全康復。因此，最成功解除毒品

禍害的方法，不是補救式的戒毒服務，

乃是由預防性的教育開始。香港晨曦會

早於幾年前已在晨曦島上增設教育中心，

加強教育工作上的宣傳，警惕年青人遠

離毒品，開放至今已有多個機構或學校

到島上參觀。我們已經作好準備，期望

社會各界人士都認同此方向，通力合作，

將香港打造成一個無毒的城市。黑夜已

過，又見晨曦，不忘上帝的恩典，回饋

社會的支持，繼續為福音戒毒事工努力。



疫情下的晨曦會
經過一波又一波的新冠肺炎傳播和年多

以來香港社會的同心抗疫，踏入 2021 年
的初夏，疫情有所放緩，社會各方面逐

步放寬限制，晨曦會各單位的活動也大

致回復正常。晨曦島、男子中途宿舍和

姊妹之家的同工，除了值班人員外，在

過去一段長時間都是在家工作和各家舍

不相接觸，用視像會議在網上開工作會，

復常後大家終可親身見面，彼此照應，

也是叫人鼓舞。外間的導師和義工可以

進入三個家舍，所以不少課程和特別活

動也得以復辦。晨曦生命教育中心亦再

次接待外賓，但我們都很嚴謹執行各項

防疫措施，除了必須配戴口罩和保持社

交距離，人數和逗留時間也設限，以盡

量減低傳播風險。感謝神的保守，每場

活動都得以安全和順利進行。

由於疫情反覆，2022 年初香港迎來第五

波，單日確診人數曾上萬宗，各界別防

疫措施再度收緊。各家舍須禁足和採取

「閉環式」管理，外間導師都不得到訪，

晨曦聖經訓練中心所有課堂以視象會議

方式進行。疫情雖然嚴峻，但逆境中更

見真章：晨曦會的同工都是十分忠心並

無私的付出，凡是在島上當值的同工，

就算是放假，他們都願意在這個階段暫

時不回家，而是按著我們劃分的區域，

在假期時獲安排到其他區域暫宿，原因

是經過大家的參詳，考慮到他們回到市

區 的 家 是 會 很 易 染

疫，繼而把病毒帶回家

舍。我們幾乎所有同工都試

過有兩三個星期未返過家，全留在島

上。但至今並無一人投訴或不悅有關安

排，大家都同心合意為著學員的好處忍

耐到底！姊妹之家本身輪班的同工數目

已不多，但就曾因其中兩人染疫而要留

家隔離，餘下兩位同工在家舍廿四小時

當值，工作超過一週未能回家。同工有

如此愛神愛人的心緊守崗位，實在叫人

感恩！

獲基金資助解決島上供水
蒙神賜恩，晨曦會於 5 月底獲太古慈善

信託基金批出一筆撥款資助，為晨曦島

購置兩台海水化淡機，並兩個荷蘭製大

水缸的配件。因那兩個龐大水缸已用上

十年，蓋子和內裡塗層皆嚴重損毀剝落，

現在這筆資助讓我們可從荷蘭直接補購

兩個蓋子和塗層物料，修復好兩個大水

缸。他們亦派遣一隊技術人員前來幫助

我們維修島上所有機器。晨曦島有很多

大型機器，包括重型發電機、海水化淡

機、太陽能熱水器、供島上部分電力的

太陽能板等，這些都是高科技產品，他

們考慮到操作的技術要求，建議島上得

聘請一名技術員甚至電子工程人員。我

們的確有這需要，因島上兩幢新宿舍大

樓均設有重型消防系統，每年這些消防

系統必須進行檢測以符合法例，每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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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的話



