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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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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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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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一月六日，基督宗教稱這天為「顯

現日」，東正教更將這天定為慶祝救主

耶穌誕生的聖誕節。聖經記載救主基督

的誕生和向外邦人顯現祂的神聖，因此，

這是教會的一個重要日子。顯現日誦讀

的經文包括馬太福音，記述在遙遠的東

方有幾位博學之士，看見天上出現一顆

明亮的星，他們相信一位新生的王已經

誕生，博士帶備禮物跟隨星光的引領來

到猶太的伯利恆朝拜這一位新生王。東

方博士本身不是猶太人，所以他們代表

著地上萬國萬族的人，而上帝就藉著主

耶穌基督向世人啟示祂自己。另外一段

舊約的經課選自以賽亞書六十章 1-6節，
這正是去年聖誕節香港晨曦會向各界人

士發放的祝賀信息「興起，發光！因為

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

耀你。」這兩段經文都提及一個重要的

元素「光」，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

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祂的榮

耀要現在你身上。

李國權牧師
香港晨曦會董事會主席

主席的話
過去的一年，整個世界都受到冠狀病毒

肺炎的影響，不但所有人的健康都受到

威脅，社會上的許多運作都被迫停擺，

各國經濟受到嚴峻的考驗，失業問題、

家庭問題漸漸浮現。這就好像剛才那段

經文所描述到的境況，大家都被困在黑

暗之中，只有光才能衝破黑暗，光才能

成為人的盼望。香港晨曦會以「晨曦」

為名，是黎明黑暗夜空中的第一線曙光，

本著基督犧牲拯救的精神，協助沉溺失

喪的人尋回前路。肺炎病毒不但沒有減

少人對濫用藥物的依賴，更甚者可能有

更多人為了逃避現實而加入沉淪的行列；

經濟衰退對社會服務機構也造成相當大

的壓力，本會也不例外，我們秉承透過

福音能改變人的宗旨，相信上帝會為我

們開路，基督之光就成為人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期望疫情快快過去，所有人

盡好自己的本份共同努力，相信曙光即

將到來。



本年度於香港晨曦會來說是艱困的一年，

雖受到不少不可預料的環境和社會因素

影響，但我們未敢怠慢上主所託付的福

音戒毒事工，仍繼續靠賴神的恩典和帶

領，迎難而上。

賣旗籌款活動
今年本會都獲社會福利署批准舉行公開

賣旗的籌款活動，於 5月 4日舉行九龍
區賣旗日，很感恩有多於 2,900名義工
為我們賣旗，是歷年最多。今年我們希

望能透過賣旗籌得一百萬港元以應付晨

曦島的維修費用，而最後所得款項與所

定目標相當接近，實在感謝神的供應！

同時我們亦到訪各香港教會售賣金旗，

向主內肢體呼籲奉獻。不少教會都讓我

們在崇拜或各種聚會中分享見證，我們

亦抓緊機會，差遣不同的過來人同工前

往向眾人見證神的大能和恩典，這同時

也是對他們事奉生命的培養。

加強外展和管理
為了可以帶領更多吸毒者認識並信靠耶

穌得以重獲新生，於本年度起我們加強

外展團隊，以兩位全職及一位半職（對

比以往只有一位全職和兩位半職）同

工，主動出擊，探訪醫院病房、法院等

接觸吸毒人士，盼望領他們前來戒毒。

有關服侍學員方面，我們亦同時改進島

上的管理團隊，形成 3人小組，好使全
時間都有最少一名舍監駐島。現在我們

各單位的同工都善用流動通訊軟件（如

WhatsApp）的群組功能，溝通無間，
讓管理層同工能緊貼各單位消息，可即

時討論應變措施以防事故發生。

晨曦島的供電和復修工程
晨曦島上的兩部後備發電機於 5月中相
繼失靈，嚴重影響學員和同工生活。雖

然平日島上主要使用太陽能發電，但當

香港進入雨季，一遇有連續三天下雨，

電力供應就不足，要開動後備發電機。

我們於 8月終購得 4台大型發電機，以
支持島上兩幢宿舍大樓、海水化淡等設

施的電力供應，並因此在夏天來臨時可

讓學員晚間睡眠時段有冷氣供應。晨曦

島因之前颱風所造成的破壞而要進行的

一系列重建工程，在 12月內全部完成，
我們終於能放下所有復修工作。

新西蘭及瓦努阿圖短宣
每年晨曦會都會到國外短宣，意在讓過

來人同工們把蒙恩生命的見證帶到海外

華人群體，實踐福音使命。今年由我領

隊，帶同我先生、1位傳道和 4位同工前
往新西蘭及瓦努阿圖短宣，由 9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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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的話



