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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要 

研究目的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以下簡稱「協會」）以「全人關懷服務模式」為香港無

家者提供輔導及支援服務，關注他們的身、心、社、靈、管(工作)五方面需要。

本研究旨在透過收集不同持份者（服務使用者、協會義工及同工等）的意見及數

據，用來評估協會的「全人關懷服務模式」的成效。 

 

「全人關懷服務模式」 

協會沿用的「全人關懷服務模式」是讓無家者在五個向度（身體、心理、社交、

靈性、管理／工作），以修補及重建他們的生命。「全人關懷服務模式」讓他們身

體上能得到健康、經濟及居所上的支援；讓他們心理上能改善情緒、成長和自省；

讓他們社交上能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對家人朋友能互相尊重及欣賞；讓他們靈

性上能提升自我價值，感到被愛、接納與關懷，建立生命意義及盼望；讓他們管

理／工作上能有穩定工作，發揮所長及服務社會。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混合方法，以兩部份質性及量化研究的資料評估服務成效。1)量化研

究：追蹤性訪問及評估服務使用者的轉變，他們接受協會服務的六個月期間，以

八項指標評估。2)質性研究：以焦點小組訪問服務使用者和服務提供者（協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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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及義工）。他們會討論及分享服務帶來的改變、服務的成效和可以改善的地方。 

 

參加者資料 

於量化研究部分，有 58 位接受無家者協會宿舍服務的新入宿者。參與是次研究

的服務使用者的平均年齡為 49.2 歲，女性佔 44.8%（26 位），男性佔 55.2%（32

位）。在本研究當中，較多女性服務使用者的平均學歷為初中程度，而男性為小

學或以下程度。以及較多非在職人士及獲政府發放的綜合援助金（簡稱「綜援」）。 

 

至於在焦點訪問部分，當中有 12 位接受協會的服務的無家者參加了訪問，他們

的男女比例各半，年齡由 21 歲至 72 歲，平均年齡為 55.6 歲，大部份婚姻狀況

為分居，學歷大多為中學程度。另有 7 位協會同工和 8 位義工亦有參加服務使

用者焦點小組。同工的服務時間最長為 24 年，最短為 2.5 年。而義工的服務時

間最長為 23 年，最短為 1 年。所有成員皆信奉基督教。 

 

主要研究結果 

1) 經過接受三個月的宿舍服務後，在量化研究中可以看見服務使用者相對沒有

接受服務的群體有三方面改善，1)改善心理幸福感、2)改善精神健康及 3)減

低自我污名。心理幸福讓服務使用者感受到幸福、情緒亦較健康及身體狀況

理想，而精神健康即沒有受精神疾病的症狀所困擾，自我污名是無家者對自



5 

 

己是無家者而感到羞恥的情況。透過協會的服務以上三方面皆得到接近中等

程度的改善。 

 

2) 為了豐富及補充量化研究所得的資料，部份參與量化研究的服務使用者被邀

參與焦點小組。他們都對協會的服務有十分正面的看法，並感受到自己有大

大小小不同的轉變。 

 

3) 協會能滿足他們心靈上的需要，有一股凝聚力為他們帶來有家的感覺，將他

們由「無家」變為「有家」，讓他們得到關心，同工和義工對服務使用者有如

朋友一樣，作為有效發展他們與其他人交流的平台。另協會積極支援他們的

需要（男女無家者的需要不一）。 

 

4) 他們均提到不同方面的轉變，心態上都有不少的進展，例如變得更獨立，更

明白並理解其他需要求助的人，變得更願意幫助他人，嘗試為未來的路途打

算。 

 

5) 服務使用者對信仰的習慣及心態皆有所改變，較前持更開放態度和更投入信

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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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服務使用者均提及他們的個人成長主要是由於協會的氣氛和文化所影響，同

時間協會同工和義工的關懷及主動的協助，使他們更有信心去面對生活或作

出改變。 

 

7) 雖然量化研究結果顯示，有 5 項指標並沒有太明顯的變化，當中部分原因是

因為「全人關懷服務模式」是一個以人為本的介入及輔導手法，需要更多的

時間讓服務使用者吸收和轉化。本研究追蹤時間只有三至六個月，在短時間

內未必可以完全反映「全人關懷服務模式」全面的成效。但是相信一段時間

後，服務使用者會有所轉變。 

 

討論及結論 

「全人關懷服務模式」是一個協會獨特的服務模式，這服務模式是一個發展個人

的模式，這正與全球的無家者服務接軌。本研究在欠缺有關全人關懷服務的評估

下，嘗試透過混合研究將兩種不同的數據及資料融合以了解這模式的成效。在這

次評估研究中，可以顯示服務使用者在接受協會所提供的服務後，有效提高了心

理幸福感，精神健康和減少自我污名。此外，此模式亦開始改變服務使用者的心

理，包括使他們更開放於個人的成長。只要配合適當的調整，這服務模式能為其

他沒有宗教的機構所採用，注重無家者身、心、社、靈、管/工作的發展，讓服務

不止停於滿足無家者的物質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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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holistic service model for the 

Homeless 

Objective 

The project aims at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holistic model service by 

Christian Concern for the Homeless Association to the homeless 

population. The model bases on the root of holistic caring that targets at 

helping homeless people on their needs beyond physiological or financial 

concern. This model adopts 5 dimensions namely, physical, psychological, 

relational, spiritual, and functional, the fulfillment of all aspects is required 

to reach completeness.  

Holistic service model 

The holistic service model employed by CCHA aims at helping the 

homeless with focusing on 5 dimensions (physical, psychological, social, 

spiritual, management/ occupation) as to assist them to repair and rebuild 

their lives.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odel with the dimensions 

mentioned, it is hoped that the service users can 1) receive supports on 

financial, health, and housing; 2) have improved emotional wellbeing, grow, 

and gain insight through reflection; 3) build up good social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learn to respect and appreciate friends and family; 4) hav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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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ual gain with enhanced value of self, sense of being loved, accepted 

and caring, and search for meaning of life with building up the hope; 5) 

have a stable job with their strengths being exhibited for contributing to 

the society.  

Methodology 

This evaluation study employed a mixed method. It consisted of two parts: 

A) a longitudinal pretest and posttest assessment for service users who 

were accessed in a 6-month period for their changes in 8 aspects. B) focus 

group interviews with service users and providers (staff and volunteer), 

both were invited to discuss about their changes under the intervention, 

their impression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vention and its possible 

improvements.  

Participant profile 

There were total 58 service users participated in the longitudinal 

assessment who were new comers to the shelter. The average age of 

participants were 49.2. Female participants was accounting for 44.8%（26） 

of participants. For education level, most of the female participants 

achieved junior secondary school level while their male counterpart was 

primary school level or lower. The majority were unemployed and under 

the government assistance or allowance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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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ubsequent three focus group interviews with service users, 12 

participants were chosen from above. They received at least 3 months 

shelter service from CCHA. Their age ranged from 21 to 72 and with an 

average of 55.6 and half of them were female. For the marital status, most 

of them were separated and their education level reached secondary 

school. 7 staff members and 8 volunteers participated in the service 

provider focus groups. For the staff’s focus group, the longest service 

period was 24 years while the shortest was 2.5. The longest service year of 

volunteers was 23 years while the shortest was 1. All of them were 

Christians. 

Major Findings                                                                                                                                                                                                                               

1. After a 3-month intervention period, it was shown that there was 

improvement in 3 aspects, namely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mental 

health and self-stigmatization, in the quantitative study.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refers to the perception of being emotionally stable and 

healthy. Mental health refers free of psychiatric symptoms while self-

stigmatization refers to shameful feeling aroused from being homeless.  

2. In supplement to the quantitative study, some participants of the 

quantitative study were invited to continue with the focus groups. All 

of them reflected a positive and thankful attitude towards CCHA as 

they experienced some positive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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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CHA provided them a home-like feeling, which they were lack of. The 

staff were kind, caring, just like their friends, willing to support them, 

and responded to their individual needs (for example, they addressed 

the different needs of male and female). 

4. Moreover, they experienced different aspects of changes including 

their attitudes. For example, being more self-reliance, able to show 

empathy towards others who are in need, willing to help others, and 

have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uture.   

5. There also were certain changes in their religious life being more open 

to Christianity, willing to invest more time in religious practice.  

6. Service users concluded that their personal growth were due to CCHA’

s atmosphere and culture. The staff were caring and supportive. It 

fostered their confidence in facing challenges. 

