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的感想  許寶文

大家好！我是小芬，2017年在「基督教巴拿巴」畢業，至今已三年了。在舍期間得到社工、同工們的照料和啟
發，讓我對助人行業產生興趣。

在我離舍後，便向助人行業的方向發展，一邊從事相關工作一邊修讀毅進。期間親身體驗到助人自助的喜樂，
但在遇上困難時，發現自己的知識、能力、職位上都相當有限，所以決心再進修，期望能夠裝備好自己，服事
更多的人。

今年，我完成了第一年的社工課程，回想起來，成千上萬的功課，一份接一份；困難重重的考試，一關接一關。
對我來說，並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感恩能夠完成，自己都感到難以置信。

在生活及學業中遇上困難挫折時，總想起在「巴拿巴」學習到的堅持。抱著堅持而不執著，盡力便無悔的態度，
從困難中逐一走過。

感恩遇見神！遇見「巴拿巴」讓我重獲新生。從前我沒有理想，今天我想告訴大家，我的理想是成為一名註冊社
工。為自己、為家人努力一次，「戒毒是為了我們愛的人」。

畢業學員  小芬

代禱事項：代禱事項：
感謝天父的恩典：保守眾同工、學員、家人及義工在抗疫的過程中有健康和平安。

感謝天父的帶領：第二屆「基督女精兵」有六位過來人通過甄選，於13/5/2020正式開始

接受裝備，以短宣和傳福音為目標。

感恩天父的愛：透過「盛載」輪椅接載服務，叫更多人接觸到福音、接觸到「巴拿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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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的供應。祈求有心人加入；祈求天父差遣僕人加入「巴拿巴」。我們需要社工、教

師和舍監的加入，請為我們的需要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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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穩、讓生命離開黑暗、進入光明。

同工正撰寫「生命樹-福音戒毒訓練」課程內容，求主賜下智慧，叫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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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宣言

以基督的愛去協助女性
濫藥者戒除毒癮、重建生

命及家庭;

推動大眾，彼此關懷，
同心抗毒，見証主恩。

2020
7-9月 訊

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有限公司

親愛的恩主：感謝祢賜給我營地助理這份美好的工作，我完全相信祢的帶領，我深信我所做的工作，無論在順境或逆境
中，都是用來經歷祢豐盛的恩典，讓我掙脫敵人的枷鎖，成為得勝者。我為祢賜給我的上司、工作夥伴和所有工作上的
經歷向祢獻上感謝！我感謝祢在這工作中磨練並塑造我，使我配得並完成祢的命定，也使我在耶穌基督裡，靠著那加給
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現在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我堅定的相信祢，祢已經在我人生過程中的每一個學習階段，為我安排最適合的位置，
我相信祢讓萬事都互相效力，使我得益處。我向祢祈求與工作相應的能力，我要在一切的工作中，經歷祢的榮耀、信實
和慈愛。我棄絕撒旦的謊言，拒絕所有關於我不應該或不適合這份工作的心思意念。主啊！這份工作捨我其誰呢？

以上是我在祈禱手冊中找到對神感恩的禱文，內文中很貼近我心所想的，神真是向我照顧周到啊！
我確實因這工作不斷地成長，從前我有很多不肯定自己和否定自己的心態，但現在我透過這份工作，找到了自信。我也
藉著以上的禱文，得著很大的鼓勵與支持，當我一次又一次跌入否定自己的狀態時，這樣的禱告會再次堅立我，使我再
次振作起來。所以，禱告的力量可真不能看輕喔！
我是2019年在巴拿巴畢業的，現在在香港青年協會轄下的南丫島青年營任職營地助理，我認為這份工作是神的安排，只
因在這工作中，實在讓我經歷很多的事，叫我獲得反思、提醒、教導與建立的機會。
我是做戶外工作的，故此會經常看到神奇妙的創造，例如：我能見證著青蛙由一粒細小
的卵子慢慢長成，過程中我看著牠長出小腿、長出小臂，並看著牠尾巴慢慢地退化；成
了青蛙後，我便將牠放回大自然。我亦在工作時，經歷神給我的心意，叫我的靈快樂。
例如：在面對文書處理時，我曾經試過很恐懼，很想退縮，其實這些心情只因我實在感
到自己很不足，也難免覺得自己被別人比下去，叫我感到非常沮喪，可是我的同事和
上司，卻有很大的包容和忍耐，經常悉心地教導我。上司甚至有時會擔當輔導員，把
我的心結解開。
我確實在工作中被建立起來，不單靈命中不斷地更新成長，就連整個人也被陶造起來，
現在的我很快樂呢！
在我工作的營地，常有不同的團體、學校、公營機構或私人機構來訂營，當中有富裕
的，也有平庸的，這些差別可真讓我在待人處事上有很多反省和留心的地方，這可一
點也不簡單。我知道自己在工作上仍有很多不足之處，我計劃在未來一年要逐一改
善，以提升自己的表現。
在這裡，我要鳴謝「巴拿巴」BELLA老師，也感謝神透過她給我安排這份工作。

生命蛻變 妙怡

大家好！我叫妙怡，是基督教「巴拿巴」的長期姊妹，在2017年5月正式畢業至今原來已經有三年了，回顧自己在戒毒
院舍學習有21個月。  
在中途院舍期間，我報讀了一些護理課程，一面學習；一面工作，是多麼的辛酸！這是因為我曾在老人院和醫院裏做護
理員，過程中要幫助病人處理「大小二便」等，還要處理老人家和病人的便溺、濃血和痰等污穢物，最後我還是順服了
神，順利地走過這些關口繼續工作！
經過差不多2年的磨練，我沒有放棄過，也沒有埋怨為何自己變得低微，要做這些工作！相反，我知道這是上帝給我最
好的磨練，讓我學習放下自己，過程中我體會到人和事都變得更簡單，更要積極地面對！
直至2019年間，我很想繼續增值下去，很渴望做更專業的工作，便報讀了抽血課程，且開始在醫院申請抽血姑娘一職，
其實我經過幾次面試都失敗了，開始有點灰心！後來因為同事鼓勵和提醒我，機會是自己爭取的，我便沒有放棄！最後
我獲得腫瘤科聘請我！我感到非常開心，很是感恩! 因我感到這份工作真是神賜給我的恩典。
其實我在服侍病人時，也經歷過主顯出祂大能的作為！能經歷上帝的作工，感覺很是奇妙！
不幸地2019年我們要面對這一場世紀大疫情－COVID19，醫院就在今年1月25日開始由「嚴重應變措施」升為「緊急應變

措施」類別，在醫院裏所有工作人員都變得十分徬徨和緊張，部門主管也即時要求
我們抽生死簽是否進入 Dirty Team 工作，我就是其中一個被抽中的。起初，我很
是驚懼，害怕自己染病，又將肺炎傳染給家人和朋友。而且整層隔離病房也忙碌得
像打仗一般，不斷收症，而全部收取的病人也是被懷疑和確診的個案！這些都讓我
心裏感到很是疲累和驚惶。但上帝沒有丟棄我，一直預備了很多天使，例如：巴拿
巴同工、傳道、姊妹和義工等也為我祈禱，讓我不曾感覺孤單！最後，我知道進入
Dirty Team 工作是一個上帝讓我學習體驗生命的功課：那段和病人一起每天走過
死蔭幽谷的日子，每當病人擔心時我會擁抱他們，給予他們安全感；偶爾間我也
會主動問候他們，跟他們說說笑話。當看見病人由危殆到醒過來，又由確診到痊
癒出院等，整個過程也讓我有很深的體會。
從前我吸毒不懂珍惜自己的生命，如今我卻擁有這份給我很大使命感和滿足感的
工作！讓我學會了不會絕望，認定凡事一定會有盼望和曙光！感謝主！

巴拿巴的同工一直是我的
天使 !

