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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那說“要有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　神，已經照在我們的心裡，要我們把　神
的榮光照出去，就是使人可以認識那在基督臉上的榮光。 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裡，
是要顯明這極大的能力是屬於　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4:6-7 

「三無」及「三有」
新希望團契是一個「三無」的福音戒賭機構，無錢、無人、無地方。「無錢」~我們
沒有穩定的收入，沒有申請任何基金或政府的資助，只靠仰望神感動教會及個人的奉
獻 ;「無人力」~ 我們長期以來沒有足夠的全職同工 ;「無地方」~ 我們也沒有經濟能
力租用較大的辦公室用以作聚會用途。 縱然如此，新希望團契在這15年戒賭宣教的
服事經歷的不是「三無」而是「三有」，什麼都不缺，見證了 「我們有這寶貝在瓦
器裡，是要顯明這極大的能力是屬於　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4:7   團契由02年
只有幾位人士及每星期一個晚上簡單的匿名者小組，發展至現今能全面地幫助賭徒及
其家人的服事，全因神(這寶貝)在新希望團契(這瓦器裏)。 自04年開始有統計以來，
我們服事了2,530 位求助人仕。「有地方」~ 感謝宣道會北角堂、生命頌浸信會、基
督教傳頌救恩會，分別每星期借出地方，給予團契作福音戒賭聚會、查經和輔導之
用，讓我們可在香港、九龍、新界建立三個福音戒賭網絡，於逢星期一、星期二、星
期三、星期四晚上接侍來自各區的求助者。「有人力」~ 感謝神賜下眾多義工協助我
們的發展，現今約有五十多位義工參與協助，包括過來人、戒賭者家人，及來自不同
教會有不同專長的支援義工(六位義務輔導員、三位網站設計及維護員、五位查經導
師、一位刊物設計員、一位司他……等等)。 過去一年，我們亦聘請了一位過來人成
為部分時間幹事助理及一位半職行政幹事。「有錢」~ 在經濟上，神讓我們經歴像嗎
哪般的供應，不多不少，所需用的總是僅僅足夠。這一切都不是出於我們自己的能
力，乃是神在新希望团契中顯出祂極大的能力。

福音信仰
現時每週我們透過三個查經小組， 讓福音大能彰顯，叫求助者的生命得以被聖經真
理的話語光照，脫離受賭禍的捆綁，讓他們經歷主愛大能和真理的教導。三個查經小
組分別為 : (1) 給未信的戒賭者、過來人及其家人的福音性查經班；(2) 給剛決志信主
的戒賭者、過來人及其家人的栽培課程; 及 (3) 給已受浸的戒賭者、過來人及其家人
的信仰成長班。 

專業輔導
除了聖經教導和福音戒賭聚會，我們亦透過定期舉辦三個信仰結合輔導的課程，幫助
賭徒及其家人。三個課程分別為 : (1) 每年開辦兩次，由總幹事教授的戒賭課程，現
今已開辦至第十七屆; (2) 每年開辦兩次，由資深輔導員教授的「賭徒家人」(第一階
段)課程，現今已開辦至第七屆; 及 (3) 每年開辦一次，由神學院輔導老師教授的「衝
破牽累－賭徒家人」(第二階段)課程，現今已開辦至第四屆。

總幹事分享



黃國輝 (基督教新希望團契董事)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唯喜愛耶和華的
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篇1:1-2）
聖經告訴我們，有福的人是一個不與罪惡為伍的人。我們都明白世界的誘惑
和凶險，並罪中之樂給人的捆鎖。在誘惑和罪中所得的短暫快樂不能長久，
並常失去心中的平安。
當一個人從了惡人的計謀，站在罪人的道路，生在褻慢人的座位（站在和生
在表示對罪惡不同程度的參與，褻慢人是高傲自大，任意妄為，勃逆神的
人。），陷在罪中；心中常記掛罪惡當何時戳破，執法者何時會找上門，這
無形的枷鎖使人寢食難安。相反，平生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
不與罪惡為伍，力量從何而來？基督徒透過基督捨命救贖，罪得赦免，神又
賜下祂的話，並有聖靈住在心中。當我們常靠聖靈，喜愛晝夜思想神的話，
生命就有主賜的力量，勝過罪惡捆鎖，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內心的平安。過
來人弟兄姊妹和我都是有福的人，願我們彼此共勉，喜愛和思想神的話，不
與罪惡為伍，能享受心中的平安和自由，何等有福！

生命影響生命
戒賭過來人及家人更被栽培成為過來人事奉者，實踐助人自助，以生命影
響生命。我們透過 (1)由總幹事教授的過來人門徒訓練小組，栽培過來人成
為合神心意的事奉者；及 (2) 由神學院輔導老師教授的家人組長培訓，栽
培過來人家人成為事奉者。

迎向未來十五年
剛過去的十五週年的慶祝活動，我們在西灣河文娛中心公演「脫癮不離
地的愛」舞臺劇，有110人出席。此外，我們與將軍澳循道衛理教會合辦
舞台劇佈道會，有350人出席。十五週年感恩晚宴，有164位來賓同來慶
賀。邁向未來的十五年， 我們更要按著祂的心意， 盡心、盡性、盡意地去
服侍。未來「新希望」會繼續建立在耶穌基督真理的基礎上，同時，我們
也需要你們的關心、支持、代禱及奉獻。

莫玉蘭 基督教新希望團契 總幹事
M.S.Sc.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UK)
M.C.S (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HK)
Certified Gambling Counsellor (CCPC, Canada)
Certified Gambling Therapist II (APCB, Singapore)
Professional Member (ACA, USA)
Member of Hong Kong Gambling Watch



張一慧 (基督教新希望團契董事)
基督教新希望團契十五週年紀念的日子，令我不期然要像詩人大衛的對神作
出讚美，因耶和華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大有慈愛。我想起最近讀過
的一篇見證，那位人士在因賭博陷入窮途沒路之祭，不知道從哪裡來的力
量，他竟走進了教會，參加基督教新希望團契的聚會。那「不曉得的力量」
原來是神的憐憫和愛的力量臨到他，他不單只因信福音得救，戒掉賭博，還
與家人復和。像詩人在詩篇一四五篇14至16節記載到神的慈愛和對衪的讚
美：「跌倒的，耶和華都扶持他們； 被壓迫的，祂都扶他們起來。萬人的眼
睛都仰望祢，祢按時把糧食賜給他們。祢把手張開，使所有生物都隨願得到
飽足。」神藉著團契的服侍，扶持因賭博跌倒的人，扶起受壓迫的家人，只
要他們向神呼求，相信祂，祂隨時豐足的供應他們所需。
近日知道一位人士因家人的賭博行為被受困擾，但該賭徒抗拒接受戒賭服
務，還不斷的搔擾家人。我實在盼望那「不曉得的力量」－神的力量臨到那
位賭徒和他的家人，使生命得著改變。讓我們持守信念，忠心的拓展新希望
團契的福音戒賭事工。

楊麗瓊 (基督教新希望團契董事)
我的教會最近慶祝40周年堂慶。其中感受最深刻的是有很多弟兄姊妹們，
他們在過往一直在教會成長，受栽培，得到鼓勵，又蒙神的引領選擇了事奉 
神的路，成為牧者，傳道人，宣教士，主日學老師，團契導師等。他們不單
在自己的教會事奉，更在不同的教會，機構去事奉神。「新希望團契」慶祝
成立15 周年，不少過往被賭博綑縛，走投無路的人，藉神的引領得以在這
團契戒除了賭博行為，重獲新生。更寶貴的，是他們能以過往的經歷，去影
響別人。有部份的過來人，他們戒賭後仍選擇留在這團契，受訓練栽培，成
為團契的重要事奉人手。最值得欣慰的是，不單是過來人，甚至於他們的家
人，也有不少參與的。他們是以過往受創傷的經驗去參與團契的事奉，去回
饋神。
我想起在哥林多後書1章3-4節保羅說:「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就是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神，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
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董事恩言
陳志堅牧師 (基督教新希望團契董事會主席)
羅馬書1章16節：「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
相信的。」這段經文，感受到使徒保羅對上主的信心何等堅定，及他對福
音的熱忱一直沒有減退；縱然使徒保羅要面對各種困難，和社會上不斷向
他壓迫，他沒有因此而倒下來，還是積極地跑到各處，把耶穌基督的福音
與未信之民分享，為要使更多靈魂得著拯救。
「新希望團契」作為基督教福音機構，在資源及工作發展上有一定的限
制，如經費來源，我們不會接受與團契的信仰及理念相違的支助。團契在
籌劃事工時必以福音為核心，務要讓人們認識福音，及讓上帝的道來改變
人的心。雖然有所限制，我們看見上帝的供應是足夠我們使用；祂感動教
會和各方肢體在金錢、物資和人力上支持我們，使團契能好好地服事。上
帝是信實的，是可信的！
因此，團契的服事也像使徒保羅那樣，堅定地依靠著上主，並以一棵熱忱
的心，藉福音的大能，把沉淪在賭博裡的靈魂得著釋放。
願上主的聖名得著稱頌，願團契的服事，把福音的大能顯明。