7. Not much change was found in some aspects in this study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longitudinal study, it is believed that holistic model is 

humanistic in nature, service users need time to digest and reflect 

upon their lives, while our study was only 3-6 months. From the focus 

group interview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hanging progress would 

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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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Holistic service model for homeless people is a unique approach to address 

the entire need of a person involving 5 aspects. The model is attempting to 

connect with the global trend for homeless service development. This 

research serves to fill in the gap of lacking evaluation study on holistic care 

model service by integrat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tests. From this 

evaluation study, the holistic model is found to be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homeless people in improving thei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mental 

health, and reduction of self-stigma. Also, it initiates positive changes of the 

service users in their openness to personal growth. With certain 

modification (in spirituality dimension), organization without faith-based 

would be able to adopt this service. Therefore, service for homeless would 

be evolve to a level that not only fulfill their physiological need. It is 

proposed that more investigation of this model is done and further insight 

is gained to better serve hom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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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自 1987 年成立，透過基督信仰與社會服務結合，為無家

者提供「全人關懷服務」。經過近 30 年的服務發展，以「救濟、恢復、發展」為

服務進程和方向，回應無家者（包括：露宿者、居於床位、板間房、天台屋等惡

劣居所及面臨無家可歸人士）的不同需要，幫助他們建立整全的生命。「全人關

懷服務模式」是回應無家者五個向度（身體、心理、社交、靈性、管理/工作）的

全人需要。過去三十年，我們見證許多生命改變，不少更從受助者轉化為助人者。 

 

協會成立初期以外展服務為主，同工義工們穿過大街小巷及惡劣居所探訪無家者，

更先後營辦三間男宿舍及三間女宿舍。因著香港的住屋問題嚴峻，協會仍在擴展

宿舍服務。協會亦設有活動中心，為無家者提供一般中心及醫療服務(牙科及中

醫)。 

 

在此，謹代表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感謝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發展基金的贊助，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學習副教授陳德茂博士及團隊的協助，為協會「全人關懷

服務模式」進行服務成效研究。研究讓我們看見服務使用者有三方面的改善，1)

改善心理幸福感、2)改善精神健康及 3)減低自我污名。他們都對協會的服務有十

分正面的看法，例如感到有家及有朋友的同行和關心。此外，他們均提到不同方



13 

 

面的轉變，例如變得更獨立，更願意幫助他人，嘗試為未來的路途打算，更投入

信仰生活等。 

 

總的來說，坊間給予無家者的服務多傾向救濟式，「全人關懷服務模式」涉及 5

個向度的全人改變，由內而外，實在需要中長期的時間作介入，才能帶來改變。

是項研究除了肯定我們的服務模式，也讓我們反思如何更深入地落實全人關懷，

以讓受助者得著最大的裨益。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總幹事 

賴淑芬女士 

2017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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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社會在探討無家者的狀況時，大家很容易混淆了露宿者及無家者的概念，將兩者

混為一談，但其實露宿者與無家者是有所分別的。露宿者是無家者，但是無家者

並非必然是露宿者，例如面臨無家可歸人士及居住於環境惡劣居所人士，然而社

會對無家者的關注大都集中於露宿者，而忽略了這一群並非露宿街頭的無家者。 

 

於 2016 年，本人受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所託完成了一頂有關建立並評估名為「生

命故事工作」的服務露宿者新模式，過程中接觸到不少露宿者，他們每一位背後

都有一段故事，而這些故事都是他們生命的種種經歷所編織而成，讓人能細味一

番。而於本次研究中，我們接觸到一批暫居於臨時宿舍的無家者，對他們的情況，

以及本港整體無家者所面臨的困難，有更深一層的體會。 

 

本港的市民正面對社會結構上不少問題影響，經濟負擔愈來愈大，當中有一部分

人正面臨無家可歸。參閱香港中文大學聯同香港城市大學進行的全港無家者人口

統計行動 2015，2016 年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向立法會提交的意見，以及 2017 年

立法會福利事務委員會文件，當中皆提到無家者人數不斷上升的趨勢，2010 年

至 2016 年期間，露宿者人數由 393 人上升至 908 人，升幅多於一倍，而無家

者的人數由 2013 年的 1,414 人升至 2015 的 1,614 人，短短兩年時間內增加

200 人。可見社會上十分需要臨時宿舍的服務，以照顧無家者的不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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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社會福利署的資料，目前經社署資助的露宿者綜合服務隊有救世軍、聖雅各

福群會及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另外，政府及非政府機構營辦 65 間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6 間非政府機構提供短期住宿，邊緣社群支援計劃，短期食物援助等

等的服務以照顧無家者的需要。雖然有多種不同類型的服務，但是對有系統地支

援並提供各方面關懷的服務仍然不足。 

 

在各機構的服務當中，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採用一套「全人關懷服務模式」服

務無家者的需要，嘗試幫助無家者與社會從新連接。這套方法的成效如何？對無

家者能帶來什麼影響？能為業界作出什麼啟示？為此，本研究嘗試通過服務使用

者及服務提供者來解答這些問題。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陳德茂博士 

2017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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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簡介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受託於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進行一項關於「全人

關懷服務模式」的成效研究。 

 

協會對於「無家者」的定義，可參考澳洲政府(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2; Chamberlain & MacKenzie, 1992)對無家者（Homeless）的定義，「無

家者」泛指由補救(第一類)到預防和改善(第二類及第三類)的兩個方向。第一類

是指住在公眾地方的露宿者；第二類是指面臨無家可歸人士，如：居無定所、住

宿舍、快將無家可歸等；第三類則是指於住在環境惡劣居所人士，如：床位、板

房、天台屋、劏房等。 

 

協會於 1987 年聯合國倡導為「國際露宿者年」成立。及後，服務對象由露宿者

拓展至惡所人士，並先後獲得社會福利署和香港公益金的資助，為一間服侍無家

者的基督教機構。過去 29 年，協會的服務都一直擴展，由成立初期的一位同工

到今天中港兩地合共超過 45 位；義工人數由數位到現時超過 200 名；服務類型

也由只有一輛流動服務車到今天有辦公室、活動中心、外展服務、男士宿舍、婦

女及單親家庭宿舍、牙科、國內兩項貧困和無家者的事工、出版等。目前更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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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教會伙伴緊密合作，服務人數也由初期只得每年 100 多名露宿者，到現時每

年超過 2000 名的露宿者、舊樓居民及小量難民。 

協會以「重建破損的生命、重修破碎的家庭、重燃破滅的盼望」為口號，同工本

著基督教上帝的旨意去服侍一群無家者，藉信仰與服務的結合，為無家者提供全

人關顧的服務，回應他們身、心、社、靈、管/工作的需要，並靠著福音的大能，

讓他們活出整全的生命。 

 

一直以來，社會對「無家者」（特別是對露宿者）有不少負面標籤：低水平、福

利接收者、更甚是骯髒（污糟）、吸毒者、精神有問題、懶惰、眾叛親離......等。

因此不少無家者被社會孤立、被忽略、被誤解、缺乏盼望、甚至被歧視和嫌棄，

加深他們的被標籤化。然而，協會卻相信每一位無家者都是──有神的形象、有

天賦才能、有夢想和想望、需要尊嚴和肯定、渴望貢獻、且想在痛苦和困境中走

出來；只是他們身處的環境與機遇不同，以致未能發揮或展現以上的特性。協會

深信若他們經歷到被肯定、信任與鼓勵，並給予機會發展，他們的生命將越發光

芒耀眼。 

 

在這些年來，協會的同工及義工與無家者在同行的過程中，雖然目睹過無家者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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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人生高低起伏的掙扎，甚至失敗軟弱跌倒，但同時亦見證很多生命的轉化。協

會成為一個平台，讓無家者在這裏相聚與連結、接受輔導、認識信仰、自我認識

與發展、重建生命，甚至重新站起來成為別人的幫助和鼓勵。在服侍過程中，同

工及義工在不斷學習，加深對無家者的認識，並發現每個生命的獨特性、美善和

有能力的一面，只要給予機會，生命變得不再一樣。同時，他們透過整合服侍經

驗和基督教信仰的結合，建立了「全人關懷服務模式」，以信仰使命作支持，以

基督的愛去關懷，以實際行動與無家者同行，期望他們重尋生命意義，在身體、

心理、社交、靈性和管理/工作五方面都有健康的發展。 

 

協會一直以來以「全人關懷服務模式」幫助無家者，除了希望他們的個人問題得

著改善和解決，預防再度露宿和改善居所外，同時亦盼望藉著福音重建生命，恢

復無家者尊貴形象，與神、人和己復和，更希望他們可以成為門徒，事主事人，

回應大使命。於在社區中，協會亦協助促進社會人士對無家者的了解和接納，並

聯合其他夥伴，為無家者爭取公平和合理之福利權益，並建立一群願意委身的義

工，同心服侍無家者。另有建立教會伙伴，求同存異，彼此配搭服侍無家者，協

會更成為一個平台，幫助教會接棒，關懷和牧養鄰近的無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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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對協會提供無家者服務有深入的研究及分析，協會與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

學系陳德荗博士合作，於 2016 年 6 月開始進行籌備研究內容及框架，並於 2017

年 8 月完成所有數據搜集、資料整理、分析以及撰寫報告。本研究是透過向前線

同工、協會義工及服務使用者三方面進行量化及質性的資料搜集，評估「全人關

懷服務模式」服務的成效，及當中可作改善的方向，盼望此研究報告可為協會及

有志為無家者服務的相關人士提供整全及切合的服務發展方向。 

 

本章部分內容由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提供，當中內容並不代表作者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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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文獻回顧 

無家者的現象於過往數十年一直為本地社會以致國際社會比較忽略的議題，然而

近年關於社會不公的討論引領下，無家者亦開始受社會所關注。回顧過往相關的

歷史，1977 年香港大學進行了一項名為「關心街頭露宿者計劃調查報告書」，是

標示著香港開始記錄了香港露宿者的情況。於 2004 年，多位學者進行了一項關

於本地的露宿者服務評估的研究（黃洪、李昺偉及孫玉傑，2004），該項報告分

析了本地不同機構介入無家者的服務，當中透過不同的量表了解服務使用者的情

況以評估成效，並提出多項針對無家者服務的建議。 

 

發展近年，香港中文大學及城市大學於 2013 及 2015 年參考美國的無家者街頭

統計行動，評估香港的無家者數據。根據此項調查所得，本港無家者人數為 1614

名，這項數字比官方統計的 800 多人多出一倍，而當中約有 780 人露宿於街頭、

公園等，約三成人居住於臨時收容中心或單身人士宿舍。 

 

無家者的需要 

於 Somerville (2013) 的 研 究 中 ， 無 家 狀 態 應 被 理 解 為 多 元 導 向 的

（multidimensional），這並不能單純只看作沒有住宿。無家狀態應包含多個範

疇，例如生理（欠缺人身安全）、情緒（欠缺愛及歡樂）、地域（欠缺私人空間）、

存在（欠缺紮根在世的感受）［ontological(lack of rootedness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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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mie)］、靈性（欠缺希望及目標）。他提出這至為重要是理解這一多元性的本

