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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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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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主席的話

5 http://opdawn.org.hk/

繼往開來

當除夕的倒數完畢後，標誌著新的一年

又開始了，生生不息，循環不斷，天下

萬物都按照此規律而行。「一元復始，

萬象更新」新年新展望，創新的心思意

念非常重要，但不能無中生有，而是要

建基於過去；前人努力打下的基礎，正

是向前邁進的基石。

半個世紀默默的耕耘，一步一步的經驗

累積，在福音的光照下，許多受綑綁的

靈魂得以釋放，這全賴上主的恩典，人

所能做到的就只有努力。過去對上主交

託給我們的工作從來都不敢怠慢；感謝

上主！同工的盡心，帶來的成果就是得

到社會各界人士的認同，過去一年，晨

曦島上宿舍的重建工程總算完成，硬件

設備也有所提升，學員已遷入新宿舍居

住，不再怕風吹雨打了。

接下來就要計劃前面要走的路，福音戒

毒是我們的老本行，當然毋忘初心，但

開發新心更是我們的盼望。主耶穌基督

已經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捨身流血，將生

命拯救過來，得救的人便有責任將這福

音傳開；我們不願一人沉淪，但願人人

悔改；補救的工作雖然重要，但預防

的工作要更加努力。藉著晨曦會的創立

五十周年，籌備生命教育中心將會是本

會未來的重點使命，期望為社會帶來更

清新的風氣，回歸上帝的創造是我們的

目標。

聖經〈約翰一書〉一開首就說：「論到

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

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

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我們也看見了，

現在又作見證，把原與父同在，並且

向我們顯現過的那永遠的生命傳給你

們――我們把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

們，為要使你們也與我們有團契，而我

們的團契是與父和他兒子耶穌基督所共

有的。」有賴各位的大力支持。

李國權牧師
香港晨曦會董事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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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隨後努力跟進

申請牌照事宜，經社會福利署、

屋宇署及消防處正式批准後，新

宿舍於 2017 年 6 月 5 日舉行入伙

典禮。

感謝主！ 2016 年 5 月 16 日至 31

日我和郭振興牧師，及兩位過來

人弟兄前往英國短宣，分享見證

及信息分享。2016 年 7 月 28 日

至 8 月 15 日我又帶領 3 位過來人弟兄前

往到澳洲短宣，分別在悉尼及墨爾本多

個教會中，分享見證及信息分享，並接

受當地 3 個電台的訪問。在這兩次宣教

裡，五位過來人弟兄再一次經歷神的大

能和帶領，燃點他們委身事奉的心志。

在戒毒的療程裡，我們重視學員的個人

成長和職前訓練。在 2016 年 4 月及 5 月，

我們的男學員及女學員分別參加了 18 日

的外展訓練。學員在困難抱怨中，學習

「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權柄、豐富、智慧、能力、
尊貴、榮耀、頌讚的！」（啟示錄 5 章 1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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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的話

互相體諒和包容，唯有齊心努力才可解

決困難。外展訓練完畢後，學員的人際

關係技巧和解決困難技巧上進步了很多。

此外，在過去一年，我們分別為男女學

員開辦不同的職前培訓，讓他們學習新

的職業技能及重拾自信，為重新投入社

會做好準備。

晨曦會重視員工的培訓，除了每年的同

工退修培訓外，我們還邀請了「社區藥

物教育輔導會」於 2017 年 2 月至 4 月期

間，分別到寫字樓、晨曦島姊妹之家及

黃大仙中途宿舍進行培訓，教導我們的

舍監、生活同工及社工們如何服務有特

別需要的戒毒者，包括愛滋病及性病患

者。我們希望可以配合社會的需要，擴

展我們的服務對象，服事更多的群體。

展望未來，我們的新宿舍已落成了，我

們希望將沿岸海邊的舊宿舍改裝成為「晨

曦生命教育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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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這個中心可以全

年開放，吸引學校及有關機構前來探訪。

另外，晨曦會於 2006 年開始增設南亞裔

戒毒服務，至今已有 11 年。我們不但

傳福音給戒毒學員，還要傳給他們的家

人。多年來的渴望，就是能夠開展南亞

商學員的家長工作。我們現正聯繫兩個

尼泊爾的牧者，希望開展「南亞裔家長

團契」，支援南亞裔戒毒者的家人，服

事這少數民族。
新宿舍大樓開幕典禮，座無虛席，同頒主恩。

澳洲短宣隊於當地電台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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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晨曦會總幹事



訓練課程。藉著這些課程，學員們除了

學習一技之能，亦可培養增強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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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4 月至 6 月，晨曦島舉辦了游泳