九龍網絡
三個福音戒賭網絡

二人同心，就能同行 阿雯(家人)
當丈夫爆出他的賭博問題時，
我的心情很低落、傷心、也有忿怒和失望。
所以他到「新希望團契」上戒賭課程，
我覺得是他自己要負的責任，與我無關。
因我要照顧家中三個幼兒，我選擇沒有陪伴他。
不經不覺過了四個月，看到他的情況沒有太大進展......就在這時，莫姑娘致電我，邀請我
陪伴丈夫一起參與團契聚會，幫助他更投入，於是我便開始參與「新希望」的聚會。
起初，我都是抱着「陪伴」者的心態，覺得這是「他的問題」。但漸漸藉著聚會中不同的
活動、電影、信息、分享，天父打開了我的心，讓我看到自己的問題。原來病態賭徒的問
題，不只是他一人的錯失，作為身邊最親密的人，都有要改善的地方。於是，我向天父禱
告，承認自己的問題，也求祂幫助我們夫婦二人能重新學習愛和依靠的功課。
要委身每星期參與團契，對有小孩的家庭實在不容易，每次我都要花很大力氣才可放下心
中各樣牽掛。但往往在掙扎過程中，天父讓我知道，要選擇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重建夫婦
關係，這個家庭才能繼續走下去。我就是不斷學習順服、放下、忍耐......然後奇妙的事情
便發生，丈夫的生命開始有更新和改變。當然，要走的路仍很漫長，但我深信只要捉緊天
父的手，什麼困難都有祂同行。

好好愛家人      傑(戒賭過來人)
回想來「新希望團契」，至今已有一年零八個月多。
剛過去的一年裏，自己都可以穩定地參加星期一晚的
聚會，太太也陪伴在側。有她的陪伴對自己來說是很
重要，除了一份同行、鼓勵外，也是將自己剛硬的心
墙拆毁，感受到對愛自己的人所做成的傷害是如此的
深，是難以磨滅和傷口處處(根本未有癒合)！這份深
徹的反省和痛悔，成為我時時刻刻的警惕，亦化成一
鼓動力去做好自己，好好去愛護家人，修復關係。我
也學習放低自己，願意向家人坦承表白遇到的試探，
一齊到天父跟前尋求共識和力量。聚會時亦會向過來
人分享自己的生命狀態，彼此守望和同行。至今，再
賭的苗頭暫未出現，但仍會提高警覺，時常將自己行
動透明化、不要落入看似是理所當然的試探裏。願主
看顧和保守往後的日子。

我不是獨行俠 麗屏(家人)
還記得第一次帶同我先生一齊參
加「新希望團契」星期一的聚
會，這次聚會，令我不安的心情
得以舒緩，因為在這裏，有過來
人，有家人，他們每一個都明白
亦同樣感受到自己的悲傷，感覺
很舒服！一個笑容，一個安慰，
已經表達他們對我的支持及鼓
勵。我可以證明我不是自己一個
人走這條路呢！

回家  沃榮(戒賭過來人)
來到「新希望」差不多五年，五年前沒有想過可以戒賭，還未想過自己可以堅持到現在！
我是返星期三「新希望」位於坑口的聚會點，這裡人不多，聚會內容卻多元化，有查經、
見證分享、電影分享、信息分享和生日週會。雖然人數不多，同路人與家人的支持與鼓
勵，反而比較緊密，大家的理念一致，戒賭者與同路人可建立更深入關係，藉此分享各人
遇到的困難和需要。在聚會中彼此分享和代禱。不知不覺已成為習慣，沒有一點不自然，
就像家人一樣。聚會中令我最深刻的是查經和電影，其次就是生日週，使我在靈命上有長
進，並在人與人之間都建立互信與支持。每當自己遇到困難和試探時，就會一起代求，
彼此提醒，大家不可以再走進罪裡！

堂會與基督教新希望團契彼此配搭，使耶穌基督的福音
釋放被賭博所困綁的靈魂。願上主賜恩典與能力給團
契，讓祂得著更大的榮耀。
  基督教傳頌救恩會 堂主任     陳志堅牧師



港島網絡

一家同心，其利斷金     淑筠(家人)
星期二晚的聚會，讓我能與家人結伴同
行，互相鼓勵分享。每次的聚會都提醒
我，這條戒賭的路並不易行，需要持久
的努力及常要心意更新，家人的支持和
同行尤其重要。聚會幫助我了解自己的
不足，教曉我怎樣與過來人相處，避免
重覆過往不愉快的經歷。感謝莫姑娘及
各義工的關愛，讓我在無助失望的時候
能得到你們的幫助！

主的話是我生命的糧         珊(戒賭過來人)
我參加星期二晚聚會接近兩年，回想在這
段時間，每週我已習以為常來聚會，支取
精神食糧，好似日常我們需要空氣，水及
食物來維持生命一樣。知道自己的軟弱，
不能靠自己變得剛強。所以，就算是經過
整日辛勤工作，帶著疲倦的身軀來，但
神總透過聚會內容給我滿足！每次，與一
班過來人一齊，我感到不是個人行，不孤
單。在這個大家庭，我們互相提點，要遠
離魔鬼設下的陷阱，又得知過來人有新的
試探信息，都給我有反省的機會。同時，
因常得著總幹事及導師的指引，使我不再
墮入賭海裏。

姐弟同心     慧聰(家人)
感謝神帶領弟弟和我到「新希望團契」。
每星期透過團契聚會和活動，與過來人，
家人和導師分享；使我更加認識如何在弟
弟過度借貸的問題上，與他相處溝通，立
定界線，讓他學習承擔責任。願神繼續透
過聖經的真理，導師的教導，禱告交托，
使我們在主內成為一個新造的人，有正確
的價值觀。

賭博和各種成癮行為是現今社會其中一個最叫生命
和家庭關係耗費受損的問題。感謝上主使用「新希
望團契」，特別是逢週二晚在北宣舉行的港島區網
絡聚會，讓許多人藉福音經歷榮耀的釋放和醫治。
願主繼續賜福和使用「新希望團契」。

陳劍雲牧師
宣道會北角堂 社關事工科科主任

新界網絡
賭徒，家人的持續進修課程
Sandy(家人)
自2013年起，就陪伴丈夫返「新希望
團契」，至今都有五年了。丈夫也無
再賭，實在感謝神的恩典！逢週三在
團契內有很多學習機會，不單過來人
要學習脫賭求生，重過新生活；家人
也要學習成長，然後去幫助過來人，
這過程需要有願意學習成長的心態，
不然會有很大的抗拒，因為引起事端
的是賭徒，但原來家人都需要改變，
方能事半功倍。這場硬仗仍要繼續，
但知神與我倆同行，恩典足用！提醒提醒再提醒   燕琼(家人)

透過每月聚會的不同內容：包括電影分
享，專題講座，查經等，帶給我們不同
層面的思考。例如透過查經，讓我們學
習神的話語，以主道省察自己的不足，
並學習在生活中實踐神的道。

喜見戒賭人仕靠主從罪中得釋放、生命更
新、家庭和好！求主祝福「新希望團契」！
生命頌浸信會  Amy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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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總計：
237人

外展探訪
家庭 9個
人數 61人

熱線及面談
熱線    441人
Whatsapp 輔導  830人次
面談（個人／家人／
債務輔導面談）  767人次

佈道
慕道    60人
決志    13人
回轉    25人

社區教育及倡議
教會／機構／公眾      1475人

聚會人數總計：5325人



第十六屆新希望戒賭課程

填補空虛缺失的心靈 阿雲(30歲)
我在戒賭課課程中確認了自己是病態賭徒，認識賭博的真面目，了解賭徒的歪理及反
思賭博歷程，這些都是從前陷於賭博時不會去深思的理由。從前會認為有賭未為輸，
但原來不賭才是不再輸的唯一方法。
印象較深的其中一課是賭徒的歪理，當一個又一個似曾相識的借口出現在課程的
powerpoint中，那刻我明白這個戒賭班不是只有理論，是實在地反映賭徒的心態及
狀況。在賭博歷程反思的一課，當莫姑娘邀請我去分享過去的賭途，才明白賭徒對家
人及身邊朋友的傷害是多麼的深！導師，過來人助教分享過往戒賭戒癮的經驗，能指
出學員的錯誤想法，令我覺得這個戒賭課程很「落地」。過來人助教確實走過戒賭這
條路，分享路上遇過的試探，令我們更有同行的感覺。
戒賭班中有九堂是查經，當中查閱的經文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內心的空虛缺失，反醒從
前的所思所行，所作所為的錯處。導師指出賭徒需要有信仰，以聖經的教導來重整價
值觀。要放下自我，讓上帝成為生命的主才能有智慧去逃避誘惑。
雖然在課程中知道賭博的害處，但從前每天都花上不少時間去找尋賭博的資訊，一但
要停止，心裡總有掙扎。當獨處時，拿著手機也有想查閱賭波賭馬的資訊的試探。從
前經常隱藏自己的種種行為和真實面，說謊及吹噓已成習慣，和習慣借貸(例如朋友
及財務機構)去處理債務，所以自把自為的舊我，偶然也會出現。遇上試探時，因面
子關係，不會立即向同路人求救，不會在人多的地方拿出2G電話，擔心別人看我仍
用2G電話的眼光！我需要繼續學習凡事尋求意見及祈求交託給上帝。