質，而處理這問題時必須解決多方面的需求，包括舒適感、關係上的滿足、個人

空間、存在的安全感及價值感。  

 

寂寞感亦是量度無家者需要的重要指標，Ferrari, Drexle and Skarr (2015)於美

國訪問了 58 位無家者關於靈性上的習慣及寂寞感的連繫，研究發現參加者參與

退修活動後會使其寂寞感下降，此研究帶出關於靈性的習慣可以為無家者減少寂

寞感。由此，無家者可以由集中於物質的需要，提升到心靈層面的需要，從而建

立個人的生命意義。但是這項研究是在西方社會（美國）進行，必需考慮到文化

習慣的影響，例如西方以基督宗教為主要宗教信仰，日常生活及生活習慣皆有不

少部份連繫到此的信仰，所以放之於華人社會，其影響力會否有所分別，是一項

疑問。 

 

近年得到關注的精神健康問題亦與無家者相關。他們是容易受到精神疾病困擾，

根據 Yim, Leung, Chan, Lam and Lim, (2015) 的研究，估計香港無家者受到精

神疾病困擾的盛行率為 56％，有七成多的人曾經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當

中只有大約一成受訪者正接受精神治療。政府欠缺對無家者的支援，而社會上都

十分依靠非牟利機構提供支援服務（Kornatowski,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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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無家者的研究及分析 

Mulroy and Lauber (2004) 嘗試示範了一個無家者預防計劃的評估方式，而他

們的研究中，訪問了相關人士，受訪者包括政府政策人員、決策者、家庭中心的

前線工作人員（practitioners），而計劃是針對低收入家庭，這些家庭面臨被驅

逐出公營房屋。在這項研中究中，他們建立了一個由 4 個階段組成的邏輯模式，

分別為 1) 邏輯模式為計劃設計（logic modeling as program planning）、2) 

概念化介入方式（conceptualizing the intervention）、3) 劃分計劃實行的步驟

（delineating implementation processes）、及 4)決定使用者可預見的成效

（determining the range of client outcomes）。他們發表的邏輯模式可作為評

估及設計幫助無家者的計劃以及服務。在這一個模式底下，他們幫助無家者的計

劃由理論至活動，以至其成效皆清晰可見。 

 

Balda (2016)分析了愛丁堡的無家者服務，研究得出結果指當地機構對個人與機

構，專業及人際關係之間的互動欠缺足夠的了解，這會阻礙無家者長期自我建立

的關係，而這層關係是為服務使用者帶來改變的重要因素。所以他建議對無家者

的服務必需注意到這些方面的情況，以平衡服務使用者的需要及機構的角色。 

 

於本地研究方面，過往十年本地有關無家者的研究比較少，研究內容上都比較著

重於個人健康(Luo & McGrath, 2006)、精神健康（Yim et al., 2015）、以及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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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統計數字上，例如全港無家者人口統計行動（黃洪及區廖淑貞，2016）。除

此亦曾有關於無家者服務評估的研究（黃洪、李昺偉及孫玉傑，2004；陳德茂，

2016）。  

 

三種常用的介入模式 

在現有的文獻中，針對無家者的服務都集中於物質上的需要，當中先有積極性社

區治療模式（Assertive Community Treatment Model），其後是居住優先計劃

（Housing First Program），以及近年有一項名為 Outcome StarTM 的服務計

劃為無家者建立自理能力（self-reliance）。 

 

先說積極性社區治療治療模式(ACT)，ACT 是一個針對處理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

深入治療服務模式，其中無家者中有嚴重精神疾病的患者亦是這服務模式的對象。

服務的內容包括個人個案跟進、居住、治療、運輸、心理健康、藥物與危機處理

等各方面的協助，無家者的 ACT 模式是為採用人本主義的取向，透過建立服務

使用者及提供者建立長期良好關係，以達改善服務使用者的人生。Coldwell and 

Bender (2007) 的研究顥示，ACT 比傳統的個案跟進，有明顯的改善效果。如上

文提到，無家者的處境涉及多方問題，精神疾病亦非主要和單一的成因，但是 ACT

於無家者的服務只限於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人，故其服務受眾仍十分有限，這間接

令 Housing First 模式應運而生。故此 Housing First 模式應運而生。 



24 

 

在過往十年間，不少西方已發展國家都集中使用 Housing First (HF)模式，因此，

此模式於處理無家者問題上扮演著領導的角色。根據 Woodhall-Melnik and 

Dunn (2016)，HF 是由紐約於 1992 年開始，HF 是由紐約於 1992 年開始，承

接以往政府使用 ACT 作為對無家者的服務，HF 都十分集中於照顧患有精神疾病

的無家者;然而，除了精神健康外，服務亦開始回應無家者其他的需要。在這模式

底下的服務都有一項理念，就是在無家者面對一系列的問題之上，居住需要為首

選，因此在解決其他問題前，居住為最刻不容緩的項目（Tsemberis, Gulcur & 

Nakae, 2004）。而 HF 需要滿足多方面的要求，包括忠於服務使用者的選擇、

復原取向、融入社區等，將治療與住屋需求分離（Tsemberis, 2011）。Gaetz, Scott 

and Gulliver (2013)所提到 HF 最核心的環節與 Tsemberis 所提出的十分類似。

Woodhall-Melnik and Dunn (2016)的研究發現，這方法能有效應對無家者面

對的問題。 

 

近年來，因應著政府、資助者及服務提供者對提供的服務機構或組織，有著「有

什麼服務提供」及「對服務使用者帶來什麼改變？」的疑問下，隨之建立了一套

名為 Outcome Star 的工具以評估服務使用者的情況(MacKeith, 2011)。而這工

具不單只是一個評估工具，當中包含了對服務提供者的支援，以幫助服務使用者

更能擁有良好的自理能力。Outcome Star 於無家者的服務有十個不同的導向，

例如自我照顧及生存技能、社交及人際關係、主動性及責任心、情緒及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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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等。服務使用者選擇他們期望集中改變的導向，並與服務提供者擬定計劃，

亦需要作定期觀察及評估，從而慢慢增強無家者的自理能力，減少依賴的情況。

而由於 Outcome Star 是一項新的模式，文獻上相關的研究比較少，MacKeith 

(2011)在一個 6 星期的研究中，顯示這服務可有效引導無家者自理能力變得更

強。 

圖一 無家者 Outcome Star 服務模式 

 

此圖表示 Outcome Star 於無家者的服務有十個不同的導向:動力及承擔責任

(motivation and taking responsibility)、自我照顧及生存技能(self-care and 

living skills)、金錢管理(managing money)、社交及人際關係(social networks 

and relationships) 、 濫 用 藥 物 及 酒 精 (drug and alcohol misuses) 、 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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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health)、情緒及精神健康 emotional and mental health)、有意義地

使 用 時 間 meaningful use of time) 、 居 住 管 理 (managing tenancy and 

accommodation)、及犯罪(offending)。而圖片取自 Triangle Consulting Social 

Enterprise Limited and the London Housing Foundation (Triangle 

Consulting, 2014a, 2014b)。 

 

綜合文獻中現有無家者的服務以及其發展，可見無家者服務正趨向照顧不同的個

人需要，而且更以人本主義為中心。由處理個人精神疾病的 ACT，至目標為融入

社區的 HF，以至建立個人自理能力的 Outcome Star，服務除了更為多元化，服

務受眾亦擴大由集中於嚴重的精神病患者，至惡劣居所人士，種種跡象顥示，無

家者服務並不能停留於既有的模式，現行的服務走向更人性化，以連接人與人的

關係，連繫人與社區之間的互動的方向。 

 

本地欠缺實證本位服務的成效研究 

由於無家者現象愈趨普遍，而不少國家亦加入並積極地解決此現象。正如以上提

及過的 Housing First 和 Outcome Star 服務模式，其目標旨在處理無家者所面

對的問題。如此情境下，再回望本地的無家者服務在於發展階段，各個主要非牟

利機構提供著不同的服務，而當中科學化地探究其成效扮演著重要的角式。如此，

可建立一套實證本位服務（evidence-based practice），以更深入了解如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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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家者狀況的癥結所在。故此，本研究目的旨在科學化地探究本地使用「全人關

懷服務模式」的機構於無家者的社會服務的成效。 

 

本地的獨特的服務 

當中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的「全人關懷服務模式」由處理服務使用者的五項導

向所組成，包括身、心、社、靈、管/工作。在整個「全人關懷服務模式」底下，

服務使用者與人、社會等等各方面的關係性皆得到重視及改善。正如 Balda (2016)

所提到關於有效的無家者服務重要因素牽涉到「關係」(relationship)。 

 

全人關懷服務的重要性 

全人關懷服務最終是帶來全人健康。世界銀行於 2000 年訪問了近 2 萬個貧困

者，發現他們對自己的描述是：感到羞恥、弱勢、無助、低等、被困住、懼怕、

無盼望、關系不好、壞習慣、沒有選擇、沒有影響力、社會孤立、沒有人脈等。

當中提到的都是涉及社會、人際、心理和靈性需要。當中居然沒有太多涉及身體

或物資的描述。可見要有效地幫助無家者這些貧窮人，不能單單用傳統派物資的

做法，而是要涉及全人的需要，方能滿足他們的發展，對症下藥 (Narayan, 

Chambers, Shah, & Petesch, 2000)。 

 

因此，世界衛生組織在 1946 年定義全人的健康（wellness）時，採用生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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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社交的安適狀況來形容一個人是否健康，稍後更在 1988 年加上靈性這個向

度。香港醫管局也認定「全人」（Holistic）的重要，提供全人健康的關懷，包括

生理、心理、社交及靈性各方面(Hospital Authority, 2001)。世界健康組織(WHO) 

給全人健康的定義是： 

 

