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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一期月報我們打開另一個話閘：

「少數族裔及特別群體」，在您心目中，

會想起些甚麼群體嗎？可能閣下所想起

的，是筆者或其他肢體所忽略，或沒想過

的，若有機會彼此交流一下，會很好。

　　上期筆者說：「要關心這（另）類的

群體或族群的福音需要，需要另外一些經驗，及『接待』的方法」，相信還同時

需要一份特別承擔的心，因為這些群體，非一般信徒常接觸的，被了解或認識的

就不多，參與者會有長期孤軍作戰之感。心中這樣想，可能今期我們要介紹的這

事工，這位「開荒者」，啟動或創辦人，是否都有同感？

　　播道會得勝堂及堂主任莫樹堅牧師，正是今期月報要給大家介紹的，這是一

個近年成立的堂會，是樂泉堂的果子。不過這個事工卻緣起於更早的日子，原來

種子已下土多年，早在莫牧師擔任播道會總幹事的日子，就開始破殼了。還記

得當年開始聽聞牧師有機會接觸到一些我們很少會接觸到的人物，我心裏有點好

奇，有點兒似點着了花火的，又是患得患失的掛念，所能作的就放在禱告中。

　　話說回來，作為主門徒，必然身負大使命，只是當我們鼓勵人接受主的救恩

時，必需幫助對方認識我們在神面前都是罪人，不過這不是目的，目的是希望對

方在神面前認罪，接受主的救恩，能再回到神的大愛、神的永恆中。既然如是，

我們在神面前其實都沒有大分別的，罪沒有多少之分，也沒有大罪小之分。只有

信主時，所面對之難阻大小之分，或多少之分。或者這樣說，今次我們所介紹的

這教會，其對象，在面對主救恩的呼召時，所面對的困難及挑戰是大的、多的、

是另類的、不太相同的，而我們所用、所接觸及關心的方法也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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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勝堂》事工的開始，說起來應
該從2002年開始，當時被譽為「城巿宣
教之父」之稱的柏褀博士，帶領三十多
位教牧學博士生來港上課及參觀當時的
348夜總會。期間夜總會的老板對信耶穌
有好感，我視他為福音對象，由「初信」
跟進，後來成為小組查經，發展為大組
研經班，及至2008年設立每週崇拜聚
會，現在每週二晚上約有一百人聚會。
在2003年成為樂泉堂分堂，命名為得勝
堂，現正進行成為播道會自立堂會的過
程中。
	 「得勝」事工是一項城市宣教。
「三合會」屬於香港主流文化中的次文
化。傳統教會為主流文化人士設計了許
多有效的佈道模式和門徒活動，可惜那
些模式和活動對着「三合會」人士就常
顯得不夠效用。故此，要研究、探討和
實驗新的有效事工模式，這就是所謂「宣
教」。我們相信上帝的心意也是採用不同
的方法（彼前三15），又常常向「污穢」
人招手。
	 「得勝」的使命宣言是：「為耶
穌得盡江湖人，從香港開始。」有兩方
面的涵意：第一，這個事工是超越香港
的，特別指澳門、內地、台灣、東南
亞，甚至伸延至歐美的唐人街等。第二
方面，這項龐大的事工不是某些堂會、
或某些宗派能夠完成的，必須讓上帝所
呼召的所有信徒群體一起合一和合作，
方成全在望。
	 「得勝」的事工策略包括週二晚