（詩篇145:5）



弟兄姊妹平安！我名叫影音，正於禧福協會就讀教牧學士三年級，由2015年入
學至今，轉眼間五年兼讀的生涯快要完結了，感謝主的揀選，帶領我進入呼
召，實在體會這是滿有恩典之路！感謝機構，一直在金錢和時間上全力的支
持和配合；也感謝同工們的守望與鼓勵，讓我可以順利完成學業。在裝備的
過程中，除了對神的話有更深入的認識，並認識了一群讀書的好戰友外，
最令我深刻的就是老師的教導，讓我認識到神學就是如何學習神的樣式。
我不是讀書的好材料，一面要服事，一面要讀書，對我而言實在是好大
的挑戰。雖然這幾年有諸多的不容易，但過程中充滿神的恩典，深知神
是信實的！
快將畢業要離開校園生活，我的心情一方面好像有點失落，覺得自己
還是有很多不足，但神學之浩瀚，是一生的學習也不能窮盡，五年的
時間，可說只不過是入門；而另一方面我是充滿期盼的心情，期盼
著回到「巴拿巴」這個大家庭，全心投入服事的軌道，與大家一同
繼續學習作主門徒。我個人認為，作主門徒、跟隨耶穌，並不是受
了幾個月或幾年的神學裝備就行；而是倒空自己，效法基督捨己
的生命，並以行動回應，為主而生，為主而活，這才是作門徒真
正的意思，像主耶穌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
起他的十架來跟從我。」
在此祝福大家，願一切榮耀歸與我們的天父。

雅儀與家人合照雅儀與家人合照

「基督女棈兵」短宣隊的成立，乃是我們回應上帝所領受的。
如何成為女精兵呢?聖經的教導：【你們務要儆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哥林多前書 16：13)

我們去年年頭，成立了第一屆「基督女精兵短宣培訓證書課程」，於2019年10月完成並且舉辦畢業禮。看到畢業姊
妹的努力、生命的成長、成熟、壞習慣的戒除，活出真誠的見證，願意委身，盡心盡力地付出，並參與出隊作短宣
的服事，真的使我很感動! 
眼見到這課程能培訓姊妹結出生命果子，我們要將這個召命延續下去。
今年我們再接再勵舉辦了第二屆精兵培訓課程，並且已順利完成面試，當中有六名新力軍加入，於2020年5月13日
的差遣禮，她們開始進入裝備培訓中，而第一屆的畢業姊妹，亦成為進深小組的組長、參與課堂繼續學習，哈利路
亞!
放眼未來的「基督女精兵」將會成為一隊人強馬壯，精銳同心的女軍隊，為主打仗，為主傳揚福音的大使命。正如
上帝所說的【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馬可福音 16:15 。 哈利路亞!

導師及第二屆女學員
第一、二屆女精兵大合照 薪火相傳 - 新力軍

感恩有機會在「巴拿巴」服事，每星期早會與姊妹們分享信息，並帶領查經聚會。開始這事奉
時，心裡又戰兢又期待，戰戰兢兢是因為我少在教會以外分享及教導真理，深怕太多經文資料
令信息變得沉悶；期待是盼望在有限的接觸中讓姊妹體驗真理的大能，生命被建立，所以每次
都在禱告中預備，讓聖靈帶領我分享適切的信息。
感恩透過早會後的查經時間，從姊妹們的分享及討論中聽到她們的得著，也藉此可以解答她們
的疑問，並幫助我檢討，改善講道信息的內容。每次查經姊妹們都積極討論和分享，也會提出
一些聖經和信仰的問題，讓我們可以一同認識真理並經歷成長，就如有一次，有姊妹問了一個
我不能即時回答的聖經問題，於是我答應尋找資料後再回答她。
我非常享受與姊妹們的分享和互動，相信不只是我在幫助她們成長，她們也幫助了我的成長。
感謝主！

同行！因著神的愛！

我是謝雅儀，我曾是受助姊妹，機構義工，到現在是牧靈部同工了。這些不同的身
份角色中，全因為上帝的愛，祂使我能回頭堅固姊妹。在這24年來在信仰上有不少
的高低起跌，同時在同行當中亦經歷很多不同的情況。有些人可能會用成功得失去
量化，但在神的愛中就不是這樣！在牧養同行十多年中，真的好感受到沒有一個靈魂
是神救不到，只是我們如何選擇！同時我所作的不算什麼，正如經上說：【栽種、澆
灌算不得甚麽，惟有神叫他成長。】

有兩個見證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位姊妹同行11年，另一位同行10年，從她們的生命成
長中就正正能見證神的恩典和愛，同時見證神叫人成長過程中的奇妙作為。
11年同行的姊妹我稱呼她亞瑩，她在「巴拿巴」受助開始就與她同行，在成長的過程
中與她經歷不少起跌，經歷過工作的問題、婚姻的失敗、自己的迷失、媽媽因病離世
等，每次她都會在這些時間聯絡同工，每次都在這些關鍵的時間經歷神的平安、安慰、指引。雖然她有經歷，但每次
當困難過後再離開神。直至到前兩年她經歷媽媽離世的事情，她再次思考，並且神派了很多不同的天使四面環繞她，
特別是以往在「巴拿巴」跟進的社工，她再次返到神的身邊，在這兩年裡我與這位社工分別在她生命上同行，彼此支
持，我們一同見證她的改變，最後她在2019年尾受浸歸入基督，現在負責教會敬拜隊的詩琴，在家庭上修復婚姻，現
在是兩位孩子的好媽媽。生命活出意義，脫離一切的惡習。今年她同時參加「巴拿巴」基督女精兵的課程，立志傳揚
福音，同時用生命榮耀神。榮耀頌讚全歸父神！

另一位10年的姊妹，稱呼她亞英，這位姊妹在戒毒後同樣經歷神的修剪。我與她的關係是由她求助前已經同行至今。
其實她以往時常出入「監房」的生活，能改變是因神在「監房」透過「更新會」認識神。所以當她出來的時候，
「更新會」的義工天使介紹給我，同時轉介她入「巴拿巴」受助重建生命。其實她一直都明白神的重要，明白是祂
的帶領，但因著生命的軟弱，常常成為她的攔阻，經歷過很多失信，在一支煙的功課上不停的起跌。這種失敗感
令她不能再向前踏出多一步，亦因這習慣令她很難在群體上述說神的榮耀。在這過程中我們多次禱告，多次立約
，多次的承諾，但每次都反覆跌倒，令她對自己都失望。但神從沒有放棄她，亦在過程上一直鼓勵她。最後同
樣在2019年尾，神給她能力、鼓勵、信心，使她再次立志要為神擺上生命。到今天她已經持守著並且在這軟弱
上得勝，她還回頭堅固姊妹，作一位同工，讓生命能述說神的大能。
從她們生命的見證，我們可以看見神的榮耀，看見神的不離不棄。恩典是無限，但是生命有期，所以讓我
更明白，每一個生命都需要「神」同行，不要計較她們的軟弱，不要介意她們的失信，不怕與眾天使
們的合作。我們要相信【栽種、澆灌算不得甚麼，惟有「神」叫他成長。】願更多見證如雲

彩出現，榮耀頌讚全歸全能的父神。阿們！

 謝雅儀姑娘

「基督女精兵」續顧服務 淑文姑娘分享

恩典之路  陳影音

您們好！我名叫婉瑩，英文名叫Coffee，今年31歲，是2008年來到
巴拿巴接受長期福音戒毒服務的學員。當時，我是因為吸毒而被捕，
隨後再由感化官轉介至這裡，接受最少12個月的戒毒協助和訓練。
當初到南丫島訓練之家時，我感到很絕望。上船的那一天，媽媽陪伴
我到碼頭，我詫異為何她能夠如此忍心和我道別呢？為何她不挽留我
呢？最後我還是要帶著淚水離開媽媽，踏上往村的船隻……
在剛開始的首兩個星期，我需要適應院舍裡的生活，並要跟其他在舍
學員好好地磨合，很不容易。不過，在宿舍裡也重遇我認識了很久的
朋友；從前一起吸毒和過著「包夜」的生活，而那時大家已變成一
起接受訓練的姊妹，因此我覺得自己並不是太孤單，最起碼有一份
安全感可依靠。
當時我們每天的生活環境及學習目標都環繞著聖經，畢竟這裡是福
音戒毒嘛！而我也不到兩個星期，就投入了這種模式。有一天，傳
道人講道分享到「對父母的愧疚」，讓我有很大的領受，於是我願
意接受這福音，並請求看顧我的靈監同工領我決志，這位同工就
是吳淑文姑娘。

