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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之言

今年是基督教新生協會 20 週年，二十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所謂十
年人事幾翻新，協會所走過的路，有高有低，當中甜酸苦辣，真是寒
天飲雪水，點滴在心頭。

首先，實在要多謝一班創會董事及顧問，由零開始，願意挺身而出，
義無反顧地支持鄭牧師當初的異象和召命，時至今日，各人因不同原
因相繼離開，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這是正常現象，雖感惋惜，
亦覺無奈。但若沒有前人努力耕耘，那會有今天的成果，感恩今天仍
然有新力軍加入董事會，既有火熱愛主愛人的心，也有不同專業，正
好迎接時代的轉變和福音戒毒事工的需要。

第二，從孤軍作戰到早期訓練了一批同工團隊，事工得以穩定發展，
但十多二十年前，吸食毒品以海洛英為主，吸毒者年紀相對亦較大，
當中不乏較鄭牧師年紀還大，因此過了一段時期，這批老臣子，因年
老、多病，甚至離世而離開團隊，而近年同工團隊又有一番新景象，
有男有女，年紀相對亦較為年輕，這亦是上帝為回應現時吸毒形勢的
轉變，而預備年輕新力軍上來接棒，薪火相傳。

第三，由零戒毒人數開始，（頭一年曾經試過沒有戒毒學員），到今
天超過 80 人入住，而且政府數字顯示整體吸毒人數下降，坊間戒毒所
入住率低，而新生協會戒毒人數卻逆市上升，曾經有政府官員問我有
甚麼秘訣，我的回應是「沒有」，只是始終如一，以愛服侍。讓我們
更加堅定相信，福音戒毒不是依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依靠上
帝的靈方能成事 (撒迦利亞書 4:6)。

最後，從一個荒廢豬欄到今天有四個不同功能的戒毒村，提醒我們事
工需要更新而變化，否則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上帝事工需要不斷
擴展，正如以賽亞書 54：2 記載，要擴張你的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
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今年是本會 20
週年，本會正進入新的里程碑，若上帝許可，讓政府批出大嶼山校舍，
作為本會重置戒毒村，這正是一個難得的機遇，為迎戰吸毒形勢轉變，
戒毒服務新趨勢，新的戒毒村將會成為一間綜合戒毒康復治療中心，
針對身、心、社、靈需要，提供全人康復治療模式，為福音戒毒尋求
轉化，建立合神心意的事工。

基督教新生協會能夠走到今天，全是神的恩典，詩 127:1 若不是耶和
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
人就枉然警醒。然而我們也很需要弟兄姊妹及各友好繼續支持，為未
來的發展，參與神藉著福音戒毒拯救一班被毒品捆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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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零開始，基督教新生協會正式成立

▪在大角咀地舖設立總辦事處

▪神蹟地在十日內接辦一所女性福音戒毒機構，保留「方舟行動」名稱，而由女性戒毒改為　 
　男性戒毒 
▪本會創辦人鄭牧師接受按牧聖職

▪成立「新生服務有限公司」提供職業培訓，為戒毒康復者重返社會鋪路

▪在國內購置農場，佔地 200 畝，成立「晨光康復事工」，服侍國內吸毒者

▪總辦事處由大角咀搬往油麻地上海街，成立「1010 豐盛生命堂」，開始崇拜聚會

▪首創運用 NLP 於青少年戒毒，雖然受到業界不少質疑，惟效果不錯，學員生命得見成長

▪眼見吸毒人數上升，不少因不同原因未能投入長時間去戒毒，再創一個月短期戒毒，目的 
　是盡諸般方法，盡量幫助更多人

▪所謂預防勝於治療，機構從戒毒服務再行多一步，進入社區宣揚防毒教育工作，自此每年 
　都舉辦多場防毒音樂會

▪本會創辦人鄭牧師獲委任為懲教署司鐸，機構進一步發展監獄事工

▪積極發展全人康復治療和帶領過來人進入學校、社區、監獄等宣傳防毒教育

▪原本簡陋的新生園戒毒村，經過十年歲月，設施殘破，得到華人永遠墳場基金資助戒毒村 
　改善工程，院舍環境及設施得以改善

▪由本會栽培國內「晨光康復事工」同工潘傳道正式於廣東省協和神學院畢業，重返戒毒村 
　事奉

▪本會創辦人鄭牧師獲香港特別行政區頒授榮譽勳章，榮耀歸神 

▪得到民政事務處資助，開設全港首間由政府資助的中央洗碗社企

▪與馬來西亞教會合作，在麻坡成立「良善之家」戒毒中心，幫助馬來西亞華人吸毒者，因 
　人手問題於翌年停辦 
▪「方舟行動」戒毒村得到華人永遠墳場基金資助戒毒村改善工程，院舍環境及設施得以改善

▪在禁毒基金資助下，成立由過來人組成的「一個不能少」外展隊，主動去尋找隱蔽吸毒者， 
　及早介入，提供協助

▪從深圳開面包車帶著過來人短宣隊前往江西省十多個城市的教會，主領佈道會，體驗耶穌 
　走遍各城各鄉，宣講天國近了

▪因國內形勢及政府發展主題公園，政府需要徵地，「晨光康復事工」因而停辦

▪女子生命重整中心成立  

▪青山村靈修中心成立，原址是一間荒廢十多年的村屋，佔地面積有至少六萬呎，惟日久失 
　修，已變成一個無法居住的森林，經過弟兄兩個多月開山劈石， 成為一個讓學員靈修重 
　整生命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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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里程碑
Elaine Lai ( 董事 )
2021 年是平淡的，因為世界都受礙於疫情被迫躺平；2021年也是壯闊的，
因為主的大能叫基督教新生協會把侍奉的信心釋放得前所未有。我是個幸
運的超齡學生，籍著實習為福音戒毒弟兄做輔導的恩賜能跟隨上鄭牧師，
見證了很多奇妙事工 。而神為往後又給了新的努力方向，要鄭牧師帶領
我們把未來機構再擴展。我們興奮之餘，更不斷禱告，祈求 神一直保守。