班，我們聘請了專業的游泳教練來教授

甜品班；急救班；木工班；獨木舟銅
章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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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強身健體課程及職業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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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入社會工作。

學員增值課程

在過去一個年度，我們分別舉辦了小

型傢居木工設計課程、中式飲食師

傅課程、油漆班、獨木舟銅章

訓練課程、急救班及拯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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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島戒毒治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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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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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0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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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學員反映：「我

一向很少做運動，當要背上 30 磅重的背

囊行山，我真的很想放棄行程。但感謝

神！我有一班好拍檔支持我、鼓勵我和

扶持我。我終於完成 18 日的旅程。我以

前害怕困難，輕言放棄機會，但如今，

神賜給我信心，原來只要我肯堅持，我

是可以突破自己。」

足球比賽 

於 2017 年 3 月 31 日我們參加了由「戒

毒機構足球訓練計劃」籌辦的足球比賽。

比賽在西頁惠民路七人足球場舉行。比

賽當日中午，學員們懷着歡欣感恩的心

情迎戰。在比賽進行中，弟兄們發揮了

團隊精神，在球場上互補位置及彼此鼓

勵。弟兄們永不放棄的精神，實在令人

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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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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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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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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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參與社區活動

頌歌節獻唱

香港晨曦會幫助學員藉著福音戒除毒癮，

還教導學員重新做人，回饋社會。本會

同工及學員於 2016 年 12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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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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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中途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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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長者舞獅

本會每年的農曆年，也安排過來人弟兄

到不同的長者中心，以福音醒獅隊傳揚

福音。2017 年 2 月 9 日，一行 6 人，獲

邀到「路德會半島獅子會銀禧紀念長者

中心」為長者舞獅表演，亦將福音的信

息傳給中心的老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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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來人弟兄從前吸毒的時

候，大多數和家人的關係破裂，更談不

上會懂得體諒別人的需要。今天，他們

積極落力的舞獅，為長者帶來歡笑及安

慰，這已是很大的成長和經歷。

暢遊海洋公園

感謝神的恩典！ 2016 年 9 月本會獲海洋

公園豁免入場費，園內暢快地享用大部

份遊樂設施。神為我們預備晴朗天氣，

同工、學員可以與家人一起在園內大玩

緊張刺激的機動遊戲、玩有獎攤位遊戲

及遊覽各具特色的海洋展覽館，能共同

渡過了一個刺激、熱鬧的一天。回想往

日沉淪在吸毒的日子，沒有一刻歡樂，

如今乃是神的恩典，活得平安，滿有喜

樂。能與家人修復關係，也是神恩賜，

藉此機會再次燃起彼此美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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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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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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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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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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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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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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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展訓練

姊妹之家獲香港外展訓練學校資助學員

參加 18 日外展訓練，由 2016 年 4 月 13

日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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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士尼之旅

2017 年 3 月 13 日晨曦會轄下的姊妹之家

學員分別與她們的家人一同到香港迪士

尼遊玩。此活動不但為了鼓勵正在戒毒

的學員，更希望藉此機會讓學員與家人

互相了解，從而幫助他們修補關係、增

進感情。學員以往的生命可能只有毒品，

並不在意家人的關係，盼望是次活動能

讓一眾學員知道原來沒有毒品的生命是

如此美好，去珍惜神所賜的家人，在家

裏實踐主耶穌愛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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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會轄下社企

晨星電單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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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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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 ! 2016 年 4 月

起晨星社企獲民政事務總署「伙伴倡自

強」資助未來三年的營運開支。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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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總署探訪

民政事務總署「伙伴倡志強」委員，於

2017 年 2 月 23 日下午探訪晨星社企，總

幹事葉太在場講解社企運作，並有林甘

祟同工分享工作情況及生命的改變。

見證主恩

2016 年 12 月 15 日晚，民政事務處聯繫

香港電台，邀請晨星電單車行接受「我

得你都得」節目的訪問，當日葉太和李

鍾裕前去接受訪問。節目於 2016 年 12

月 24 日晚及 2016 年 12 月 31 日零晨時段

播放。

於 2017 年 3 月 19 日下午，民政署安排了

TVB 來我們的社企（晨星電單車行）拍攝

「社企打工皇」，並已於 2017 年 5 月中

播放。該節目內容，介紹我們以電單車

社企形式經營，協助戒毒康復者重投社

會。內容講述藝員何君誠前來上班，積

極學習電車車維修員及銷售代表，從而

帶出晨星社企怎樣幫助戒毒康復者。學

員在戒毒後學習電單車維持技能，重新

融入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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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 月 15 日是香港晨曦