決志後的我，比之前更投入在宿舍的生活及活動，就如有些志願團體或教會弟兄姊妹來探訪我們，我都很樂意和
主動分享自己的心情或經歷，並接受他們對我的安慰、教導和幫助。有一次，有「心延心」的姊妹同工來探訪我
們，在她們介紹之下我才知道她們也是戒毒的過來人，那刻我看見了她們的成功，就開始盼望有一天自己能與她
們一樣地成功戒毒。就在她們其中一位同工分享見證時，讓我很是感動，這位同工還在交流活動主動慰問我，在
她身上，我感到一份一直以來很渴望的母愛和關懷的方式，她就是謝雅儀姑娘。
感恩在神的帶領下，我用兩年時間完成巴拿巴戒毒訓練並畢業了，而且有同工帶領我和媽媽到她們的教會，在崇
拜中讓我再次遇上了她們，讓我感到很快樂。每次去到教會，眾姊妹都會主動跟我打招呼，並且會陪伴我一起敬
拜和聽道，讓我認識到更多教會裡的其他牧者、事工和弟兄姊妹。
漸漸地我重新投入社會，再次重新建立自己的朋友網絡，並找到了工作和開始了戀愛，後來我在2011年結婚，因為
忙碌的生活令我少了上教會，不過在網上的社交平台，大家仍會對我關懷備至。每當我人生遇到挫折時，姊妹們
更會第一時間來慰問我，例如2012年我先生突然急性腦積水，接著形成了腦腫瘤而要接受手術，期間姊妹們也來陪
伴我；又如在2014年，我和先生分開了，在傷心絕望的時候我只想起教會的姊妹，她們給我的安慰讓我能再次努力
振作；2016年我媽媽驗出肺癌，並在2017年媽媽病逝等，在生活種種的大小事上，姊妹們都陪伴著我去經歷和面
對。
這麼多年來，當中包括了許多挫折，甚至乎我也有軟弱和迷失的時候，尤其在媽媽離世時，我根本沒法承受這種
壓力；這種傷痛，我把這些傷痛都壓抑在酒精中，日以繼夜不停地喝酒去麻醉自己。直到一天在我醉倒時我聽到
一把聲音在耳邊說道：「你起身啦，我黎扶你」。於是突然之間我有點醒覺，我再次呼求主，祈求在保持聯絡的
姊妹和同工中有人能帶領我再次上教會，於是我在「巴拿巴」的社工蔡淑珊Abe姑娘的帶領下，我來到大圍的教
會「九龍塘中華宣道會」。感謝主差派天使再次來到我的生命中，幫助我來到主耶穌面前。後來我祈求主幫助
我改變生活方式、工作環境，以及和家人的關係，我堅決在信仰中積極地追尋，同時緊記當年「巴拿巴」的教
導，令我可以全心投入在教會裡，謙卑學習，重新做人。在教會中，我積極參與教會崇拜和各種事奉、小組
及活動，後來我更被邀請加入了教會的敬拜隊，這是我一直都很渴望的，因此令我再次重拾信心。而且我更
在2019年受浸了！Hallelujah！
直到如今，我人生中的大小事都有許多姊妹陪伴著我去面 
對，她們就像上天派來的天使，這麼多年來默默地守護
在我身旁，不讓我感到孤單一人。即使面對怎樣的困
難，她們都不會讓我跌倒。我也感謝耶穌，是祂拯
救了我的生命，實在不錯！神真的很愛我！當我

還在罪裡做著很多傷害自己及不義的事時，祂
的手大力拉我起來，從泥濘中拉我上來，直

到祂的聖殿裡。因祂對我無條件的愛，
讓我從此活在光明的道路上，而且活

在蒙福及豐盛的人生中。感謝讚
美主！

        

從黑暗中走向光明  范婉瑩

事奉感言 陳美琪姑娘

在巴拿巴事奉 潔儀姑娘

潔儀姑娘與姊妹
一同種植

潔儀姑娘與姊妹
一同種植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來到巴拿巴服事。每一次在早會中向姊妹分享
信息，心裡都被神的恩典所感動，看著眼前每一個生命，與她們一
同唱詩歌、禱告，聽著她們分享感受，甚至努力地為詩歌伴奏，我
知道她們都是神所愛的！
這就是我的動力，當我每次「長途跋涉」來到南丫島的時候，除了
喜歡這裡美麗而寧靜的環境，我相信「神愛她們到底」就是我願意
來這裡服事的原因。
珍惜每次與她們分享的機會，盼望她們也深深感受神的愛，讓神話
語的大能改變她們每一個的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我名叫影音，正於禧福協會就讀教牧學士三年級，由2015年入
學至今，轉眼間五年兼讀的生涯快要完結了，感謝主的揀選，帶領我進入呼
召，實在體會這是滿有恩典之路！感謝機構，一直在金錢和時間上全力的支
持和配合；也感謝同工們的守望與鼓勵，讓我可以順利完成學業。在裝備的
過程中，除了對神的話有更深入的認識，並認識了一群讀書的好戰友外，
最令我深刻的就是老師的教導，讓我認識到神學就是如何學習神的樣式。
我不是讀書的好材料，一面要服事，一面要讀書，對我而言實在是好大
的挑戰。雖然這幾年有諸多的不容易，但過程中充滿神的恩典，深知神
是信實的！
快將畢業要離開校園生活，我的心情一方面好像有點失落，覺得自己
還是有很多不足，但神學之浩瀚，是一生的學習也不能窮盡，五年的
時間，可說只不過是入門；而另一方面我是充滿期盼的心情，期盼
著回到「巴拿巴」這個大家庭，全心投入服事的軌道，與大家一同
繼續學習作主門徒。我個人認為，作主門徒、跟隨耶穌，並不是受
了幾個月或幾年的神學裝備就行；而是倒空自己，效法基督捨己
的生命，並以行動回應，為主而生，為主而活，這才是作門徒真
正的意思，像主耶穌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
起他的十架來跟從我。」
在此祝福大家，願一切榮耀歸與我們的天父。

雅儀與家人合照雅儀與家人合照

「基督女棈兵」短宣隊的成立，乃是我們回應上帝所領受的。
如何成為女精兵呢?聖經的教導：【你們務要儆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哥林多前書 16：13)

我們去年年頭，成立了第一屆「基督女精兵短宣培訓證書課程」，於2019年10月完成並且舉辦畢業禮。看到畢業姊
妹的努力、生命的成長、成熟、壞習慣的戒除，活出真誠的見證，願意委身，盡心盡力地付出，並參與出隊作短宣
的服事，真的使我很感動! 
眼見到這課程能培訓姊妹結出生命果子，我們要將這個召命延續下去。
今年我們再接再勵舉辦了第二屆精兵培訓課程，並且已順利完成面試，當中有六名新力軍加入，於2020年5月13日
的差遣禮，她們開始進入裝備培訓中，而第一屆的畢業姊妹，亦成為進深小組的組長、參與課堂繼續學習，哈利路
亞!
放眼未來的「基督女精兵」將會成為一隊人強馬壯，精銳同心的女軍隊，為主打仗，為主傳揚福音的大使命。正如
上帝所說的【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馬可福音 16:15 。 哈利路亞!