2

莫樹堅（播道會得勝堂堂主任）

崇拜，同時每次都有佈道宣教元素，有
聖經班、祈禱小組，出席社團飲宴、飯
局、婚喪等。像耶穌除了向群眾宣講，
還按差他來者的心意，「精選」門徒，
所以我們除了藉飲宴等擴濶我們的「客
源」，還努力祈禱求聖靈指引我的「精
選」門訓對象，以致他們成為「Ｍ１」
傳道者，回到他們的群體好好傳道。
	 回望這項「得勝」事工，已經做
了十幾個年頭了，充滿喜樂和興奮，雖
然確信這是上帝的呼召，但仍是困難重
重，其中最大的阻力是來自傳統事工的
思維，誤以為現有的事工模式帶着「絕
對正確」的意識，所以有任何更新的模
式，必被視為錯謬，就用許多努力去禁
止，好像為真理而戰一樣。例如時常會
有人質詢我：「你都不像牧師，牧師不
是如此辦事的，因為我以前的牧師不是
這樣的。」我用的解藥良方是耶穌的比
喻，關於一千、二千、五千兩的比喻，
主人所要求的是忠心。上帝對我的呼
召，全是恩典，給予我機會獻上一生服
侍，我的責任是作好差我來者的工，輕
看別人的褒貶，注目向主人交賬，博取
主人的讚賞。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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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身於公屋家庭，初中便加入黑
社會，三年被開除四次的情況下輟學，
並把青春耗費在黑道中，常參與幫會中
打鬥、犯罪的事，與家人關係疏離。當
時我心底裏很害怕被尋仇，又害怕被
捕，十分惶恐，最後更以吸毒來找尋快
慰。
	 社會上界定我是「黑學生」、「問題
青年」和「少年犯」；我也是一個「未婚
爸爸」，因在服刑期間，我還沒有辦理
有關的手續，孩子便出生了。看到一同
服刑的人，很多都是從此出入監獄，想
到自己踏上這條不歸之路，彷彿被判處
終身監禁，只是分期執行，真的感到絕
望。感謝上帝，藉着一位過來人弟兄，
到獄中分享見證，讓我看見了出路。我
很感動，於是舉起手來決志相信耶穌，
從此待人處事、人生目標便有着很大的
轉變。
	 出獄後重投社會，我當上學徒，
接受磨練，也學習做一個父親，很快便
得到了家人的信任和接納。從前常拘控
我的警察遇見我，都感到奇怪，笑着問
我：「很久沒拉過你，近來好嗎？」

人生路上縱然也曾迷失跌倒，但上帝
仍然是救我到底的，還使用我祝福其他
人。2003年接受呼召，放下工作，全職
投入戒毒機構服事，幫助一些與我有同
樣背景的朋友，感到很有意義。在這幾
年的服事中，我發現自己有很多不足，
在蕭如發牧師的鼓勵和推薦下，接受兩
年全時間的神學課程裝備。
	 2009年畢業後受聘在學校負責輔導
工作，以我這樣的學歷、背景真是一個
神蹟。同樣是上帝的恩典，近年有黑社
會人士信主，上帝更差遣我到得勝堂服
事，牧養他們，使他們從「黑暗歸向光
明，從撒但權下歸向上帝」。祂使我的
生命活得精彩，願榮耀頌讚歸予我救主
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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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名叫鑫仔(興仔)，家裏有兩
個妹妹，一個弟弟。在我十幾歲時，媽媽和
爸爸離了婚，從那時開始我便輟學，開始工
作，從那時開始，在沒有人管教我的情況
下，我加入了X社會。
	 信主前的我，可算是出入監房的「常
客」！我今年43歲，但已經有45個案底。我
從21歲開始沾上毒癮(白粉)，由我第一次(17
歲那年)入教導所，到獲釋之後，可算是自己
一個人生活，所以和家人的關係不是十分好
的。再加上自己吸毒，身邊沒有甚麼朋友，
終日過着吃不飽、穿不暖的生活。露宿的日
子亦不在話下，很記得就算非常冷的時候，
都只是找報紙膠袋包着自己來取暖。但有時
犯了事，便會到監房享受「溫暖」的冬天。
	 2005年出獄之後，雖然沒有食白粉，但
換了另一種毒品(冰)，我原本是脾氣暴躁的
人，再加上食「冰」的後遺症，引致脾氣火
爆指數上升。
	 2006年2月8日因打架引致別人死亡，我
被控謀殺罪，幸好最後改判誤殺罪；被判4年
監禁。記得一次在獄中向一位牧師說，我出
去之後，很想重新做人，亦想返教會，牧師
亦替我祈禱。但出去之後，便將這句話拋諸
腦後。
	 2008年出獄後，我認識到現在的女友
IDY，從這時開始，我認為靠自己的意志可
以改變自己及重新做人。但估不到一次工作
上的挫敗，我又再次吸食白粉來麻醉自己及
逃避現實（這次我因吸毒在土瓜灣跌倒）。
當時經常和女友吵架，令到大家很不開心。
當時在女友提議下，我便申請自願戒毒，
入了石鼓洲。可是第一次我只是住了19日，

