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主復興
全備團契

團訓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
能甦醒人心；
耶和華的法度確定，
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能使愚人有智慧。
(詩篇 19:7)

團歌
同路人
1. 念那天起步，
念那天起步，懷內滿掙扎；
懷內滿掙扎；誰料覓真理，
誰料覓真理，路遠又險窄；
路遠又險窄；
越過眾山嶺，
越過眾山嶺，還望你鞭策；
還望你鞭策；迷路我驚慌，
迷路我驚慌，盼為我導引。
盼為我導引。
2. 自你同上路，
自你同上路，懷內滿興奮；
懷內滿興奮；同實現真理，
同實現真理，路遠能呼應；
路遠能呼應；
俗世多圈套，
俗世多圈套，常望你督責；
常望你督責；求為我祝福，
求為我祝福，努力不後退。
努力不後退。
（副歌）碰到挫折我掛慮，
碰到挫折我掛慮，肩擔重壓我困累；
肩擔重壓我困累；
一生幾多試與練，
一生幾多試與練，你為我祈禱；
你為我祈禱；
見到快慰開心事，
見到快慰開心事，但願樣樣你分嚐；
但願樣樣你分嚐；
為你感謝神，
為你感謝神，同路極珍貴。
同路極珍貴。

取名：
取名：

「全備團契有限公司」
全備團契有限公司」
（PERFECT FELLOWSHIP LTD）
）
《全備》
：7 啓示我們要肩負教導的職份。
全備》從神話語詩篇 19：
啓示我們要肩負教導的職份。
《團契》
團契》用意提示本機構之管理非家長制，
用意提示本機構之管理非家長制，以集權及民主管治。
以集權及民主管治。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是政府的公司
是政府的公司法必用
的公司法必用。
法必用。

「所以，
所以，你們要去，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
。」(太 28:1928:19-20)）
20)）

「所以，
所以，弟兄們，
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
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當作活祭，是聖潔
的，是神所喜悅的；
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羅：12:1）
）

過去，
過去，經歷神的同在
江桂寶（
江桂寶（副總幹事）
副總幹事）

全備團契九六年由
全備團契九六年由三位弟兄領受神的異象，
三位弟兄領受神的異象，九七年機構成立，
九七年機構成立，直至
九八年一月，
九八年一月，政府認同成為福音戒毒機構。
政府認同成為福音戒毒機構。十數年來，
十數年來，一直默默耕耘，
一直默默耕耘，低
谷時，
谷時，只有一、
只有一、二位學員入
二位學員入住，而最高峰時，
而最高峰時，也曾有八、
也曾有八、九位學員。
九位學員。今年
一月，
一月，當時有五位學員，
當時有五位學員，因他們在村內罔
因他們在村內罔顧紀律，
顧紀律，任意胡作非為，
任意胡作非為，為了先
拆毁、
，再尋求神的旨意
拆毁、後重建生命，
生命，機構毅然決定把所有學員「
機構毅然決定把所有學員「踢走」
踢走」
，再尋求神的旨意。
再尋求神的旨意。
感謝神垂聽禱
感謝神垂聽禱告，正當各人氣餒的時候，
正當各人氣餒的時候，神帶領資深、
神帶領資深、有生命見証
的郭裔恆和鍾德光弟兄前來院舍事奉，
的郭裔恆和鍾德光弟兄前來院舍事奉，從他們的分享，
從他們的分享，我們如沐春風，
如沐春風，獲
益良多，
良多，對日後充滿期盼。
對日後充滿期盼。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神更差派能幹的弟兄姊妹，
神更差派能幹的弟兄姊妹，不辭勞
苦的家長義工，
苦的家長義工，每天辛勤地為院舍擺上心思和時間。
每天辛勤地為院舍擺上心思和時間。
經過多月的更新，
「不是
經過多月的更新，今年五
今年五月廿日院舍
月廿日院舍重開了
院舍重開了，
重開了，我們深信：
我們深信：
「不是倚
不是倚靠
勢力，不是倚靠才能，
（亞
：6）
）
靠才能，乃是倚
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我的靈方能成事。」
（亞 4：
願意在神的帥領下，
願意在神的帥領下，我們並肩努力，
我們並肩努力，幫助有需要的過來
幫助有需要的過來人
過來人，為主發
熱發光，
熱發光，榮神益人。
榮神益人。

現在，
現在，仰望神的帶領
江桂寶（
江桂寶（副總幹事）
副總幹事）

院舍為每位學員提供一年之院舍式福音戒毒，
院舍為每位學員提供一年之院舍式福音戒毒，以小組牧養及個別輔
導方式教導聖經真理和
導方式教導聖經真理和知識
真理和知識，
知識，每天早晚研習、
每天早晚研習、靈修和
靈修和祈禱親近神，
祈禱親近神，因為：
因為：
「福音戒毒，
福音戒毒，唯獨耶穌。」
唯獨耶穌。」還配以日
。」還配以日常應用的英文會話
還配以日常應用的英文會話、
常應用的英文會話、普通話和實用的
電腦、
電腦、理髮和船
理髮和船牌班，
牌班，好讓他們日後能學以致用，
好讓他們日後能學以致用，更易於融
更易於融合社會。
合社會。
生活體驗方面，
生活體驗方面，計劃在村內荒地
計劃在村內荒地開展
在村內荒地開展農耕
開展農耕，
農耕，更在院舍
更在院舍附近覓得
院舍附近覓得農
附近覓得農地，
發展有機耕種，
展有機耕種，讓學員過著有規律
學員過著有規律、
過著有規律、勞動的生活，
勞動的生活，以培養他們刻苦耐勞的
性格，將來更能持守不致跌倒。
將來更能持守不致跌倒。