Denise Tsang-Lee ( 董事 )
鄭振華牧師 MH 和一班過來人為了回應神的感召，在 2001 年創立了基督教
新生協會，在元朗的荒山野嶺開墾了戒毒中心，透過福音戒毒，努力不懈
幫助濫藥人士重整生命，回歸並回饋社會。透過創新思維，弟兄們近年參
加不同類型的活動，例如家居維修裝修、帆船訓練和創業、海上陸路外展
活動等。藉此不僅能擴濶眼界、生活圈子，接觸不同層面的人、事物，更
能從迷失中找到方向，發展自己興趣。

在慶祝本會成立 20 週年的同時，社會存在不少隱蔽青年濫藥，我期盼本
會繼續擴展服務，令更多有需要的人可以得到及時的幫助。在未來的日
子，我希望更多過來人被興起與濫藥人士同行，以實行萬事互相效力，讓
更多人得益處的真理。祝福弟兄們透過不同訓練、活動，利用一己所長，
幫己幫人，建立人生新的一頁。

董事和副總監分享

Cheung King Wa
 ( 董事 )

Quebeca ( 副總監）
「堅守召命」人生上半場，職場營營役役。人生下半場，第一份工作是福
音機構，主要服侍對象是青少年和國際學校，讓福音傳遍校園。蒙 神所
愛，修畢基督教研究（跨文化）後，亦在幾家不同的福音機構、教會、學
校、女子戒毒院舍等，從中學習到各方面的知識和技能。
今日是我在基督教新生協會工作的第三年六個月，主要負責人事、行
政、會計和財務。感謝鄭牧師信任，讓我手執財政大權，亦多謝前員工
Connie ( 她七月中已經回流美國）和 Polly, 大家分工合作，將四間院
舍日常開支 ( 常費 )、每年四個禁毒基金項目、銀行帳戶、社署數目等，
整理得井井有條。
無奈因人事變動，現急需人手幫忙打數入帳。眼下大嶼山東灣重置戒毒院
舍，工作接踵而來，求主差派合適的人選，可以並肩同行，祝福更多有需
要的人。

3 4



Singh Hermandeep ( 事工幹事 )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and my shield. My heart trusts him. I was 
helped, my heart rejoiced, and I thank him with my song.” — Psalm 
28:7

I started working in 新 生 園 in September 2020 right after 
graduating from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Associate degree 
of Psychology. I still remember the f irst interaction with Pastor 
Cheng Chun Wah, during the interview Pastor Cheng told me 
that it is alright if you are not fluent in Cantonese but I want you 
to work harder because there are plenty of challenges working in a drug rehabilitation 
clinic. I was and still am extremely grateful to Pastor Cheng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to challenge myself, contribute to brothers who suffer from drug addiction through 
psychology which I learnt in university. Even though I am not fluent in Cantonese,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stay tough and work harder. 

Over the past one year, I considered myself a def initely more changed person as 
compared to old me thanks to Pastor Cheng. I became a more firm, better team player. 
In the initial months, my role was to support my colleagues and watch how they work, 
slowly slowly i learned from here and there. It was not an easy task since I was not fluent 
in Cantonese but all my colleagues were very kind and patient towards me. Apart from 
my own experience, I certainly saw the process of change in those brothers who came to 
get rid of their addiction. I saw brothers fighting addiction, not giving up, participating in 
courses like Air-Cond classes and painting courses. Definitely there is many opportunities
新生園 for people who wants to stop addiction and our Pastor Cheng helps unselfishly and 
untiringly.

同
工
團
隊
分
享

新
生
園

兩年前因為吸毒問題，教會弟兄姊妹和女朋友鼓勵我，我
鼓起勇氣入村接受福音戒毒治療，在頭 3 個月適應期間，
放假時候再次軟弱，幸好鄭牧師給多一次機會，這時候我
再重新振作，過了一段時間我升了做學兄，這段時間都經
歷很多東西，再過不久我終於成為了同工，在這段時間裡
自己突破了很多，跨越很多障礙，放下不小的自我，最大
感恩就在本年中，我向女朋友求婚成功，我們倆打算在出
年年尾結婚，很感謝主一路祝福我很多，所以當信主你和
我家必然得救。祝福滿滿豐豐富富 !