起初我仍然堅信靠自己能夠成功。但事實告
訴我這是不行的。出來後第二天我又再食白
粉，而且是用針打下去。紙包不住火，我女
友及我家人對我這次再吸毒，感到徹底失
望。因和女友關係惡劣，我在公園睡了三
天，有一晚我向着天說：「主耶穌，我不想
和女朋友分開，也不想家人不理我，希望袮
幫我。」
	 當時我已申請第二次入石鼓洲戒毒所，
但要等候入戒毒所通知。（因為入石鼓洲戒
毒所基本要求，是要入戒毒所的人完成兩個
月療程，但我第一次入戒毒所只能完成19
日，違反要求；故第二次申請要等候我的報
告情況才可批准入戒毒所。）我相信：「人
到了絕境，神就會顯出祂的大能。」
	 有一日，媽媽到我家哭着問我：「為何
那麼不生性又再食白粉？」當時我很內疚，
覺得非常對不起媽媽及女朋友。我就跪在她
們兩人面前說：「我不會再食白粉！希望你
們再給我一次機會。」當我出了門口後，很
怕自己再食白粉。因為靠着自己的意志，我
已經失敗了。此時，神對我的恩典開始進入
我生命！
	 一個不會打電話給我的人(芬姐)，竟然
致電問我：「興仔，你又食番白粉？」(事後
知道是我妹妹告訴她我再次吸食白粉)。我
當時回答：「是！」芬姐叫我致電她教友國
良，芬姐說：「試吓讓國良幫你！」之後，
我聯絡國良哥。
	 在2010年5月尾，我和女朋友第一次參
加樂泉堂得勝崇拜。幾日後，石鼓洲通知我6
月9日入戒毒所。入戒毒所前，我看了紅黑黃
佈道會及國良哥20年前的見證VCD；再加上

唐成鑫（播道會得勝堂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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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青傳道、雅麗傳道為我祈禱，我開始覺得
教會這班人沒有用「有色眼鏡」看我，反而
關心我。
	 6月8日，入戒毒所前一天，我第二次
參加得勝團契，很多弟兄姊妹為我祈禱，並
叫我「加油！努力！」我真的感動得眼有淚
光，原來我這些吸毒又坐過監的人，也有人
關心！
	 石鼓洲戒毒所是靠藥物戒毒的，頭21日
是服用「美沙銅」的。當中減藥過程頗為辛
苦，睡不着、沒有胃口吃東西，再加上朋友
叫我離開戒毒所的引誘。幸好，我能夠完成
頭21日的療程。此時，神又再為我加力，跟
進我的石鼓洲輔導員黎運雄先生是一位基督
徒。
	 2010年7月5日，我問黎運雄先生：「以
前我曾經殺過人、吸毒又坐監，可不可以信
耶穌？」。他回答說：「耶穌愛我們，為我
們釘十字架，又用寶血洗去我們的罪。只要
認罪悔改，承認耶穌是救主一生的主，就可
以信耶穌！」當晚，黎先生教我做了一個決
志祈禱。之後，原本斷藥不能入睡的後遺症
亦消失了。黎先生亦教我如何去讀聖經，如
何倚靠神！
	 兩個月後，再次返回得勝崇拜，我很開
心冬青傳道、雅麗傳道為我祈禱。我告訴他
們我在石鼓洲戒毒所裏面信主的經過，他們
為我感恩！
	 雖然出了戒毒所一個月後仍未找到工
作，但神看顧我康復中的身體	 (這時我身體
仍沒有甚麼力氣工作)	。後來，我得到一份工
作就是做回老本行──廚師。信主後，神將
我的脾氣大大改善。最深刻一件事，就是在
巴士上要求別人讓少少位給我坐(因他佔了兩
個位)，豈料對方說自己個子大不能讓位，又
用粗言穢語罵我，要我和他打架！下車時，
我以為他會打我，但他卻走去利用其他女人
做檔箭牌及報警。我居然還可以容忍！曾經
吸毒的我，被人認定是無可救藥；永遠是廢