幹事心聲
廖志昌（
廖志昌（總幹事）
總幹事）

出出入入
出出 入入是全備福音戒毒院舍過去數年對弟兄們的仁慈作風
入入是全備福音戒毒院舍過去數年對弟兄們的仁慈作風，
是全備福音戒毒院舍過去數年對弟兄們的仁慈作風， 上
上落落是戒毒弟兄們康復後的屬靈生命境
上落落是戒毒弟兄們康復後的屬靈生命境況，起起跌跌是院舍戒毒學員的
數字，
數字，然而，
然而，浮浮沉沉卻不是全備機構全部肢體對主的事奉態度，
浮浮沉沉卻不是全備機構全部肢體對主的事奉態度，高高興
興在全備機構同心同行讚美、
興在全備機構同心同行讚美、敬拜三一真
拜三一真神！
回想十八年前，
回想十八年前，六個發起人，
六個發起人，包括三個前線委身事奉的弟兄，
包括三個前線委身事奉的弟兄，不過
是黎民布衣，
是黎民布衣，竟然憑著祖傳的一塊百多
竟然憑著祖傳的一塊百多平方呎的官地和幾間破爛
平方呎的官地和幾間破爛房子，
房子，拿
著其他教會送出的舊聖經，
著其他教會送出的舊聖經，加上偷師得來的一套歷奇技術，
加上偷師得來的一套歷奇技術，膽粗粗豎起福
音歷奇戒毒的旗幟，
音歷奇戒毒的旗幟，透過服侍癮症人士而在這裏
透過服侍癮症人士而在這裏事奉神
在這裏事奉神。
事奉神。
十八年來，
十八年來，全備福音戒毒院舍，
全備福音戒毒院舍，除了地點沒變，
除了地點沒變，清水英泥的石屋仍
在，甚麼都不同了。
甚麼都不同了。就算是人手，
是人手，無論是行政的、
無論是行政的、前線服侍
前線服侍的，除了小弟，
除了小弟，
也和創辦全備時的人手不同，
也和創辦全備時的人手不同，這就應了那兩句諺語：
這就應了那兩句諺語：「長江後浪推前浪，
長江後浪推前浪，
一代新人勝舊人！
一代新人勝舊人！」
許多人奇怪，
許多人奇怪，一間成立十八年的戒毒院舍，
一間成立十八年的戒毒院舍，何以戒毒人數總
何以戒毒人數總是寥寥
可數？
可數？甚至大半年平均祇有二位弟兄，
甚至大半年平均祇有二位弟兄，事實上，
事實上，現今戒毒學員有住院費供
給機構，
給機構，如果以生意手法來經營院舍，
如果以生意手法來經營院舍，相信很快會人滿之患，
相信很快會人滿之患，也不至讓義
工們一方面熱心事奉，
工們一方面熱心事奉，一方面以愛心來捐助機構的經常費。
一方面以愛心來捐助機構的經常費。祇是，
祇是，我們共
識：凡事要尋求神的心意！
凡事要尋求神的心意！

由於長年累月院舍戒毒人數偏低，曾經被核數署批評為最低戒
毒人數的院舍，
毒人數的院舍，雖然如此，
雖然如此，過去數年，
過去數年，神透過全備機構愛心送出食物
及用品予低下層，
及用品予低下層，受惠數字數不勝數，
受惠數字數不勝數，月繼月上升
月繼月上升，眾受惠者無不說：
眾受惠者無不說：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神從中得到無限的榮耀！
神從中得到無限的榮耀！
低數字的戒毒人數並不是對全備機構的傷害,
低數字的戒毒人數並不是對全備機構的傷害 相反是神過去
給予的祝福，
給予的祝福，因為，
因為，在全備服侍
在全備服侍的肢體，
的肢體，大可抽出更多空間和時間，
大可抽出更多空間和時間，
到國內教會交流，
到國內教會交流，講學及短宣，
講學及短宣，亦能開發更多事奉的禾場，
亦能開發更多事奉的禾場，例如院舍
以外的流動戒毒癮症，
以外的流動戒毒癮症，前人說：
前人說：戒毒先要救心靈，
戒毒先要救心靈，不是一定囚於室內
才能脫離癮症的困擾，
才能脫離癮症的困擾，而且，
而且，現今時代轉變，
現今時代轉變，青年人已少用硬性毒品，
青年人已少用硬性毒品，
而採用軟性藥物，
而採用軟性藥物，戒這些，
戒這些，就宛如全備戒毒機構當年創辦的目標，
如全備戒毒機構當年創辦的目標，是
為針對假日吸毒者。
（福音歷奇輔導）
為針對假日吸毒者。
福音歷奇輔導）
十八年來，
十八年來，小弟已由前線轉為幕後，
小弟已由前線轉為幕後，因為，
因為，還有不少的福音工
作需要策劃。
作需要策劃。而且，
而且，最近神透過數名自由傳道牧者
最近神透過數名自由傳道牧者，
神透過數名自由傳道牧者，一群熱心肢體共
同籌劃，
籌劃，已於深水埗區開辦
已於深水埗區開辦全備教會
區開辦全備教會，
全備教會，願各弟兄姊妹也同樣有這
各弟兄姊妹也同樣有這樣
也同樣有這樣的
負擔，
負擔，為我們多
為我們多禱告！
禱告！