導師及第二屆女學員
第一、二屆女精兵大合照 薪火相傳 - 新力軍

感恩有機會在「巴拿巴」服事，每星期早會與姊妹們分享信息，並帶領查經聚會。開始這事奉
時，心裡又戰兢又期待，戰戰兢兢是因為我少在教會以外分享及教導真理，深怕太多經文資料
令信息變得沉悶；期待是盼望在有限的接觸中讓姊妹體驗真理的大能，生命被建立，所以每次
都在禱告中預備，讓聖靈帶領我分享適切的信息。
感恩透過早會後的查經時間，從姊妹們的分享及討論中聽到她們的得著，也藉此可以解答她們
的疑問，並幫助我檢討，改善講道信息的內容。每次查經姊妹們都積極討論和分享，也會提出
一些聖經和信仰的問題，讓我們可以一同認識真理並經歷成長，就如有一次，有姊妹問了一個
我不能即時回答的聖經問題，於是我答應尋找資料後再回答她。
我非常享受與姊妹們的分享和互動，相信不只是我在幫助她們成長，她們也幫助了我的成長。
感謝主！

同行！因著神的愛！

我是謝雅儀，我曾是受助姊妹，機構義工，到現在是牧靈部同工了。這些不同的身
份角色中，全因為上帝的愛，祂使我能回頭堅固姊妹。在這24年來在信仰上有不少
的高低起跌，同時在同行當中亦經歷很多不同的情況。有些人可能會用成功得失去
量化，但在神的愛中就不是這樣！在牧養同行十多年中，真的好感受到沒有一個靈魂
是神救不到，只是我們如何選擇！同時我所作的不算什麼，正如經上說：【栽種、澆
灌算不得甚麽，惟有神叫他成長。】

有兩個見證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位姊妹同行11年，另一位同行10年，從她們的生命成
長中就正正能見證神的恩典和愛，同時見證神叫人成長過程中的奇妙作為。
11年同行的姊妹我稱呼她亞瑩，她在「巴拿巴」受助開始就與她同行，在成長的過程
中與她經歷不少起跌，經歷過工作的問題、婚姻的失敗、自己的迷失、媽媽因病離世
等，每次她都會在這些時間聯絡同工，每次都在這些關鍵的時間經歷神的平安、安慰、指引。雖然她有經歷，但每次
當困難過後再離開神。直至到前兩年她經歷媽媽離世的事情，她再次思考，並且神派了很多不同的天使四面環繞她，
特別是以往在「巴拿巴」跟進的社工，她再次返到神的身邊，在這兩年裡我與這位社工分別在她生命上同行，彼此支
持，我們一同見證她的改變，最後她在2019年尾受浸歸入基督，現在負責教會敬拜隊的詩琴，在家庭上修復婚姻，現
在是兩位孩子的好媽媽。生命活出意義，脫離一切的惡習。今年她同時參加「巴拿巴」基督女精兵的課程，立志傳揚
福音，同時用生命榮耀神。榮耀頌讚全歸父神！

另一位10年的姊妹，稱呼她亞英，這位姊妹在戒毒後同樣經歷神的修剪。我與她的關係是由她求助前已經同行至今。
其實她以往時常出入「監房」的生活，能改變是因神在「監房」透過「更新會」認識神。所以當她出來的時候，
「更新會」的義工天使介紹給我，同時轉介她入「巴拿巴」受助重建生命。其實她一直都明白神的重要，明白是祂
的帶領，但因著生命的軟弱，常常成為她的攔阻，經歷過很多失信，在一支煙的功課上不停的起跌。這種失敗感
令她不能再向前踏出多一步，亦因這習慣令她很難在群體上述說神的榮耀。在這過程中我們多次禱告，多次立約
，多次的承諾，但每次都反覆跌倒，令她對自己都失望。但神從沒有放棄她，亦在過程上一直鼓勵她。最後同
樣在2019年尾，神給她能力、鼓勵、信心，使她再次立志要為神擺上生命。到今天她已經持守著並且在這軟弱
上得勝，她還回頭堅固姊妹，作一位同工，讓生命能述說神的大能。
從她們生命的見證，我們可以看見神的榮耀，看見神的不離不棄。恩典是無限，但是生命有期，所以讓我
更明白，每一個生命都需要「神」同行，不要計較她們的軟弱，不要介意她們的失信，不怕與眾天使
們的合作。我們要相信【栽種、澆灌算不得甚麼，惟有「神」叫他成長。】願更多見證如雲

彩出現，榮耀頌讚全歸全能的父神。阿們！

 謝雅儀姑娘

「基督女精兵」續顧服務 淑文姑娘分享

恩典之路  陳影音

您們好！我名叫婉瑩，英文名叫Coffee，今年31歲，是2008年來到
巴拿巴接受長期福音戒毒服務的學員。當時，我是因為吸毒而被捕，
隨後再由感化官轉介至這裡，接受最少12個月的戒毒協助和訓練。
當初到南丫島訓練之家時，我感到很絕望。上船的那一天，媽媽陪伴
我到碼頭，我詫異為何她能夠如此忍心和我道別呢？為何她不挽留我
呢？最後我還是要帶著淚水離開媽媽，踏上往村的船隻……
在剛開始的首兩個星期，我需要適應院舍裡的生活，並要跟其他在舍
學員好好地磨合，很不容易。不過，在宿舍裡也重遇我認識了很久的
朋友；從前一起吸毒和過著「包夜」的生活，而那時大家已變成一
起接受訓練的姊妹，因此我覺得自己並不是太孤單，最起碼有一份
安全感可依靠。
當時我們每天的生活環境及學習目標都環繞著聖經，畢竟這裡是福
音戒毒嘛！而我也不到兩個星期，就投入了這種模式。有一天，傳
道人講道分享到「對父母的愧疚」，讓我有很大的領受，於是我願
意接受這福音，並請求看顧我的靈監同工領我決志，這位同工就
是吳淑文姑娘。

決志後的我，比之前更投入在宿舍的生活及活動，就如有些志願團體或教會弟兄姊妹來探訪我們，我都很樂意和
主動分享自己的心情或經歷，並接受他們對我的安慰、教導和幫助。有一次，有「心延心」的姊妹同工來探訪我
們，在她們介紹之下我才知道她們也是戒毒的過來人，那刻我看見了她們的成功，就開始盼望有一天自己能與她
們一樣地成功戒毒。就在她們其中一位同工分享見證時，讓我很是感動，這位同工還在交流活動主動慰問我，在
她身上，我感到一份一直以來很渴望的母愛和關懷的方式，她就是謝雅儀姑娘。
感恩在神的帶領下，我用兩年時間完成巴拿巴戒毒訓練並畢業了，而且有同工帶領我和媽媽到她們的教會，在崇
拜中讓我再次遇上了她們，讓我感到很快樂。每次去到教會，眾姊妹都會主動跟我打招呼，並且會陪伴我一起敬
拜和聽道，讓我認識到更多教會裡的其他牧者、事工和弟兄姊妹。
漸漸地我重新投入社會，再次重新建立自己的朋友網絡，並找到了工作和開始了戀愛，後來我在2011年結婚，因為
忙碌的生活令我少了上教會，不過在網上的社交平台，大家仍會對我關懷備至。每當我人生遇到挫折時，姊妹們
更會第一時間來慰問我，例如2012年我先生突然急性腦積水，接著形成了腦腫瘤而要接受手術，期間姊妹們也來陪
伴我；又如在2014年，我和先生分開了，在傷心絕望的時候我只想起教會的姊妹，她們給我的安慰讓我能再次努力
振作；2016年我媽媽驗出肺癌，並在2017年媽媽病逝等，在生活種種的大小事上，姊妹們都陪伴著我去經歷和面
對。
這麼多年來，當中包括了許多挫折，甚至乎我也有軟弱和迷失的時候，尤其在媽媽離世時，我根本沒法承受這種
壓力；這種傷痛，我把這些傷痛都壓抑在酒精中，日以繼夜不停地喝酒去麻醉自己。直到一天在我醉倒時我聽到
一把聲音在耳邊說道：「你起身啦，我黎扶你」。於是突然之間我有點醒覺，我再次呼求主，祈求在保持聯絡的
姊妹和同工中有人能帶領我再次上教會，於是我在「巴拿巴」的社工蔡淑珊Abe姑娘的帶領下，我來到大圍的教
會「九龍塘中華宣道會」。感謝主差派天使再次來到我的生命中，幫助我來到主耶穌面前。後來我祈求主幫助
我改變生活方式、工作環境，以及和家人的關係，我堅決在信仰中積極地追尋，同時緊記當年「巴拿巴」的教
導，令我可以全心投入在教會裡，謙卑學習，重新做人。在教會中，我積極參與教會崇拜和各種事奉、小組
及活動，後來我更被邀請加入了教會的敬拜隊，這是我一直都很渴望的，因此令我再次重拾信心。而且我更
在2019年受浸了！Hallelujah！
直到如今，我人生中的大小事都有許多姊妹陪伴著我去面 
對，她們就像上天派來的天使，這麼多年來默默地守護
在我身旁，不讓我感到孤單一人。即使面對怎樣的困
難，她們都不會讓我跌倒。我也感謝耶穌，是祂拯
救了我的生命，實在不錯！神真的很愛我！當我

還在罪裡做著很多傷害自己及不義的事時，祂
的手大力拉我起來，從泥濘中拉我上來，直

到祂的聖殿裡。因祂對我無條件的愛，
讓我從此活在光明的道路上，而且活

在蒙福及豐盛的人生中。感謝讚
美主！

        