陳倫 ( 事工幹事 )

Chan Ka Shing
 ( 事工幹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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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婉華傳道 
( 事工主任 )George 

( 事工幹事 )

路 5:4 「把船開到水深之處。」 
路 5:10「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

 * * * * * * * * * * * * * 

「甚麼？介紹我去福音戒毒中心當傳道人？」 
「我諗都未諗過，給我一點時間考慮！」 
「不要怕，把船開到水深之處。」

牧師叫我返工；吓！等等……；我去到方舟附近祈禱（好像行區祈禱般），
又諗諗我真能夠每天長途跋涉來這裡，裏面的人是怎樣的！

幸好，頭10年的工作經驗都是與男士共事，讓我也不太擔心來這裡工作；
原來這裡曾經都有女同工，她們都能夠在這男人群中服侍，我為何不能！

「不要怕，把船開到水深之處。」

與弟兄相處，感到他們大多數都是心地好，只是誤入毒海，難以自拔，
他們都好想有好的生命，一個有意義的人生。他們好鍾意這句金句：「若
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正好，我們的機構是以福音為本，輔以輔導，希望弟兄姊妹得到全人醫治：
身、心、社、靈！不只是戒毒，是生命更新。

對，這不就是上帝呼召我作傳道人的召命，我何不樂意接受這挑戰。

「不要怕，把船開到水深之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

Boey ( 社工 )

很多人都認為吸毒是一條不歸路，但路是人走出來的，只要及
時回頭一切都可以重新開始。在基督教新生協會裏工作，使我
更深信「人定能改變」！每天與弟兄一同分享喜怒哀樂，一同
經歷  神的帶領，陪伴著弟兄一同改變、成長。見証著弟兄當
中由不願意作出改變， 一步一步漸漸反省自己，當中  神給
予勇氣使弟兄踏出改變的一步，成為一個新做的人！於新生協
會裏工作甚有意義，牧師及同工們也是齊心合力為著共同的目
標而努力！

同
工
團
隊
分
享

方
舟
行
動

我入咗嚟新生園都差不多兩年，當時我入嚟係接受戒毒治療嘅弟兄，
開頭入嚟嘅時候係好唔習慣，好想放棄，但幸好有一群弟兄和同工們
開解我，佢哋畀到我嘅感覺好和諧同好有愛，當時嗰一刻自己喺度諗，
點解一班大家唔熟識嘅人可以服侍一個連自己都接受唔到自己嘅爛
泥，嗰一刻開始我就繼續留低接受治療，之後鄭牧師專程入嚟探我鼓
勵我支持我，鄭牧師在聖經裏分享一段令我深刻的經文，哥林多後書
5 章 17 節「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
了。」聽完呢段經文之後我覺得好有意思所以我再次捉緊上帝。呢兩
年喺新生園感到生活很充實，好多課程報讀，例如太陽能班，車房訓
練，帆船訓練，電腦課程等，我參加了不同課程增值自己，從課程中
得到好多領受，雖然接受治療時間已完成，但我覺得自己未足夠，所
以決定繼續留在新生園學習，鄭牧師亦推薦我到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
進修輔導學，因為疫情影響課程仲未完成。想返起當初由一個入嚟接
受戒毒治療嘅弟兄轉變成為機構同工，係我人生的轉捩點，而我未來
也盼望將來｛以生命延續生命，以愛還愛｝幫助更多受毒品纏繞的迷
途羔羊找出光明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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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前亦曾是方舟行動的學習弟兄，在方舟裡靠着神改變我的生命。回
想少年時的我，十五歲便受朋輩的影响，抱着人食我又食的心態，對毒
品產生好奇，起初食大麻……然後就搖頭丸，白瓜子，冰，各種的毒品
我都有嘗試過，吸食過之後因為沉迷那一刻的無憂無慮的感覺，誤以為
問題已經解決了，不斷給自己藉口吸毒，借此逃避現實，但清醒後回到
現實其實原來問題根本仍然存在，如此反反覆覆沒完沒了，虚耗光陰。

每份工都做不長久，漸漸地入不敷支，為了揾快錢去滿足自己既慾望，
不擇手段不惜一切做一些違法的行為，身體亦因為長期受到毒品的侵蝕，
經常要進出醫院。三年前收押所的有一天，我認識了鄭牧師，他勸我戒
毒，那時侯，冥頑不靈的我斷言拒絕了。出獄之後又再沈迷毒品，家人

同
工
團
隊
分
享

重
整
中
心 

女
子
生
命

Ken ( 項目統籌 )

曾經 3年沒有與我聯絡。此時，懲教署更生事務組知道我重吸後勸我入戒毒村，在神的安排下，我
進了方舟行動戒毒，並且重遇兩年前曾勸我戒毒的鄭牧師。

入方舟初時，我本抱住渾渾噩噩的心態入去過日子，沒有目標和方向，但在方舟住了一段時間之後，
開始習慣院舍內的作息時間，還感受到院內各同工，傳道人的關懷，鼓勵，鄭牧師亦給我很多機會，
他們和我非親非固，為何要這樣關懷我呢？我深深體會到從神而來的愛— 主耶穌基督的愛！自此，
我接受了耶穌基督為我的救主，跟隨祂在方舟服侍，接受祂對我的陶造。現在我和我的家人關係也
靠著主得以修補，更勝從前，真的很奇妙！身體亦越來越健康！我發現，原來我在方舟不單是戒毒，
而是重生了，得到新的生命並且比以前更豐盛！可以說，基督教新生協會是我人生的轉捩點。我繼
續以過來人的身份，及帶着耶穌基督的愛去服侍有需要的人，以生命影響生命！