感恩，
感恩，再感恩！
再感恩！
黃華娟（
黃華娟（院舍董事
院舍董事）
董事）

2005 年暑假，
年暑假，我參加宣道會錦繡堂舉辦的泰北（泰國北部）
泰國北部）短宣之旅，
短宣之旅，
其間認識了江桂寶
其間認識了江桂寶姊妹（
姊妹（江老師）
江老師），回
，回來後時有聯絡。
後時有聯絡。
2008 年江老師邀請我參與全備團契的事工，
年江老師邀請我參與全備團契的事工，說實話我對福音戒毒非常
陌生，
陌生，但我一直有禱告，
但我一直有禱告，求 神給我退休後有事奉的機會，
神給我退休後有事奉的機會，經過禱告，
經過禱告，我
終於加入
終於加入了全備這個大家庭。
了全備這個大家庭。
當時全備只跟進一
當時全備只跟進一些零星個案（
些零星個案（不設留宿）
不設留宿），其間我強烈感受到濫藥
者家人的痛苦、
者家人的痛苦、傷心、
傷心、淚水；
淚水；我身為人妻人母，
我身為人妻人母，我深深感受到他們內心那
種無奈、
種無奈、孤單。
孤單。怎樣可以幫到他們呢？
怎樣可以幫到他們呢？只要濫藥者戒除毒癮，
只要濫藥者戒除毒癮，整個家庭就
帶來復和、
帶來復和、希望。
希望。
戒除毒癮？
戒除毒癮？談何容易，
談何容易，但我由前人的見證，
但我由前人的見證，深信唯一的出路是介紹三
一真 神給濫藥者認識，
神給濫藥者認識，如他們願意接受主耶穌做個人救主，
如他們願意接受主耶穌做個人救主，認罪悔改把
生命交給 神， 神必不輕看為自己的罪而
神必不輕看為自己的罪而憂傷的心，
憂傷的心，靠著神的大能大愛，
神的大能大愛，
不單可戒除毒癮，
不單可戒除毒癮，如他們能一生持守跟隨主，
如他們能一生持守跟隨主，這必定是一條既穩妥又美好
的人生路。
的人生路。

全備由九七
全備由九七年至今
九七年至今，
年至今， 神一直眷顧恩領，
神一直眷顧恩領，在不同時段，
在不同時段，帶領不同恩
賜愛主的弟兄姊妹參與事奉，
賜愛主的弟兄姊妹參與事奉，他們的真誠關懷、
他們的真誠關懷、身體力行、
身體力行、出錢出力的
擺上，
擺上，全備為他們感謝 神，願 神親自記念賜福給他們。
神親自記念賜福給他們。
經過多年在全備，
經過多年在全備，我深深經歷到 神， 神豐富了我的退休生活
神豐富了我的退休生活：
我的退休生活：
去羈留所、
去羈留所、醫院、
醫院、探監、
探監、到法庭聽審、
法庭聽審、家訪和
家訪和拆偶像等
拆偶像等，我知我的好處
不在 神以外，
神以外，故我不敢疏懶，
故我不敢疏懶，每天讀經祈禱，
每天讀經祈禱，緊緊跟隨 神，如因沒有
神的同在和話語，
神的同在和話語，我知道什麼都不能作
知道什麼都不能作。
什麼都不能作。
三一真 神啊！
神啊！我感恩，
我感恩，我知我不配，
我知我不配，但祢仍給我健康
但祢仍給我健康，
給我健康，給我參與
事奉，
事奉，我知這是我的福氣。
我知這是我的福氣。 主呀！
主呀！我要感謝祢
我要感謝祢、稱頌祢
稱頌祢的名。
的名。最後我
以兩節經文互勉：
以兩節經文互勉：
「萬軍之耶和華說：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
不是倚靠勢力，
靠勢力，不是倚
不是倚靠才能，
靠才能，乃是倚
乃是倚靠我的靈方
能成事。」
：6）
）
能成事。」（亞 4：
「求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
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
好叫我們得智慧的心。」
智慧的心。」
（詩篇 90：
：12）
）

再上路
鍾德光（
鍾德光（院舍主任）
院舍主任）

我於 2012 年，因為身體出現問題，
因為身體出現問題，離開了福音戒毒事奉。
離開了福音戒毒事奉。但今年 神
再一次呼召我來到全備事奉，
再一次呼召我來到全備事奉，決定再重投福音戒毒。
決定再重投福音戒毒。其中一個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兩位非過來人姊妹的眼淚所感動（
兩位非過來人姊妹的眼淚所感動（江老師和華娟姐）
江老師和華娟姐），記得起初會面的時
，記得起初會面的時
候，她們每次都帶著眼淚來分享，
她們每次都帶著眼淚來分享，希望能幫到這群吸毒者，
希望能幫到這群吸毒者，可惜，
可惜，做到很
灰心，
灰心，她們哭訴曾經被學員辱罵，
她們哭訴曾經被學員辱罵，也曾被威嚇。
也曾被威嚇。當時自己深受感動，
當時自己深受感動，兩位
是教師，
是教師，反而對福音戒毒有這樣熱誠，
反而對福音戒毒有這樣熱誠，有如此負擔
有如此負擔，最後決定：
最後決定：「主啊
「主啊！
主啊！
我在這裏，
我在這裏，請差遣我！」
請差遣我！」

戒毒先救心靈

鍾德光（
鍾德光（院舍主任）
院舍主任）

來到全備其中一項工作就是要綠化院舍，
來到全備其中一項工作就是要綠化院舍，我特意種植了兩棵無花
果樹，
果樹，因為當始祖犯了罪，
因為當始祖犯了罪，用無花果葉為自己編做了裙子，
用無花果葉為自己編做了裙子，但天起了
涼風，
涼風，「因為無花果葉不能遮蓋人的罪
「因為無花果葉不能遮蓋人的罪，
因為無花果葉不能遮蓋人的罪，最後上帝用皮子為始祖作衣
服。」福音戒毒
。」福音戒毒，
福音戒毒，唯獨恩典。
唯獨恩典。同樣更提醒自己：
同樣更提醒自己：福音戒毒最基本的意
義，就是戒罪，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
就是戒罪，正如全備口號：
正如全備口號：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
能甦醒人心…」
神賜下律法的目的，
神賜下律法的目的，並不是定人的罪，
並不是定人的罪，而是知罪、
而是知罪、認罪、
認罪、悔罪，
悔罪，因為
吸毒最終是人的罪，
吸毒最終是人的罪，吸毒成癮是一種罪行，
吸毒成癮是一種罪行，福音戒毒並不是把一個壞
的東西修好，
的東西修好，而是要將一個敗壞的生命從罪裡得釋放，
而是要將一個敗壞的生命從罪裡得釋放，不再被傷害和
轄制。
轄制。帶領學員的
帶領學員的方法
學員的方法，
方法，是要從聖經屬靈原則產生出來，
是要從聖經屬靈原則產生出來，這是福音戒
毒的本質，
毒的本質，而且要將福音的核心帶到他們
而且要將福音的核心帶到他們生命裡面
他們生命裡面，
生命裡面，靈魂得救，
靈魂得救，生活
才會正常，
會正常，只是注重日常
只是注重日常學習技能和職訓的配套發展
日常學習技能和職訓的配套發展，
學習技能和職訓的配套發展，而忽略了與神
的關係疏離，
的關係疏離，沒有生命，
沒有生命，只不過為學員
只不過為學員穿上無花果葉而已
學員穿上無花果葉而已。
穿上無花果葉而已。最後提醒
自己：
自己：福音戒毒是神治，
福音戒毒是神治，並不是人治。
並不是人治。正如劉民和牧師提醒，
正如劉民和牧師提醒，若不是
以屬神的生命來建造福音戒毒的房屋，
以屬神的生命來建造福音戒毒的房屋，建築的人就枉然勞力，
建築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
以屬神的生命來看待福音戒毒的城池，
以屬神的生命來看待福音戒毒的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
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