至 10月 15日，共 26天之久。我們到了

11間教會／機構分享信息和宣傳晨曦會，
更在其中兩間教會舉行不同聚會給他們

的粵語、國語和英語堂。我們共有 13場
的分享聚會，實在感恩！

疫症肆虐仍緊守崗位
自 2020年初開始香港都身處在新冠肺炎
疫症肆虐的環境當中，本會各單位的運

作因此須有所調整。總辦事處方面，由 1
月底開始，我們都按政府呼籲，為減少

疫症人傳人的機會，讓員工們留家工作；

每朝早上同工用電話會議方式進行祈禱

會和工作會議。只有部分職員必須駐守

辦公室，包括外展同工、教會幹事和傳

道同工。至於晨曦島、姊妹之家和中途

宿舍，為了使所有學員和同工的出入減

到最少，每日流程也有所變動：①所有

76

外人都不得進入家舍，包括義工和老師

都不需前來工作；②生活同工改由個別

每天換班至一組人每週換班一次，以減

低人的流動次數；③學員的外出活動一

律停止，家人見面亦需暫停，一切對外

接觸減至最低。島上和家舍中只有 3項
運作必須堅持的，就是早、午、晚的讀

經祈禱聚會，之間屬自由時間，同學可

各自進行興趣活動。在這嚴峻的疫情下，

承蒙眾多機構和弟兄姊妹愛心關懷，捐

贈防疫物資如口罩、消毒洗手液等，使

我們一無所缺，實在感謝神無盡的恩典！

葉陳幔利
香港晨曦會總幹事

深信主定必供應我們所需，
因「耶和華以勒」，
在祂的山上必有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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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島戒毒治療中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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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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4月至 2020年 3月，本會提供不同的職業技能培訓班及興趣班。

小型傢居木工設計製作課程 4

教導學員掌握基本的工藝行業簡介及入

行須知、手工具的認識及操作、木材的

性質、五金器材的應用、木工工藝原理、

量度方法及技巧、創作傢具必須的工序、

電動工具操作原理及安全、家居內進行

一些木工裝修及維修工作等。

普通話班 5

油漆粉飾技能課程 1 
為有興趣粉飾家居或有意準備投身裝修

行業的學員進修學習。本課程教授內容

豐富，注重實習。導師將分組指導，務

求學員能掌握材料的運用，施工程序和

操作基本技術。

水喉潔具工藝課程 2

學員在課程中，學習有關水喉之工藝理

論及實習訓練，能讓學員認識不同種類

的水喉潔具及常見的問題和維修方法。

泥水工藝課程 3

課程為學員提供有關泥水之工藝理論及

實習訓練，讓學員認識批盪工藝技術，

使學員能獲得一技之長，從而可以從事

有關行業。課內容包括工具的認識及基

本操作方法，泥水材料的認識及使用，

砌磚基礎工藝的理論與實習、批盪基礎

工藝的理論與實習。

2

5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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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4月至 2020年 3月，中途宿舍分別有外出活動、接待教會探訪、舉辦多項個人
成長及預防重吸小組活動。

男子中途宿舍
1 a

1 b

外出活動 1 
中途宿舍前往參觀大館。大館由前中區

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和域多利監獄改建

而成的一所古蹟及藝術館組成，大家參

觀了警察總部大樓、槍房和監倉等，一

覽昔日香港執法部門的歷史發展。
a

中途宿舍學員探訪三棟屋，體驗風俗文

化，村內充滿民間宗教色彩，更看到傳

統習俗「舞火龍」那條龍的實物。參觀

屋舍的陳設，竟發覺有些設施和島上沿

用多年的一樣，真有趣呢！ b

中途宿舍學員外出打籃球，透過此運動

不但可以鍛鍊身體，還可透過合作來增

加弟兄之間的默契。對賽過後雖四肢乏

力，但卻精神煥發呢！
c

中途宿舍每月外出活動，弟兄到太平山

山頂觀景，享受郊遊樂及廣闊視野。在

高處觀看山頂的景色，讚嘆神的創造。d

晨曦會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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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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成長及預防重吸小組
活動 4 
中途宿舍進行預防重吸活動，弟兄以圖