從黑暗中走向光明  范婉瑩

事奉感言 陳美琪姑娘

在巴拿巴事奉 潔儀姑娘

潔儀姑娘與姊妹
一同種植

潔儀姑娘與姊妹
一同種植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來到巴拿巴服事。每一次在早會中向姊妹分享
信息，心裡都被神的恩典所感動，看著眼前每一個生命，與她們一
同唱詩歌、禱告，聽著她們分享感受，甚至努力地為詩歌伴奏，我
知道她們都是神所愛的！
這就是我的動力，當我每次「長途跋涉」來到南丫島的時候，除了
喜歡這裡美麗而寧靜的環境，我相信「神愛她們到底」就是我願意
來這裡服事的原因。
珍惜每次與她們分享的機會，盼望她們也深深感受神的愛，讓神話
語的大能改變她們每一個的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我名叫影音，正於禧福協會就讀教牧學士三年級，由2015年入
學至今，轉眼間五年兼讀的生涯快要完結了，感謝主的揀選，帶領我進入呼
召，實在體會這是滿有恩典之路！感謝機構，一直在金錢和時間上全力的支
持和配合；也感謝同工們的守望與鼓勵，讓我可以順利完成學業。在裝備的
過程中，除了對神的話有更深入的認識，並認識了一群讀書的好戰友外，
最令我深刻的就是老師的教導，讓我認識到神學就是如何學習神的樣式。
我不是讀書的好材料，一面要服事，一面要讀書，對我而言實在是好大
的挑戰。雖然這幾年有諸多的不容易，但過程中充滿神的恩典，深知神
是信實的！
快將畢業要離開校園生活，我的心情一方面好像有點失落，覺得自己
還是有很多不足，但神學之浩瀚，是一生的學習也不能窮盡，五年的
時間，可說只不過是入門；而另一方面我是充滿期盼的心情，期盼
著回到「巴拿巴」這個大家庭，全心投入服事的軌道，與大家一同
繼續學習作主門徒。我個人認為，作主門徒、跟隨耶穌，並不是受
了幾個月或幾年的神學裝備就行；而是倒空自己，效法基督捨己
的生命，並以行動回應，為主而生，為主而活，這才是作門徒真
正的意思，像主耶穌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
起他的十架來跟從我。」
在此祝福大家，願一切榮耀歸與我們的天父。

雅儀與家人合照雅儀與家人合照

「基督女棈兵」短宣隊的成立，乃是我們回應上帝所領受的。
如何成為女精兵呢?聖經的教導：【你們務要儆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哥林多前書 16：13)

我們去年年頭，成立了第一屆「基督女精兵短宣培訓證書課程」，於2019年10月完成並且舉辦畢業禮。看到畢業姊
妹的努力、生命的成長、成熟、壞習慣的戒除，活出真誠的見證，願意委身，盡心盡力地付出，並參與出隊作短宣
的服事，真的使我很感動! 
眼見到這課程能培訓姊妹結出生命果子，我們要將這個召命延續下去。
今年我們再接再勵舉辦了第二屆精兵培訓課程，並且已順利完成面試，當中有六名新力軍加入，於2020年5月13日
的差遣禮，她們開始進入裝備培訓中，而第一屆的畢業姊妹，亦成為進深小組的組長、參與課堂繼續學習，哈利路
亞!
放眼未來的「基督女精兵」將會成為一隊人強馬壯，精銳同心的女軍隊，為主打仗，為主傳揚福音的大使命。正如
上帝所說的【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馬可福音 16:15 。 哈利路亞!

導師及第二屆女學員
第一、二屆女精兵大合照 薪火相傳 - 新力軍

感恩有機會在「巴拿巴」服事，每星期早會與姊妹們分享信息，並帶領查經聚會。開始這事奉
時，心裡又戰兢又期待，戰戰兢兢是因為我少在教會以外分享及教導真理，深怕太多經文資料
令信息變得沉悶；期待是盼望在有限的接觸中讓姊妹體驗真理的大能，生命被建立，所以每次
都在禱告中預備，讓聖靈帶領我分享適切的信息。
感恩透過早會後的查經時間，從姊妹們的分享及討論中聽到她們的得著，也藉此可以解答她們
的疑問，並幫助我檢討，改善講道信息的內容。每次查經姊妹們都積極討論和分享，也會提出
一些聖經和信仰的問題，讓我們可以一同認識真理並經歷成長，就如有一次，有姊妹問了一個
我不能即時回答的聖經問題，於是我答應尋找資料後再回答她。
我非常享受與姊妹們的分享和互動，相信不只是我在幫助她們成長，她們也幫助了我的成長。
感謝主！

同行！因著神的愛！

我是謝雅儀，我曾是受助姊妹，機構義工，到現在是牧靈部同工了。這些不同的身
份角色中，全因為上帝的愛，祂使我能回頭堅固姊妹。在這24年來在信仰上有不少
的高低起跌，同時在同行當中亦經歷很多不同的情況。有些人可能會用成功得失去
量化，但在神的愛中就不是這樣！在牧養同行十多年中，真的好感受到沒有一個靈魂
是神救不到，只是我們如何選擇！同時我所作的不算什麼，正如經上說：【栽種、澆
灌算不得甚麽，惟有神叫他成長。】

有兩個見證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位姊妹同行11年，另一位同行10年，從她們的生命成
長中就正正能見證神的恩典和愛，同時見證神叫人成長過程中的奇妙作為。
11年同行的姊妹我稱呼她亞瑩，她在「巴拿巴」受助開始就與她同行，在成長的過程
中與她經歷不少起跌，經歷過工作的問題、婚姻的失敗、自己的迷失、媽媽因病離世
等，每次她都會在這些時間聯絡同工，每次都在這些關鍵的時間經歷神的平安、安慰、指引。雖然她有經歷，但每次
當困難過後再離開神。直至到前兩年她經歷媽媽離世的事情，她再次思考，並且神派了很多不同的天使四面環繞她，
特別是以往在「巴拿巴」跟進的社工，她再次返到神的身邊，在這兩年裡我與這位社工分別在她生命上同行，彼此支
持，我們一同見證她的改變，最後她在2019年尾受浸歸入基督，現在負責教會敬拜隊的詩琴，在家庭上修復婚姻，現
在是兩位孩子的好媽媽。生命活出意義，脫離一切的惡習。今年她同時參加「巴拿巴」基督女精兵的課程，立志傳揚
福音，同時用生命榮耀神。榮耀頌讚全歸父神！

另一位10年的姊妹，稱呼她亞英，這位姊妹在戒毒後同樣經歷神的修剪。我與她的關係是由她求助前已經同行至今。
其實她以往時常出入「監房」的生活，能改變是因神在「監房」透過「更新會」認識神。所以當她出來的時候，
「更新會」的義工天使介紹給我，同時轉介她入「巴拿巴」受助重建生命。其實她一直都明白神的重要，明白是祂
的帶領，但因著生命的軟弱，常常成為她的攔阻，經歷過很多失信，在一支煙的功課上不停的起跌。這種失敗感
令她不能再向前踏出多一步，亦因這習慣令她很難在群體上述說神的榮耀。在這過程中我們多次禱告，多次立約
，多次的承諾，但每次都反覆跌倒，令她對自己都失望。但神從沒有放棄她，亦在過程上一直鼓勵她。最後同
樣在2019年尾，神給她能力、鼓勵、信心，使她再次立志要為神擺上生命。到今天她已經持守著並且在這軟弱
上得勝，她還回頭堅固姊妹，作一位同工，讓生命能述說神的大能。
從她們生命的見證，我們可以看見神的榮耀，看見神的不離不棄。恩典是無限，但是生命有期，所以讓我
更明白，每一個生命都需要「神」同行，不要計較她們的軟弱，不要介意她們的失信，不怕與眾天使
們的合作。我們要相信【栽種、澆灌算不得甚麼，惟有「神」叫他成長。】願更多見證如雲