前全備學員見証分享
前全備學員見証分享
郭志偉（
郭志偉（資深歷奇導師）
資深歷奇導師）

在某一次，
在某一次，被逼挑戰自我的極限，
被逼挑戰自我的極限，看到親人對我寄予希望的眼神，
看到親人對我寄予希望的眼神，神
又透過人與人之間的情，
又透過人與人之間的情，讓我看到祂的愛！
讓我看到祂的愛！
十三歲淺嚐咳水至打第一枝白粉針
十三歲淺嚐咳水至打第一枝白粉針，
打第一枝白粉針，不過是極短的年日，
不過是極短的年日，我不多說自
己的背景了，
己的背景了，不也是屋邨典型的單親兒童，
不也是屋邨典型的單親兒童，父母疏於照顧，
父母疏於照顧，終日無所事事、
終日無所事事、
流連街頭、
流連街頭、加入黑社會而最後淪為道友。
黑社會而最後淪為道友。
曾經去過福音戒毒中心而又守過半載不沾毒品的日子，
曾經去過福音戒毒中心而又守過半載不沾毒品的日子，不過最後也堅
持不來，
持不來，原因是祇知有耶穌，
原因是祇知有耶穌，卻沒有把祂作自己人生的救
卻沒有把祂作自己人生的救主，沒有基督掌
權的人生，
權的人生，不但失敗告終，
不但失敗告終，而且促使胞妹更傷心而自尋短見，
而且促使胞妹更傷心而自尋短見，因而，
因而，令在
國內工作，
國內工作，甚少見面的父親前來關心境況，
甚少見面的父親前來關心境況，我見到他得知情況，
我見到他得知情況，痛心欲哭，
痛心欲哭，
於是答
於是答允他繼續戒毒及進入
允他繼續戒毒及進入他朋友介紹的全備團契福音戒毒中心去。
他朋友介紹的全備團契福音戒毒中心去。
回想在全備中心戒毒的日子，
回想在全備中心戒毒的日子，七次離開卻又獲七次的收回
七次離開卻又獲七次的收回，最後一
次，適逢全備機構借用粉嶺宣道中學辦歷奇籌款，
適逢全備機構借用粉嶺宣道中學辦歷奇籌款，前總幹事楊明先生
前總幹事楊明先生邀請
先生邀請
本人攀爬高牆，
本人攀爬高牆，因怕爬不來、
因怕爬不來、怕失敗而欲推辭，
怕失敗而欲推辭，最終在極不情願下，
最終在極不情願下，竟然
爬到尖峰，
爬到尖峰，心情興奮雀躍，
心情興奮雀躍，此時此刻看到親人的眼神，
此時此刻看到親人的眼神，似乎是欣賞我勝過
極限的挑戰，
極限的挑戰，對我未來成功戒除毒癮充滿憧憬和希望，
對我未來成功戒除毒癮充滿憧憬和希望，他們的關愛使我對
自己的過去重新來一次省察。
自己的過去重新來一次省察。

在全備中心生活才七至八個月，
在全備中心生活才七至八個月，當年的總幹事，
當年的總幹事，也是我歷奇導師
楊明先生，
楊明先生，竟然對我充滿信心，
竟然對我充滿信心，推薦我到澳門包思高營地工作。
推薦我到澳門包思高營地工作。十多
年前，
年前，歷奇是新玩意，
歷奇是新玩意，從歐美引入
歐美引入國際都會之香港，
國際都會之香港，也不十分普遍，
也不十分普遍，
何況是澳門，
何況是澳門，一個華洋文化仍未發達的小埠
一個華洋文化仍未發達的小埠，
小埠，於是，
於是，在營內工作的我，
在營內工作的我，
不過是像保安而矣！
不過是像保安而矣！
天天困在小小房間，
天天困在小小房間，日日在靜寂的營舍巡視，
日日在靜寂的營舍巡視，讓我更多時間細思
過往、
過往、讓我不斷尋求人生的方向、
讓我不斷尋求人生的方向、讓我經常和相熟的同工，
讓我經常和相熟的同工，見証往事
之不堪回首，
之不堪回首，不過，
不過，很是感恩，
很是感恩，神讓我知道，
神讓我知道，為何全備中心沒有介意
我七次離院，
我七次離院，而又七次再收留我，
而又七次再收留我，原來不是單單
原來不是單單幫助我戒毒，
幫助我戒毒，而是幫
助我去認識神。
助我去認識神。
今天，
今天，感恩我有一個極度追求神話語的太太，
感恩我有一個極度追求神話語的太太，我也是兩個兒女的
父親，
父親，我會倚靠神，
我會倚靠神，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不會走我父親
不會走我父親從前的路
父親從前的路，
從前的路，我
更會用神的話語
更會用神的話語教導兒女，
教導兒女，因此，
因此，他們更不會走我從前走過的路。
他們更不會走我從前走過的路。至
於我，
「回頭堅固弟兄
於我，我定會還願，
我定會還願，
「回頭堅固弟兄」！
回頭堅固弟兄」！
(編者按
編者按：
編者按：筆者郭弟兄於千禧年代進入
筆者郭弟兄於千禧年代進入全備中心戒毒，
全備中心戒毒，現於包思
高營為歷奇總教練，
高營為歷奇總教練，並不時返回全備作義務歷奇導師，
並不時返回全備作義務歷奇導師，以上見証節錄
於 2012 年 7 月 14 日在循理會昌華堂之見証)
日在循理會昌華堂之見証