人。在徬徨無助的時候，耶穌幫助我，改變
我。我在那裏跌倒，就在那裏(土瓜灣)起身。
由我再次食白粉，弟弟和我(算是)斷絕來往，
到現在弟弟和我有說有笑，當然弟弟用了一
段時間來確定我是否改變及進步。
	 在此，我想分享一些過來人的感受，我
們這些過來人要由壞變好，過程中有很多掙
扎和重重困難。就算信主後，道路也未必平
坦。在我們重新做人時，心裏都很辛苦，怕
別人指指點點。但學懂祈禱倚靠神，就算山
有多高，路有多波折，神總會拖着我們的手
平穩渡過每個難關。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哥林多後書五
章17節)，就是用這一節聖經，耶穌救了我，
改變了我！因為神安排了對我不離不棄的女
友IDY做我的守護天使。她亦跟我到得勝崇
拜，所以我真的很感恩。一切榮耀歸於神！
哈利路亞！讚美主！
	 回望過去的所作所為，是罪有應得的。
而我們這班過來人，總是覺得被人遺忘的一
群。但只要您們願意相信主耶穌，祂是不會
離棄我們的。願還未信主的過來人，受毒品
困擾的人，接受主耶穌，祂真的會改變我們
（過來人）步向美好豐盛的人生。
	 「皆因，是祢（主耶穌）帶領我得勝！」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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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莫主恩，主恩是父母給我名字。
回顧往事，主恩默默眷顧，正如我生命的
印記一樣！也是媽媽留下的最寶貴最寶貴
的禮物—主恩永伴隨！我生於一個貧窮家
庭，父母都是基督徒。很不幸，父親在我
4歲時離世，因媽媽患有小兒痳痺症，無能
力照顧我，所以被送到保良局去了！直至
18歲。
	 18至23歲期間，我經歷了很多很多！
當年，因幫助一個16歲少女朋友籌錢墮
胎，義不容辭地憑着單純，樂於助人的
心，被安排進入夜總會工作。甚至在往後3
至4年，遇上壞人，遭威脅、被虐打、被強
暴、又假稱我欠人錢，致電我的親戚，以
致我多年再沒有與他們聯絡，進入一個極
度驚慌黑暗的日子！直到有一天，重遇那
少女朋友，她知道我情況後，立刻找方法
帶我離開那魔掌，住在她朋友的家兩年。
期間再工作，仍然是夜總會，不過再不敢
隨便識朋友了！
	 不久，遇上現在的男朋友，他很照
顧關心我，我們一起都已有10多年。初相
識時，他和他的哥哥及媽媽常常向我傳福
音，又帶我去恩福堂崇拜，由那時起，開
始認識耶穌的事和教訓，但未決志信主。
	 2011年，參加基恩敬拜聚會，認識了
小玲和阿Joe，我記得小玲擁抱着我，並約
我去她的教會—樂泉堂。我心想：真好，
我家住土瓜灣，正希望在本區找一間教會
固定聚會。感謝主！天父知道我的需要，
在我未曾祈求以先，衪早有預備了！神真
憐憫和眷顧我。