咭去表示吸毒的好處及壞處，及背後要

付的努力，以此來比較短暫的好處及長

遠的痛苦。最後運用聖經金句咭來表達

在晨曦會神對自己的改變。過程中弟兄

投入參與活動及願意分享。a

明愛樂協會在中途宿舍開了「起」與「承」

小組，內容是認識情緒與傷痛經歷的關係，

增加個人對吸毒的復原力（Resilience）。
小組有不少環節使弟兄彼此有互動和分

享，他們都投入參與小組。b

分享見證 2

麗城浸信會探訪中途宿舍弟兄，當日活

動包括介紹晨曦會、見證分享、唱詩歌、

玩遊戲和信息分享，教會弟兄與我們分

組祈禱，大家在神裡面彼此勉勵和關心。

融入社會 3

中途宿舍學員到中環廣場獻唱聖誕歌，

過程吸引很多午餐的上班族留下欣賞。

之後轉往中環 IFC第一期獻唱。大家不
怕疲倦，唱出節日的氣氛，回饋社區。

4 a

4 b

1 c

1 d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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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之家

針對學員重返社會面對的各種生活壓力，

從而導致重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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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她們能溶入正常的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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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他們康復的步伐。我們亦在興趣班

滲透信仰元素，植物盤景藝術班及健康

中西餐製作教授課程技巧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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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戒毒學員畢業後，最大的危機是沒

有獨立的工作能力，需要倚靠別人的供

養。如她們感情不穩定，便會影響情緒，

很快便會重吸。因此幫助女性戒毒學員

在職場上裝備自己，讓她們獲得一技所

長，將來在就業方面找到自己的出路，

不再需要倚靠別人，對她們重投社會有

莫大幫助。

1

2

姊妹之家於 1996 年成立至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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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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2019年 4月至 2020年 3月，姊妹之家舉辦了多項興趣斑及職業技能培訓課程。

植物盤景藝術課程 4 
植物也可作新鮮禮物，如果良好保養，

可以保存最長時間至數月或以上。透過

課程令學員在心靈及情緒上得以調整和

舒發，讓他們身心靈都能健康。

專業化妝證書課程 5

讓學員透過美容課程，懂得現今專業美

容師技能的知識，闡明基本人體結構、

運作及功能；從而另學員明白人體結構

對皮膚及健康的重要性；並且讓學員學

習美容技巧， 獲得一技之長，將來投身

美容相關行業。

歷奇活動 6

透過一系列外展歷奇活動，鍛鍊學員身

體及加強他們對戒毒的意志力，更自發

投入運動，從而訓練學員的專注力、團

隊精神、發揮解難能力及情緒管理。身

心發展及同時擁有一個開朗自信而充滿

正能量的人生。

健康中西餐製作課程 1 
讓學員學習「健康亅與「飲食亅方面的

知識，透過健康飲食，讓學員能從中學

習烹調知識和煮食技巧，一方面增加學

員獨立生活能力，另一方面從中獲得煮

食樂趣。

特色甜品製作課程 2

讓學員透過製作甜品及運用所學的專業

技能和技巧，加上自己的創意，制成各

式各樣又精緻美味的糕點。從過程中讓

他們發揮創意， 抒發情緒、從中獲得樂

趣及自信心。

創意玻璃製作課程 3

讓學員學習到各類玻璃材料，玻璃切割

及熔合技巧，利用彩色玻璃，熔合成美

麗的玻璃飾品，更可加上不同的窯燒和

鑲嵌技巧，讓學員運用思維製成獨一無

二的玻璃精品。從製作過程中，能抒發

學員情緒；完成作品後亦能提升學員自

信心。

5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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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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投社會打好根基。

學員在島上已做好裝備和培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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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亞裔福音戒毒事工

本會於 2006 年在晨曦島設立南亞裔
濫藥人士的戒毒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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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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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4月至 2020年 3月舉辦了多項職業培訓及活動。

中西廚就業及培訓基礎課程3

透過煮食理論講解、即場試範及學員實

習等方式，教導廚藝理論、煮食環境安

全、食物配搭、烹煮技巧等。

外展訓練課程 4 
從外展歷奇活動，學員可以鍛鍊身體及

加強對戒毒的意志力，更自發投入運動

充滿動機與動力，從而訓練學員的專注

力、團隊精神、發揮解難能力及情緒管

理，將來能夠投身社會工作。

職業廣東話培訓 1 
透過導師課堂授課及分組練習等方式，

學習語音、了解現代粵語的基本模式和

表達方式、正確使用和區分各種形式的

名詞和動詞、使用常用詞彙表並構建簡

單的句子和對話、能夠自信地進行日常

生活對話。

髮型及個人形象課程 2

透過課程，教導戒毒學員簡單的髮型及

形象設計，幫助他們建立個人興趣及提

供入職培訓而打好基礎。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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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生命教育中心位於西貢晨曦島，我