Ramsay Philip ( 事工幹事 )
「盡在恩典中」感恩可以在基督教新生協會服侍。 以前我是一個有吸毒惡習的過來人， 在這條 ,
戒毒的路上真不容易， 一次又一次跌倒， 一次又一次起返身，但又再一次一次的跌倒。 到最後
今次 已經是第十一次， 我希望亦相信 不會再有第十二次。 因每次跌到付出的代價很大， 以往
因吸毒導致家人離異， 夫妻關係惡劣， 人見人憎。 多次因濫用藥物 出入精神病院， 吸毒導致
性格扭曲 ，在醫院內經常和職員對抗， 所以青山醫院列我為危險人物 。但現在因著上帝的恩典， 
不但在危險人物選項內被剔除， 還經常和青山醫院的職員合作 ，幫助一些有吸毒惡習的人 ，更
可以和家人重拾關係，夫妻關係良好， 所以真的 <輸唔起 >。 亦感謝牧師給我兩夫婦有機會負責
女仔屋， 這亦是莫大的恩典。 在帶領女仔屋時有很多挑戰， 但我處理女仔屋的問題時 ， 用的
方法不是自己想出嚟，而是自己親身經歷出嚟的 。上帝挽回人的方法有時令人真的莫名其妙，每
一次跌到，很多時上帝不是責備我，而是用恩典去溶化我。 我們常常掛在口邊說去服侍神和人，
但其實回想往往在服事過程中最大得益就是自己。 上帝亦透過服侍這個過程改變了我很多，令我
更加睇到別人的需要，不是單單顧自己的事。 所以將來令我更加決心用生命回應上帝， 不再走回
頭路。

Jenny ( 事工幹事 )
自從 2018 年我和丈夫 Philip 回來新生協會後都發生了很多事。在
這三年多的日子牧師用了很多心機栽培我倆夫婦。話說 2012 年我和
丈夫是在這裡認識的，當時生命很幻嫩，和丈夫菲力很多磨合，牧師
當時被邀請做我倆的證婚人，但最好笑的是我們剛簽了婚書不夠半小
時就鬧離婚，當時的鄭牧師都攪我們吾掂。而 2018 年 9 月我和菲力
正是剛戒完毒出了醫院，我打電話給鄭牧求助想返教會聚會，鄭牧就
邀請我們回方舟崇拜。完了聚會，牧師問我有什麽攪作？邀請我們回
來做義工。

之後美其名是義工身份其實是從新學習神的話語，回來方舟侍奉。話雖如此做義工學侍奉，其實問
心一句牧師比了很多機會我倆，去建立我倆夫婦，這幾年帶我們去了很多地方去分享去旅遊。牧師
就好像爸爸一樣帶我們四圍去見識，最感動是忠強患了腸癌，他帶我們陪同忠強又去馬來西亞又去
泰國。服侍的人有很多但為父的卻沒有幾多個。鄭牧師就是其中一個，我相信老豆忠強今生都無憾
了。

這幾年我經過牧師的帶領，讓我 很感動 回頭以後要兼顧我們的弟兄姊妹， 盼望我的人生可以用
剩下來的時間來回應上帝的愛。 亦多謝耶穌給我非常好的伴侶和我一起服侍上帝， 這是我人生的
夢想，是夢寐以求的事，已經達成了。 我和菲力是在十週年認識的 ，現在 20 週年亦即將開始了， 
盼望在 30 週年會更加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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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園簡介

中心巡禮
新生園是本會開荒的第一所戒毒村，原是一間荒廢豬欄，簡直不能住人，
但本會創辦人鄭牧師領受回頭要堅固弟兄的異象，憑信心由零開始，今年
已是二十年，回頭數算，全是恩典。

瞬耀 ( 事工幹事 )

「我的禧年」 我現在是新生協會的同工，這是我第二次來新生
園學習，所以我比上次更清楚為什麼要學習，學習是為了成長，
成長是為了改變，改變是為了人生。年到 40 的我更令我明白，
我的人生急需要福音，缺乏信心和軟弱的我，更令我明白盡快悔
改的重要，所以我需要戒毒，但原來除了戒毒，我還有很多的事
需要為自己做，因為毒品原來只是我其中的一個問題，所以上一
次的戒毒改變不了我的人生，所以這次我藉著第二次的機會，藉
著認識福音來改變自己，而且，我也想靠著福音成長，做一個信
主的好人，我想不會太遲吧。

曾經有人跟年到四十的我說，雖然走得慢，只要努力還是會到終
點的，信仰就是這樣，不是做最快到達終點的人，而是做個努力
到達終點的人，所以很感恩有機會再次學習，也很多謝牧師畀機
會我們這些慢走的人，安排我們在主的恩典裏努力，幫助我們找
到悔改的機會。而新生協會20週年就像  神給我的禧年一樣：“主
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
我報告被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的得自由，報告神
悅納人的禧年”。路加福音 4章 18 至 19 節

最後多謝創辦新生協會的 鄭牧師，用基督的福音，帶領一班過
來人，認識耶穌，讓神的禧年，救贖我們，榮耀上帝，也榮神益
人。阿門 !

同
工
團
隊
分
享

青
山
村
靈
修
中
心

家庭日 由學員打理新生菜地

美化家園

羊棚 美化家園

農莊

魚池

新生園

社區人士探村鼓勵支持 社會人士探村 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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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行動簡介

女子生命重整中心簡介

於 2003 年 8 月接手方舟行動，由原女子戒毒轉為男性戒毒，成為本
會第二所戒毒村。

為支援女子戒毒康復者，女子生命重整中心於 2020
年成立

青山村靈修 

中心簡介

青山村原址是一間荒廢十多年的村屋 , 佔地面積有至少六萬呎，惟日久失
修，已變成一個無法居住的森林，經過弟兄兩個多月開山劈石，成為一個
讓學員靈修重整生命的好地方。