	 5月開始，我返樂泉堂崇拜，又返同學
會團契，跟着返得勝堂崇拜，並由莫牧師
帶領我決志，在儷人組學習聖經。
	 但在2012年，我心不定，想起自己有
很多不潔，煙又戒不到，於是離開教會和
主，返回自己的生活裏！直至2014年5月才
返回主耶穌身邊。感謝主，我雖離棄衪，
但主不曾把我離棄，不斷忍耐召我回羊欄
內。
	 我記得聖經上說：信主的人不能事奉
兩個主，只可以揀一個，所以今次回轉返
回主身邊，常常想辦法怎樣戒煙，盼望並
不再以自己為主，而是以耶穌做我生命之
主，過一個討衪喜悅的生活。
	 我在這方面不停禱告，求主幫助！有
一次，興仔對我說：你有無心戒煙先？若
沒有，說甚麼都沒有用！他又給我戒煙機
構的電話。他說得對，講是無用的，要決
心用行動來向上帝表示自己的決心。我立
刻致電該機構，約了第二日見社工，用了
三日戒煙貼，就戒掉了！感謝主！
	 以前的我，不能容忍那些不整潔、自
我中心的人，我有一個同住的女朋友，正
是如此。但信主後，發覺自己對她有更多
容忍、包容和寬
恕，我相信是住在
我心裏的主幫助我
改變！現在，我很
喜歡抽更多時間，
讀聖經及屬靈書
籍，希望靈命更上
一層樓！

莫主恩（播道會得勝堂會友）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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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播道神學院於2014年12月30日至2015年1月1日於大嶼山衛理園舉辦
了一個三日兩夜、跨越兩年的「豁﹒出﹒去」青年獻心營。多謝播道會眾教牧及領
袖的支持和代禱，是次營會有51位有意尋求神的呼召的肢體參加，當中14位來自不
同的播道會堂會，包括播道會恩泉堂、窩福堂、港福堂、恩福堂、太古城堂、同福
堂、顯恩堂和順安堂。感謝神使用營會的專題信息，工作坊、與師長面談、敬拜、
神學生蒙召見證、戶外
活動及小組分享等，幫
助參加者釐清何為呼
召，去除誤解與疑慮。
在獻心會當晚，各人認
真並嚴肅地檢視神在他
們身上的呼召與心意，
共有26位青年人清楚
呼召獻身全職事奉神，
另有22位表示願意繼
續尋求神的旨意。深信
那在這群青年人「心裏
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
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
子。」（腓一6）本院
謹將一切榮耀和成果歸
給天上的　神！

「 豁 ﹒ 出 ﹒ 去 」 青 年 獻 心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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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享受着承歡膝下、天倫樂趣、溫飽有餘、生活無缺時；
你可曾想過在社會的某一角落正活着一群無親無顧、無工作能
力、無經濟能力，被簡稱為「N無」的長者？為要使有需要的得
到關顧，中心近年積極服侍「N無」長者，與他們共同面對生活
的困憂，仿如他們的親人。以下是兩個近期接觸的個案︰ 
 第一個案是一名年近百歲的「N無」婆婆。獨居於公屋單位
的她，大約一年前開始出現認知障礙徵狀及嚴重幻覺問題。婆婆
聲稱不時「看見」有陌生人可以在大門上鎖的情況下，「穿牆
過壁」進入屋內，甚或從外牆攀爬至她十多層樓高的住所從窗戶
進入屋內，目的是要把她家中物件弄得亂七八糟，或偷走東西。
婆婆對此感到十分惱怒和愁煩，經常到中心求助，又致電平安鐘，甚至由住所直奔
到地下電梯大堂向護衛員投訴及要求報警。中心同事有見事態嚴重，逐開始透過輔
導、面談，處理婆婆的「煩惱」及安撫她的情緒；嘗試順着她的「世界」去傾談、
聆聽她的心聲。又有時與她一起執拾「被陌生人搗亂」的家，尋回她口中的「失
物」；又有時陪她到中心吃點茶點，讓她暫時離開現場一會，又或替她梳理好那蓬
鬆的長髮，整理好她的衣履等，用盡一齊的法寶，一步一步將她引導回現實當中。
雖然婆婆的個案仍在跟進中，但感恩的是我們最近終聯絡到她海外唯一的近親協助
處理婆婆的事務及上主不斷給予同事智慧解決婆婆的煩惱事。
 第二個案是一位獨居的N無伯伯。初接觸時，他剛從住了半年多的醫院返回住
所。當社工首次探訪時，發現他家中床上有木蝨，於是再揭起那張殘破的床褥(其實
是被套)看時，更發現不少精靈的「小小強」及「昆蟲」在活動！再看看他家中的
食具及周遭環境，盡都是厚厚的頑固污穢。基於衛生考慮，中心立刻替他更換了食
具，並隨即替他申請了家居照顧服務，以協助他清潔家居及清除木蝨。經多次清潔
後，木蝨大致處理了。更感恩的是碰巧有人欲捐贈乳膠床褥，我們隨即進行配對，
將床褥轉贈給伯伯。伯伯十分感謝中心的幫忙，閒時亦會到中心坐坐，常嚷着要請
中心職員飲茶。但願上帝使用中心及教會，讓我們在社區中像金燈臺般發出光芒，
讓世人看見並經歷神榮耀的作為。
(除了這兩個仍未完結的「N無」故事外，社會裏仍有不少「N無」故事在發生。若你願望與
他們分享你所擁有的福氣，為他們幽暗的日子帶來晴天，我們在此鼓勵你為他們禱告，參與
我們的探訪或提供物資及財政上的捐助。詳情請致電2715-9683與社會服務辦事處陳朝忠先
生聯絡。) 