踏入賭途，以後難逃？  鑑鋒(33 歲)
上戒賭課堂時要分享形成賭博的過程時，
令我回想過往，如何從賭博來娛樂卻變成
病態賭徒，不能自控！原來我是很容易跌
入賭博的陷阱，難以逃脫。課程也叫我體
驗戒賭並非容易，不是減少賭博或是暫停
賭博就等如戒賭。其實要用行動及時間，
持之以恆，直至終身遠離賭博！有家人同
行及體諒，想未來過無憂的生活是我戒賭
最大的動力，因此，持續返團契和教會才
能得著好好的提醒。我戒賭的決心仍要繼
續加強，賭博懸念要從心底消除。除賭博
外，其他的癮(包括打機)都要有自我控制
的能力，加以學習，也要同家人多溝通，
常自我反醒，不要自我試探！

要知道從何而來的力量   偉康(36歲)
坦白講，我參與了「新希望團契」大概半年時間，神會否令我完全戒賭？可否改
變我的諗法？我還未能完全肯定！但現在我可以肯定的，跟著團契的方法和指示
去做，的確令我的現況好多了！亦能幫到我太太、我媽媽解決了好多問題、好多煩
惱。這幾年，我不斷借錢，賭錢，還錢，但自從參加「新希望團契」的聚會之後，
確實令我改變了。上戒賭課程，聽到過來人的分享，從他們身上學習了許多，我明
白到賭的嚴重性和後果，會令好多人受到牽連。我會經常提醒自己，希望自己能夠
一路堅持下去，一直繼續學習。

新造的人的歷程 錢德光(58歲)
以前生活在貪圖金錢的家庭，常為生活
奔波！除了工作，把時間，精神都放在
賭博上，忽略照顧家庭。太太及妹妹發
覺我成為賭徒後，找到「新希望團契」
為我戒賭。 我開始放下主權，定時到
團契上課，學習認識賭錢的真面目，害
處，歪理等等病態成因，認識到自己貪
戀錢財至不能自控地運用金錢而跌倒！
重整及改善生命後，我更決志信主。透
過弟兄提醒我有錯誤的價值觀，於是報
讀戒賭課程，學習放下自己，遠離試
探，靠主而活，成為一個新做的人。

學員心聲



「賭」再不能控制我的人生     永財(49 歲)
每次在戒賭的課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分
享！當分享大家的經歷時，就好似一面鏡
見到自己，有很大警惕！導師教授的課
題，對我很大提醒，讓我知道賭博令我迷
失，以為是對的卻其實是錯的事！改變了
我對賭的看法。此外，更感到身邊其實有
好多人關心我。還有，錢不是萬能，賭不
能解決財政問題。福音戒賭比政府更了解
我們，更有愛心對待我們！有人體諒，提
點，因為我們缺乏人的關心！我們用錢去
衡量所有人和事，所以我們才會去賭，想
得更多錢。昔日當一個人或在無人關心
時，我感到孤單就會去找刺激。我剛開始
戒賭，未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緒和決心，所
以我渴望繼續學習盡快除去賭博的心癮，
因我不想再被賭控制我的人生呢！

離開賭博的死路   偉良(53歲)
在戒睹課程中，我體驗至親對我能成功戒賭
的期望，所以我學到每做一件事要停一停、
想一想，不再以氣用事及盲目衝動、不理後
果！團契絕對是我戒賭的最大幫助。在課程
中的小組分享，我覺得一群人能夠認識賭博
的禍害，不自我封閉。其實賭徒是個十分封
閉及大話連篇的人，最能認識賭博的結局是
一條死路。我希望日後繼續深入認識戒賭的
知識，就能避開賭的誘惑，不再找藉口再踏
賭途，「賭」真真令人很累！

看清自己 偉平(53歲)
參加了這次戒賭課程，讓我認真看清逢
賭必輸，不賭是贏錢的道理。我還看到
自己過往太自私，太自我為中心，沒有
為身邊的人著想，不懂得去珍惜和關心
身旁的人。透過小組的分享，幫助自己
多加反省，戒賭不能單靠自己，要信靠
主才能一路走下去。因我信主的日子還
很淺，戒賭畢竟是條漫長的路，還需努
力去認識主的話語，讀聖經，參加小組
分享，堅持定期參加教會聚會或相關的
課程等等。在此還要感謝莫姑娘這年來
的教導和提醒，兄弟姊妹如秀蘭、耀棠
等經常問候和關心，確實感恩！

賭輸借還，惡性循環
Mit Mit (54歲) 
這次戒賭課程最深刻的是：知道賭，
輸，借，還是惡性循環的習慣。使我
記得，何時何日的第一年賭博輸的金
額，預知三年一個循環，提醒自己將
會發生。未發生之前好好準備，改變
自己的價值觀。我體驗到除了自己要
投入，聆聽，分享之外，最重要是有
行動。此外，我學到了何謂價值觀及
零的賭博。我也有參加「新希望」的
其他聚會，透過電影分享及查經班，
讓我有更多機會分享。我仍需努力去
改變現時的價值觀，多參加查經班，
另外要報讀其他講座。



認識自己最重要      慧秀(賭徒太太)
從來沒想過自己需要上賭徒家人課程，
更沒想過自己的丈夫有嚴重的賭癮！最
初期望課程可以教導我如何幫助有賭癮
的丈夫，但慢慢發現原來課程是在幫助
我。課程的內容不多是關於賭徒，反而
著重關顧賭徒家人的身心靈。雖然只有
短短六課，但每一課都有深刻的得著，
例如：我從來不知道自己對丈夫發的怒
氣，原來背後是擔憂恐懼所致，以前每
當我發完怒氣抒發後以為自己會無事，
但卻沒有處理好怒氣，在日積月累底
下，很多時怒氣一觸即發，沒理智地向
丈夫表達我真正的感受。雖然家人課程
已完結，但學習卻是終身！期望神讓我
每天認識自己更多，因為人不認識自
己，沒可能認識別人（丈夫）。感謝神
讓我有機會認識「新希望」，認識莫姑
娘及所有戒賭路上的弟兄姊妹。大家一
起努力！靠主得力！

將來不再漆黑 麗屏(賭徒太太)
上完第一階段家人課程後，我確
實了解自己的情緒多了。作為賭
徒家人，每當情緒爆煲時，就好
像玩過山車般高高低低，心裏又
驚又憤怒又不安，負面情緒不斷
發生！面對漆黑一片的將來，感
覺很無助。無可口非，當然希望
身邊的人會為自己改變，但其實
要改變一個人的習慣談何容易？
課程後，原來不是改變身邊的賭
徒，其實是改變了自己，學懂表
達心裏的喜、怒、哀、樂，與對
方同一樣感受，這才有改變！

智慧家人我願做      瑞蓮(賭徒伯娘)
衷心多謝莫姑娘對我們的付出，以下是
我少少的分享。感謝神的應允，沉迷賭
博多年的姪兒願意接觸福音戒賭，以至
我有機會參加第七屆家人課程。莫姑娘
同杜姑娘的專業教導，令我明白家人若
幫賭徒親人還錢，會加重他的病情，要
學習做個有智慧的家人。加上兩位過來
人秀蘭、亞棠他們成功戒賭的見證，至
為有力。另外感謝「新希望團契」所有
工作人員的付出與努力，令我很感動！
願神賜福你們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感受到身邊有同路人支持
群英(賭徒亞姨)
在課程中，我了解自己的情緒是憂
傷和無奈，我需要向家人表達。陪
伴家人是長遠的，要不離不棄不
借。在復發中，仍要堅持下去，真
的不容易。我感受到身邊有同路人
支持，給予我很大的力量，很多謝
輔導員的教導和鼓勵。

人真的很有限和軟弱
美婷(賭徒女兒)
感恩我在「新希望團契」中能坦誠
地分享和學習，讓我知道作為賭徒
的家人，有那些該做及不該做的
事，令我學習到如何與賭徒相處，
透過其他家人、過來人、輔導員
等分享，讓我明白更多賭徒的特性
及調節自己的情緒。更讓我明白人
真的很有限和軟弱，我們需要依靠
神，靠著主耶穌和團契弟兄姊妹彼
此分享扶助，讓我心裡有平安和信
心陪伴媽媽處理她賭博的問題。願
主繼續祝福「新希望團契」幫助更
多賭徒的家庭。

希望兒子能走出病態賭徒
美蘭(賭徒母親)
上完家人課程之後，學了懂得放鬆自
己，事事看開一點，不要太執著。因為
之前我兒子的問題，困擾了我很久，他
是一個病態賭徒，他一次又一次騙我， 
上了家人課程及參加「新希望」的聚會
之後，我學識了保護自己。我都希望兒
子能走出病態賭徒，我是會支持他！