「一種完滿的生理、精神和社交健康，不單只沒有疾病。。。。。。精神健康不

單指到沒有精神問題，它是指到人的一種健康狀態，人能認知自己的潛能，能面

對生活一般的壓力，能在工作上有生產力和有效能，為社會帶來貢獻。」由此可

見，全人服務的發展是十分重要的。 

 

全人健康模式的向度 

美 國 國 家 生 活 健 康 研 究 所 (National Wellness Institute) 研 發 了 （ Six 

Dimensional Model of wellness）（Hettler, 1980)。這個模式被用於成年、青

少年及兒童的組群。這個模式有助解釋六個健康向度，如何一環緊扣一環，互相

連繫和影響，以形成全人健康的概念。透過建構這個模式，最終是「通過這個模

式，人能意識到，每一個健康向度的相互聯繫，以及每一個向度如何對我們的健

康生活作出貢獻。」向度簡述如下： 

 

身體向度重視經常鍛煉身體的需要。身體健康向度鼓勵學習有關飲食和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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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遠離使用煙草、毒品和過量飲酒。 

智能向度提及個人的創意，刺激了腦部的活動。一個健康的人會擴展他們的

知識和技能，並發掘自身的潛力，以致能以他的恩賜來祝福和與人分享。 

情感向度重視個人認知和接納自己的感受。情感健康指到一個人對自己和生

命，正面觀感和積極投入的程度。 

社會向度鼓勵人於個人的環境和社區作出貢獻。它強調人與人，和與自然之

間的相互依存關係。 

靈性向度承認人類追尋生存的意義和目的。它包括人類深深喜悅發展生命深

度和領域，並存在宇宙之間的自然力量。 

職業向度重視個人透過工作而得到生命自我滿足和充實。職業健康最核心或

最重要是一個人的工作態度。  

此模式十分著名，被使用了 40 年為久。它提出的六個向度也代表著全人關懷的

整全向度和內容定義，這是個很全面的參考框架。 

 

再者，Dr. Autumn A. Swain──一位社區工作學者，對全人健康有頗深入的研究。

她就全人健康下的定義為：「個人及社區，包括其靈性、身體、精神、情緒、經

濟及社交方面的健康，包括個人及社區能否達到平安的境界。」(Swain, 2015)他

也發展了他的全人健康框架和理念，包括六個健康向度及其核心字詞，以作為他

的領導全人健康訓練的研究根據。 



30 

 

靈性向度 

靈性健康旨在探索一個人的生命價值和意義，並於每一天按著這些價值觀而

生活。相信生命有神聖的目的和指導。核心字詞：信，望，愛，靈性紀律，

三一神。 

身體向度 

身體健康是指結合正面的生活習慣，以讓健康達成最佳狀態，包括疾病的預

防和避免對人的健康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核心字詞：營養，運動，休息，

壓力管理，個人護理。 

精神向度 

精神健康是指開發和運用自己的知識，包括掌握技能和洞察力來處理日常生

活。核心字詞：創造性，批判性思維，適應變革，解決問題，受教。 

情緒向度 

情緒健康意味著能夠選擇和控制情緒反應，以健康的方式表達，有良好的界

線，並能正面地看自己和自己的外形。核心字詞：主動，警覺性，脆弱，自

我控制及洞察力。 

經濟向度 

經濟的健康是指經濟上的穩定和有足夠的財務知識。懂得做負責任的規劃，

以致有能力購買所需的商品和服務，並與他人分享。核心字詞：工作，分配，

慷慨，管家，渴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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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向度 

社會健康是指到有支持系統，包括能彼此培育和互相祝福的關係，這些關係

是互相聯繫及互相關心的，也包括關心一個人所身處的社會和世界，包括那

些來自其他文化的。核心字詞：相互依存，家庭，和諧，尊重，社區。」 

而 Autumn A. Swain 的「六個全人健康向度」是最全面，無論是六個向度，甚

或是向度內涵蓋的內容或重要的關鍵字句，可成為日後的重要參考。 

建立以人為本的「能力和資產評估」 

我們需要新的眼光，從習慣看人的需要轉為看人的資產。而從資產入手，看到貧

困者有的資產，自然會發展以發揮他們為主的服侍導向，鼓勵發現潛能，自力更

新 ， 永 續 成 功 的 經 驗 。「能力和資產評估」 Asset Building Community 

Development（ABCD）著重發現貧困者的專長、恩賜、經驗、渴求、經驗、能

力，甚至異象。我們在推行服務中讓他們參與，讓彼此間存在「平等」關係，甚

至讓貧困者成為「主角」，助人者則成為配合「主角」的角色。 

 

全人服務與神學的關係 - 無家者生命完滿的四個關係重建 

富勒神學院的教授邁爾斯(Bryant Myers)是著名的社區工作專家，提出從上帝的

創造來定義「貧困」：三一神本質上是一種關係的存在，人的被創造是有神的形

象，要與神在正確的關係中，使生活達致完滿。生命豐富完滿的狀態會於四種關

係中呈現，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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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神的關係－這是我們的首要和基礎的關係，人類的主要目的是榮耀上

帝和永遠享受與祂的關係，這是我們的人生目標，我們也為此而被創造。 

2） 與自己的關係－我們是按上帝的形象而造，具有與生俱來的價值和尊嚴。 

3）與他人的關係－上帝創造了我們活在愛中，我們與人彼此需要和聯繫。 

4）與其他受造物的關係－創 1：28-30 提到人類的「管理使命」，我們是這

世界的管家，需要按才受責，發揮天賦才能，因管理得宜得獎賞。 

然而，罪進入世界，影響了全人類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層面，以上四個關

係出現問題，包括：1）與神親密的貧乏－否認神的存在和權炳；變得物質主義

和拜假神等。2）生命的貧乏－衍生救世情意結、自卑和羞恥感。3）關係的貧乏

－變得自我中心；會剝削和虐待他人等。4）管理的貧乏—造成方向上的失落；

變得懶惰或工作狂。 

 

根據以上理念，貧困背後是由於關係的破裂、貧乏或失落，那麼，聖經導向的扶

貧，是包含復和（Reconciliation）和恢復（Restoration）兩個導向，是助人與

神、自我、與他人，與其他受造物恢復正確的關係，人才能過榮耀神的生活。保

羅在羅馬書提到他是耶穌基督的僕人，奉召成為使徒，特派傳神的福音─ 這裏

「使徒」就是「大使」的意思，是指受基督特別差遣成為福音的大使。上帝的大

使(ambassadors)正是幫助人復和和恢復以上四種關係，活出豐盛和召命的生活。

因而，物質上的扶貧必須導向以上四個向度。  



33 

 

 

扶貧的重要策略有三個向度或階段，包括救濟（Relief）、恢復（Rehabilitation）

及發展（Development）。救濟即提供物資和緊急支援，具止血作用，之後集中

恢復對方各方面的關係和功能。而最後的發展向度，是幫助對方重建與神、自己、

別人和其他受造物的關係（作好管家）。因此，物質扶貧必須是了為改進以上四

個向度而做。幫助貧困者恢復受造的樣式，發揮恩賜和潛能，以自己的貢獻作活

祭給主，影響周遭和世界，恢復管家的角色。 

 

Bryant Myers 的理論大大建基於聖經的教導，但要達致生命四個關系的重建，

那需要中長期時段的密集式介入。再者，Meyers 缺乏具體達致以上復和的方法

和內容，只停留於理念的層面，協會在使用他的理念時須自行加入操作概念。 

 

整全的人才能肩負在世使命 

資深宣教士叔紀田（2012）提出人有一個物質的身體......有一個內心的世界像造

物主一樣，有自我的意識，能思考和觀察......能分辨是非與善惡。再者，他也是社

群性的：他能夠與別人建立關係，像神一樣去關愛人；他也需要和能接受別人的

關愛；能與別人溝通。最重要的是他有靈性：他不但有自我意識，也有宗教意識，

他渴慕神和敬拜神，也要向神負責。他需要建立「神－我」的關係才能得到心靈

的滿足。此外，神創造人也像祂一樣，具有管治的能力：他能工作，能創新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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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執行使命。管治是綜合了身、心、社、靈各方面的本質而流露的表現。協會全

人關懷向度中的「管理」層面，是由參考他的神學理念而出。 

 

蔡元雲醫生在香港推動全人健康，他扼要地闡述邁向全人健康之路分成五個層次。

第一是生理(Physical)，即身體的健康；第二是心理(Psychological)，即情緒的

寧謐；第三是關係(Relational)，即人際關係的和諧；第四是屬靈(Spiritual)，即

與上帝的和好；而第五是功能(Functional)，即功能上的滿足，能承擔上帝的使

命。一個「實踐自我」的人能夠將他與生俱來的潛能及後天學習的才能都有適當

的途徑發揮出來(羅杰才，2005)。  

 

協會宿舍服務的「全人關懷服務模式」 

綜合以上不同的文獻，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均倡議全人向度的重要性。美國

國家生活健康研究所更提出，六個向度是互相緊扣和影響，才能達致全人的健康

發展，為社會帶來貢獻。而神學文獻中，邁爾斯教授提出，人要活得完滿，須重

建與神、人（自己）、別人和社會關系。並朝向三個進程，提醒協會扮演的是大

使的角色，不單是服務提供者。而 Dr. Autumn A. Swain 提出的六個全人向度，

從信仰出發，但與沒有信仰背景，例如與以上文獻相同，例如是美國國家生活健

康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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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關懷服務模式」的內容 

協會綜合以上文獻的理念，20 多年運作經歷和香港處境(context)，整合了協會

的「全人關懷服務模式」，讓無家者在以下五個向度（身體、心理、社交、靈性、

管理／工作），讓他們的生命得著修補和重建，靠著福音的大能，讓他們活出整

全的生命。 

 

圖二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全人關懷服務模式」－目標與服務內容的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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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來說，協會於實施以上模式具有一定的挑戰。首先，這個模式是一個完滿和