兩位畢業學員的分享
余景天

我是一個過來人，
一個過來人，自上法院那天
自上法院那天就
法院那天就已經害怕
已經害怕入政府
害怕入政府戒
入政府戒毒中心，
中心，不過，
不過，
幸好當天遇
幸好當天遇到全備
當天遇到全備的義工在庭上聽
到全備的義工在庭上聽審
的義工在庭上聽審 ，而我知道全備是
而我知道全備是一個家庭式的
一個家庭式的院
舍，這裡的負責人很有愛心，
這裡的負責人很有愛心，雖然院舍簡陋
雖然院舍簡陋，
院舍簡陋，不及其他機構好，
不及其他機構好，我還是選
擇到這裡來。
擇到這裡來。在這裡我學到聖經
在這裡我學到聖經真理
聖經真理，
真理，而院舍的
而院舍的弟兄都能
弟兄都能和睦相處，
相處，因為
我們來自不同
來自不同地方
不同地方，
地方，大家有很多
大家有很多話題
有很多話題，
話題，如煮飯、
如煮飯、釣魚、修理等等知識...一
修理等等知識 一
年後我成功戒除毒癮
年後我成功戒除毒癮，
戒除毒癮，更完成 Outward Bound 十八日的課程，
十八日的課程，這更令我日
後充滿自信，
後充滿自信，對人生有方向感
對人生有方向感。感謝神！
感謝神！我找到了現在的廚師工作，
找到了現在的廚師工作，每天
過著正常有規律的生活。
正常有規律的生活。現在，
現在，我們依然和機構有聯絡
我們依然和機構有聯絡，
聯絡，更要感謝江老師
等義工給我機會
等義工給我機會入
給我機會 入村戒毒，
村戒毒，如果沒有他們的
如果沒有他們的愛心
有他們的 愛心和
愛心和 教導，
教導， 就沒有今天的
我，感謝神
感謝神！

江永洛
全備團契，
全備團契，是一個我感覺很特別的院舍。
是一個我感覺很特別的院舍。當我踏進這裏的時候，
當我踏進這裏的時候，
看見一切設備不齊，
看見一切設備不齊，非常簡陋，
非常簡陋，連最基本的熱水爐也沒有，
連最基本的熱水爐也沒有，不過諗深
一層，
一層，我入去的原因是戒毒，
去的原因是戒毒，並不是來度
並不是來度假，只有逆來順受吧！
只有逆來順受吧！
我漸漸習慣了裏面的生活
我漸漸習慣了裏面的生活，
習慣了裏面的生活，每天時間分配得很好，
每天時間分配得很好，每個星期去教
會，讓我們認識新朋友，
讓我們認識新朋友，有時候又
有時候又會舉辦一些聚會，
會舉辦一些聚會，時間過得十分充
實，慢慢就忘記吸毒這回事了。
慢慢就忘記吸毒這回事了。在這裏，
在這裏，我完成了 Outward Bound 十
八日的課程，
八日的課程，回想起來，
回想起來，我依然對這課程
我依然對這課程感
對這課程感到不寒而慄，
不寒而慄，但它卻能幫
我面對日後生活
我面對日後生活，
生活，懂得忍耐和充滿自信。
懂得忍耐和充滿自信。
離開院舍一刻，
離開院舍一刻，我竟然有一絲絲的不捨得，
我竟然有一絲絲的不捨得，裏面的同工，
裏面的同工，弟兄們
弟兄們
每一刻相聚的時間也很難忘。
每一刻相聚的時間也很難忘。想起外面的誘惑，
想起外面的誘惑，如果不是在村內過了
如果不是在村內過了
一年刻苦的生活，
一年刻苦的生活，都不會使我堅強起來
不會使我堅強起來。
使我堅強起來。我離開院舍第一件做的事，
我離開院舍第一件做的事，
不是吸毒，
不是吸毒，也不是工作，
也不是工作，而是去了旅行，
而是去了旅行，一走便是三個星期，
一走便是三個星期，我要忘
記以往一切的過去，
記以往一切的過去，重新開始。
重新開始。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感謝神！
感謝神！我找到一份合適
的工作，
的工作，也算事事如意。
也算事事如意。
作為一個吸毒者，
作為一個吸毒者，戒掉一年並不算什麼，
戒掉一年並不算什麼，要戒就戒一輩子，
要戒就戒一輩子，永遠離開
毒品的綑綁，
毒品的綑綁，努力工作，
努力工作，有正確的人生觀，
有正確的人生觀，過正常的生活才算成功，
過正常的生活才算成功，
我希望我能繼續持守下去。
我希望我能繼續持守下去。