學員心聲 第七屆賭徒家人課程（第一階段）
第四屆賭徒家人課程（第二階段）



一針見血破欺言      美芳(賭徒母親)
我是一位母親，我的女兒是病態賭徒，賭
博、債務環繞家庭十多年，2017年11月，我
約見「新希望團契」的莫姑娘，她一針見血
說我太相信女兒，容易被她欺騙。先要保護
自己，才有機會令她改變。2018年2月參加
了由杜姑娘輔導的家人小組，她專業的知識
令我憂傷痛悔的心靈得到幫助，祈願「新希
望團契」繼續發光發熱，榮神益人！

走對的路，才有出路  清陽(賭徒姊姊)
在家人課程小組討論中，我學會聆聽，組長
分享過去的經歷，有共通話題，大家不用多
說就明白。在組裡也得到姊妹鼓勵，支持和
代禱。感恩遇到陳教授耐心和無私的教導！
最深刻是第八招：「走對的路，才有出路」
。當做工作紙時，陳教授要我們想想在過去
與賭徒同行的經驗，令我憶起多年和賭徒過
山車的經歷，確感心痛！以前無知地用自己
的方法去幫忙，加上溺愛，反倒牽連很多家
庭成員。現在醒來，處理傷口，知道戒賭路
程漫長……有復發期～迷思期～沉思期～决
定期～行動期～維繄期？
這一切都交托給神，有神幫助，就有光明。

我的省悟8招 慶雄(賭徒弟弟)
在家人課程小組討論中，我學到「衝破
牽累，重整生命」，透過八招的學習，
在認知上有初步認識，能否靈活運用，
則要靠信任的群體多加提醒！如：處理
情緒－了解當時情緒，疏導至傷口復
完。定界線不內疚，不放棄，又不助長
依賴。重整失效家庭－不再否認，不再
自卑，不再盲從，不再操控。這些都要
靠賴群體的提醒和操練。
最深刻的第3招，我不像其他組員都是
基督徒，我撇下「因祂愛我」選了「從
不丟棄我不管，儘管有很多朋友已遠離
我」這可是哥哥的境况，若不是到了「
新希望」，得到其他組長的分享，缺乏
方向和力量的我，會漸遠哥哥而去！活
動有工作紙，方便我日後可重温。

重整失效家園 Gloria(賭徒太太)
家人課程的頭兩課有些活動，帶動家人和組員互相認
識，及啟發家人認識自己處於什麼情況，內容方面共有
8招，比較深刻的是第五招：「重整失效家庭規律」。
家庭成員有著不同角色、不同功用，要重新認識和真實
面對現實，互動地建立關係；講就容易，行動郤是有難
度……但只要能坦言來到神面前，放下自己，依靠神的
大能，我們不能，但神凡事都能。
感謝小組的組長願意犧牲時間來服侍我們，坦誠分享自
己的得著和失敗的經驗……令我十分感動！組長和組員
分享也讓我看見選擇行這條路確是十分艱巨，若單靠自
己的力氣和經驗去行，到頭來失敗、失望就更大了！
記得最後一課，陳教授要我們做一份表，在「過去十年
與賭徒同行的高山底谷經歷」提醒我，過去我落在人生
的低谷時，是主的愛和醫治讓我走出困境，
即使環境沒有改變，但內心卻是
有一份平靜和盼望。主更賜我一份
出人意外的能力，讓我好好和丈夫相處。
在2017年4月，引領我夫丈來到
新希望團契學習，這年是我們一同
踏上新的階段！新的開始！
感謝神的恩典讓我們可以重新去學習，
去重整失效的家庭。

定界線 玉蓮(賭徒妹妹)
在家人課程中，較為深刻的是第一及二
堂的活動，提醒幫助賭徒時要小心，不
要被他們牽着走。我比較大的反省是當
幫助他們時，要自己先定下界線。同路
人的支持，導師盡心教導，使我不覺孤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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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
裏倚靠他就得幫助。所以我心中歡樂，我
必用詩歌頌讚他。」（詩篇28：7）
神在其中，使用新希望團契，帶來幫助與
希望。
我們一同歡喜，感恩讚頌祂！
蕭壽華牧師　敬賀
宣道會北角堂

「靠基督無比之愛及救贖
使被囚被困者得真自由」

蘇穎智牧師
播道會恩福堂主任牧師

祝願基督教新希望團契的福音戒賭工作繼續
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不但協助沈溺者脫離
賭禍，更能因此讓自己和家人都認識福音，
享受蒙主保守的新生命。

曾潔雯博士

香港社會隱藏着無數受問題賭博
毒害的家庭，在昇平盛世粉飾背
後新希望團契看見了賭徒和他們
家人的絕境，在過去15年奮力介
入，給予新方向。願神施恩，叫
團契成功建立一群戒賭抗賭的軍
旅，轉化賭徒成為門徒，結合教
會，給陰霾下的人有新希望。

莫陳詠恩博士



祝賀新希望團契帶給綑綁者釋放，予担重
担者安慰，灰心喪志的和牽累受創者尋着
主的盼望，在群體中重建生命，彰顯由黑
暗步向光明的榮耀轉化。

陳幼莉
中國神學研究院客座教授

希望
是一個人想改變時的動力，
但願每個被賭博綑綁的人
都在他們身邊找到新希望 。
祝願新希望團契繼續為這個賭得瘋狂
的城市帶來希望。

明光社總幹事 　
蔡志森



主耶穌基督與您們同在
這些年來，新希望團契每一次的訪談、每一場
的分享會，都看見一群曾在賭海沉淪的重生生
命，如何依靠主耶穌基督的幫助更新。但這條
拯救之道卻是崎嶇不平和漫長，他們從賭海沉
溺至戒賭，再重蹈覆轍，繼而再更新生命；家
人受傷害，寬恕得來不易…。生命更新的每一
步都需要主耶穌基督的同在和作工，願主的恩
典和幫助常常運行在您們當中，讓更多的沉淪
的生命得拯救！
 
麥基恩醫生
環球天道傳基協會義務總幹事(香港區)

感謝主十五年前帶領「新希望團契」的成立，年間
祝福了不少的人士及家庭。

願主繼續透過「新希望」的事工，幫助在「成癮」
綑綁中的得到釋放、受其壓制的得到自由，叫他們
及
家庭得到基督耶穌裏的平安與盼望。

宣道會北角堂系主任
孔桂芳牧師

願我們的主繼續祝福你們事工的發
展，帶祝福給更多有需要的人。

劉佩婷博士
建道神學院

恭賀你們福音戒賭宣教十五週年。

楊錫鏘牧師
中國神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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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拓展
日期 2017  邀請講道堂會    性質    主領

   基督教銘恩堂    主日崇拜證道  莫玉蘭總幹事

   基督教廣基堂    主日崇拜證道  黃國輝董事

   觀塘浸信會     福音聚餐   莫玉蘭總幹事

   基督教教會門諾信恩堂   主日崇拜證道  莫玉蘭總幹事

   宣道會天水圍堂    主日崇拜證道  莫玉蘭總幹事

   將軍澳煜明堂    主日崇拜證道  黃國輝董事

   基督教廣基堂    主日崇拜證道  黃國輝董事

   基督教多加堂    主日崇拜證道  莫玉蘭總幹事

   基督教多加堂    主日崇拜證道  莫玉蘭總幹事

   宣道會活石堂    主日崇拜證道  黃國輝董事

   宣道會活石堂    主日崇拜證道  黃國輝董事

   中華基督教會長老會   主日崇拜證道  莫玉蘭總幹事

   播道會奇恩堂    主日崇拜證道  莫玉蘭總幹事

   宣道會新興堂    福音主日   莫玉蘭總幹事

01月08日

03月19日

03月31日

05月21日

05月28日

08月06日

09月17日

10月21日

10月22日

1 1 月 1 8 日

1 1 月 1 9 日

1 1 月 1 9 日

12月03日

12月17日

佈道會 浸禮
過去一年有5位團友(1位過來人及
4位家人)，分別受浸加入西貢浸信
會，宣道會沙田堂及中華傳道會中
心堂成為會友。





助人自助
第四屆家人組長培訓課程

解開捆繩     燕琼      
今次帶組的體驗，
分享自己和聆聽組員的分享，與各組長互相配搭，互補
不足。在第一課的「承認無能」，倚靠上帝的遊戲中，
有幾位組員扮演不同角色，我是負責綁繩。站在旁邊觀
看，見到一位家人被繩子拉得很緊，不知道用甚麼方法
去鬆開繩子，我竟走出去叫了一聲！因我過去曾經歷這
種困境，但靠著神可以離開困境。在課程中對我最大的
幫助，是家人要自知自省，要正視問題。

背上的貼紙     Sandy
今次帶組，沒有了之前那種壓力和緊張，
因為組內著重分享而不是教導，大家都是
來學習，所以在課堂中，我能專心上課！
課程中我最深刻的一個環節，在別人背上
的貼紙上，寫上我對那人的認識和一個提
醒！我覺得很有意思，也加深了組內各人