終極的個人發展方向，所需的轉化時間並非數個月之內，而是中長期的時間投放。

而是次研究所涉及的是協會的宿舍服務，縱然協會也是沿用以上全人模式和方向，

但基於社會福利署的津貼及服務協議(Funding and Service Agreement)的要求 

- 安置率(accommodation rate)和成功住宿率(non-relapse rate)，要求提供的

住宿期只有六周，以應付當時緊急的居住及個人基本需要，難以兼顧更深層的需

要，例如孤寂感或人際網絡，亦難以全人關懷模式的介入。故此，為了讓服務使

用者繼續得到支援，協會自行發展中長期過渡性宿舍，住宿期由六周以上至兩年

不等。因此，在評估服務使用者受惠於這個模式的程度時，會因應住宿期的長短

和他們的投入程度而有所分別。研究時或需要就這些變數而作出關聯性的考慮。 

 

本章部分內容由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提供，當中內容並不代表作者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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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研究方法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了解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的「全人關懷服務模式」為服務使

用者所帶來的轉變。由於無家者協會的服務旨在幫助無家者在五個向度上開展人

生，以充實其生命，故本研究將評估服務使用者身、心、社、靈、管/工作各個範

疇的轉變。同時由服務提供者的角度，了解他們所提供的服務，以及他們認為服

務使用者轉變的原因。從以上各方面的資料，更全面地評估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

會的「全人關懷服務模式」的成效。 

 

研究方法 

現 時 成 效 研 究 有 很 多 種 ， 當 中 最 受 廣 泛 信 賴 的 方 法 是 隨 機 對 照 試 驗

（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 其 次 為 實 驗 設 計 及 準 實 驗 設 計 （ quasi-

experimental design），而其他設計例如個案研究（case study）等等的方法相

對較少用於成效研究中。隨機對照試驗必須具備對照組，一般而言對照組與實驗

組所接受的介入處理（treatment）皆不同，而對照組作為比較實驗所提供的處

理所帶來的效果。隨機對照試驗作為評估成效中最受信賴的研究方法，參加者必

需被隨機分派到實驗或對照組，以避免原本參加者特質造成的偏頗。同時研究當

中，參加者並不知道自己為實驗還是對照組。而實驗設計及準實驗設計的需求的

嚴格程度較低，唯需要前測及後測的比較，當中的改變可歸納為介入所造成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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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但是個別參加者特質造成的偏頗並不能被排除。而個案研究可被歸類為質性

的研究方式，參加者接受訪問以了解他們接受了的介入以及各方面的轉變，這些

資料將作為分析服務成效的理據。 

 

過往曾經有評估幫助無家者的介入方法的文獻，此研究採取了 RCT（Toro et al., 

1997）。而在全入關懷的服務下，成果評估亦採用了準實驗設計（Wright et al., 

2011）。本研究方式亦以此為基準，需有量化的方式客觀地評估服務模式的成效。

同時考慮到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的狀況，其「全人關懷服務模式」為一直使用

中，當採用 RCT 時，將會引起一連串道德問題，例如對照組將未能得到本應得

到的服務，而同時無家者亦有一定程度了解無家者協會所提供的服務範圍，當參

加者知道服務提供者所投入的資源時，他們對服務的期望等問題會導致得出的成

效結果有所偏頗。由於社會服務的形式限制了可選取的研究方向，在考慮到平衡

客觀及保持無家者應有的權利下，研究團隊採用了準實驗設計，以比較入宿前及

入宿後的分別。 

 

同時研究除了觀察服務使用者的改變外，個人的體驗和對服務的意見同時是本研

究探討的範圍。所以本研究採用了混合質性及量化研究，這研究方式雖然需要更

大的資源投入，但是可同時收集到個人對服務的看法以及觀察其客觀上的改變。

對於成效研究而言，客觀評估可知道服務提供者投入的資源所得出的結果，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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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見則可補足了量化研究訪問中忽略的部份，同時可深入了解改變的原因。同

時本研究分為兩部份，分別為服務使用者的視角及服務提供者的視角研究。 

 

服務使用者 

第一部份為服務使用者，對象為剛入住宿舍的無家者人士，本部份共邀請了 58

位來自無家者協會轄下宿舍的新入宿人士參與。研究以問卷形式追蹤性訪問有關

八項關於無家者心理狀況的量化指標於三個月至九個月內的改變。服務使用者必

須為 18 歲或以上，在充分了解本研究的方式及目的下簽署同意書，新入住，並

且能夠使用流利的粵語來溝通。而同意的參加者會接受問卷調查，訪問的內容包

括個人資料，入宿原因，露宿經歷，以及通過已經驗證的量表以評估八項關於心

理及精神健康的指標。每三個月進行一次跟進訪問，時期為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4 月。當完成每一次訪問後，會送出超市禮券作為鼓勵。 

 

而質性研究部分，32 位接受無家者協會的「全人關懷服務模式」服務並完成了

兩次或以上問卷訪問的參加者受邀請參加焦點小組討論。當中 12 位同意並出席

討論關於‘服務使用者對無家者協會服務的模式的意見’，通過一個半小時關於

自己的改變，改變的原因及對無家者協會服務意見的討論，以了解無家者協會服

務模式的成效及如何改善的建議。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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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服務使用者部分 

 

 

服務者提供者 

第二部份則為無家者協會服務提供者觀點的質性研究，焦點小組分別由七位無家

者協會的員工及八位義工組成的焦點小組訪問。員工焦點小組中，受訪者來自不

同的服務部門，包括外展部、女宿舍及男宿舍。而義工焦點小組中，受訪者同樣

來自外展部、女宿舍及男宿舍。受訪者參與關於‘以服務提供者的視覺下，無家

者協會服務的模式及其成效’的討論，以了解員工及義工對服務模式，其成效及

改善空間的觀察。 

圖四 混合方法成效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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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具 

1) 心理幸福感  

心理幸福感於本研究中透過國際間認可及驗證的量表 WHO-5 幸福感指數

(Staehr,1998）量度，參加者需回答 5 項關於兩星期內的幸福感、情緒及健康狀

況的題目，其評分方法為 0 至 5 分，愈高分數為狀況較好。這量表曾於無家者的

群組中使用，Ito, Morikawa, Okamura, Shimokado, & Awata (2014)嘗試以

WHO-5 評估東京的無家者精神狀況及其他因素的關係。於本研究中，三次訪問

的信度分別為 0.81，0.83 及 0.97。 

 

2) 自我感知的社會支持 

無家者的自我感知社會支持為其中一項值得關注的方向，Wu and Serper (1999)  

以多向度社會支持量表研究評估無家者以及其他使用者在使用緊急精神服務時

的感受。多向度社會支持量表（Zimet, Dahlem, Zimet & Farley, 1988）劃分了

源自家人，朋友，特定他人三者的社會支持，在 12 項題目中，以 0 至 7 分（非

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評估參加者感受到的社會支持，分數愈高，代表其知覺

到社會支持愈高。Chou (2000) 的中文譯版顯示多向度社會支持量表有良好的

信度。於本研究中，三次訪問的信度分別為 0.93，0.92 及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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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靈性 

靈性方面是通過使用 Ng, Yau, Chan, Chan, Ho (2008) 的身心靈模式參考，以

當中關於靈性旳部份為估評。由於 Ng et al. (2008)的量表考慮到華人的信仰習

慣，量表中沒有任何對特定宗教的形容。量表由 13 項題目組成，參加需以 0 至

10 分的同意程度，回答有關其心靈的核心價值及人生的意義，當八項為正面五

項為負面的句子，總分為反向編碼負面句子及正面句子的總和，分數愈高表示其

有更好的靈性程度。Snodgrass (2014)認為靈性對無家的心理健康是一頂重要的

保護因素，他研究了帶著子女的女性無家者並發現多個因素包括靈性可作你她們

心理健康的保護要素。於本研究中，三次訪問的信度分別為 0.80，0.71 及 0.90。 

 

4) 自我效能 

Epel, Bandura and Zimbardo (1999) 於其經典文獻中提出了自我效能及時間

知覺（time perspective）對於無家者應對自己狀況以找尋居所及工作的影響，

於研究中，高自我效能的無家者更積極找尋可居住的地方及工作。這項目以自我

效能量表（Schwarzer, Bäßler, Kwiatek, Schröder, & Zhang, 1997）量度，參加

者回答 10 項以 1 至 4 分(不正確至十分正確)的題目愈高分愈代表其有自信自己

有足夠能力處理問題，其中文譯本有良好的信度。 於本研究中，三次訪問的信

度分別為 0.90，0.91 及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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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尊 

為了解無家者的自尊,本研究採用中文譯本的自尊量表(Yeung, 1998)。有不少的

研究都訪問到無家者的自尊作為關重要的指標(Kidd & Shahar, 2008; Malcolm, 

2004; Maxwell, 1992)。這量表由 10 項題目組成，參加者回答由 1 至 4 分(十分

同意至十分不同意)，分數愈高表示其自尊感愈低。於本研究中，三次訪問的信度

分別為 0.77，0.80 及 0.68。 

 

6) 精神健康 

精神健康採用了 Fu, Lee, Gunnell, Lee and Cheng (2013) 的華人健康問卷評

估，量表為 12 項題目，參加者回答由１至 4 分（比平時好至比平時差很多）關

於當前的健康狀況包括失眠等等，而精神健康為沒有受到精神疾病的症狀所困擾，

量表中分數愈高表示狀況愈差。而健康問卷曾作為評估無家者外展服服務的重要

工具(Tischler, Vostanis, Bellerby & Cumella, 2002)。於本研究中，三次訪問的

信度分別為 0.91，0.89 及 0.96。 

 