彩出現，榮耀頌讚全歸全能的父神。阿們！

 謝雅儀姑娘

「基督女精兵」續顧服務 淑文姑娘分享

恩典之路  陳影音

您們好！我名叫婉瑩，英文名叫Coffee，今年31歲，是2008年來到
巴拿巴接受長期福音戒毒服務的學員。當時，我是因為吸毒而被捕，
隨後再由感化官轉介至這裡，接受最少12個月的戒毒協助和訓練。
當初到南丫島訓練之家時，我感到很絕望。上船的那一天，媽媽陪伴
我到碼頭，我詫異為何她能夠如此忍心和我道別呢？為何她不挽留我
呢？最後我還是要帶著淚水離開媽媽，踏上往村的船隻……
在剛開始的首兩個星期，我需要適應院舍裡的生活，並要跟其他在舍
學員好好地磨合，很不容易。不過，在宿舍裡也重遇我認識了很久的
朋友；從前一起吸毒和過著「包夜」的生活，而那時大家已變成一
起接受訓練的姊妹，因此我覺得自己並不是太孤單，最起碼有一份
安全感可依靠。
當時我們每天的生活環境及學習目標都環繞著聖經，畢竟這裡是福
音戒毒嘛！而我也不到兩個星期，就投入了這種模式。有一天，傳
道人講道分享到「對父母的愧疚」，讓我有很大的領受，於是我願
意接受這福音，並請求看顧我的靈監同工領我決志，這位同工就
是吳淑文姑娘。

決志後的我，比之前更投入在宿舍的生活及活動，就如有些志願團體或教會弟兄姊妹來探訪我們，我都很樂意和
主動分享自己的心情或經歷，並接受他們對我的安慰、教導和幫助。有一次，有「心延心」的姊妹同工來探訪我
們，在她們介紹之下我才知道她們也是戒毒的過來人，那刻我看見了她們的成功，就開始盼望有一天自己能與她
們一樣地成功戒毒。就在她們其中一位同工分享見證時，讓我很是感動，這位同工還在交流活動主動慰問我，在
她身上，我感到一份一直以來很渴望的母愛和關懷的方式，她就是謝雅儀姑娘。
感恩在神的帶領下，我用兩年時間完成巴拿巴戒毒訓練並畢業了，而且有同工帶領我和媽媽到她們的教會，在崇
拜中讓我再次遇上了她們，讓我感到很快樂。每次去到教會，眾姊妹都會主動跟我打招呼，並且會陪伴我一起敬
拜和聽道，讓我認識到更多教會裡的其他牧者、事工和弟兄姊妹。
漸漸地我重新投入社會，再次重新建立自己的朋友網絡，並找到了工作和開始了戀愛，後來我在2011年結婚，因為
忙碌的生活令我少了上教會，不過在網上的社交平台，大家仍會對我關懷備至。每當我人生遇到挫折時，姊妹們
更會第一時間來慰問我，例如2012年我先生突然急性腦積水，接著形成了腦腫瘤而要接受手術，期間姊妹們也來陪
伴我；又如在2014年，我和先生分開了，在傷心絕望的時候我只想起教會的姊妹，她們給我的安慰讓我能再次努力
振作；2016年我媽媽驗出肺癌，並在2017年媽媽病逝等，在生活種種的大小事上，姊妹們都陪伴著我去經歷和面
對。
這麼多年來，當中包括了許多挫折，甚至乎我也有軟弱和迷失的時候，尤其在媽媽離世時，我根本沒法承受這種
壓力；這種傷痛，我把這些傷痛都壓抑在酒精中，日以繼夜不停地喝酒去麻醉自己。直到一天在我醉倒時我聽到
一把聲音在耳邊說道：「你起身啦，我黎扶你」。於是突然之間我有點醒覺，我再次呼求主，祈求在保持聯絡的
姊妹和同工中有人能帶領我再次上教會，於是我在「巴拿巴」的社工蔡淑珊Abe姑娘的帶領下，我來到大圍的教
會「九龍塘中華宣道會」。感謝主差派天使再次來到我的生命中，幫助我來到主耶穌面前。後來我祈求主幫助
我改變生活方式、工作環境，以及和家人的關係，我堅決在信仰中積極地追尋，同時緊記當年「巴拿巴」的教
導，令我可以全心投入在教會裡，謙卑學習，重新做人。在教會中，我積極參與教會崇拜和各種事奉、小組
及活動，後來我更被邀請加入了教會的敬拜隊，這是我一直都很渴望的，因此令我再次重拾信心。而且我更
在2019年受浸了！Hallelujah！
直到如今，我人生中的大小事都有許多姊妹陪伴著我去面 
對，她們就像上天派來的天使，這麼多年來默默地守護
在我身旁，不讓我感到孤單一人。即使面對怎樣的困
難，她們都不會讓我跌倒。我也感謝耶穌，是祂拯
救了我的生命，實在不錯！神真的很愛我！當我

還在罪裡做著很多傷害自己及不義的事時，祂
的手大力拉我起來，從泥濘中拉我上來，直

到祂的聖殿裡。因祂對我無條件的愛，
讓我從此活在光明的道路上，而且活

在蒙福及豐盛的人生中。感謝讚
美主！

        

從黑暗中走向光明  范婉瑩

事奉感言 陳美琪姑娘

在巴拿巴事奉 潔儀姑娘

潔儀姑娘與姊妹
一同種植

潔儀姑娘與姊妹
一同種植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來到巴拿巴服事。每一次在早會中向姊妹分享
信息，心裡都被神的恩典所感動，看著眼前每一個生命，與她們一
同唱詩歌、禱告，聽著她們分享感受，甚至努力地為詩歌伴奏，我
知道她們都是神所愛的！
這就是我的動力，當我每次「長途跋涉」來到南丫島的時候，除了
喜歡這裡美麗而寧靜的環境，我相信「神愛她們到底」就是我願意
來這裡服事的原因。
珍惜每次與她們分享的機會，盼望她們也深深感受神的愛，讓神話
語的大能改變她們每一個的生命！



工作的感想  許寶文

大家好！我是小芬，2017年在「基督教巴拿巴」畢業，至今已三年了。在舍期間得到社工、同工們的照料和啟
發，讓我對助人行業產生興趣。

在我離舍後，便向助人行業的方向發展，一邊從事相關工作一邊修讀毅進。期間親身體驗到助人自助的喜樂，
但在遇上困難時，發現自己的知識、能力、職位上都相當有限，所以決心再進修，期望能夠裝備好自己，服事
更多的人。

今年，我完成了第一年的社工課程，回想起來，成千上萬的功課，一份接一份；困難重重的考試，一關接一關。
對我來說，並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感恩能夠完成，自己都感到難以置信。

在生活及學業中遇上困難挫折時，總想起在「巴拿巴」學習到的堅持。抱著堅持而不執著，盡力便無悔的態度，
從困難中逐一走過。

感恩遇見神！遇見「巴拿巴」讓我重獲新生。從前我沒有理想，今天我想告訴大家，我的理想是成為一名註冊社
工。為自己、為家人努力一次，「戒毒是為了我們愛的人」。

畢業學員  小芬

代禱事項：代禱事項：
感謝天父的恩典：保守眾同工、學員、家人及義工在抗疫的過程中有健康和平安。

感謝天父的帶領：第二屆「基督女精兵」有六位過來人通過甄選，於13/5/2020正式開始

接受裝備，以短宣和傳福音為目標。

感恩天父的愛：透過「盛載」輪椅接載服務，叫更多人接觸到福音、接觸到「巴拿巴」。

這裏是以福音搶救靈魂的禾場，我們沒有豐足、安舒的環境，但是我們卻體驗到上帝奇

妙的供應。祈求有心人加入；祈求天父差遣僕人加入「巴拿巴」。我們需要社工、教

師和舍監的加入，請為我們的需要禱告。

請切切為每一位學員的戒毒和更新目標禱告，求聖靈動工，軟化姊妹的心，重新

站穩、讓生命離開黑暗、進入光明。

同工正撰寫「生命樹-福音戒毒訓練」課程內容，求主賜下智慧，叫課

程能協助過來人及有心人認識福音戒毒的信念，投身業界，榮神

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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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附上抬頭「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有限公司」的劃線支票，支票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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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宣言

以基督的愛去協助女性
濫藥者戒除毒癮、重建生

命及家庭;