對課堂的
投入。

新希望，新力量
陳幼莉(中國神學研究院客座教授、資深個人及婚姻家庭治療師)
新希望團契義務輔講員、家人課程(第二階段)導師、家人組長培訓導師

這幾年教授賭徒家人課程，透過活動教學、講解、習作、組長見証及小組交流代禱，來促

進家人「衝破牽累、重整生命」，其中帶給我喜、怒、哀、懼的感受。喜在見到家人（包

括過來人）學多了放手，讓賭徒承受後果；不單照顧別人，也照顧自己；不再逃避，敢面

對和劃清界線，而且有深切明白和坦誠信任的群體；然而令我感到憤怒的是罪惡勢力帶來

賭徒及家人極大綑綁，加上隱瞞秘密和自欺欺人的習慣，使人陷入迷糊挫敗的循環；還有

家人的重重壓力，經歷賭博復賭帶來對家庭的創傷，賭徒家人不知流了多少眼淚，有時當

其他家人繼續助長賭徒倚賴，造成戒賭路上的阻力，倍感疲累，真叫我心裏為一群吃力幫

忙又苦無果效的家人難過；他/她們還要誠惶誠恐、戰戰競競地行前路，真不容易，不過

當家人們堅持覺醒，把持着神的愛，學習冷靜，認清真相，互相扶持就真正有新的希望，

新的力量來克服恐懼，重整生命、重建家庭。

新希望團契是一個彼此提點、有實際到位幫助的群体，雖然資源有限，總幹事用心竭力，

辛勞牧養又愛心指導，義工們和過來人都各盡其職，按神心意彼此結連，營造一個靠主面

對幽暗，而且必須團結、訓練、謙卑彼此服侍才有明天的團契，我有幸參與，更深深體會

到群體中恩威並重、愛心說誠實話的重要性，求主繼續以信實導航「新希望」。



角式不同但有愛
美顏
今次的組員中，有太太因丈夫賭錢，媽媽因兒子賭錢，
妹妹因姐姐賭錢，弟弟因哥哥賭錢。大家的角色都不
同，但最寶貴的是當中有愛！信任是要一步一步地建
立，只要彼此真誠分享，了解才會深入。在今次的課程
中，玩了一個遊戲，我是飾演一個病態賭徒，要用許多
謊言去說服家人幫自己還債。我理解力較慢，但經過這
次的角式扮演，讓我更明白賭徒的真面目。龜兔賽跑，
我就是那隻龜，慢慢行，慢慢學習！

畫出10年圖
Wendy
這次帶組時聽組員分享他們的經歷，令我回想從
前，感恩今天能助人自助。在帶組裡要學習勇敢走
出去，和分享現在的實況，支持他們與他們同行，
或許給他們一點鼓勵！也望給一些方法他們參
考。這次的家人課程內容和活動氣氛，令我較深
刻的是畫10年圖那環節，畫出來可以加深了解那
些事會去到谷底-負分，那些事可以-加分！在10年
內發生的事實在太多，但學了這種方法，可以把重
點寫出來，讓我能回憶過去令我深刻的思緒。

陪行戒賭路

Jenny

今次帶組體驗了以過來人的身份，是較容易
和新來求助者的家人建立關係，透過分享自
己和聆聽對方的難處，不作判斷，讓對方感
受到關愛和信任。自己也學會在陪伴賭徒走
這條戒賭路，是一場艱難和長期的作戰，時
刻不能鬆懈！知道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大家
心裡有神的愛去互相支撐，透過人與人的彼
此關心，互相影響，讓關愛延續下去。在課程
中，我印象最深的是畫自己的家庭圖，體會到
原來自己很受原生家庭的模式影響，甚至可
以說是根深蒂固。要改變則需要克服很大的
自我阻力，和保持高度的警覺，這一點的自我
發現，對自己幫助很大！



助人自助

做個稱職的小門徒      耀棠
九年前因被太太發現仍在賭博，在離婚和返教會的抉擇下，我
選擇返教會。更被推介到「新希望團契」，自此在循道衛理
聯合教會將軍澳堂相伴下，在「新希望」學習。初期，我在
不信和敷衍的心態渡日。感恩在眾多弟兄的見證和莫姑娘的教
導下，令我有很大的盼望和改變。由過往自我自私的行為中慢
慢學習倚靠主。上戒賭班、事奉培訓班、及過來人門訓課程不
斷更新我的生命，雖然間有時會放緩和浮現舊我的性格，感恩
上主對我的不棄，每一次的錯失，總給我回歸正途及儆醒的機
會。在過來人門訓課程中，讓我更懂得坦白分享，學習聆聽，
關心別人，自己每個陰暗面，總會在課程中得到提醒和訓示。
在信仰路途上更清晰自己的方向。在靈性上的追求，透過研經
和上主日學，將主的教導殖根心內。在事奉上更要學習恩主的
樣式，謙卑聆聽，順服受教，活出榮神的見證。讓我可以成為
一個珍惜家庭，和懂得感恩稱職的小門徒，感謝主！

新造的人的新生命      潤欽
        我因迷上賭博導
至債務纏身，無能為力還債下，於2012年4月到「新希望團契」求
助，得到安排上戒賭課程，經莫姑娘評估我的債務，協助我解決了
債務問題，也幫我重新決志信主。除了停止賭博，也改變了我的價
值觀，使我得著新的生命，也有機會讓我在不同的培訓課程學習聖
經，得到弟兄姊妹提醒和勉勵，多認識和開放自己。昔日無神論的
我，根本不相信這個世界有神，或有鬼和邪靈的存在。自從接觸了
基督教之後，不但信有神、和有魔鬼邪靈，最奇妙的就是由無神論
者變為基督徒。自此對信仰深感興趣，因為可令人內心有平靜、喜 
樂和平安。至於如何在信仰上成長，我還是不太清楚， 所以要打好
信仰根基，定要繼續努力。在「新希望」除了學習戒賭和怎樣與人
相處，謙卑自己，還有學習事奉，例如招待，領詩等，期望能努力
學習，裝備自己被神使用，回應神對我的愛！現時好享受在「新希
望」和教會的生活，2014年4月終於在宣道會北角堂受浸，成為門
徒。感謝主拯救了我、改變了我，使我成為新造的人。

將榮耀歸給天上的父！
腳踏實地是贏家
獻龍
妻子於2013年發現我持續賭博，將家裡的存款，甚至外父給我們
的錢輸光，還欠下巨債！於是我從網上找到「新希望團契」幫助
戒賭。不經不覺參加”新希望團契”已五年了。過往我對輸了的
錢不覺「肉痛」，但當知道欠下的巨款會影響本來生活得好好的
家人，心感慚愧！今天我不再幻想有不勞而獲的金錢，決心踏實
地努力工作，在「新希望」學做一個正常的人。
在過來人門訓課程中研讀課文讓我清楚聖經的教導。以往會用自
己的方法解經，後來才明白不清楚的要先了解，不可亂解經。另
外，大家對學員的提點，讓我感到被愛，明白群體學習的重要。
門訓令我更知道自己缺乏聖經的知識，要加倍學習，活出見證。
聽道也要行道，不然就會白費！現在我一家於宣道會北角堂崇拜
和聚會，我知道自己還有很多地方要改善，盼望持續的學習能改
善自己的陋習和缺點，不能自以為已經得著了。助人自助也是我
在團契學習的態度，提醒我幫助人也在幫自己呢！

過來人門訓課程



人生至「正」追求的是。。。
沃榮

在五年前的一個晚上，我來到「新希望團契」
求助，當時的財務已是入不敷支，憂慮的情緒
已達臨界點。每日的思想盡都是找方法處理債
務，根本不快樂！幸好找到「新希望」。透過
戒賭和過來人門徒訓練課程，令我找到正確的
人生方向，人生的價值觀也續步改變，不再追
求金錢和物質。更發現人生要追求的，就是與
家人建立好關係，工作要有責任感，學習循序
漸進和腳踏實地去處理生活上的問題！
在信仰上的追求，我每天都有靈修讀經，每個
主日都參加聖徒聚會所禧年堂的崇拜。不單聽
道，同時也行道，達至信心與行為相稱。也參
加教會的主日學，小組查經，從而了解經文的
意思。雖然我要照顧家人和孩子，但神也安排
了一些事奉崗位給我，在「新希望」週三的聚
會中負責領詩和影音，兩項事奉都是神的恩
賜，非常感恩！神仍接納我這個罪人跟從祂，
參加過來人門徒訓練，學習神在世時的美好榜
樣，讓自己續步更似神的樣式，愛人如己、謙
卑、順服、忍耐、等候、依靠主！神沒有因我
的過犯懲罰我，反而賜下恩典，所以我帶著感
恩的心回應祂，感謝主！