會「聖經訓練中心」第四

屆畢業典禮，而我們的畢業學員是陳家

健弟兄。「聖經訓練中心」於 2006 年 9

月成立。「聖經訓練中心」的課程編排，

是參考神學院的編排和要求。但由於我

們的學生學歷水平偏低，我們的課程內

容及要求也相對外間神學院為低。

感謝主！我們過去幾屆的畢業學員，今

天靠著主仍堅持走事奉的路。2012 年第

一屆畢業學員；梁銳強弟兄現在已是我

們晨曦會的輔導幹事。2015 年第二屆畢

業學員林志豪現全時間讀神學，並是神

學院第二年級學生、陳廷保是晨曦島的

輔導幹事。2016 年第三屆畢業的學員馬

家平現已是晨曦島的舍監、鍾達榮是高

級輔導幹事。2017 年第四屆畢業學員陳

家健已是晨曦島的初級舍監。

您們一定很奇怪，為什麼「聖經訓練中

心」，由 2006 年開始到現在，已經 9 個

年頭，我們才得 6 位畢業生？原因是戒

毒後的頭 5 年是非常難守的；戒毒不容

易，守著不重吸毒更是非常困難的。弟

兄在修讀「聖經訓練中心」課程的過程

中，因他們再吸毒、或吸煙、或飲酒、

或因婚外情而要中途停學，未能完成課

程。

為何香港晨曦會，要設立「聖經訓練中

心」？主要原因有 4 個。第一，穩固過

來人的屬靈根基。第二，「異象」實踐

神的大使命，裝備過來人參與福音戒毒

事工。第三，外間所有神學院的課程，

入學要求最少要有中學程度。但是，我

們的學員，大部份只得小學或初中程度，

未能申請入學。第四，外間所有神學院

的課程，要求學員需為要已受洗或受浸

的基督徒，未受洗的學員不能入學。

所以，我們決心定設立香港晨曦會「聖

經訓練中心」，看顧畢業學員的個別學

習需要。我們「聖經訓練中心」的課程，

很感恩，學歷被外間所認受。我們畢業

的學生，可考慮直接到「中華神學院」，

繼續進修，甚至升讀副學士課程。



美國短宣之行 

感謝主！ 2017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9 日，

我們到美國三藩市短宣。這次旅程中，

感恩神保守各隊員，包括葉陳幔利總幹

事、葉維相先生、廖夢詩傳道、陳錦利

姊妹和石偉倫弟兄能順利入境。我們特

別感謝「美國加州基督教會中心堂」的

接待，租屋及租車予短宣隊，體貼我們

旅途上肉身的需要。過程中各人經歷神

的改變，感受至深！

總幹事葉陳幔利：「神是應當稱頌和讚

美」

感謝神！祂帶領我們前赴美國短宣，見

證祂的大能和榮耀。其實，每次短

宣不但讓我們分享見證及傳福

音，還讓過來人深深經歷神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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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在和祂的帶領。每次短宣回來，我

們包括過來人學兄及同工的靈命都有得

著和長進。願一切榮耀歸於父神！

石偉倫弟兄：「完全的交托」

整個短宣過程對自己來說是神跡。有多

次去短宣的機會我也為害怕而放棄，但

今次有信心去的時候，卻遇到很多的困

難，遲遲未獲美國簽証。原來神是要讓

我經歷等待和交托。簽証終於在出發前

數天批出。我是一個內向和沒信心的人，

神便賜我勇氣和口材，讓我可以在眾人

面前分享我的見証。在這一次短宣中，

神在我信心和性格的軟弱上，彰顯了祂

的大能和恩典。這令我更加堅定要跟隨

耶穌。

陳錦利姊妹：「神給我剛強壯膽」

在這次短宣中，體會了很多。當中讓我

學習放手交托，這能看到神奇妙的帶領

及醫治。過去的我因討厭自己吸毒所以

於美國三藩市，在「美國加州基督教會中心堂」
聚會後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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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再次提及自己過去，在每次教會及