青衣辦公室簡介 位處青衣工業中心的中央辦公室，扮演無敵後援的角色，全天候
支援四條村。

Great family

Sunset Conference Room Ps Sam office

SunsetQuebeca office

宿舍

生活照

園林美景

園林美景

生活照

起居飲食

外貌

Ps Sam & girls

飯龐 浴室

主樓

花園

親近神

主樓

自由活動

生活照

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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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彧姊妹
我是出生於一個很傳統家庭裡，而且是重男輕女，
小時候被家人忽略，令我覺得朋友重要過自己的家
人， 最初和他們都只是喝酒，但後來認識了一些
吸毒的朋友，還記得第一次嘗試毒品是在派對上，
最初是好奇下接觸了，久而久之染上毒癮，當我的
家人發現時，我已經沉迷在毒品上，他們嘗試用方
法幫助我，但我反而變本加厲更加反叛，令到同家
人關係嚴重破裂，後來我自己去找社工幫我找戒毒
院舍，然後選擇了一間有信仰的院舍，我在這間院

舍認識了信仰和決志，但我離舍後很快跌倒了。透過社工得知新生協會女子生命重整中心，然後同工
Jenny 聯絡我，還記得當天是星期日父親節，我很好奇反問她，為何有機構的同工星期日會工作？她
說知道我現在的狀態很急切，所以都很想能幫助到我，然後我當日決定入去，還記得第三天，偷偷地
走了出去，我好爭扎很想離開，但最後我都主動打給 Jenny, 她一句也沒有責罵我，反而很擔心我的
安全，返回宿舍我就更加加倍努力，當時得到他們的很多鼓勵及讚賞，後來Phillip推薦我出去讀書，
得到牧師批准，我非常感恩，但我真的不知道原來讀書要準備很多東西，而且自己需要申請學費貸
款，原來必須要有彌償人才可以申請，但媽媽不願意做彌償人，感謝神都讓我順利申請，亦非常感謝
Jenny 和 Phillip 從中不斷默默幫我聯絡媽媽，目的是想我和媽媽可修補關係，他們非常愛錫我，我
做得不好亦會提點好，知道我喜歡唱歌，給了很多機會我，現在還有很多東西學習，軟弱時我不再怕，
因為有神差了很多天使幫助我支持我。最後非常感謝鄭牧師讓我來到這裡，希望在餘下的時間可以
讓我變成一個剛強的人，學習像牧師一樣以生命影響生命幫助有需要的人。

淑雯姊妹
喺過往 10 年嘅日子，我都係好多時候都因為吸毒而比屋企人打電話報警拉左
我好多次！分別去過兩間戒毒機構，喜靈洲，甚至坐監！而每一次去完一度
嘅地方，我之後都會係乖左一排，但之後又好快故態復萌，身體亦會因為吸
毒而越來越差，最嚴重嘅時候可能連屋企嘅門口都好難出到，每日都係圍繞
着吸毒，我一路一路見到自己身體好多毛病出現例如：血尿，腸胃炎，甚至
試過腎積水，但係我都係堅持唔到，戒完又食反，自己明明知道自己嘅身體
根本負荷唔到，得返 70 磅，都唔應該再食，但自己一個人根本就戒唔到，試
過自己特登去旅行離開香港去戒毒，但一返到嚟香港就已經忍唔住又好想去
吸毒，我身邊嘅朋友大部份都是吸毒人士，根本就走唔出這個圈子。

最後我媽咪再次知道我吸毒之後已經放棄咗我，都沒有再報警了，因為覺得
報警都已經再無阻嚇作用，都已經進化到當我透明！之後我唔想自己再係咁
嘅生活，就開始搵機構求助，經過朋友介紹左新生協會比我認識，是全新開
嘅女子宿舍俾我。

當我入到黎嘅時候我身體係好虛弱，連企都不能夠企直，同工 Jenny，阿靜，
時常都幫我吹一部熱風機，話係牧師買嘅，為咗姊妹嘅身體，雖然我初初入
嚟唔係好識鄭牧師，但我都感受到佢對姊妹之間嘅一份愛！入咗嚟好短時間，

雲
彩
見
證

未來綜合戒毒治
療康復中心簡介

未來綜合戒毒治療康復中心位於大嶼山石壁，前身是東灣莫羅瑞華
校舍，佔地超過十二萬平方呎，有十多間建築物，結構尚算良好，
基本水電齊備，交通工具可以直達，不失為一個康復治療的好地方。

重置戒毒村籌委會委員： 
鄭振華牧師 MH（總監）
張敬華先生（董事）
曾佩儀女士（董事）
黎美儀女士（董事）
余慧梅女士（副總監）
葛珮帆議員 BBS, JP 立法會議員
容海恩議員 JP 立法會議員
梁志成先生 商人
黎子中先生 資深戒毒社工
謝家和博士 港專學院助理教授 
何忠明博士 香港環境師學會創始人 
符苿莉女士 (Judy) 彩時亞洲有限公司 (Grace Time Asia Limited) 董事長

重置戒毒村支援專業團體： 
戚雅各 註冊醫師
梁國輝醫生 心臟科
梁陳秀芬醫生 精神科
梁皓婷女士 澳洲註冊營養師
黎子中先生 資深戒毒社工
謝家和博士 港專學院助理教授
何忠明博士 香港環境師學會創始人

及
專
業
支
援
名
單

重
置
戒
毒
村
籌
委
會

建築物

未來綜合戒毒康復治療中心俯瞰圖

入口

建築物
建築物

建築物室內

活動場所

15 16



我就好快適應到呢度嘅生活，喺呢度認識到神，亦感受到神原來一直在我身邊，睇住我去改變！因
為我遇過好多唔開心嘅事情，好想去放棄嘅時候，我學識咗祈禱，神又會因着聖經中嘅話語來鼓勵
我，令我一次又一次可以行過我本以為行唔過嘅路，好感謝主！