檢後所引伸的維修費用都極為高昂！晨

曦島四面環海，濕氣重和空氣中鹽份濃

度高，喉管腐蝕情況是無可避免的快及

嚴重，我們實在需要有技術員常年駐守，

指導同工們保養和維修的知識。所以我

們亦向外招聘具電子工程專業的基督徒

弟兄來島上幫助我們有關電工和維修工

作。

晨曦生命教育中心獲邀在外舉
辦禁毒教育活動
於 7 月中，晨曦生命教育中心獲觀塘警

署邀請，把我們的禁毒生命教育活動移

至署內舉行，而他們則負責邀請學生和

家長前來參加。由於我們須帶備全套活

動器材和裝備前往，觀塘警署別具誠意，

包了車接載我們的同工和器材往返。這

次同行的同工當中有不少是過來人，他

們不禁想起以前一聽到要入警署便心生

畏懼，但現在卻能昂然闊步的走進去，

全因他們是新造的人，已改頭換面，今

天是以過來人身份在生命教育中心服侍。

活動當日在警署禮堂內，所有警察都換

上便裝來接待我們，同工感受到他們友

善相待，感到受寵若驚！同工們終於具

體明白到，自己能成為神的工人、福音

使者，是何等尊貴和得人尊重的身份！

76

於 12 月，中心又獲一位警署警司引介，

前去其區內一所中學舉辦禁毒教育活動。

我們一直以來都想到學校宣傳抗毒信息，

但一般學校都十分抗拒，就只因我們是

晨曦會福音戒毒的名號，而學校大都不

願承認有毒品問題而回絕我們。所以這

次我們以晨曦生命教育中心的名號能入

校辦活動，是一大突破！我們把平日的

活動內容濃縮至 30 分鐘完成，利用學校

的小息時間，吸引學生來玩我們的 VR 活

動、感官遊戲，和聽同工的生命見證。

據統計，在兩天內來參與活動的學生達

300 多人次，甚至連校長和老師也來參

觀，認同這些教育活動很有意思。對於

晨曦生命教育中心來說，這種入校辦活

動的方法最有果效，在資源運用上亦最

合適我們，因同工們不用長途跋涉入島

才能帶領活動，也不用對島上日常運作

有任何影響，我們只須要把所有活動裝

備運送到學校便可舉行活動。我們很感

謝神，並祈禱求主再給我們更多機會入

校辦活動。

葉陳幔利
香港晨曦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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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獲禁毒基金資助，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3 月提供不同的職業技能培訓班及興趣班，

當中包括 :

拯溺班、游泳班▲
島上舉行拯溺班及游泳課程，學員踴躍參加，

在盛夏海中暢泳，又能訓練體能，習得水上安

全知識、救生理論、拯溺技巧及急救常識等，

一樂也 !

電子琴班、爵士鼓班▲
我們舉辦電子琴班及爵士鼓班，在當中滲透信

仰元素，基督徒導師除了教授彈奏技巧外，美

妙的音樂聲帶走學員壓力。在訓練過程中亦帶

領學員反思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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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提供職業技能培訓課程予男性戒毒學員，讓他們發掘自己的興趣及潛能，從而提昇他
們的自信心及自我價值，更有效地幫助學員成功戒毒，重投社會打好根基。學員在島上已
做好工作的裝備和培訓，他們容易計劃未來，而且畢業後找到工作，幫助他們穩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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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上亦舉辦不同類型的戶外活動和定時進行運動比賽，

讓學員紓展身心之餘也比拼技藝，互勉向上 :

▲快樂學堂男士組
透過小組活動讓學員認識如何以感恩練習、發

揮優點、訂立目標、建立正向思維等去促進自

己的精神健康。學員的反應正面，表示以往很

多時因情緒低落而吸毒，此小組讓他們學習到

如何建立正向的情緒，幫助他們預防重吸。

▼ War Game 活動
華人與南亞弟兄一起參與 War Game 活動。雖然各人言語不

通，但透過身

體語言能夠彼

此配搭。藉群

體活動，認識

溝通合作的技

巧，組織能力，

用行動實踐團

隊合作精神。 

▲普通話班
晨曦島學員上成人教育普通話課程，導師以

Zoom 的形式授課，但無阻彼此的互動與學

習。

中秋活動▶
過去學員在沉淪毒海，人生衹有毒品。每

一天醒來不知為何而活，人生全沒盼望。

本會在 9 月份中秋節舉行燒烤晚會、足球

比賽、乒乓球比賽及象棋比賽等，學員動

靜皆宜，透過節日活動感受到溫暖及同路

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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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學員重返社會面對的各種生活壓力及重吸誘惑，男子中途宿舍提供創藝小組、表達藝