棒極了的過來人門訓小組      傑
來了「新希望團契」戒賭已一年多，在2017年
12月加入過來人門訓小組。還記得莫姑娘第一次
就提醒我對小組的參與不要随便，是要有承諾。
真不可輕看這個小組！要每日靈修和在小組中報
告！初時真是有點吃不消。原本自己的生活要兼
顧的東西已不少，還要每天騰出時間來靈修，真
是艱難！然而，要堅定信心，讀上帝的話是理所
當然，就好像每天要吃早餐那麼來得自然。同
時，弟兄們的堅持，深夜還在發文，對我是一種
激勵。最重要的是透過靈修，上帝的話語進入我
的生命，堅固信心，並獲得力量、安慰、指引，
每天都得著滿足、喜樂和平安！此外，開組的時
間很長！平均每次都要深夜12點過後才能「罷
手」。對做了一整日工作的人來說，身體已是疲
倦不堪！惟我們的問題實在不少：舊我、老毛
病、新舊試探等等……牧者確實要花上心機，逐
個生命來探討、檢視、提醒、鼓勵、校正、與我
們同行守望。弟兄們認真的參與、坦誠分享、互
相記念，祈禱。在彼此關顧下，跨越了身體的軟
弱，繼續委身參與、經歷生命更新；尋求主意，
回應主愛！

債務一畢清      成業
昔日我是一名病態賭徒，每天都為
金錢打拼，每刻為金錢煩惱！轉眼
間已過了半生，至終一無所有！
約四年前，我仍被賭控制，不能自
拔，欠下大筆賭債，令家人十分傷
心！這時，妹妹和弟婦在網上找到
「新希望團契」，父母和弟妹均一
起陪我求助。在團契的安排和指引
下交出財政，行踪透明，每星期兩
晚聚會和參加崇拜。感恩我可以嘗
試在聚會中負責領詩，影音和招待
等崗位。約兩三年後，我的債務已
還清了！和家人關係也修補了！
我被安排參加過來人門訓小組，在
每月一次的培訓，我都投入分和代
禱，被鼓勵去參加受浸課程，希望
今年聖誕節可以在小西灣循道衛理

禧恩堂受洗，積極參加教會的活
動，活出基督的樣式。

裝備自己，事奉基督
智康
三年多前, 我因有賭博和欠債的問
題，太太要我去尋找戒賭的方法，
我從網上找到「新希望團契」。因
這是間基督教機構，我認識了耶
穌，後來决志了。每逢週一、四我
都會在深水埗聚會。課程完畢後，
明白了賭博上癮的成因。參加過來
人門訓課程，讓我深入地認識聖
經。與過來人弟兄一同學習和建立
關係，大家互相提醒。除了參加「
新希望」的課程，星期五我也在播
道會恩福堂的團契小組查經，和返
主日崇拜。現在天天也有靈修親近
主，與主建立親密的關係。我在「
新希望」會繼續學習和裝備自己，
日後能事奉主！



助人自助－事奉團

原來我要謙卑事主
耀棠(戒賭過來人)
09年11月我的教會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將
軍澳堂推介我到「新希望團契」求助，
至今九年多了。期間由懷疑至放下都經
過一段時間的掙扎！我們在沉淪間的痛
苦，會因穩定一段時間而輕視其嚴重
性，在事奉上都會變得以自己心意為主
導，完全忽視信主的心！
感謝主藉著教會及團契的訓誨，使我在
事奉的心態上有更深體會，願甘心順服
聆聽，謙卑同行來回應主的恩典厚愛，
與弟兄們在互相儆醒下學習。在信仰
上更加深研經和上主日學，倚靠主的話
語，讓自己在關顧事奉崗位上更有心力
行往後的路，感謝主！

賭徒要學，家人更要學
美顏(家人)

我是在2000年來「新希望」求助，因丈
夫的賭博問題而面臨婚姻危機。本著一試
的心態，結果學習至今。神給我在「新希
望」學習事奉，但信心不足，因為我什麼
都不懂，所以每一項事奉都要依靠神。有
時我都會覺得自己做得到，結果就做得不
好，所以要學習謙卑放下自我。每次外展
探訪的家庭同關顧家人都令我有更新的體
會，賭徒不容易聽人的提醒，有自己一套
的思想，但原來家人都是這樣，結果令自
己延長痛苦的時間，這是好好的提醒。賭
徒同家人都要在團契學習放下自己聆聽別
人的提醒，彼此互勵互勉，才能有新的希
望與出路。「新希望」有很多如同雲彩的
見證人，大家都靠着神生命才有改變。抄
聖經與靈修已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每天
透過靈修抄神的話語，助我反思自己的生
命狀况。在信仰我需要不斷努力更生自
己，學習耶蘇基督愛人如己。神透過不同
事奉崗位教導我。感謝神仍然使用不配的
我！我是返元朗神召會聖光堂。

仰望主是惟一的出路   燕瓊(家人)
我在2004年開始返「新希望」，因丈夫的問題而來求助！在這裡學習謙卑、順服，靠
主作工。但這些年來，我總是靠自己的方法去改變丈夫，倚靠主的功課仍需要窮一生
去學習！
今年特別體會到受助者的家人在情緒上很容易被牽動，受困擾！我被丈夫的問題影響
心情，有時彷彿走進低谷裡！深信仰望主是唯一的出路！神也給我在事奉上學習安
靜，從聆聽中去明白別人，也學習接受他人的關心。我是返彩坪浸信會，並參加了今
年教會舉辦的一個讀經活動。每天用十五分鐘讀經，安靜禱告，讓自己在安靜中建立
向神傾吐心事的習慣，求主操練自己更多倚靠祂！
現今在「新希望」的事奉崗位是影音、招待、領詩及週會主席。我知道在每個職份上
要盡力做好，雖然有時能力不足，心有恐懼，但我深深體會到不是單靠自己，而是靠
團體的彼此配搭。感謝主給我身旁有肢體彼此承托，在軟弱中彼此扶助。深信主必看
顧我，繼續為主作工！

過來人服侍過來人  黃秀蘭
在服侍中遇到很多過來人及其家人，
聽到不同的故事，當看見家人的痛苦和傷害，
令他們心生恐懼，需要一段時間方可康復。
服侍他們是神賜給我學習的好機會。
了解不同的過來人都有著不同的思維。
雖然我都是過來人，但我的想法與他們不同，
他們有些想法是離開現實的世界，這些都成為我的提醒。他們做的錯事，更成為我的鏡
子。故此，我好投入服侍的工作，因為助人能自助！
很感恩在這裡能服侍戒賭的群體！莫姑娘設計的戒賭課程已幫助了許多病態賭徒。現在，
我看到莫姑娘不斷更新課程內容，更適切現今這個世代的求助者，效果比前更佳，易
明，更易被人接受。微小的我在這裡服侍，是神的恩典。還可更新自己，和學習新的資
訊。Hallelujah!

新同工分享



信仰栽培－查經課程

完完全全放低自己     珊(戒賭過來人)
每週四，我都來查經聚會。最初我不
明白為什麼要查聖經？過往我帶著看
故事書及聽故事的心態去看聖經，沒
有理會神的話語，原來從經文裏可得
知許多神蹟奇事，透過查經認識主耶
穌。不過，我一直好想觸摸到神，但
原來聖靈就是神，常與我同在。最
近，我決志了，因為我相信神早已給
我一切，只是我未能順服神，完全放
低自己，我要繼續學習做好自己。

打醒精神去查經 慧秀(家人)
回想自己在信主的路上，從來沒有一次可
以持續地上查經班那麼久。坦白說，每次
下班後身體真的很弱軟，常擔心自己在查
經過程中打嗑睡，但每次回到「新希望」
，看著導師為學員無私的奉獻，我不得不
打醒精神，因他們是為神而作的！我怎能
不專心呢？感謝主在每次查經中都給我一
點點的提醒，透過丈夫的賭博問題，讓我
看到神再一次向我揮手，祂在意我、關顧
我！Amen!

讓神的話引領我
潤欽(戒賭過來人)
逢週四都有查經小組，當中有不
同網絡的弟兄姊妹，透過聚會，
彼此都加深了認識、鼓勵和分
享。在導師的帶領下，我對聖經
明白多了，而且可以在戒賭路
上、日常生活和工作間應用所學
的真理。也提醒和警醒我遠離一
切試探，因為戒賭是一生一世
的。藉著查考聖經，讓神的話語
引領我走前面的路！

找到光明路    智康(戒賭過來人)
每個星期四我都會到「新希望」參加
查經班，以前我對查經有點害怕，因
為我對聖經不感興趣，也不明白當中
的解釋，覺得悶！但參加了查經班
後，我對聖經的真理明白多了，就像
詩篇119:105所講「你的話是我腳前
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讓我能在神
的話語中找到亮光，帶我步出黑暗，
找到一條光明的路。

不再踏上賭途的秘訣
成業(戒賭過來人)
我參加「新希望」在星期四的聚會
已差不多四年了。由最初我參加戒
賭課程到現在的查經班，開始明白
真理和聚會的重要性，堅持聚會和
願意學習的弟兄都在靈命上有很大
進步，相反，弟兄若離開主的道，
很快便會重踏賭途了！