們透過虛擬實境（VR模擬），讓同學們
在視覺、聽覺和身體行動方面感受吸毒

後可能引致的傷害包括幻覺、幻聽及腦

部永久性傷害。我們還安排過來人分享

見證，講述怎樣被毒品殘害包括身體及

與家人的關係，希望從而達到阻嚇作用。 

晨曦島與西貢碼頭相距約一小時的船程。

參加學員在船程中，可以眺望西貢火山

岩園區，西貢火山岩園區的特色為六角

形岩柱群和海岸侵蝕地貌。這些六角形

的岩柱群是現時所知世界上面積和體積

最大的，積類為凝灰岩，由酸性火山灰

晨曦生命教育中心

本會致力以福音戒毒服務香港已達半 
世紀，望更進一步在禁毒事工上作出 
貢獻。我們預防吸毒的工作是加強教 
育和宣傳以提高大眾（特別是青少年） 
對毒品禍害的認識，鼓勵及早求助尤 
其重要。適逢本會 50 週年，我們於是 
在 2018 年開辦晨曦生命教育中心，成 
立宗旨是透過活動體驗和生命分享，
鼓 勵新生代關注身心靈健康，堅拒成
癮行 為，建立積極人生的正向價值觀。

1

構成。岩柱體積粗大，直徑平均達 1.2米。
行船全程的風景，就好像讓參加者上了

一堂地質公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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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晨曦生命教育中心現開放歡迎學校或機

構組團到來，以日營方式參加各項活

動。參加人數須達 20人才成團，以 50
人為上限。團費全免，但訪客須自付往

返船費（費用約每位 HK$100-$200，
視乎團體人數、日期及季節而定）。有

關中心理念和提供的教育活動，請參

閱附件宣傳海報。如有任何查詢或活

動申請，請致電（2714 2434）或電郵
（edu-centre@opdawn.org.hk） 聯 絡
陳錦利小姐，或參閱本會網頁上的活動

申 請 頁（http://opdawn.org.hk/zh_hk/
p3884/）。

於 2019年 4月至 2020年 3月期間，本
中心接待多達 17個團體前來參與生命教
育活動，當中包括政府部門、社區組織、

學校和教會等。

1中文大學人類學系；2 Nepali Union Church；3青山醫院酒與藥物濫用組；
4 CLP和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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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IDATED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t 31 March 2020
 2020 2020 2019
 HK$ HK$ HK$
Non-current assets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80,164,407 74,137,939

Current assets
Inventories --  406,824
Deposits paid 66,865  140,665
Accounts receivables and prepayments 468,700  633,782
Cash at banks and in hand 20,251,871  20,946,530

 20,787,436  22,127,801

Non-current assets classified as assets 27,919  --
held for sale 

 20,815,355  22,127,801
 
Current liabilities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subvention payable (13,313)  (13,313)
Accounts payables and accruals (915,397)  (921,041)
Receipts in advance (355,153)  (658,428)
Current tax payable (353)  (1,039)

 (1,284,216)  (1,593,821)

Net current assets  19,531,139 20,533,980

Net assets  99,695,546 94,671,919

Reserves and funds
Accumulated fund  34,534,257 24,115,644
SWD reserves 
   - Lump sum grant reserve  338,225 1,160,481
   - Provident fund  1,323,569 1,220,673
   - Central items  (80,682) 10,219
   - Rent and rates  (197,568) (196,200)
Fixed Assets fund  63,777,745 68,361,102

Total reserves and funds  99,695,546 94,67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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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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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糧事工有限公司

美心西餅

Foodlink Foundation Limited

AliOli Bakery 

Feeding Hong Kong

TASTY360 CO

西貢區社區中心

香港臨床牧關教育及牧教牧輔導協會

恩臨萬邦慈善基金

譚根榮會計師行

「點滴是生命」機構

Laboratory JaneClare Limited

東信證券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牧民浸信會

陳嫣虹校長

李銳成牧師

郭振興牧師

周淑屏小姐

李鍾裕先生

丁子高先生

伍妙琼姑娘

Ms. Lillian Law

Paul Chin弟兄（澳洲）

葉太

孫太

董太

陳傳道

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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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