推動大眾，彼此關懷，
同心抗毒，見証主恩。

2020
7-9月 訊

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有限公司

親愛的恩主：感謝祢賜給我營地助理這份美好的工作，我完全相信祢的帶領，我深信我所做的工作，無論在順境或逆境
中，都是用來經歷祢豐盛的恩典，讓我掙脫敵人的枷鎖，成為得勝者。我為祢賜給我的上司、工作夥伴和所有工作上的
經歷向祢獻上感謝！我感謝祢在這工作中磨練並塑造我，使我配得並完成祢的命定，也使我在耶穌基督裡，靠著那加給
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現在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我堅定的相信祢，祢已經在我人生過程中的每一個學習階段，為我安排最適合的位置，
我相信祢讓萬事都互相效力，使我得益處。我向祢祈求與工作相應的能力，我要在一切的工作中，經歷祢的榮耀、信實
和慈愛。我棄絕撒旦的謊言，拒絕所有關於我不應該或不適合這份工作的心思意念。主啊！這份工作捨我其誰呢？

以上是我在祈禱手冊中找到對神感恩的禱文，內文中很貼近我心所想的，神真是向我照顧周到啊！
我確實因這工作不斷地成長，從前我有很多不肯定自己和否定自己的心態，但現在我透過這份工作，找到了自信。我也
藉著以上的禱文，得著很大的鼓勵與支持，當我一次又一次跌入否定自己的狀態時，這樣的禱告會再次堅立我，使我再
次振作起來。所以，禱告的力量可真不能看輕喔！
我是2019年在巴拿巴畢業的，現在在香港青年協會轄下的南丫島青年營任職營地助理，我認為這份工作是神的安排，只
因在這工作中，實在讓我經歷很多的事，叫我獲得反思、提醒、教導與建立的機會。
我是做戶外工作的，故此會經常看到神奇妙的創造，例如：我能見證著青蛙由一粒細小
的卵子慢慢長成，過程中我看著牠長出小腿、長出小臂，並看著牠尾巴慢慢地退化；成
了青蛙後，我便將牠放回大自然。我亦在工作時，經歷神給我的心意，叫我的靈快樂。
例如：在面對文書處理時，我曾經試過很恐懼，很想退縮，其實這些心情只因我實在感
到自己很不足，也難免覺得自己被別人比下去，叫我感到非常沮喪，可是我的同事和
上司，卻有很大的包容和忍耐，經常悉心地教導我。上司甚至有時會擔當輔導員，把
我的心結解開。
我確實在工作中被建立起來，不單靈命中不斷地更新成長，就連整個人也被陶造起來，
現在的我很快樂呢！
在我工作的營地，常有不同的團體、學校、公營機構或私人機構來訂營，當中有富裕
的，也有平庸的，這些差別可真讓我在待人處事上有很多反省和留心的地方，這可一
點也不簡單。我知道自己在工作上仍有很多不足之處，我計劃在未來一年要逐一改
善，以提升自己的表現。
在這裡，我要鳴謝「巴拿巴」BELLA老師，也感謝神透過她給我安排這份工作。

生命蛻變 妙怡

大家好！我叫妙怡，是基督教「巴拿巴」的長期姊妹，在2017年5月正式畢業至今原來已經有三年了，回顧自己在戒毒
院舍學習有21個月。  
在中途院舍期間，我報讀了一些護理課程，一面學習；一面工作，是多麼的辛酸！這是因為我曾在老人院和醫院裏做護
理員，過程中要幫助病人處理「大小二便」等，還要處理老人家和病人的便溺、濃血和痰等污穢物，最後我還是順服了
神，順利地走過這些關口繼續工作！
經過差不多2年的磨練，我沒有放棄過，也沒有埋怨為何自己變得低微，要做這些工作！相反，我知道這是上帝給我最
好的磨練，讓我學習放下自己，過程中我體會到人和事都變得更簡單，更要積極地面對！
直至2019年間，我很想繼續增值下去，很渴望做更專業的工作，便報讀了抽血課程，且開始在醫院申請抽血姑娘一職，
其實我經過幾次面試都失敗了，開始有點灰心！後來因為同事鼓勵和提醒我，機會是自己爭取的，我便沒有放棄！最後
我獲得腫瘤科聘請我！我感到非常開心，很是感恩! 因我感到這份工作真是神賜給我的恩典。
其實我在服侍病人時，也經歷過主顯出祂大能的作為！能經歷上帝的作工，感覺很是奇妙！
不幸地2019年我們要面對這一場世紀大疫情－COVID19，醫院就在今年1月25日開始由「嚴重應變措施」升為「緊急應變

措施」類別，在醫院裏所有工作人員都變得十分徬徨和緊張，部門主管也即時要求
我們抽生死簽是否進入 Dirty Team 工作，我就是其中一個被抽中的。起初，我很
是驚懼，害怕自己染病，又將肺炎傳染給家人和朋友。而且整層隔離病房也忙碌得
像打仗一般，不斷收症，而全部收取的病人也是被懷疑和確診的個案！這些都讓我
心裏感到很是疲累和驚惶。但上帝沒有丟棄我，一直預備了很多天使，例如：巴拿
巴同工、傳道、姊妹和義工等也為我祈禱，讓我不曾感覺孤單！最後，我知道進入
Dirty Team 工作是一個上帝讓我學習體驗生命的功課：那段和病人一起每天走過
死蔭幽谷的日子，每當病人擔心時我會擁抱他們，給予他們安全感；偶爾間我也
會主動問候他們，跟他們說說笑話。當看見病人由危殆到醒過來，又由確診到痊
癒出院等，整個過程也讓我有很深的體會。
從前我吸毒不懂珍惜自己的生命，如今我卻擁有這份給我很大使命感和滿足感的
工作！讓我學會了不會絕望，認定凡事一定會有盼望和曙光！感謝主！

巴拿巴的同工一直是我的
天使 !

（詩篇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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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遇見神！遇見「巴拿巴」讓我重獲新生。從前我沒有理想，今天我想告訴大家，我的理想是成為一名註冊社
工。為自己、為家人努力一次，「戒毒是為了我們愛的人」。

畢業學員  小芬

代禱事項：代禱事項：
感謝天父的恩典：保守眾同工、學員、家人及義工在抗疫的過程中有健康和平安。

感謝天父的帶領：第二屆「基督女精兵」有六位過來人通過甄選，於13/5/2020正式開始

接受裝備，以短宣和傳福音為目標。

感恩天父的愛：透過「盛載」輪椅接載服務，叫更多人接觸到福音、接觸到「巴拿巴」。

這裏是以福音搶救靈魂的禾場，我們沒有豐足、安舒的環境，但是我們卻體驗到上帝奇

妙的供應。祈求有心人加入；祈求天父差遣僕人加入「巴拿巴」。我們需要社工、教

師和舍監的加入，請為我們的需要禱告。

請切切為每一位學員的戒毒和更新目標禱告，求聖靈動工，軟化姊妹的心，重新

站穩、讓生命離開黑暗、進入光明。

同工正撰寫「生命樹-福音戒毒訓練」課程內容，求主賜下智慧，叫課

程能協助過來人及有心人認識福音戒毒的信念，投身業界，榮神

益人。

感謝天父的恩典：保守眾同工、學員、家人及義工在抗疫的過程中有健康和平安。

感謝天父的帶領：第二屆「基督女精兵」有六位過來人通過甄選，於13/5/2020正式開始

接受裝備，以短宣和傳福音為目標。

感恩天父的愛：透過「盛載」輪椅接載服務，叫更多人接觸到福音、接觸到「巴拿巴」。

這裏是以福音搶救靈魂的禾場，我們沒有豐足、安舒的環境，但是我們卻體驗到上帝奇

妙的供應。祈求有心人加入；祈求天父差遣僕人加入「巴拿巴」。我們需要社工、教

師和舍監的加入，請為我們的需要禱告。

請切切為每一位學員的戒毒和更新目標禱告，求聖靈動工，軟化姊妹的心，重新

站穩、讓生命離開黑暗、進入光明。

同工正撰寫「生命樹-福音戒毒訓練」課程內容，求主賜下智慧，叫課

程能協助過來人及有心人認識福音戒毒的信念，投身業界，榮神

益人。

＿＿＿＿＿＿＿（其他金額）

捐助方法：

○現附上抬頭「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有限公司」的劃線支票，支票號碼：＿＿＿＿＿＿＿