   　福安堂長者中心

「N」無長者的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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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約 翰 先 生 追 思 禮 拜

	 美國播道會榮休宣教士、本會前執委李約翰先生

(Mr.	 John	 H.	 Neir)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二日在美息勞，

在世寄居七十八載。李約翰先生於一九六四年來港，二

零零七年榮休，期間協助總會暨多間堂會的植堂、主日

學、講壇等事奉。亦先後擔任播道醫院院長、播道會香

港差會創會總幹事及本會伙伴機構醫療關懷有限公司總

裁，榮休後仍致力關懷服事國內同胞，本會為表悼念，謹訂於本年三月八日(主日)

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播道書院	 (將軍澳至善街7號)	 中學禮堂舉行追思禮拜，屆時李太

何德理教士回港出席，歡迎各界人士蒞臨，歸榮上主，共表追思！謹此訃

聞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		敬告

地址：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長利商業大廈14樓

電話：2715-9683

電郵：generals@efc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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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gel Hospital invites application for the post of
Hospital Chief Executive

Evangel Hospital is a Christian not-for-profit hospital run by th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Hong Kong.  The selected candidate will be expected to take up the rol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in mid-2015.

Job Profile:
1. Lead the management team,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and supporting staff to ensur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provision of quality patient-centred health care services to the community;
2. Establish and implement, as the same is approved from time to time and at any time by the 
Hospital Board, the strategic directions, operational objectives, plans and policies to maximize 
service potentials;
3. Manage the daily operations of the Hospital and work closely with the community and other 
relevant
stakeholders to achieve the highest level of performance; and
4. Manage and put to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use of the resources within the Hospital and be 
accountable for the result.

Requirements:
1. Tertiary education, preferably with degree in health management.
2. Considerable management experience in health care services, preferably hospital services.
3. Strong leadership qualities as well as excellent 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4. Analytical, innovative and committed to achieving strategic results.
5. Demonstrated success in leading a multi disciplinary team.

Pay:
This is a senior executive post and will be remunerated accordingly and commensurate with the 
skills,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of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Please submit application with full resume, current and expected salary to Selection Committee, 
Evangel Hospital, 222 Argyle Street, Kowloon on or before 28 February 2015. Candidates 
wishing to obtain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above post and the hospital profile may approach Dr. 
Jack Hung at 2760 3447 or visit our website: www.evangel.org.hk. 
All applications will be treated strictly confidential.