另外崇拜嘅時候，鄭牧師講道之中，教曉咗我，入嚟根本不是單單戒毒，原來是要改變整個生命，
只要根基磐石扎得好，就好似起樓咁樣，就算起得越高走得越遠都唔會咁容易倒塌！我哋要多啲親
近神，將自己所有大小事情都交託比神，因為神真係會垂聽！

好感謝我嘅好爸爸林菲力，都教曉我好多做人處世嘅道理，經常說：「耶穌嘅愛能包容晒我哋所有
過往嘅壞事，只要我們懂得反省，向神祈禱心靈誠實認罪悔疚，神就會赦免我哋一切嘅罪行。」

最後好感謝家舍每一位親愛嘅同工，姊妹陪我渡過每一日，同曾偉雄弟兄為家舍所有嘅付出！

[我地每一日嘅堅持留得係到，就等如又勝過昨天！加油各位！ ]

詠琳姊妹
我早喺幼稚園嘅時候已經開始接觸基督教！大約係 2008 年左右，我認識
咗一群壞朋友就開始吸毒啦！當中我有去過唔少嘅戒毒機構尋求幫助，當
然都係幫唔到我啦！出返嚟之後依然都係行返舊路，又再重吸！當時真係
好迷惘，不知方向！直至 2021 年透過一位社工轉介，參加了基督教新生
協會嘅戒毒療程，我就真係有所改變！

喺戒毒村內再次接觸神，我們必須係每日早上晚上都要進行靈修，聽到一
些姊妹嘅分享，聽詩歌，慢慢開始去了解聖經當中嘅話語及真理。

初初開始的時候我都未完全相信，直到我要面對法庭的判決。在收押期間
我不停祈禱，希望可以再一次給我機會，而我再次上庭的那一天，法官竟然真的給我機會接受感化！

回到家舍中我覺得無比的溫暖，我承諾要用福音去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這機構真係用佢哋嘅愛去改變我人生觀，除咗戒毒我仲可以真正咁改變自己再去幫助別人！亦都從
此將我帶返去正途，

我相信主也會與我同在！
偉強弟兄
已經忘記了自己在毒海浮沉了多久， 只記得自己從前不停為毒品而犯
法， 案底累累！ 直至一次鄭牧師 來監房探我勸我入新生園戒毒，而且
我每次上庭牧師都有來旁聽為我打氣。 雖然牧師改變不到罪名成立的結
果， 卻改變了我往後的人生觀！ 我出獄後的第二天，就決定入新生園 
改變生命。 

現在我已在新生園學習接近一年， 期間我都有擺脫不到舊生命，偏行己
路， 觸犯村規！ 牧師、 村長 以及同工，都不厭其煩為我開導， 總是
鼓勵多於責備，平時自己無聊時就以閱讀聖經打發時間。 聖經真是無比
的奇妙， 使我學到很多真理， 其中自律更使我步向正途。 現在我身份
已是新生園其中一位學兄， 使我更加要做個榜樣， 以生命影響生命， 
幫助更多有需要幫助嘅人。 最後感謝神對我眷顧， 感謝鄭牧師對我不
離不棄！

勤成弟兄
我因在外面犯了事從而要上庭， 因我怕要去喜靈洲 ， 所以我就聯絡新生
園外展同工尋求幫助， 於是鄭牧師就叫我入新生園學習。

我是在一個破碎家庭中長大， 由於我爸爸是一個吸毒者， 我讀書又唔好， 
讀到中二就畀學校踢出校， 之後就認識了損友，繼而學識吸毒。 開始我係
食大麻， O 仔、 十仔、 籃仔， 到最後我食白粉。 曾經被 一班損友叫我
一齊販賣白粉， 做咗大概一年左右，終於畀差人拉了，要排期上高院， 我
初時都唔識驚，當我知道我有可能被判最少 10 至 15 年監禁，我先至覺得後
悔，我真係好好彩，單案被判無罪釋放， 出返嚟之後，屋企人擔心我再做
犯法事，而唔畀我出去做嘢， 一直供養我十幾年白粉，直到我亞嫲死咗之
後， 我啲屋企人將我住嗰間屋賣了，之後我就變成了一個露宿者。 

我今次入嚟新生園 係因為我衰咗支針作吸毒工具，我未上庭之前就搵咗鄭牧師，牧師就叫我黎新生
園戒毒，我真係好多謝鄭牧師給我一個重生嘅機會。 最初入嚟我真係乜都唔做 ，多得各同工和弟
兄多次鼓勵 ， 由唔投入戒毒村生活， 到依家喺全程投入，而家每日靈修睇聖經，係因為牧師叫我
哋要多睇聖經，喺我睇聖經嘅時候，有兩節金句時常在我腦中出現， 就係爐為煉銀，鼎為煉金，唯
有耶和華熬煉人心， 另一句係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

我而家喺新生園已經 11 個月了，下一個月我就畢業喇， 我會留低喺度繼續學習， 因為我知道自己
現在離開神的家好危險，未必受得住誘惑，我決定留喺度繼續學習，用生命影響生命 。我會好好珍
惜呢次得來不容易的機會， 相信主、信靠主 、倚靠主就是我的唯一出路 ！最後好多謝機構同鄭牧
師這一年來的教導。

天偉弟兄
過去的二十年時間，我的生活完全離不開毒品，每天依靠毒品賺取生活費，
亦染上吸毒這壞習慣，家人和女朋友不停的勸導，但我每次都令他們傷心。
最深刻一次女朋友問我：「你愛毒品還是愛我多一些？」這句話令我恍然
大悟，不想終日與毒品糾纏不清，所以我下定決心，自願入住戒毒院舍。