何為愛
鄧英蘭（
鄧英蘭（背後代禱勇士）
背後代禱勇士）

愛是恆久忍耐，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又有恩慈……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
不輕易發怒……凡事
……凡事
相信，
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盼望。
約六年前，
約六年前，我以半邊、
我以半邊、半百、
半百、半親的三失婦人，
半親的三失婦人，學習主的愛，
學習主的愛，往四川
探訪地震災民，
探訪地震災民，感恩藉此機會
感恩藉此機會認識
機會認識了
認識了全備福音戒毒中心之教友。
全備福音戒毒中心之教友。得悉他們
在古洞服侍濫藥者，
在古洞服侍濫藥者，我被他們無私的愛感動而重投戒毒義工
我被他們無私的愛感動而重投戒毒義工行列
無私的愛感動而重投戒毒義工行列。
行列。
由於院舍缺乏支援，
由於院舍缺乏支援，以致常出
以致常出現赤字，
現赤字，但感恩教友知道神愛世人，
但感恩教友知道神愛世人，明
瞭施比受更為有福，
瞭施比受更為有福，因此以父母心腸，
因此以父母心腸，出錢出力，
出錢出力，付出時間與心思來支持
服務。
服務。
感謝主恩領教友多年來接送我這個傷健人士往返院舍接觸學員與家
長，分享我靠主跨越幽谷的見証，
分享我靠主跨越幽谷的見証，我與他們唱歌、
我與他們唱歌、聽道，
聽道，尤如家人聚首。
尤如家人聚首。
回想初入
回想初入全備，
全備，確感不習慣，
確感不習慣，因院舍靠近山邊，
因院舍靠近山邊，地方簡陋，
地方簡陋，時有蛇鼠
蹤影，
蹤影，面對蚊蚤飛吻，
面對蚊蚤飛吻，蜂蝶起舞和貓狗擾攘，
蜂蝶起舞和貓狗擾攘，學員埋怨爭吵、
學員埋怨爭吵、打架、
打架、逃院
或偷竊被捕，
或偷竊被捕，面對迷羊不自愛，
面對迷羊不自愛，家人又絕望，
家人又絕望，甚至想斷絕關係，
甚至想斷絕關係，也曾令一
也曾令一
些義工氣餒而離去！
義工氣餒而離去！

感謝天父賜福全備戒毒中心
感謝天父賜福全備戒毒中心，
備戒毒中心，當我們流淚祈禱，
當我們流淚祈禱，堅守主使命，
堅守主使命，
家長目睹一群
家長目睹一群單親、
單親、長期病患、
長期病患、退休老師及過來人也冒著風雨嚴寒入
退休老師及過來人也冒著風雨嚴寒入
院探訪、
院探訪、清潔及飪煮美食作鼓勵，
清潔及飪煮美食作鼓勵，他們也投身作義工。
他們也投身作義工。當學員看到老
弱傷健的基督徒也對他們不離不棄，
弱傷健的基督徒也對他們不離不棄，甚至流淚跪地祈禱，
甚至流淚跪地祈禱，他們也受感
動而決心戒毒，
動而決心戒毒，部份學員更重投社會
部份學員更重投社會，
學員更重投社會，結婚育兒，
結婚育兒，甚至成為專業人士，
甚至成為專業人士，
携家人入
携家人入院作義工。
院作義工。感謝主。
感謝主。
曾有人說：
，學員自由度大
曾有人說：全備是「
全備是「無掩雞籠」
無掩雞籠」
，學員自由度大，
學員自由度大，但我們相信院
舍是主賜福的迦南地。
舍是主賜福的迦南地。過去，
過去，我們帶學員遠足、
我們帶學員遠足、釣魚、
釣魚、看綜藝節目，
看綜藝節目，
吃火煱、
吃火煱、燒烤、
燒烤、嚐扒餐，
嚐扒餐，週日返教會聽道學做人，
週日返教會聽道學做人，甚至離港旅遊學習，
甚至離港旅遊學習，
目的是令家人明白，
目的是令家人明白，我們願意
我們願意學習主的愛，
學習主的愛，以生命影響生命，
以生命影響生命，學員及
家人同哭同樂，
家人同哭同樂，鼓勵教會、
鼓勵教會、社群及家人合作。
社群及家人合作。盼望學員身心靈壯健，
盼望學員身心靈壯健，
出院後仍能保持聯絡，
出院後仍能保持聯絡，繼續返教會，
繼續返教會，邁向光明正路，
邁向光明正路，過豐盛人生。
過豐盛人生。

以馬內利
譚英有（
譚英有（資訊科技義工）
資訊科技義工）

感謝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小弟在 2011 年中開始，
年中開始，因認識華娟姐而她帶我到
全備事奉，
全備事奉，感恩能有這一個學習的機會。
感恩能有這一個學習的機會。小弟從沒有在戒毒機構事奉，
小弟從沒有在戒毒機構事奉，全
備是一間很簡陋的戒毒院舍，
備是一間很簡陋的戒毒院舍，但卻給我一種寧靜的感覺，
給我一種寧靜的感覺，就是平靜安穏。
就是平靜安穏。
自知沒有什麼專長，
自知沒有什麼專長，又不懂人情細顧，
又不懂人情細顧，在這裡一邊事奉一邊學習，
在這裡一邊事奉一邊學習，互相鼓
勵，而我自己在這裡也學習了很多；
而我自己在這裡也學習了很多；看到學員的努力，
看到學員的努力，看到同工們為戒毒
弟兄付出的熱情和心思
弟兄付出的熱情和心思，
付出的熱情和心思 ，知道福音戒毒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工。
知道福音戒毒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工。同工的用
心，加上學員的堅持努力，
加上學員的堅持努力， 神與我們同在，
神與我們同在，大家好像一家人。
大家好像一家人。重要的是
要信．
要信．互相信任；
互相信任；望．給予更多鼓勵及支持，
給予更多鼓勵及支持，就有希望；
就有希望；愛．是恆久忍耐，
是恆久忍耐，
不離不棄；
不離不棄；能幫助他們戒除毒癮，
能幫助他們戒除毒癮，重新開始新生活，
重新開始新生活，相信就是我們想見到
最大的喜樂。
最大的喜樂。自己不是一個善於溝通的人，
自己不是一個善於溝通的人，感謝 神讓我在這裡慢慢的學
習與人相處和溝通，
習與人相處和溝通，希望做到對人關心。
希望做到對人關心。對學員多
對學員多關心一點，
關心一點，是對他們的
對他們的
支持，
支持，雖然只是這
雖然只是這一點點微不足道，
一點點微不足道，只要對他們有幫助就好了。
只要對他們有幫助就好了。