術治療小組、聯合醫院認知能力康復小組、自我認識小組及情緒管理小組等，協助學員融

入社會及加強抗毒信心。我們安排學員在同工陪同下，有限度地外出接觸社區，進行日常

生活的活動，包括買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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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聯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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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治療小組▲
學員進行表達藝術活動，先以物品自我介紹，

並作些身體擺動，其後作些畫作，以「樹」

為題自擬，探討認識自己與自我期望。學員都

顯得相當投入，願意長時間專注在藝術活動其

中。

認知能力康復小組▲
聯合醫院「思捷行動」認知能力康復小組兩位

治療師一面進行「吸毒對認知禍害」的演講，

一面對個別學員進行電腦化認知恢復訓練，亦

向大家傳授有關記憶力受損過後如何康復的辦

法。同學對活動感到新奇有趣，積極投入。

男子中途宿舍
晨曦會男子中途宿舍協助男性戒毒學員提高重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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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神重塑及陶造他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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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正能量活動
中途宿舍舉辦了不同的趣味活動，如透過

emoji 圖案競猜聖經人物的活動，學員紛紛絞

盡腦汁，把一位位聖經人物與一節節聖經經文

連繫起來。有些學員熟讀《聖經》，很快就答

對了，甚至可以講出聖經人物的故事。大家在

競猜燈謎的歡聲笑聲中結束了這次活動。 

▼外出參觀活動
學員參觀不同博物館，例如 M+ 視覺文化及歷史博物館，館

中藏有很多有關視覺藝術的展品及歷史故事，引導學員思考

在認知事物的

物理特質外，

也要嘗試易地

而處、感受人

情世故，探索

知識背後的智

慧。能擴闊了

弟兄的眼界，

感恩不已！ 

▲自我認識小組
小組共進行 4 節：❶學員透過工具 oh 咭表達

自己；❷透過 DISC 性格測驗來認識個人特質；

❸透過遊戲認識非言語及語言的雙向溝通；❹
沙維爾五個溝通模式帶出溝通的障礙及認識情

緒。

體育活動▶
學員共 5 次出外到運動場館打乒乓球。

透過這運動，學員可以鍛鍊身體及舒展身

心，他們打球時，表現出有姿勢又有實 

際，球技更是愈來愈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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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獲禁毒基金資助，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3 月提供的職業技能培訓班及興趣班包括 :

禮品花飾班▲
介紹包花用具及材料，教授絲帶之配襯、蝴 

蝶結之結作等。導師不只帶來鮮花，更有小飾

物給學員發揮創意，製作獨特送禮用的花束，

同學都很投入參與。

環境衞生清潔課程▲
課程教授食物安全、環境清潔與家居清潔的技

巧，亦有涵蓋防疫與衛生等課題，並介紹相關

行業的就業機會，學員非常受用。

姊妹之家
姊妹之家於 1996 年成立至今，為女性吸毒者提供福
音戒毒復康服務。在 12 個月的戒毒療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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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詩歌敬拜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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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 對 學 員 重 返 社 會 面 對 的 各 種 生 活 壓 力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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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亦為學員提供一連串的興趣課程，從而幫助她們抒緩情
緒，改善精神狀態，讓她們能融入正常的社交生活，與外面的世界能接通軌道。在參加過
程中，讓她們找回自我價值，有助提升她們康復的步伐。我們亦在興趣班滲透信仰元素，
著重塑造學員的生命內涵，學員在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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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提供職業培訓，
讓她們獲得一技所長，畢業後在職場上找到新工作，尋回人生目標和價值，對她們持守康
復路有莫大幫助。不單使她們在知識技能上有所增長，也透過讓她們實現工作能力，幫助
她們重拾自信建立未來獨立自主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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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之家亦舉辦戶外活動和於節日舉行慶祝活動，冀讓

學員歡度佳節之餘，感受家舍中的溫暖 :