7) 孤寂感 

孤寂感一直為無家者研究的關注點，十分多文獻展示研究結果(Perron, Cleverley, 

Kidd, 2014; Rew, Taylor-Seehafer, Thomas & Yockey, 2001)。本研究以 UCLA

孤寂感量表（Russel, Peplau, Ferguson, 1978）評估，這量表由 20 項描述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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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的疏離感及孤寂感的句子組成，參加者需回答出現其想法頻率,由 0 至 3

分，分數愈高代表參加者愈感到孤寂。於本研究中，三次訪問的信度分別為 0.86，

0.80 及 0.89。 

 

8) 自我污名 

關於無家者的自我污名，本研究採用了 Mak and Cheung (2010)的自我污名量

表，並修改名詞為‘無家者’，量表由 9 項題目組成，由 1 至 6 分（非常不同

意至非常不同意），分數愈高，自我污名感愈大。於本研究中，三次訪問的信度

分別為 0.93，0.91 及 0.92。 

 

分析方法 

在研究中，所得的結果分為量化及質性的資料，其中量化的資料為服務使用者的

背景資料，透過有效的工具於三個不同的時間點量度八個不同指標 1)心理幸福

感 ；2) 自我感知的社會支持；3)靈性；4)自我效能；5) 自尊；6)精神健康；7)

孤寂感；8)自我污名。 

 

1) 研究期間，不少服務使用者因不同原因未能繼續參與，當中包括服務使用者

因為不同原因離宿，例如：找到別的居住地方，以及有不少服務使用者是在

研究中期和末期才入宿，故最後只有十位服務使用者能於研究期間完成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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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訪問，分析採用重複測量變異數分析（Repeated measure ANOVA）以

了解參加者三個時期的轉變。 

2) 而協會中對服務使用者的影響以成對樣本 T 檢定(Paired sample T-test)，對

比 32 位參加者的首次及第二次評估的改變。 

 

而質性研究採用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這是一種運用系統步驟觀察

情境脈絡、文化或互動關係的訊息分析方式，也是一種理出感覺並找尋背後道理

的分析方法。 

「主題」代表文本中常出現的元素，當中有主張、慣用語或情境的意義，而「主

題分析」即是再現這些主題。從文本中，不斷重複出現且並共通的，就是要找尋

的共同主題，所以整個分析流程是循著「整體 ─ 部分 ─ 整體」來回於文本與

詮釋之間。而主題分析法步驟有 6 個，由 1) 熟悉資料，2) 產生初步譯碼，3) 尋

找主題，4) 檢視主題，5) 定義主題，至 6) 撰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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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 參加者資料 

在本研究中，分為服務使用者以及服務提供者部份，服務使用者部分首先採用量

化的方式了解入宿期間及入宿後於八項指標中的變化，其後邀請其中一部分入住

過無家者協會宿舍的服務使用者，參與焦點小組訪問，以詳盡了解他們當中的轉

變和他們對服務的意見。有關服務提供者的研究部份，協會中的同工及義工分別

參與同工焦點小組及義工焦點小組訪問，讓研究團隊了解他們對「全人關懷服務

模式」的意見。 

 

為方便了解研究的背景，參加者的資料將分為三個部分，1) 服務使用者－問卷

調查研究、2) 服務使用者焦點小組訪問、及 3) 服務提供者－ 同工焦點小組及

義工焦點小組。 

 

服務使用者部份 

服務使用者－問卷調查研究 

58 位參加者為接受無家者協會宿舍服務的新入宿人士，其資料包括背景資料（如

表一），個人成癮或其他問題狀況（如表二），入住宿舍原因（如表三），其資料

如下。 

參加者當中平均年齡為 49.2 歲，有 26 位女性服務使用者參與本研究佔 44.8%。

在本研究當中，大部份女性服務使用者的學歷為初中程度而男性為小學或以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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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及較多非在職人士(13 位女性及 24 位男性參加者)。相當大部分參加者因

為經濟(51.7%)及與前同住的人發生問題(34.1%)，所以入住無家者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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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參加者背景資料 

  女(總人數:26) 男(總人數:32)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年齡 M* 42.35 54.13 

 SD* 15.06 15.33 

婚姻狀況 從未結婚 5 19.2 10 31.3 

 現已結婚 1 3.8 6 18.8 

 分居 13 50.0 5 15.6 

 離婚 6 23.1 10 31.3 

 鰥寡 1 3.8 - - 

 不明 - - 1 3.1 

教育水平 小學程度或

以下 
6 23.1 12 37.5 

 初中程度 11 42.3 9 28.1 

 高中程度 6 23.1 6 18.8 

 文憑 1 3.8 2 6.3 

 學士 1 3.8 3 9.4 

在職人士 是 13 50.0 8 25.0 

 否 13 50.0 24 75.0 

工作以外的收入來源 沒有 14 53.8 13 40.6 

 政府資助 6 23.1 16 50.0 

 父母/親戚的

支援 
3 11.5 1 3.1 

 退休金/撫恤

金 
1 3.8 - - 

母語 廣東話 15 57.7 28 87.5 

 普通話 7 26.9 2 6.3 

 其他 4 15.4 2 6.3 

宗教信仰 基督教 5 19.2 9 28.1 

 天主教 1 3.8 1 3.1 

 無信仰 12 46.2 17 53.1 

 其他 6 23.1 4 12.5 

 不願透露 2 7.7 1 3.1 

*M= 平均值，SD=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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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個人成癮或其他問題狀況 

 人數 百分比 

傷殘/長期病患 21 36.2 

精神病/懷疑精神病 6 10.3 

入獄 6 10.3 

吸煙 3  5.6 

酗酒 2  3.5 

賭博(嗜賭) 2  3.5 

濫用藥物(吸毒) 1  1.8 

表三 入住宿舍原因 

 人數 百分比 

無法找到能負擔租金的地方 30 51.7 

與家人/租客的相處出現問題 25 43.1 

因失業或零收入而無法支付前住  

處的租金 

20 34.5 

被業主逐出 12 20.7 

入宿可儲蓄金錢 9 15.5 

別人提供的前住處現不能續住 4  6.9 

入宿方便日常生活/工作 4  6.9 

個人選擇 3  5.2 

出獄/出院/戒毒中心 1  1.7 

避開債務 1  1.7 

入宿較利與別人同住 1  1.7 

移民或回流 1  1.7 

其他 10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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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使用者焦點小組訪問 

而本部份研究透過 3 個服務使用者的焦點小組討論分別訪問 12 位參加了追蹤問

卷的服務使用者，訪問他們對無家者協會提供的服務的意見及補充問卷未有訪問

的部份。受訪者男女各半，年齡由 21 歲至 72 歲，平均年齡為 55.6 歲，當中一

半服務使用者曾露宿，而露宿年期最長為 2 年，而首次露宿年齡最小 33 歲，最

大為 65 歲，詳細資料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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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宿期間 性別 年齡 婚姻狀況 教育水平 工作種類 收入來源 母語 宗教信仰是 入宿原因 曾露宿 

參加者一 九個月 男 71 離婚 小學或以下 沒有工作 政府資助 廣東話 佛教 
無法支付前住處的租金，沒有能力

負擔租金，中風後失去工作能力 
有 

參加者二 三個月 女 56 分居 高中 沒有工作 不明 廣東話 無信仰 
無法支付前住處的租金，沒有能力

負擔租金，可儲蓄金錢 
沒有 

參加者三 四個月 女 65 分居 小學或以下 保安員 
工作及退休

金/撫恤金 
廣東話 無信仰 

沒有能力負擔租金，被屋主拒絕或

逐出，與家人/租客有關係問題 
沒有 

參加者四 三個月 男 63 分居 初中 沒有工作 不明 廣東話 無信仰 無家可歸，求助無門 有 

參加者五 三個月 男 68 現已結婚 小學或以下 沒有工作 政府資助 廣東話 基督教 
無法支付前住處的租金，沒有能力

負擔租金，可儲蓄金錢 
有 

參加者六 六個月 男 66 現已結婚 高中 沒有工作 不明 廣東話 無信仰 

無法支付前住處的租金，沒有能力

負擔租金，入宿可儲蓄金錢，入宿

較利與別人同住 

有 

參加者七 六個月 女 33 分居 初中 沒有工作 父母/親戚 廣東話 無信仰 

沒有能力負擔租金，前住處現不能

續住，與家人/租客有關係問題，

可儲蓄金錢 

有 

參加者八 六個月 女 56 分居 初中 清潔工 工作 廣東話 無信仰 被屋主拒絕或逐出 沒有 

參加者九 九個月 男 49 不明 高中 沒有工作 不明 廣東話 基督教 沒有能力負擔租金，交不到電費 有 

參加者十 三個月 女 20 從未結婚 高中 廚師 工作 其他 伊斯蘭教 與家人/租客有關係問題 沒有 

參加者十一 三個月 女 51 分居 初中 侍應 工作 廣東話 無信仰 
沒有能力負擔租金，與家人/租客

有關係問題 
沒有 

參加者十二 三個月 男 71 分居 小學或以下 沒有工作 政府資助 其他 無信仰 
前住處現不能續住，與家人/租客

有關係問題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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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者焦點小組 

本部份研究藉著 2 個服務提供者的焦點小組討論，分別訪問同工及義工對「全人

關懷服務模式」的看法及意見。受訪者成員中，同工的服務時間最長為 24 年，

最短為 2.5 年，職位由宿舍主任至督導。而義工的服務時間最長為 23 年，最短

為 1 年。所有成員皆信奉基督教。 

表五 同工小組資料 

代號 性別 現時服務的部門 服務年資 職位 

同工一 女 露宿部（外展） 24 年 外展督導 

同工二 女 中轉家（女宿舍） 15 年 宿舍主任 

同工三 女 中轉家（女宿舍） 6.5 年 宿舍主任 

同工四 女 中轉家（女宿舍） 2.5 年 宿舍主任 

同工五 女 男宿舍 2.5 年 宿舍主任 

同工六 男 男宿舍 10 年 宿舍督導 

同工七 男 男宿舍+中心管理 12 年 中心及宿舍主任 

 