在未來的日子，
在未來的日子，全備有不少更新院舍重建的項目，
全備有不少更新院舍重建的項目，求 神保守看
神保守看
顧，這裡是 神所喜悅的禾場，
神所喜悅的禾場，我也喜歡在這裡事奉，
我也喜歡在這裡事奉，雖然全備不是
大機構，
大機構，神領我到這裡我就在這裡，
神領我到這裡我就在這裡，神要我幫手就幫手，
我幫手就幫手，求 神加能
賜力給我，
賜力給我，在這裡繼續為 神作工，
神作工，為 神而做，
神而做，求 神與我們同在，
神與我們同在，
願主賜我們有信望愛，
願主賜我們有信望愛，並能有仁愛、
並能有仁愛、喜樂、
喜樂、和平、
和平、忍耐、
忍耐、恩慈、
恩慈、良善、
良善、
信實、
信實、溫柔、
溫柔、節制的心去為福音戒毒事工努力，
節制的心去為福音戒毒事工努力，願 神給我們合一的
心，為 神作工，
神作工，願 神大大的祝福全備日後的事工，
大大的祝福全備日後的事工，將一切榮耀頌
讚都歸於我們的天父，
讚都歸於我們的天父，阿們。
阿們。
「弟兄們，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
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
記背後，
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
我來得的獎賞。」
（腓
：13-14）
）
我來得的獎賞。」
（腓 3：

媽媽感恩的眼淚
陳倩如（
陳倩如（家庭事工義工）
家庭事工義工）

親愛的弟兄姊妹，
親愛的弟兄姊妹，首先要讚美主我的神，
首先要讚美主我的神，不是信了主我早已不在人
世！我的成長過程不是那麼好的
我的成長過程不是那麼好的，
不是那麼好的，父親當時做便衣警察，
父親當時做便衣警察，暗地裏又做偏門
暗地裏又做偏門
生意，
生意，賣「白粉」
白粉」、「紅丸
「紅丸」
紅丸」、「鴉片煙
「鴉片煙」
鴉片煙」。當時他自以為了不起
。當時他自以為了不起，
當時他自以為了不起，我媽媽是
元配，
元配，但家中甚麼都沒有，
但家中甚麼都沒有，父親常不在家，
父親常不在家，只留戀在
只留戀在其他幾位小老婆身邊，
其他幾位小老婆身邊，
這使我們吃不飽穿不暖，
這使我們吃不飽穿不暖，很多時靠鄰居借錢給媽媽度
很多時靠鄰居借錢給媽媽度過難關。
過難關。當我收到家
用時，
用時，媽媽準時將欠人家的錢清還，
媽媽準時將欠人家的錢清還，她是一位有信用的媽媽，
她是一位有信用的媽媽，我的成長就
是這樣。
是這樣。我有時跟自己說：
我有時跟自己說：有父親像沒有一樣，
有父親像沒有一樣，我要好好地做人，
我要好好地做人，不要傷
媽媽的心，
媽媽的心，媽媽沒有丈夫愛錫，
媽媽沒有丈夫愛錫， 又要帶五個兒女，
又要帶五個兒女，真不容易！
真不容易！所以我小
時候已知道
時候已知道要自愛
知道要自愛。
要自愛。我心裏很憎恨父親，
我心裏很憎恨父親，覺得他沒有盡丈夫的責任，
覺得他沒有盡丈夫的責任，作為
父親從不看兒女一眼，
父親從不看兒女一眼，我曾投考警察，
我曾投考警察，但因父親的工作而
但因父親的工作而不被錄取，
不被錄取，令志
願落空，
願落空，前途受影響。
前途受影響。因此我知道為人父母要儆醒，
因此我知道為人父母要儆醒，不能行差踏錯，
不能行差踏錯，影響
下一代的前途。
下一代的前途。
我三十三歲時結婚，
我三十三歲時結婚，第二年生了兒子。
第二年生了兒子。九七年知道兒子食白粉，
九七年知道兒子食白粉，我給
他選擇了福音戒毒，
他選擇了福音戒毒，因為知道該機構的創辦人是位基督徒，
因為知道該機構的創辦人是位基督徒，他們相信生命
是尊貴的、
是尊貴的、有靈魂的，
有靈魂的，就算吸毒死了，
就算吸毒死了，也不會被掉在垃圾堆。
也不會被掉在垃圾堆。他們以福音
幫助人戒毒
幫助人戒毒，
戒毒，不靠藥物，
不靠藥物，不憑己力，
不憑己力，只靠耶穌。
只靠耶穌。看見福音機構的工作很有
意義，
意義，又為了支持兒子，
又為了支持兒子，於是由屯門坐車出太子道聽耶穌，
於是由屯門坐車出太子道聽耶穌，初時不太明白
福音，
福音，常常打闔睡及頭痛。
常常打闔睡及頭痛。但想到教會能幫助兒子，
但想到教會能幫助兒子，便堅持下去。
便堅持下去。