在宿舍期間，儘管吸毒的想法不斷浮現，但我會顧及後果，不想令家人失
望。幸好耶穌基督聽我的禱告，驚喜的事臨到我面前，當我每次有吸毒的
念頭時就即刻祈禱，我的心就會平靜下來，不會再反覆思想吸毒的想法。
而在這裏，我可以在牧師和傳道人的講道上糾正我一路以來的價值觀和想
法，他們亦不停給予我學習的機會，另外有幸在車房實習和在院舍內事奉。

半年很快過去了，我亦即將畢業了，女朋友跟家人看到我的改變感動不已，
流下了開心的眼淚，而我明白這一切不是我的功勞，而是歸於  神。牧師
的愛給我機會榮神益人，回頭堅顧弟兄，因我知道這條路很難過渡，需要
同行者支持，與我深信這是基督給我能力去事奉祂所愛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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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新生協會有限公司 - 財務報告
1/4/2020 - 31/3/2021 1/4/2019 - 31/3/2020

收入 HK$ HK$
經常費奉獻 1,308,039 812,516
學員生活費 2,486,377 1,144,615
銀行利息收入 257 34
禁毒基金 BDF160027 「一個不能少」計劃之延續「停不了
的使命」 0 1,350,540

禁毒基金 BDF170041「天生我才必有用--回饋社會展新生」
計劃 422,800 0

禁毒基金 BDF180027 基督精兵-尋羊運動 0 1,423,718
禁毒基金 BDF190046 重新裝備,重回正軌 1,091,499
Reversal of impairment loss on amount due from 
subsidiary 127,402
其他 361,385 375,396
總收入 5,797,759 5,106,819

支出 HK$ HK$
禁毒基金支出 - BDF140026                        -   200,417
禁毒基金支出 - BDF160027                        -   283,894
禁毒基金支出 - BDF170041             78,271 721,222
禁毒基金支出 - BDF180027       1,394,904 883,644
禁毒基金支出 - BDF190046           887,394 0
一般活動           179,113 103,514
同工薪金 *           184,825 398,893
強積金 *             10,980 23,319
奉獻                        -   42,000
設備折舊             60,305 5,918
租金及差餉           188,428 188,133
學員津貼           259,758 141,844
營運開支       1,466,965 938,497
銀行收費                1,936 3,032
總支出 4,712,879 3,934,327
本年度盈餘       1,084,880 1,172,492 

基督教新生協會有限公司 - 財務報告

頌威弟兄
坦白講：過去二十年我都是生活在罪惡和毒海生涯當中，直到今次上帝

的救恩臨到我身上，給機會讓我認識主耶穌福音。

在這聽道和讀聖經的日子，不知不覺耶穌福音卻成了我的救贖，給了我
新的生命成長，令我對罪有了悔改，徹底放下以前的罪惡和不再被毒品
捆綁，重建信心，真正感受到自由輕鬆。希望將來日子我會繼續遵守神

的道，因為我堅信上帝會遵守賜福的人。

應康弟兄
我好多謝神帶領我入基督教新生協會戒毒，我之前都試過用好多自己的
方法戒毒，但每一次都失敗，今次我都係諗住試下，但我係新生園裏面
見到啲弟兄改變，見佢哋開始學好，自己又好想好似佢哋咁。我記得牧
師有一次講道時講過：「忘記背後，努力向前」，乜嘢都唔好諗，專心
學習，我之後開始喺村幫手學種菜和種花，在耕種的過程裏， 令我學識
等待、專心同耐性，我係新生園這段日子，神比機會我令到我可以重新
得力，更加認識自己。好多謝鄭牧師比機會讓我可以繼續留係新生協會
學習，我希望將來可以用我的見證，以生命影響生命，去幫助更多被毒
品捆綁的人，因為我相信「只要你願意， 神凡事都能。」

掁傑弟兄
我以往曾經依靠  神，卻沒有好好把握，最終又再捨棄  神，結果重覆
走回毒海生涯當中，絕望低谷，十分無助。但  神從來沒有離開過我，
而且一步一步引領我返回神的懷抱，再次接受上帝的救恩，真的感恩無
限。

感謝機構對我的栽培，感激鄭牧師在我最無助的時候接我返回這個家。
除此之外，亦多謝傳道人及同工的教導，弟兄姊妹相親相愛，我會繼續
努力紮根，從失敗中回轉，為  神作鹽作光。

主席： 
鄭振華牧師 (MH) 董事 
張敬華先生
黎美儀女士
曾佩儀女士

顧問團 :
劉澤輝醫生 ( 永遠榮譽顧問 )
黃儀章博士
彭孝廉博士
梁國輝醫生
梁陳秀芬醫生
王祖興監督 (更生事工特別顧問 )

總監：
鄭振華牧師 (MH)

副總監：
余慧梅女士

事工主任：
劉婉華傳道

項目統籌：
樊永健先生

社工：
陳智靈女士

事工幹事：
梁瞬耀先生
馬文發先生
余永明先生
曾惠娥女士
林菲力先生
陳嘉成先生
梅漢傑先生
張 靜女士
Singh Hermandeep 先生

及
顧
問
名
單

同
工
、
董
事
會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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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本會及奉獻方法 

本人/團體: 

□ 願為貴會代禱，請寄回有關資料 / 通訊給我。 
□ 希望探訪貴院舍，體驗你們的生活, 增加了解。 
□ 希望邀請貴機構前來分享異象或主領聚會。 
□ 願每月定期奉獻，作為支持貴會的戒毒康復及教育事工: 