表六 義工小組資料 

代號 性別 現時服務的部門 服務年資 服務性質 

義工一 女 露宿部 20 年 外展探訪 

義工二 男 露宿部 22-23 年 外展探訪 

義工三 男 露宿部 10-12 年 外展探訪 

義工四 女 男宿舍 10 年 關顧，探訪 

義工五 女 男宿舍 2 年 活動支援，探訪 

義工六 女 中轉家（女宿舍） 4 年 宿舍探訪 

義工七 女 中轉家（女宿舍） 2 年 宿舍探訪 

義工八 
男 中轉家（女宿舍） 1 年 

照顧孩子/功課輔

導/支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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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 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通過量化及質性研究了解無家者協會的「全人關懷服務模式」的成效。當

中量化研究以問卷形式，定期訪問於新入住無家者宿舍的狀況，而質性研究以焦

點小組形式分別收集服務提供者以及服務使用者的意見，得出以下的研究結果並

進行分析。 

 

量化研究 

於量化研究上，透過蒐集 58 位新入宿人士的資料，追蹤他們於入住宿舍期間的

轉變，以比較不同服務之間效果的異同。訪問主要了解服務使用者八方面的改變，

包括：1) 心理幸福感 ；2) 自我感知的社會支持；3) 靈性；4) 自我效能；5) 自

尊；6)精神健康；7) 孤寂感；8) 自我污名。經過三輪相隔兩個月至三個月的訪

問，得出以下結果。 

 

三次訪問的數據透過不同的分析方法，以 1) 無家者協會內完成三次訪問者的改

變，2)無家者協會內服務使用者的首次及第二次訪問的改變及其幅度。 

 

1） 十位完成了三次訪問的服務使用者於八項指數中，各項指數統計學上並未有

明顯分別(p 值由 0.1 至 0.9 不等)。而三次的整體狀況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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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10 位完成三次訪問的服務使用者（無家者協會） 

  首次 第二次 第三次   

  M* SD* M* SD* M* SD* F 值 p 值 

1. 心理幸福感 1.73 0.37 2.36 0.38 2.87 0.57 3.42 0.10 

2. 自我感知的社會

支持 

3.61 0.49 3.87 0.42 3.67 0.553 0.01 0.91 

3. 靈性 5.64 0.61 6.16 0.57 6.39 0.74 2.63 0.14 

4. 自我效能 2.40 0.30 2.52 0.23 2.29 0.34 1.68 0.23 

5. 自尊 2.50 0.10 2.39 0.16 2.31 0.16 1.96 0.20 

6. 精神健康 2.56 0.24 2.13 0.18 2.06 0.32 1.95 0.20 

7. 孤寂感 2.47 0.14 2.43 0.15 2.45 0.18 0.01 0.91 

8. 自我污名 3.21 0.36 3.47 0.35 2.79 0.49 0.94 0.36 

*M= 平均值，SD=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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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於協會的服務使用者中，有 32 位完成首次及第二次訪問，他們的心理幸福感

(d= 0.38)，精神健康(d=- 0.43)，及自我污名(d= -0.38)都得到改善而這些改善

為小至中等程度。心理幸福感由 1.95 升到 2.44，而其改善幅度為小(0.38)。精

神健康方面，由 2.35 減至 2.04，其改善幅度為接近中等(-0.43)。自我污方面，

由 3.34 減至 1.16，其改善幅度為小(-0.38)。詳細的數據如下表： 

 

表八 成對樣本 T 檢定(Paired sample T-test) （32 位無家者協會）: 
 

首次 第二次 
  

 
M SD M SD p 值 效應值 

1. 心理幸福感 1.95 1.09 2.44 1.14 0.04 0.38 

2. 自我感知的社

會支持 

3.91 1.63 3.92 1.38 0.97 
 

3. 靈性 6.24 1.63 6.47 1.71 0.37 
 

4. 自我效能 2.46 0.65 2.40 0.66 0.49 
 

5. 自尊 2.41 0.41 2.32 0.44 0.17 
 

6. 精神健康 2.35 0.60 2.04 0.62 0.02 -0.43 

7. 孤寂感 2.51 0.52 2.37 0.36 0.19 
 

8. 自我污名 3.34 1.27 2.91 1.16 0.04 -0.38 

*M= 平均值，SD=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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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研究 –服務使用者、同工及義工的焦點小組 

 

服務使用者焦點小組 

通過三個服務使用者的焦點小組訪問，可歸納到以下的重點： 

服務使用者對協會的看法 

使他們由「無家」到「有家」 

由於無家者面臨生活上的困難，與人的關係亦比較疏離，而協會則給予他們由

無家變為有家，由欠缺他人關心變為被人關心。他們表示當中「家的感覺」是

重要的一環，可以為入宿人士帶來良好的改變。服務使用者認為協會可加強舍

友（服務使用者）及員工之間的凝聚力，因為這是幫助他們的重要因素。 

 

機構的服務最好的是同工和職員，只要你肯提出，佢就會幫助你。而且佢地

會聆聽，員工好願意同你溝通，會好似自己家人一樣。會靜心聽你講你的問

題，佢會盡力搵方法幫到你。其他家舍比唔到。。。。。。。。入住後，個

人健康左，有得住好、瞓好，就可以去到搵工。衣食住各方面都會照顧到。

(參加者十二) 

 

大家坐埋一齊傾下啲心事，有時煲下湯呀，佢見到你有病就聯絡醫師，「你一

定要顧好身體。」真係為我地服務，真係為我地著想。（參加者八） 

 

願意關心及支援他們的需要 

除了提供日常生活所需外，無家者亦會感受到同工的關心，例如同工會介紹不同

的活動給他們。他們認為同工能夠貼心地照顧他們的需要，提供不少活動給他們

選擇以建立他們，而這些活動亦為他們帶來改變，包括個人會變得更開放，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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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的需要，學到遷就及與其他人相處。對他們而言，協會提供到全面的照顧，

除了日常衣食住的需要外。女無家者提到協會同時會照顧到他們子女的需要，這

亦顯示了同工一直以來有效回應無家者的不同需要。 

 

會比鼓勵，唔會比你 hea，會催促你，「點呀，你近排點呀，係唔係好悶

呀？」。但係佢又唔係迫你喎。。。。。。。而我參加左啲活動會覺得係充實

自己的智慧，唔只話得日常生活所需。佢會叫你去好多活動，咁你自己就唔

會吽下吽下。。。。。。我都參加左好多活動，例如製番梘，學影相好多好

多。(參加者一) 

 

當佢知道我地唔識教小朋友嘅時候，佢會安排義工幫忙，當我地有咩需要嘅

時候，佢會幫我地申請。咁到我搬左出黎，當佢地見我地有咩困難，佢會幫

我地申請有需要嘅野。(參加者七) 

 

服務對他們帶來的轉變 

由偏見到明白 

有無家者表示參與協會的活動後，使他在個人心態，思考上有所轉變，以往他

對特定人士往往會有偏見，但是透過協會宿舍住宿的生活，他建立了正面的社

交圈子，發現自己的思考方式亦因而改變。 

 

我心態上，改變左我睇攞綜援嘅人，原來真係有需要先攞，其實唔係咁想，

真係無辦法先去攞。以往我會覺得你都係呃架啫，佢地改變左我心態，睇到

唔係個個係咁。(參加者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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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依賴到獨立 

有無家者表示以往太依賴其他人，自從入宿後，由於環境的變化，往往需要自

己主動解決生活上的需要，從而變得獨立，他們認為這些改變是受著周遭的人

（同工、義工及服務使用者）以及協會的文化所影響。 

 

由以前一家人，以前好依賴屋企人，但係入住宿舍，就要學識獨立。以前有

屋企人幫我做哩樣嗰樣，黎到呢度，冇得依賴其他人，自然就要學得好獨立

囉。好似(受訪者十一)話齋，咁多人一齊住就要將就下，姑娘有愛心，個個

都有愛心，但係佢地唔可能一次過對咁多個人，要慢慢同啲人解釋，慢慢引

導佢，等佢情緒好啲，慢慢再適應啦。(參加者十二) 

 

由受助到施予 

一直以來，無家者都是扮演受助者的角色，但在他們與協會同工及義工的相處過

程中，他們看見當其他人有困難時，協會同工及義工對他人伸出援手的做法。在

這樣的環境薰陶及啟發下，有無家者表示這使他更願意幫其他有困難的人。他們

亦表示明白協會人手未必足夠回應社區上無家者的需要，因此他們亦打算即使已

離宿，仍願意以過來人的義工身份協助協會在無家者服務出一分力。 

 

見到佢地咁幫人，自己都會想一有機會就幫返人。自己都會有個自發性，覺

得人地都唔識你，咁好服務，雖然話暫時住，但係我自己始終都有得著。唔

係話食完瞓覺返工就算，見到周圍啲人點樣生活，你又見到人地點對你，你

又會點對返人。(參加者七) 

 

初頭有個宿友唔開心，日日喊又話自殺，我就同佢傾，叫佢同姑娘講。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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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姑娘幫佢解決左，佢成日都多謝我，又買野比我，但係我同佢講，叫佢唔

好傻，自己環境都唔係好。（參加者十一） 

 

由不知所措到滿有自信 

其中一位無家者是新來港人仕，回想最初在面對生活上的衝擊時，往往不知如何

自理。但後來藉着協會提供的輔導服務及支援，令她更有自信應付生活。另外，

亦有無家者表示在接受服務中感受到員工的關心，從而使他變得更有自信。 

 