▲歡度聖誕
聖誕當日舉行大食會，大家親自下廚，所以吃

得特別滿足。歌唱比賽環節，姊妹們在台上表

現自己最好的一面，而台下反應熱烈，紛紛為

比賽的姊妹打氣。

▼歷奇活動
一眾姊妹學員外出前往保良局獅子會體育館參加歷奇活動，嘗

試「歷奇挑戰塔」之「巨人梯」訓練，由導師教授攀爬技巧，

大家都能夠突

破 自 己 的 限

制，接受挑戰。 

▲中西式甜品班
導師教授烘焙技巧，各種食材的特性和工具的

運用，學員獲益良多，更能親嚐自己焗製的蛋

糕美點，非常滿足。

中秋活動▶
中秋節當日姊妹之家學員齊齊製作冰皮月

餅過節，有玩遊戲，晚上又吃盤菜，活動

豐富，姊妹們很投入參與。分享生活點

滴，為大家添歡笑。感恩就是當姊妹們明

白節日能相聚並非理所當然，便會學習懷

著謙卑的心去珍惜自己擁有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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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工班、油漆班▲
島上舉行專為南亞學員而設的木工班及油漆

班，前者教授木工裝嵌技術、使用專業工具等，

後者介紹工具的認識、漆油的種類和材料的運

用，學員專心學習。

廣東話班▲
我們舉辦了廣東話班，幫助南亞學員融入本地

生活及文化，也透過課程加強他們戒毒的動機

和成效。

南亞裔福音戒毒事工
本會於 2006 年在晨曦島設立南亞裔吸毒者的戒毒
服務。鑑於南亞裔人士與本地學員有著不同文化背
景及生活習慣，在島上劃分為南亞裔區和華裔區，
讓南亞裔人士的治療、生活飲食及學習均與本地戒
毒學員分開，有助同工對他們提供更適切的照顧。
我們有專業社工和傳道人，為他們提供多方面的協
助和輔導，務求他們的身、心、靈得到全人醫治。
本會聘請尼泊爾畢業學員成為同工，留島服侍，專
責照顧他們的同胞，除了更明白本族人的獨特需要，
他們亦成為學員的好榜樣及目標，大大增強學員成功戒毒的信心。

晨曦會福音戒毒非常重視以聖經真理轉化學員的生命，因此每天的日程中也有相當長的靈
修、讀經時間，讓他們認識基督信仰。另外，我們還提供就業培訓，讓他們發掘自己的興
趣及潛能，從而提昇他們的自信心及自我價值，更有效地幫助學員成功戒毒，為重投社會
打好根基。學員在島上已做好工作的裝備和培訓，他們容易計劃未來；畢業後若能找到工
作，將有助他們穩固生命。

本會獲禁毒基金資助，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3 月提供的職業技能培訓班及興趣班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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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遊戲和戶外活動對身心康復和建立亦必不可少，當中包括 :

▲外展訓練
南亞學員參加為期 7 天的外展訓練。感謝主保

守整個過程有平安，大家有合一的心一起完成

挑戰，亦讓學員透過訓練更看清自己的境況，

更抓緊神的恩典 !