聚會裡分享我的見證總會流淚痛心，但

感謝神給我剛強壯膽使我能勇敢面對過

去同時不知不覺地醫治了我的傷口。神

真是個奇妙策士。

廖夢詩傳道：「各按各職，彼此相助」

這次可以參加短宣的人雖然不多，只有

五位，但神的預備和配搭很奇妙，每個

人都剛剛好發揮到自己的恩賜，在出發

前我們雖沒有時間完整地排練過，但卻

因著神親自的配搭和我們同心的禱告，

使我們一行五人在這兩周的美國短宣裡，

經歷到保羅所說的：「全身都靠他聯絡

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

用彼此相助，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

建立自己。」（弗四 16）

在「角聲社區福音中心」聚會，更與長者們一起
做福音操！

短宣隊與廖牧師、師母和 Phillip 弟兄共膳晚餐。

在「基督工人神學院」聚會後拍照留念。



晨曦島重建工程

晨曦島新宿舍申請牌照的進展順利。

2017 年 3 月 2 日消防處、屋宇署及社

會福利署一齊前來巡查晨曦島新宿舍，

巡查項目包括出口及逃生通道及消防設

備等等。由於晨曦島是一個獨立島嶼，

消防處對於我們的消防系統及設備很緊

張，確保遇有火警，我們在消防員未到

達前，我們有足夠設備及水源自行救火。

2017 年 3 月 7 日地政前來巡查。我們順

行通過消防巡查。感謝主！我們在 5 月

16 日獲正式牌。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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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義工大會

為了連繫各位義工及答謝他們無私的奉

獻，於 2016 年 11 月 11 日晨曦會特別邀

請本港及海外歸來的義工一同參與每年

一度的義工大會。義工大會節目豐富，

有遊戲、獻詩和分享交流。詩歌的歌詞 

「凡失喪的、呼喊的，祢都親手撫摸；

讓不朽的，溫暖的真愛，療治痛楚」牽

動每位義工的心。其實，很多義工們都

表示，藉著晨曦會的服侍，自己也有很

大的得著和成長。最後，我們一同享用

精心烹調的美食，同工及義工們一起渡

過一個溫韾愉快的晚上，感謝神賜我們

美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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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特別感謝各義工對晨曦會的代禱及

支持，願神賜福給各位義工。
海外教會前來探訪

2016 年 11 月 18 日至 11 月 26 日美國加

州基督教會中心堂陸建華牧師連同 6 位

弟兄姊妹再次到港來探望晨曦會。2016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2 日加拿大素里華

人浸信會黃偉光牧師帶領 6 位弟兄姊妹

來探訪我們。短宣隊先後前往晨曦島、

黃大仙中途宿舍和姊妹之家，幫助和鼓

勵我們的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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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感恩晚會

一如以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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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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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 11 章 12 節）。

賣旗日

晨曦會透過不同途徑籌募經費，其中一

項是每年的賣旗籌款。社會福利署批准

香港晨曦會於 2017 年 2 月 18 日在舉行

九龍區賣旗日。感謝神！當日天氣晴朗，

也不太凍，今次約有 2,000 名義工幫忙賣

旗及擔當票站工作。

我們衷心感謝多間學校、教會、社區團

體及社會人士的熱心幫忙和支持，令賣

旗籌款事工能夠順利完成，我們一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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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得的款項將全用作本會戒毒事工上， 

在此感謝各位義工真誠的協助，願耶和

華賜福給各位義工朋友。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2 月，約 10 間教

會邀請本會同工及學員，到其教會帶領

敬拜、講道或見證分享，在祟拜後賣金

旗，在此感謝各教會教友慷慨捐獻，讓

更多戒毒人士及其家人受惠。

員工培訓

2016 年 6 月 13 日及 20 日為員工退修日，

我們邀請了林紹陽牧師為我們的導師，

主題是「安靜得力」，內容包括交託和

默想的操練。培訓後的回應，同工大致

是感覺得力和有幫助。2016 年 11 月 16

日及 11 月 23 日，我們有另一次的員工

退修，主題是禱告的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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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IDATED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T 31 MARCH 2017

 2017 2017 2016
 HK$ HK$ HK$
Non-current assets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9,371,743 10,063,102
Construction works in progress  63,281,215 58,722,239

  72,652,958 68,785,341

Current assets
Inventories 536,957  536,378
Deposits paid 134,665  132,665
Accounts receivables and prepayments 316,520  510,697
Cash at banks and in hand 14,489,356  8,458,014

 15,477,498  9,637,754

 
Current liabilities
SWD subvention payable --  --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subvention payable (13,313)  (13,313)
Accounts payables and accruals (901,074)  (681,087)
Receipts in advance (291,496)  (133,173 )

 (1,205,883)  ( 827,573)

Net current assets  14,271,615 8,810,181

Net assets  86,924,573 77,595,522

Reserves and funds
Accumulated fund  10,109,254 3,307,138
SWD reserves 
   - Lump sum grant reserve  3,365,301 4,789,583
   - Provident fund  1,062,926 949,529
   - Central items  23,767 33,797
   - Rent and rates  (183,308) (175,519)
Fixed Assets fund  72,546,633 68,690,994

Total reserves and funds  86,924,573  77,595,522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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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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寶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

Natural Young Limited

日糧事工有限公司

惜食堂

Foodlink Foundation Limited

AliOli Bakery 

Feeding Hong Kong

TASTY360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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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