戒掉購物狂    亞玲(戒購物癮過來人)
不經不覺返了「新希望團契」巳兩年零三個
月；去年年尾我更參加週四晚的查經班。林前
6:18-20和彼後1:1-11令我特別深刻，經文中
提到節制和忍耐，這兩組詞語不斷在我腦海出
現，我卻想不通！不久我在上班途中祈禱問天
父是否有甚麼話對我說，或要我學習順服的功
課？突然想起早前在 online shop 訂了一條裙
子；我立刻取消訂購，之後好像鬆了一口氣，
我感到是神要我學習節制。另一課學習的是忍
耐，一次公司附近的傢俬店開倉，其中賣的電
腦椅子，價格和款式都令人非常心動，我將開
倉的消息通知家人，若家人要買，我便一起購
買share運費。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心想不
如不等侍他們回覆，我自行訂購，因不想再為
這事糾結不安，我對神說：若家人不回覆，我
絕對不會買這電腦椅子。感謝天父的看顧，購
買的慾望也漸漸冷卻下來。現在回想從前的生
活和行為，實在有損神的名聲，更令家人和教
友傷心失望！感謝神，祂的恩手拆掉我過去的
生活方式，令灰色人生漸漸加上色彩；往後要
努力追求做天父喜悅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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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自古靠耶穌  
陳凱傑(義務輔導員)
我主要是幫助一些已經不再沉迷賭博
的男仕。他們浪費了人生很多光陰、
在接受耶穌後得到新希望。但需要明
白，沒有過去的我便不會有今天的
我，對將來是有選擇權的。聖經箴言 
17:3 說 「鼎為煉銀，爐為煉金；惟
有耶和華熬煉人心。」新造的人也會
遇到試煉，但在試煉中靠主得勝，就
如銀和金一樣寶貴！明白過去的錯誤
選擇是不幸，但將來能不再被這不幸
控制，全賴耶穌！

助人受助的對話    何瑞琴(義務輔導員)
和大家分享一則短訊節錄: 早晨何姑娘！好多
謝你引導我找到清晰的方向，將我的憤怒，不
滿，疑惑都放下，找到問題的答案，清晰知道
自己想要的，找到可行的方法。多謝你！衷心
的多謝你！我的回應和感受：看到你以上的描
述令我開心，思想和行為都有成長和進步，非
常好呀……記得你問過我，沒有人工為什麼都
來做輔導員？見到你對自己瞭解多了，情緒找
到出路就是我最好的報酬呀！很欣賞堅决戒賭
戒癮的朋友，為你們接受輔導時能坦誠面對自
己的困難，與及為家人無私的包容而感動！

彼此守望的重要 麥耀文(義務聚會講員)
2010年是我第一次接觸「新希望團契」
，對我來說是一種挑戰－如何以魔術清楚
地表達救恩？在聚會中看見團友的參與，
每次聽見他們分享在生活中面對信仰的挑
戰時，自己都體會到，其實每個基督徒都
有機會面對各樣挑戰！感恩的是團友能互
相聆聽，鼓勵和代禱。這正是基督徒在主
裡的彼此守望，因為我們的平安，喜樂和
盼望都從主耶穌而來！

在新希望找到希望 
沈楚華(義務司他)
多年來，能有機會用自己的興
趣，參予「新希望團契」的事
奉，知道這不是必然的。當中我
學到人生雖然有低潮的時候，在
主裏仍有新的希望。在團契內，
看見家人、過來人大家互相扶
持、提醒、同行，每每都有莫名
的感動。期望「新希望」能讓更
多人找到出路、找到我們所倚靠
的主。

基督徒演活神的救恩   
Samuel (One Voice 樂隊成員)
(義務15週年音樂支援)
我在<脫癮-不離地的愛>舞台劇的兩場聚會中擔
任敬拜隊員，有機會透過劇中三個單元故事來認
識過來人及家人所面對的掙扎！憑著人的意志，
很難獨自抵抗賭博的引誘，唯獨透過耶穌基督的
救恩，才有脫癮的希望，及有動力與家人修補關
係! 此外，演員都是過來人及其家人，他們能在
舞台上演出，全是上帝的恩典！深盼他們日後有
更多見證耶穌的機會！

輔導人走出腐道     黄志洪(義務輔導員)
在「新希望團契」作義務輔導員的我，深
深體會到人的軟弱和賭博，在生命中帶來
種種禍害及痛苦！賭徒真像一個被擄囚困
的人，需要靠主的恩典才能宣告自由，得
著釋放，更要靠主重建破損的家庭及關
係。戒賭實是生命更新的歷程，需要多人
的陪伴和鼓勵，在身、心、社、靈各方面
都要關注，因此我也對自己生命的各方面
更加關注，這也是我的得著。

我們是主的見證人     
袁生及袁太(義務週四查經導師)
有機會服侍戒賭的弟兄姊妹，是神的安排，
神賜我對這群體有負擔。過去一年見證他們
的生命有好的改善，特別感到恩惠。他們的
改變是神話語的能力，同路人和過來人的支
持和鼓勵，他們一人的改變，就全家得福。
在教導中我們也得著神話語的滋潤，生命也
活潑起來。神在他們身上賜下恩典，我們親
身見證主耶穌的工作，如聖經所說：在人這
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我愛主的話 莊傑勳(義務週一/四查經導師)
每次回團契查經，都有一份很興奮的感
覺！因為又可以主的話來教導人。於是從
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着自己的
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路24:27 不
覺間已十多年，相信我所作的不會白費，
因為是以神的話叫人成長。我現在帶領
的，是已經受洗信主多年的，他們無論是
已戒賭的，或是家人，都需要用神的話語
去塑造生命。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
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
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
念和主意，都能辯明。來5:12



謝謝你們對我的信任 杜麗貞(義務輔導員)
病態賭徒的家人們都帶著熱切的態度前來「新希
望」求助，有些可能想知道如何面對身邊的賭
徒、了解賭徒的心態、或索性來找你幫他／她戒
賭吧！前來的目的是出於關心和愛？是出於恨
惡、討厭、驚怕、憤怒或悲傷？兩者也離不開不
安情緒的折磨。
最近帶領第七屆家人(第一階段)課程時，家人的
角色比去年增添了！連姑姐和姑丈也出面表達關
心；小組人數增添了兩個，從十五人到十七人，
是各方愛心的顯現？是無私的付出？總的來說, 我
很欣賞他／她們的參與和委身出席。再者家人義
工和老師的參與也是難能可貴，盡顯互相關懷和
表現基督無私的愛心。
愛是不能衡量、眼未必看得見，但心靈的溝通是
絕對可以說話和行動去表達和感受。學習認識自
己情緒表達、接納、轉化是重要的開端，好讓他
們能面對身邊的病態賭徒。他們虛心的學習更激
勵我的心懷，深深地敬佩這些堅忍的家人與身邊
的賭徒同行，走這條無窮無盡的愛心路。我願意
與你們同行和謝謝你們對我的信任。

一次的近距離接觸  
Candy(義務15週年舞台劇統籌支援)
有機會協助「新希望團契」15週年舞台劇的籌備
工作，感到新鮮和充滿挑戰性。
當中最深刻的，是在製作場刊的過程中訪問幾位
演員，並參觀綵排。這是我頭一次接觸過來人及
其家人，他們十分喜樂、積極、守時和有禮；綵
排期間也很認真，卻不乏輕鬆搞笑的場面。這次
採訪不但助我順利完成場刊內容，更改變了我對
過來人的印象。我相信這幾位過來人及其家人，
是經過「新希望」的導師悉心輔導和幫助，加上
信仰的力量，使他們出死入生，成為新造的人。
願主繼續祝福「新希望團契」的事工！

生命力      Wilson
(義務15週年攝影及影音製作支援)
在「新希望團契」15週年舞台劇
表演當晚，我看見一班表演者在排
練，心裡想他們是業餘的，他們的
面容更流露出一絲絲緊張，但到
了正式表演時，他們簡直是判若兩
人。表演者的一舉手一頭足，都充
滿了「生命力」。之後，我才知道
表演者是曾被賭博捆鎖，其後悔改
歸回基督的弟兄姊妹及其親人。舞
台劇的故事更是參考他們的親身經
歷。我深深被他們的見證感動，也
默默為他們感恩。主的愛能使罪人
得釋放，修補破裂的家庭關係，從
而活出從基督而來的「生命力」。

見證上帝的作為  
深井靈光堂傳道戴國康(義務輔導員)
在「新希望團契」的服侍，跟戒賭人
士接觸傾談，體會他們大多不是「天
生」的賭徒。但要改變惡習，往往不
是當事人獨力能面對或克服的。我只
是協助他們去發現和運用已有的資
源；特別當戒賭人士信主後，真正的
信仰不但更新他們的價值觀，就是生
活方式及人生方向都有改變。感恩能
有這樣的服侍機會，可以見證上帝的
作為。