▼「抗疫正能量」活動
舉行一系列「抗疫正能量」活動，包括遊戲活動日暨詩歌跳

舞比賽，學員和同工一起跳舞，歌詞內容是鼓勵要如鷹展翅；

聖 經 問 答 比

賽、遊戲話劇

晚會和籃球比

賽等。面對長

期抗疫，我們

需要更多正能

量走出心靈疫

區，學習過得

更充實！

▲預防重吸小組
學員們都積極參與由禁毒基金贊助的預防重吸

小組，其中一課透過畫畫去分享自己戒毒後的

理想生活，藉此鼓勵自己要決心戒毒。

南亞感恩露營晚會▶
這次露營活動由南亞同工和學兄負責，  

讓他們實踐在歷奇課程所學到的帶領技

巧。晚會敬拜大家一起唱詩分享，洋溢感

恩之情。



▼晨曦島維修工程
晨曦島第四次大型維修工程於 2021 年 8 月底竣工，感謝神供應足夠的奉獻支持給

我們進行這次工程來完善島上設施，現在各處都整齊美觀！我們特別修葺了近馬

頭、那幅標有「晨曦島福音戒毒中心」大牆對上的空置舊宿舍位置，並把隔鄰的廚

房也改建及一併歸入整個建築群，全幅外牆加上窗和門。翻新後的外牆和廚房使人

眼前一亮，舊宿舍的空間更能物盡其用。我們充滿感恩！

出版《晨曦．破曉的愛》▶
本會籌備多時的新書《晨曦．破曉的愛》於 2021
年 6 月出版，總幹事葉太編撰此書是希望使更多

人了解戒毒者伴侶的辛酸和對神的信心，她們在

戒毒療程中是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書是以

過來人夫婦作為主軸，故特邀 7 對晨曦會的過來

人夫婦來作訪談，以了解他們如何由相遇、相知

至到在主裡共負一軛。書中的 7 個生命故事皆建

基於他們的真實見證改編和創作而成，嘗試展現

出愛的不同面向。這些不是一般的愛情故事，而

是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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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篇



同工退修會▼
本會於 2021 年 11 月 10 日及 12 日舉辦了同工退

修會，全體同工參加，因人數眾多而要分

兩組、兩天進行，內容一樣。這次退

修會的主題為「不可忘記神起初的召

命」，分上下半場，早上我們請了

一位心理學專業的基督徒龔可元博

士來主講，而下午則由本會助理總

幹事阮蕭鳳蘭女士帶領同工進行反

思和討論。會上同工們作事奉路上

的反思，重尋召命，並向主重新立

志，從新出發。

▲晨曦島開放日
我們終能於 2021 年冬季舉辦久違了的晨曦島開放日，分別於 10 月 30 日和

11 月 27 日舉行，礙於本港疫情，對上一次已是 2019 年的事了！以往我們每

年最少舉行兩次開放日，流程、各樣安排等都非常熟練，現在隔了兩年之久，

我們各同工都嚴陣以待。感恩的是整體來說算是順利和妥當地完成，兩次都

有二百多人參加。由於疫情的關係，我們是縮短了開放日的時間，以避免參

加者在島上午膳，所以日程只是由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便完結坐船返西貢；

由於所有環節都得濃縮在半日之內完成，所以是非常緊湊的，但無減我們節

目的精彩度，讓參加者認識本會和參觀晨曦島，盡興而歸。我們做足防疫措

施，掃「安心出行」碼、探熱等，座位也是盡量隔開以確保大家的社交距離。

為了嚴防疫症從外間傳入的任何可能性，所有島上學員都不得參與，只留在

活泉宿舍，而來賓的活動範圍就只限於碼頭和迦密山。我們每次開放日的尾

聲都是佈道會，一定會有呼召環節，雖然知道很多教外人士把開放日視為旅

遊活動，但我們仍相信這是撒種的機會，要讓多些人聽聞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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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IDATED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t 31 March 2022
 2022 2022 2021
 HK$ HK$ HK$
Non-current assets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83,908,439 78,241,080

Current assets
Deposits paid 66,865  66,865
Accounts receivables and prepayments 195,360  313,508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15,476,264  21,894,115

 15,738,489  22,274,488

 
Current liabilities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subvention payable (13,313)  (13,313)
Accounts payables and accruals (902,046)  (984,537)
Deposits received and other payables (381,311)  (319,735)

 (1,296,670)  (1,317,585)

Net current assets  14,441,819 20,956,903

Net assets  98,350,258 99,197,983

Reserves and funds
Accumulated fund  10,687,111 17,161,447
SWD reserves 
   - Lump sum grant reserve  2,375,828 2,488,532
   - Provident fund  1,468,019 1,396,717
   - Central items  12,102 12,106
   - Rent and rates  (101,241) (101,899)
Fixed Assets fund  83,908,439 78,241,080

Total reserves and funds  98,350,258 99,19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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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貢社署

余兆麒醫療基金

何東爵士慈善基金

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

日糧事工有限公司

美心西餅

Foodlink Foundation Limited

AliOli Bakery 

Feeding Hong Kong

香港航空公司

點滴是生命

五餅二魚飲食料理

尋回慈善有限公司

友心坊有限公司

好主意餐飲服務有限公司

根本家族

Laboratory JaneClare Limited

聖雅各福群會

基督教宣道會恩樂堂

基督教主牽堂

袁巧仙女士

李念敏女士

鄭誠先生

陸允奇小姐

孫太

所有捐贈物資的教會及個別熱心人士

( 排名不分先後，如有錯漏或不足，

懇請多多包涵及賜正 )

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