 ○ HK$1,000  ○ HK$800  ○HK$500 ○HK$200 ○HK$100 ○HK$ __________,  
□ 願奉獻支持重置戒毒村: 

 ○HK$5,000 ○HK$2,000 ○HK$1,000 ○HK$800  ○HK$500 ○HK$___________,  
□ 劃線支票: 抬頭「基督教新生協會有限公司」 
□ 現金存入: 匯豐銀行戶口 534-678024-838，並將存根 whatsapp 至 6163 6891 或寄回新界 

青衣長達路 1-33 號青衣工業中心 2 期 C 座 9 樓 C7 座。 
 
 

□ PayMe:歡迎使用匯豐銀行 PayMe 應用程式，掃描 QR code  ���  
   

 
 

□ 轉數快 (FPS): 轉賬至「基督教新生協會有限公司」之 
「轉數快」賬戶： 
• 電郵地址: accounts@hknewlife.org 
• 手提電話號碼: +852 6163 6891 
• 識別碼 : 162319818 

 
本人 / 團體資料 (請填寫以下資料, 資料只供本會內部使用)：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本會為一非牟利慈善團體，奉獻港幣$100 元或以上，可獲發收據，以作扣稅之用。 如閣下希望收取紙本捐款收據， 
請提供閣下的全名(與香港身份證上相同）及通訊地址，或歡迎致電與我們聯絡(電話: 23976618, whatsApp 61636891)。 

1/4/2020 - 31/3/2021 1/4/2019 - 31/3/2020

收入 HK$ HK$
經常費奉獻 2,250 178,969
學員生活費 1,600,706 1,420,375
銀行利息收入 6 45
禁毒基金 BDF160047 啟航新生命 181,788 440,150
禁毒基金 BDF170042 新生綜合生涯發展計劃 537,028 0
禁毒基金 BDF180042 轉化生命-盡情創造 0 491,052
禁毒基金 BDF190047-<新生綜合模式生涯發展計劃>
之延伸 1,064,660 0

新生中央洗碗服務 0 131,500
其他 174,247 77,200
總收入 3,560,685 2,739,291

支出 HK$ HK$
何東爵士慈善基金                                   -   4,900
新生中央洗碗服務支出                                   -   5,000
BDF160047 啟航新生命                                   -   257,765
BDF170042 新生綜合生涯發展計劃                      185,741 1,114,621
BDF180042 轉化生命-盡情創造                      503,810 255,574
BDF190047-<新生綜合模式生涯發展計劃>之延伸                      847,261 0
設備折舊-BDF                                   -   74,135
其他活動                           9,062 6,855
同工薪金 *                         97,390 112,000
強積金 *                           8,031 12,247
奉獻                                   -   10,600
設備折舊                           5,962 178,322
租金及差餉                      104,964 101,669
學員津貼                      161,047 144,883
營運開支                   1,042,641 672,717
銀行收費                           2,284 4,776
總支出 2,968,193 2,956,064
本年度赤字 (216,773)
本年度盈餘                     592,492 

Note * Salaries & MPF are absorbed by different BDF projects.

方舟行動有限公司 -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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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本會及奉獻方法 

本人/團體: 

□ 願為貴會代禱，請寄回有關資料 / 通訊給我。 
□ 希望探訪貴院舍，體驗你們的生活, 增加了解。 
□ 希望邀請貴機構前來分享異象或主領聚會。 
□ 願每月定期奉獻，作為支持貴會的戒毒康復及教育事工: 

 ○ HK$1,000  ○ HK$800  ○HK$500 ○HK$200 ○HK$100 ○HK$ __________,  
□ 願奉獻支持重置戒毒村: 

 ○HK$5,000 ○HK$2,000 ○HK$1,000 ○HK$800  ○HK$500 ○HK$___________,  
□ 劃線支票: 抬頭「基督教新生協會有限公司」 
□ 現金存入: 匯豐銀行戶口 534-678024-838，並將存根 whatsapp 至 6163 6891 或寄回新界 

青衣長達路 1-33 號青衣工業中心 2 期 C 座 9 樓 C7 座。 
 
 

□ PayMe:歡迎使用匯豐銀行 PayMe 應用程式，掃描 QR code  ���  
   

 
 

□ 轉數快 (FPS): 轉賬至「基督教新生協會有限公司」之 
「轉數快」賬戶： 
• 電郵地址: accounts@hknewlife.org 
• 手提電話號碼: +852 6163 6891 
• 識別碼 : 162319818 

 
本人 / 團體資料 (請填寫以下資料, 資料只供本會內部使用)：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本會為一非牟利慈善團體，奉獻港幣$100 元或以上，可獲發收據，以作扣稅之用。 如閣下希望收取紙本捐款收據， 
請提供閣下的全名(與香港身份證上相同）及通訊地址，或歡迎致電與我們聯絡(電話: 23976618, whatsApp 61636891)。 

聯絡本會及奉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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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哥林多後書 5:17 

督印人：   鄭振華牧師 MH        

編 輯：      鄭振華牧師 MH、余慧梅 

設 計：      梁冠真   

電 話： (852) 2397 6618 

傳 真：     (852) 3426 9242 

電 郵：    info@hknewlife.org 

網 址：    http://www.hknewlife.org

Facebook:   基督教新生協會 - 方舟行動 - 獨一専頁

地址 :     新界青衣長達路 1-33 號青衣工業中心 2 期 C 座 9 樓 C7 室 

印刷品：   2021 年 11 月 共 1000 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