○直接存入本機構的恒生銀行戶口296-9-057963，並連同銀行入數紀錄及此表格寄回本辦事處。

○網上捐款：請即登入http://www.barnabas.org.hk　　　→捐獻方法　　　→網上捐款

附註：□本人/團體欲取回捐款收據（凡捐款港幣一百元以上者，可獲發免稅收據）

聯絡人資料：

姓名（中）：＿＿＿＿＿＿＿＿＿＿＿＿＿＿＿（英）：＿＿＿＿＿＿＿＿＿＿＿＿＿＿＿＿＿＿＿＿＿＿＿

所屬團體（如適用）：＿＿＿＿＿＿＿＿＿＿＿＿＿＿＿＿＿＿＿＿＿＿＿＿＿＿＿＿＿＿＿　性別：男／女

電話：＿＿＿＿＿＿＿＿＿（手提電話）　傳真：＿＿＿＿＿＿＿＿＿　電郵：＿＿＿＿＿＿＿＿＿＿＿＿＿

地址：＿＿＿＿＿＿＿＿＿＿＿＿＿＿＿＿＿＿＿＿＿＿＿＿＿＿＿＿＿＿＿＿＿＿＿＿＿＿＿＿＿＿＿＿＿＿

　　　＿＿＿＿＿＿＿＿＿＿＿＿＿＿＿＿＿＿＿＿＿＿＿＿＿＿＿＿＿＿＿＿＿＿＿＿＿＿＿＿＿＿＿＿＿＿

※請將此表格以傳真、電郵或郵遞方式至本機構
□請將 貴機構資料以電郵代替郵寄予本人／本團體
□請停止郵寄或電郵 貴機構資料予本人／本團體

」號

回 應回 應回 應回 應
請以正楷填寫以下資料，並在適當空格內填上「

□本人願意成為「巴拿巴之友」，參與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之義工服務；
□本人願意成為「同行者」，願意與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之姊妹同行；
□本人/團體願意資助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之營運費用：
□本人/團體願意支持「生命樹計劃」(支持過來人就業及輪椅接送服務)

捐助金額：

○HK$100　　○HK$300　　○HK$500　　○HK

地址：新界馬鞍山利安邨利華樓地下A及B翼　網址：www.barnabas.org.hk

電話：2640 1683　傳真：2640 0391　電郵：mos-office@barnabas.org.hk

使命宣言

以基督的愛去協助女性
濫藥者戒除毒癮、重建生

命及家庭;

推動大眾，彼此關懷，
同心抗毒，見証主恩。

2020
7-9月 訊

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有限公司

親愛的恩主：感謝祢賜給我營地助理這份美好的工作，我完全相信祢的帶領，我深信我所做的工作，無論在順境或逆境
中，都是用來經歷祢豐盛的恩典，讓我掙脫敵人的枷鎖，成為得勝者。我為祢賜給我的上司、工作夥伴和所有工作上的
經歷向祢獻上感謝！我感謝祢在這工作中磨練並塑造我，使我配得並完成祢的命定，也使我在耶穌基督裡，靠著那加給
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現在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我堅定的相信祢，祢已經在我人生過程中的每一個學習階段，為我安排最適合的位置，
我相信祢讓萬事都互相效力，使我得益處。我向祢祈求與工作相應的能力，我要在一切的工作中，經歷祢的榮耀、信實
和慈愛。我棄絕撒旦的謊言，拒絕所有關於我不應該或不適合這份工作的心思意念。主啊！這份工作捨我其誰呢？

以上是我在祈禱手冊中找到對神感恩的禱文，內文中很貼近我心所想的，神真是向我照顧周到啊！
我確實因這工作不斷地成長，從前我有很多不肯定自己和否定自己的心態，但現在我透過這份工作，找到了自信。我也
藉著以上的禱文，得著很大的鼓勵與支持，當我一次又一次跌入否定自己的狀態時，這樣的禱告會再次堅立我，使我再
次振作起來。所以，禱告的力量可真不能看輕喔！
我是2019年在巴拿巴畢業的，現在在香港青年協會轄下的南丫島青年營任職營地助理，我認為這份工作是神的安排，只
因在這工作中，實在讓我經歷很多的事，叫我獲得反思、提醒、教導與建立的機會。
我是做戶外工作的，故此會經常看到神奇妙的創造，例如：我能見證著青蛙由一粒細小
的卵子慢慢長成，過程中我看著牠長出小腿、長出小臂，並看著牠尾巴慢慢地退化；成
了青蛙後，我便將牠放回大自然。我亦在工作時，經歷神給我的心意，叫我的靈快樂。
例如：在面對文書處理時，我曾經試過很恐懼，很想退縮，其實這些心情只因我實在感
到自己很不足，也難免覺得自己被別人比下去，叫我感到非常沮喪，可是我的同事和
上司，卻有很大的包容和忍耐，經常悉心地教導我。上司甚至有時會擔當輔導員，把
我的心結解開。
我確實在工作中被建立起來，不單靈命中不斷地更新成長，就連整個人也被陶造起來，
現在的我很快樂呢！
在我工作的營地，常有不同的團體、學校、公營機構或私人機構來訂營，當中有富裕
的，也有平庸的，這些差別可真讓我在待人處事上有很多反省和留心的地方，這可一
點也不簡單。我知道自己在工作上仍有很多不足之處，我計劃在未來一年要逐一改
善，以提升自己的表現。
在這裡，我要鳴謝「巴拿巴」BELLA老師，也感謝神透過她給我安排這份工作。

生命蛻變 妙怡

大家好！我叫妙怡，是基督教「巴拿巴」的長期姊妹，在2017年5月正式畢業至今原來已經有三年了，回顧自己在戒毒
院舍學習有21個月。  
在中途院舍期間，我報讀了一些護理課程，一面學習；一面工作，是多麼的辛酸！這是因為我曾在老人院和醫院裏做護
理員，過程中要幫助病人處理「大小二便」等，還要處理老人家和病人的便溺、濃血和痰等污穢物，最後我還是順服了
神，順利地走過這些關口繼續工作！
經過差不多2年的磨練，我沒有放棄過，也沒有埋怨為何自己變得低微，要做這些工作！相反，我知道這是上帝給我最
好的磨練，讓我學習放下自己，過程中我體會到人和事都變得更簡單，更要積極地面對！
直至2019年間，我很想繼續增值下去，很渴望做更專業的工作，便報讀了抽血課程，且開始在醫院申請抽血姑娘一職，
其實我經過幾次面試都失敗了，開始有點灰心！後來因為同事鼓勵和提醒我，機會是自己爭取的，我便沒有放棄！最後
我獲得腫瘤科聘請我！我感到非常開心，很是感恩! 因我感到這份工作真是神賜給我的恩典。
其實我在服侍病人時，也經歷過主顯出祂大能的作為！能經歷上帝的作工，感覺很是奇妙！
不幸地2019年我們要面對這一場世紀大疫情－COVID19，醫院就在今年1月25日開始由「嚴重應變措施」升為「緊急應變

措施」類別，在醫院裏所有工作人員都變得十分徬徨和緊張，部門主管也即時要求
我們抽生死簽是否進入 Dirty Team 工作，我就是其中一個被抽中的。起初，我很
是驚懼，害怕自己染病，又將肺炎傳染給家人和朋友。而且整層隔離病房也忙碌得
像打仗一般，不斷收症，而全部收取的病人也是被懷疑和確診的個案！這些都讓我
心裏感到很是疲累和驚惶。但上帝沒有丟棄我，一直預備了很多天使，例如：巴拿
巴同工、傳道、姊妹和義工等也為我祈禱，讓我不曾感覺孤單！最後，我知道進入
Dirty Team 工作是一個上帝讓我學習體驗生命的功課：那段和病人一起每天走過
死蔭幽谷的日子，每當病人擔心時我會擁抱他們，給予他們安全感；偶爾間我也
會主動問候他們，跟他們說說笑話。當看見病人由危殆到醒過來，又由確診到痊
癒出院等，整個過程也讓我有很深的體會。
從前我吸毒不懂珍惜自己的生命，如今我卻擁有這份給我很大使命感和滿足感的
工作！讓我學會了不會絕望，認定凡事一定會有盼望和曙光！感謝主！

巴拿巴的同工一直是我的
天使 !

（詩篇14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