感謝主！
感謝主！在教會裏我有得著，
在教會裏我有得著，看見神的愛，
看見神的愛，有愛就有一切，
有愛就有一切，聽到
神的教導使人歸正。
神的教導使人歸正。我過往有不完全的地方，
我過往有不完全的地方，靠著神話語的大能改正
過來，
過來，成為新造的人，
成為新造的人，有出死入
有出死入生的新生命，
生的新生命，還要愛人如己，
還要愛人如己，愛惜光
陰，珍惜生命。
珍惜生命。
我已有幾年時間向吸毒的朋友派單張，
我已有幾年時間向吸毒的朋友派單張，探訪美沙酮及街頭流浪
者，讓他們知道有位創天造地的神愛他們，
讓他們知道有位創天造地的神愛他們，回轉到神那裏一定是
回轉到神那裏一定是有用
的，所以不要放棄生命。
所以不要放棄生命。
今天，神的恩典夠我用，
神的恩典夠我用，讓我可以以義工身份去關心一群
讓我可以以義工身份去關心一群與我有
相同經歷的家人，
相同經歷的家人，帶領他們去到神的面前得到釋放，
帶領他們去到神的面前得到釋放，找到出路、
找到出路、得到
平安，
平安，而我更可安慰這
而我更可安慰這一群傷痛的人。
傷痛的人。
在去年一月份我兒入
在去年一月份我兒入全備團契戒毒，
全備團契戒毒，江老師和黃老師為了想帶他
到神的面前認罪悔改，
到神的面前認罪悔改，重整生命，
重整生命，很大胆的作一個決定：
很大胆的作一個決定：容許媽媽在
村內留宿，
村內留宿，陪伴兒子一起戒毒，
陪伴兒子一起戒毒，在我兒子口中知道這二位退休教師愛
主、愛弟兄之心是很難得，
愛弟兄之心是很難得，出錢出力，
出錢出力，每次為弟兄祈禱總是流淚，
每次為弟兄祈禱總是流淚，親
如自己兒女一般。
如自己兒女一般。
日後知道全備的負責人很愛主，
日後知道全備的負責人很愛主，委身作主的事
委身作主的事奉，在人手方面極
其缺乏，
其缺乏，於是我主動加入院舍作義工，
於是我主動加入院舍作義工，幫手打理院舍
幫手打理院舍，
打理院舍，和江老師去探
和江老師去探
弟兄，
弟兄，尤其有段日子她腳痛、
尤其有段日子她腳痛、吃藥、
吃藥、看醫生都堅持去探訪，
看醫生都堅持去探訪，這點更鼓
勵我要為院舍出力。
勵我要為院舍出力。
願我們一同努力，
願我們一同努力，繼續在全備事
繼續在全備事奉，為主發熱發光，
為主發熱發光，榮神益人。
榮神益人。

誠邀您參與：
(1) 恆常為本機構代禱。
恆常為本機構代禱。
(2) 組義工團參與幫助建設本團契、
組義工團參與幫助建設本團契、同心為福音爭戰。
同心為福音爭戰。
(3) 愛心奉獻本機構，
「全備團契有限公司
愛心奉獻本機構，支票抬頭：
支票抬頭：
「全備團契有限公司」
全備團契有限公司」寄新界上水
古洞麒麟村信箱四十一號或入數本機構戶口
古洞麒麟村 信箱四十一號或入數本機構戶口，
信箱四十一號或入數本機構戶口 ， 匯豐銀行號碼
511-750390-001（
（請保留入數紙以便索取減免稅項收條）
請保留入數紙以便索取減免稅項收條）。
(4)

歡迎瀏覽本網址：
。
歡迎瀏覽本網址：http://perfectfellowship.org.hk。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1.

求神賜
求神賜我們合一的心，
我們合一的心，配合大家不同恩賜，
配合大家不同恩賜，共同發展全備的事
工。

2.

請為村中的訓練課程祈禱，
請為村中的訓練課程祈禱，讓我們有從神而來的智慧，
讓我們有從神而來的智慧，懂得如
何去教導每一位學員
何去教導每一位學員，
學員，亦求神親自掌
亦求神親自掌管他們的生命
管他們的生命。
的生命。

3.

院舍正開展重建工程
院舍正開展重建工程，
正開展重建工程，求神帶領更多懂得這方面知識
求神帶領更多懂得這方面知識的義工幫
這方面知識的義工幫
助。

4.

為了符合政府實施戒毒康復治療中心發牌制度，
為了符合政府實施戒毒康復治療中心發牌制度 ， 院舍需要重
建，以達到發牌標準，
以達到發牌標準，但單單重建的前期工程
但單單重建的前期工程，也需要通過政
府不同部門，
府不同部門，求神為我們開路，
求神為我們開路，帶領我們通過政府的每一關。
帶領我們通過政府的每一關。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
看守城池，
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詩 127:1）
感謝
神一直看顧、
一直看顧、保守和帶領：
保守和帶領：
1. 擬重建院舍時，
擬重建院舍時，限期前一天，
限期前一天，神讓我們找到 A.P.（
A.P.（陳天祐弟兄）
陳天祐弟兄）
替我們入紙申請。
替我們入紙申請。
2. 中途，
中途，T.Y.因工作繁忙要離去
T.Y.因工作繁忙要離去，
因工作繁忙要離去，在絕望的時候，
在絕望的時候，神又讓我們找到現
在的 Fanny 姊妹，
姊妹，繼續跟進重建工程。
繼續跟進重建工程。
3. 今年一月，
今年一月，當院舍陷入低谷，
當院舍陷入低谷，事奉弟兄姊妹感到氣餒時，
事奉弟兄姊妹感到氣餒時，神又差
派「生力軍」
生力軍」來事奉，
來事奉，讓院舍重現曙光。
讓院舍重現曙光。
4. 維修期間，
維修期間，遇上慷慨的田耀輝弟兄捐贈全新的天花板，
遇上慷慨的田耀輝弟兄捐贈全新的天花板，使院舍煥
然一新。
然一新。
5. 鍾遠環弟兄多月來經常於
鍾遠環弟兄多月來經常於放工後
多月來經常於放工後，
放工後，不辭勞苦地前來
不辭勞苦地前來工作直至晚上
前來工作直至晚上。
工作直至晚上。
6. 各弟兄姊妹的任勞任怨擺上，
各弟兄姊妹的任勞任怨擺上，愛心奉獻支持，
愛心奉獻支持，願神親自報答。
願神親自報答。

通訊地址：
通訊地址：新界上水古洞麒麟村信箱四十一號
新界上水古洞麒麟村信箱四十一號
聯絡電話：
Fax: 2591 4577
聯絡電話
：2591 4555
http://perfectfellowship.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