旁觀者清      David(義務聚會影音支援)
來到「新希望團契」，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都擁有一個故事。他們專注地聆聽負責人
分享聖經，也會跟音樂一起唱詩歌。我在電腦前按下一首詩歌，調校音量的大小，
整個房間便充滿敬拜聲！他們向神呼喊，讚頌神的偉大，並尋求神的幫助和拯救。
當然我不會知道他們心裡的所想所望，不過，有一次我負責訪問約十位弟兄，讓我
可以近距離接觸他們。每位願意戒賭的，都經歷過賭博帶來的摧殘，包括財產和關
係，建立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摧毀卻是一夕之間。最懊悔的不是失去了財富，因為
金錢可以慢慢儲回來，債務總有一天會還清，令人痛心疾首的，是破壞了關係，家
人和朋友漸漸遠離你，覆水難收，十分惋惜。正正是這種哀慟，轉化成動力，讓他
們堅持每星期回到「新希望團契」，藉著與神復和，也能與人修補關係。我在旁傾
聽他們的故事，但卻是意義深遠的服侍。團契內彼此服侍，互相關顧，人生的路不
是孤獨一人。願神祝福「新希望團契」，帶領更多人得到這份美好的救恩。







奉獻名單
歐陽瑞珍
Chan Chi Kwong
Choi Kwai Lap
卓頌和
周偉成
周冠東
張一慧
張世海
張健偉夫婦
陳啟芳

朱美寶
莊傑勳
莊宏曦
蔡國明
蔡奇平
蔡志森
蔡雷愿層
鄭美芳
錢陳松
鍾惠瑜

陳堯基 楊麗群
陳幼莉
陳志廣，梁彩鳳
陳潔玲
陳穎新
紀錫光 , 曾燕瓊
郭永燊夫婦
Lai Shuk Kwan 
Lam Lok Man, Michael
Lau Man Yee

劉寶玉
劉玉華
呂惠蓮
李少屏
林世珍
林陳杏兒
羅嬋玉
Wong Ka Leung
王先民
王國興伉儷

胡劍玲
黃秀蘭
楊喬高
袁美顏
黎淑君
莫志明
蘇迎梅
邵沃榮
麥麗霞
徐錦坤

中國神學研究院
中華基督教會長老堂
基督教仁愛教會
基督教多加堂
基督教烙恩堂
學基浸信會
宣道會北角堂
宣道會北角堂以斯拉團
宣道會北角堂靈風團契
宣道會天水圍堂

宣道會宣基堂
宣道會新興堂
宣道會油麗堂
宣道會活石堂
小西灣浸信會福音堂
尖沙咀浸信會迦密團
基督教廣基堂
播道會奇恩堂
播道會恩福堂
牛頭角浸信會

神召會聖光堂
祟真會黃埔堂
觀塘浸信會
門諾會信恩堂
香港懷恩浸信教會
香港華人基督會煜明堂
荃盛浸信會
卓達興業有限公司

團體／機構／教會名義

1/ 2017–2/ 2018 個人名義
曾麗琼
謝健國
謝啟文
張潤欽
張耀棠
葉運
謝芳
徐雪美

(1)  感謝神過去一年求助者中有60人慕道、13人決志信主、25人回轉重尋信仰，不少已
在不同的教會中接受長期牧養。過去一年也有5位團友(1位過來人及4位家人)受浸分別歸入
宣道會沙田堂、西貢浸信會及中華傳道會中心堂成為會友。求神引領他們在靈命上繼續成
長，並以生命的見證榮耀神。   
(2)  2018-19繼續提供熱線及信仰輔導、個別約談、債務輔導、whatsApp輔導、福音戒
賭聚會、賭徒及家人支援小組、福音及栽培性查經班、外展探訪、賭徒家人講座及課程、
戒賭課程、過來人門徒訓練及培訓班、不賭家庭營、康樂活動、社區防治教育、研究及倡
議等。求神使用各項事工，能幫助每位戒賭者、過來人和他們的家人。
(3)  2018年4月至7月，我們將推出多項不賭世界盃講座、研究、社區防冶活動、及青少
年不賭防治教育等。
(4) 2018年4月至8月舉辦第十七屆「戒賭課程」，求神幫助參與的戒賭者恆心學習、持
續改變，並明白福音的大能、脫離賭博沉溺。
(5) 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舉辦「過來人門徒訓練」，求神使用有心志實踐關懷使命的
過來人參與，培訓成為基督的精兵，進到受賭禍影響的群體，以生命影響生命。
(6) 2018年9至11月舉辦第五屆「家人組長培訓課程」，由中國神學研究院客座教授陳幼
莉主講，求神使用培育更多有心志實踐使命的家人，關懷受賭禍影響的同路人家人，一同
踏上靠主復康的路。
(7) 2018年 7至8月舉辦第八屆「賭徒家人課程」 (第一階段)，求神使用此課程讓參與的
賭徒家人學習舒緩情緒、處理撞傷。
(8) 2018年9至11月舉辦第五屆「衝破牽累重整生命 - 賭徒家人課程」 (第二階段)，由
中國神學研究院客座教授陳幼莉主講，求神使用此課程，讓參與的賭徒家人學習自尊自
信、加強合宜的信任及應對能力、與賭徒建立合宜的關係、一起踏上靠主復康的路。
(9) 感謝神本團已在香港、九龍、新界建立三個福音戒賭網絡，服侍來自港、九及新界
的求助者，請為本團需要增添一位傳道代禱，求神預備合適的人選。
(10) 未來一年需用的經費將增加、資源仍然緊絀。懇請記念求神供應我們的需要，讓
2018-19年各項事工得以正常推行。

感恩代禱



基督教新希望團契 2018年1月–2018年2月
收入項目

聚會奉獻 (九龍，港島，新界)
教會及個人奉獻
支持同工薪金

總收入
不敷
合計

$
7,013.00 

119,494.50 
10,000.00 

$136,507.50 

$136,507.50

支出項目
同工薪金，強積金
租金
電費
電話， 網絡，網頁費
同工，義工車馬費
印務，影印，郵費
物資添置/冷氣保養
對外奉獻
其它雜項

總支出
盈餘
合計

$
59,220.00 
17,000.00 

975.80 
666.00 

7,671.20 
4,436.87 

200.00 
2,000.00 

11,215.10 

$103,384.97 
$33,122.53 

$136,507.50

收入項目
聚會奉獻 (九龍，港島，新界)
教會及個人奉獻
支持同工薪金
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為十五周年特別奉獻

總收入
不敷
合計

$
 56,649.00 

 520,320.00 
 120,000.00  

114.64  
30,144.00 
 76,740.00 

$803,967.64 
 

$803,967.64

支出項目
同工薪金，強積金
租金
電費
電話， 網絡，網頁費
勞工及醫療保險
同工，義工車馬費
印務，影印，郵費
活動支出 (包括15周年感恩晚宴)
行政，核數，銀行費
物資添置/冷氣保養
對外奉獻
其它雜項

總支出
盈餘
合計

$
 351,855.00 

 98,400.00 
 3,287.20 
 6,885.20 
 5,019.22 

 15,304.20 
 29,047.71 
 51,246.50 

 6,800.00 
 1,899.00 

 12,000.00 
 14,695.60 

$596,439.63 
 $207,528.01 
 $803,967.64

基督教新希望團契 2017年1月–2017年12月

財政報告

世界盃將於今年六月舉行決賽周。為了解香港
年青人賭波風氣，基督教新希望團契、明光
社、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 策研究
中心合作，於世界盃決賽周前進行問卷調查，
了解《年青人賭波》風氣，好就日後賭波政策
及防治教育工作，提供數據基礎。誠邀閣下參
與調查活動，填寫網上問卷，並將問卷轉傳給
身邊的朋友。

http://www.newhopehk.com/hom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
ticle&id=384:18&catid=85:2018-&Itemid=201

請你們繼續支持我們的事工，你們可選擇以下奉獻方法︰ 
1.   用劃線支票，抬頭請寫︰ “基督教新希望團契有限公司”或 “Christian New Hope Fellow-
ship Limited”， 2.   直接存入本會戶口︰中國銀行(012-352-1003-1306) 
請將存款單或支票寄回本會︰深水埗郵政信箱88155號 *憑本會發給之奉獻收據，可申請免稅之用*



顧問團
蕭壽華牧師
(宣道會北角堂主任牧師)
蘇穎智牧師     
(播道會恩福堂堂主任牧師)
易嘉濓博士

董事團
陳志堅牧師
(基督教傳頌救恩會堂主任)
楊麗琼女士
黃國輝先生
張一慧女士

義務法律顧問
鄭啟昌律師

機構負責人
莫玉蘭總幹事

基督教新希望團契
通訊地址：九龍深水埗郵政信箱 88155 號
電話：3105 1797
傳真：2304 3632
Whatsapp：6557 6641 
電郵: newhopehk@yahoo.com.hk

新界友好網絡：
逢星期四晚 7：30
地點：宣道會基蔭堂
荃灣西樓角路新領域廣場11樓

辦公室地址：
九龍荔枝角青山道489-491號香港工業中心C座一字樓14C1(荔枝角港鐵站C出口)

九龍網絡
逢星期一、四 晚7:30 
地點：基督教傳頌救恩會
深水埗荔枝角道316號
樂豐樓2樓
港島網絡：
逢星期二 晚 7：30
地點：宣道會北角堂
北角電氣道233號
城市中心第二期2樓
新界網絡：
逢星期三 晚 8：00
地點：生命頌浸信會
九龍將軍澳寶寧路25號
富寧花園商場地下17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