播道醫院前任院長關少琼醫生已於2015年1月1日起離任，現邀請退休院長孔慶明
醫生暫代院長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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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播道總會舉辦於本年十二月二十
八日下午三時正，假港福堂為該堂傳道
余仕揚傳道舉行按立聖職典禮。在主席
林誠信牧師宣召、梁乃光牧師讀經、王
安洋牧師祈禱，郭文池牧師（播道神學
院院長）以「牧人與雇工」為題，從約
翰福音十章11至18節，分享有三種人：
盜賊、雇工及好牧人，勉勵余傳道要作
好牧人，牧養神的羊。	
	 按牧禮由莫樹堅牧師聯同襄禮的譚
偉康牧師、陳黔開牧師、吳宗文牧師、
羅偉其牧師、王安洋牧師及李國樑牧師
一同藉按手禱告，授牧職予余仕揚傳
道，並由總會主席蘇振豪先生頒發牧師
證書。
	 隨後港福堂堂主任吳宗文牧師訓
勉，以士師記十八章1-3節，分享「誰領
你來?在此要作、要得甚麼?」。在教牧
同工獻詩「我只想去榮耀你」後，余仕
揚牧師述志，多謝眾牧長、弟兄姊妹及
家人的多年支持及提攜。
	 港福堂執事會主席梁仲江先生代表
教會贈禮，周弘毅牧師作感恩祈禱及致
謝。散會後有拍照時間，港福堂弟兄姊
妹並為嘉賓預備精美茶點。

分享家 中事

余 仕 揚 按 牧 典 禮 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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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兒童之家 Evangel Children’s Home

背景
	 為保持院舍兒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縮短他們接受健康評估及醫療服務的輪候時間，
播道兒童之家﹑寶血兒童村及善牧會三家院舍攜手合辦一項名為「Right	 Care,	 Right	 Time	
(2Rs)	計劃」，為三個機構的孩子提供全人照顧的方案。
	 2Rs計劃獲得「陳登社會服務基金」與「攜手扶弱基金」的共同贊助，邀得播道醫院為
合作伙伴，於2014年9月開始提供為期3年的全面醫療服務。透過家庭醫生初步評估及轉介
流程，盡早介入改善孩子的心理與身體健康質素，提高他們自我照顧的能力。

進度及見證
	 2Rs計劃至今已實施了4個月。感謝播道醫院醫療團隊充滿熱誠的貢
獻，截至2014年12月，	48名院舍孩子已接受了會診和治療。
在這段時間，我們見證了從上而來的祝福:
	 播道醫院的家庭醫生（徐醫生、劉醫生和鄭醫生）願意親身來到遍
佈港、九、新界的三個院舍接見孩子。他們細心聆聽社工和孩子，希望
了解清楚及給予適當的醫療評估。
	 醫院精神科醫生（楊醫生）和	心理學家（岑博士）都非常有耐心，
致力於促進孩子的精神及心理健康。楊醫生更遠渡前往黃竹坑討論兩個
緊急個案，並接見了院舍的心理學家。岑博士則用心地每星期安排跟進
3個個案。孩子都取得良好的進展。
	 醫院義工-	 醫天使	 -	 願意親自來到院舍陪伴孩子，等待健康評估。這都不是我們計劃之
內的；但事實證明，孩子能感受到更多愛和藉此機會發展社交技能。

這4個月，我們也見證了孩子的改善：
	 例如其中一院舍的19歲女孩受皮膚問題困擾，影
響了她的外表和自我形象。在醫生建議下，利用藥性
的潔面配方改善了皮膚問題，她已變得更有自信；連
院長也聽到她說自己變靚了。
	 另一院舍的14歲女生在球賽中遭遇腳傷。在醫生
診斷後，她被轉介到公立醫院的骨科；骨科隨即轉介
她到兒科物理治療。經過5次治療，她可以繼續愉快
地打球及打鼓了。
	 還有一位患有身心症	 (情緒病的一種)	 的13歲女孩，有時因為壓力，導致腸胃問題。醫
生開了纖維素她飲用，加速了腸胃健康，連她的情緒方面也有顯注的進步，走出沉鬱的陰
霾，變得更加積極。
	 我們將繼續跟隨神的腳步，接受一步一祝福。希望院舍孩子可以從計劃中受益，改善他
們的身、心、靈健康。

Right Care, Right Time (2Rs) 計劃

徐醫生在會診中

播道醫院代表到訪兒童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