我覺得幾好，姑娘都好照顧我同個女，我初初黎的時候，有啲咩都好關心我

地。比如話情緒呀，各方面。。。。。。。初初黎到的時候都會搵我傾計

呀，我個女又有病，佢地都有支持我，令到我地嘅生活都好左，會有信心

啲。(參加者十) 

 

學習為自己未來打算 

以前在無家者的生活中，他們正正欠缺他人的善意提醒，因此很多時候都未能好

好地籌劃將來。入宿後，在同工及義工的同行下，無家者了解到入住無家者宿舍

是暫時性的安排，只是為了方便他們渡過最艱難的時期，所以他們都需要展望離

宿後應如何生活等等的問題。不少無家者表示因著同工及義工的提醒和鼓勵，他

們願意學習為未知的將來作打算，他們的心態上變得比以前更為積極。 

 

其實今次返黎真係比兩個（同工）鬧醒左我，之前幾個月我冇做過野，社工

會話「次次返黎都要人幫手，點解要人出手幫你呢？次次都話唔掂，幫得幾

多次，可唔可以自己幫自己丫？」真係比佢鬧醒左。第二次係（另一個同

工）同我講「真係要走啦喎，諗清楚啲喎，出左去點算？自己諗喎，我地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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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再話點樣，幫你可以幫你，不過你有咩理由可以咁樣？」真係比佢地鬧

醒，比佢地話醒左，會諗清楚之後條路點樣行。真係好多謝佢地。(參加者

九) 

 

宗教信仰生活的改變 

宗教信仰作為協會的「全人關懷服務模式」的核心，服務使用者的宗教信仰改變

亦為一項服務成果的指標。12 位受訪的無家者中，受訪者大部份是沒有宗教信

仰。然而有一部份參加者表示在住宿的過程中，對基督教開始有興趣，甚至對自

己以往的宗教有一個反思，對基督教抱持更開放的態度。有無家者表示他原已是

基督徒，在宿舍生活後，開始改變了以往信仰習慣，更願意投放時間於讀經，同

時感受到自己處事上的改變。雖然部份無家者表示對基督教信仰沒有興趣及改變，

但是感受到協會員工因有信仰根源而對他們更有耐性及願意付出。 

 

改變了，現在會閱讀聖經，學懂當中的道理。（訪問員：以往沒有？）以前就

沒有這些習慣。(參加者五) 

 

基本上成日佢地（員工）食野前就會祈禱，我自己本身就冇興趣。聽佢地講

得多，就會嘗試跟佢地祈禱，不過以後有機會就會聽下。（訪問員：對比起以

前呢？）以前直頭唔會啦，點會理佢呢。(參加者十一) 

 

對現有服務模式可改善空間的意見 

加強「家」的感覺 

大部份受訪者十分滿意無家者協會的服務，回應上表示十分好，沒有地方需要

改善。而其中一位受訪者認為可改善的方向為加強「家的感覺」，因為這感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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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服務使用者帶來持久的改變。 

 

希望有返家的感覺，以前大家一齊讀經，但係而家都冇左。（訪問員：有家的

感覺有幾重要呢？）無家者嘛，個個都冇屋企，咁如果有家的感覺會令心情

好啲。（訪問員：除左心情改變左，仲有什麼改變呢？）即係有左家的感覺心

情會改變。。。。。。比如我地之前唔認識，而家認識左，咁可能出到去同

人相處會簡單啲，容易啲。同樣做人會積極啲。積極左做人，同埋人際會好

啲，人與人的溝通會改善。我地之前大家唔認識，我地宜家都溝通到，出到

去自然都會同人溝通到。(參加者九) 

 

仍然害怕被社會標籤 

其中一位參加者表示他對無家者協會的感受頗為複雜，一方面十分感謝無家者

協會為他所做，但另一方面害怕被人標籤或歧視，所以會隱瞞自己住宿舍。 

 

雖然幫到我好多，不過自己就有個顧忌，就係對朋友都唔敢講自己住邊，人

地問你"係邊度住?"，會答佢"係第二度住"，怕會比人睇低囉，始終有種成見

係度。即係好似，人地話得閒上黎探你呀，就唔知點答好，始終會抗拒，寧

願話暫時唔方便上去呀。無家者協會幫左我好多，但係又唔夠膽話係無家者

協會度住。(參加者一) 

 

小結 

於三個小組訪問中，無家者認為自己的狀況因在協會的幫助下得到改善。而大

部份的小組成員皆對協會提供的服務都抱有十分正面的意見，不論與員工的交

流或協會的支持，認為服務的質素很好。無家者都對協會、同工及義工，均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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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著感激和感謝的心情。他們亦認為協會的服務都為他們的宗教信仰生活帶來

改變。由於大部份的受訪者都懷有感謝心情，對於協會提供的服務都感到十分

滿意，故比較少提供到改善的建議。 

 

同工焦點小組訪問 

同工對協會的「全人關懷服務模式」的理解 

填補心靈上的貧窮 

不同的文獻或現時本港無家者服務機構，都較著重對無家者物質上的支援，如：

工作、房屋等，物質上的協助固然亦是無家者所需要的。然而，「全人關懷服務

模式」卻強調除了物質上的支援，更重要的是在於建立服務使用者的身、心、社、

靈、管/工作過程，這個模式的目的在於讓無家者從服務當中建立到其靈性上的

自我，從而不只限於物質層面上的需求。運用「全人關懷服務模式」介入的方法，

引導無家者在個人生命上得到成長。同工亦強調無家者貧窮的狀態不應單單只是

在物質上的缺乏，在服務他們的過程中，同工亦看見無家者在心靈、社交上的缺

乏，這些非物質的需要都是無家者建立整全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全

人關懷模式」幫助他們探討並解決他們的心靈需要，例如情緒、社交以及價值觀

等比較內在的問題。因此，同工認為「全人關懷服務模式」較其他模式更人本化，

為無家者補足心靈上的貧窮。 

 

唔單係物質上面，包括係心靈，即係心啦、靈性啦、社交啦，佢地可能係完

全無朋友嘅，同人地係無曬連結。。。。。。全人關顧嘅模式係回應番佢整

體嘅需要。以致到我地覺得果種無家或者果種貧窮嘅狀態唔係靜係我地肉眼

睇到物質上面。(同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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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協會唔同，我地唔係淨係睇物質上，而係睇佢全人。。。。。。。我

地唔止關注佢有冇得食，有冇得著，有冇得住，而其實睇返佢個情緒，心靈

嘅需要，社交呀，社區裹面有啲咩嘅支援啊。（同工五） 

 

信仰與服務的連結 

協會是一所基督教機構，她所主張「全人關懷服務模式」中，信仰上的建立亦是

重要的一環。由於同工及義工均是基督徒，他們會把基督信仰帶進到服務當中，

因此他們不單單關心無家者的物質需要，更重視無家者在信仰及靈性上的建立，

例如：相信主、有生命盼望等，讓無家者不單單尋求物質上的需要，更讓他們有

機會了解自己生命的問題，靈命有成長。在同工服侍無家者的過程中，他們都認

為信仰與服務的連結能更有效幫助無家者建立自我，而不少無家者亦因此而敢於

面對自己生命的問題。 

 

信仰同埋服務結合一個全人關懷的模式。而家發展到一個嘅身心社靈管嘅一

個的情況，就住他們不同狀況然後介入不同的點以致到可以建立一個整全生

命。。。。。。我估與坊間全人關懷嘅模式裡面，我地多左講靈性上面，即

係有整個生命裡面好多嘅管理。(同工四) 

 

運用「全人關懷模式」的重要元素 

要有等待他們成長的耐性 

在人本的服務當中，同工明白人的改變並非單靠三言兩語或數節的會談便會有

轉變的。人有慣性及惰性，要他們突然改變習慣，實是難事。在服侍無家者的

經歷中，同工的耐性與等待更是無家者成長的關鍵元素，每當服務使用者退回

到原先的問題時，同工往往感到灰心，猶如被潑了冷水般，但同時間他們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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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自己等待的重要性。在同工的分享中，不只一位前線同工表示，若當初輕

易放棄無家者，他們便沒法看見數月甚至數年後無家者的成長。因此，在回應

無家者的需要時，同工仍會抱持著耐性，為無家者開啟改變的大門。 

 

咁如果我地無依個嘅持久性嘅話，咁我諗其實依個 case 可能做唔到，甚至可

能已經半途而廢。但就係因為有同事嘅依種持久性或者我地嘅信仰裹面讓我

地能夠知道我地做緊咩嘅時候，咁我地就覺得持久性係非常重要（同工六） 

 

佢地離開左安舒區，我相信佢地過往嘅經歷令自我防衛會好大，我相信要令

佢改變係需要同工透過心力，時間，要逐步逐步黎。由唔同人打招呼至同人

打招呼，唔係同一個係同每個都打，哩個係需要時間。（同工四） 

 

同工猶如家人及朋友的存在 

無家者是被社會甚至至親忽視的一群，然而在協會內有一種與其他社會服務機構

所不同的文化—就是同工會以家人或朋友的角度與對方交流—這是一個重要元

素，幫助無家者走出困局。一直以來，在社會工作的服務中，同工與服務使用者

往往給人一種「施予及接受」的關係，但協會的同工卻把這種上下關係拉至橫向，

甚至平等的「家人及朋友」關係，讓這群一直欠缺「家人」及「朋友」關心的無

家者，對這兩個重要的群體有一份新的理解及接觸。當同工們以這方式接觸無家

者時，對方不期然感受到尊重，從而連繫到對方的心靈。 

 

我覺得我地依到，因為我地視老友記就。。。。。。即係真係好似朋友、家

人咁樣。。。。。。我地會連我地啲屋企野，有時我地都同佢講喎，佢亦都

會關心番我地轉頭，依種互動裏面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要素囉。(同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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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黎到嘅時候，所有人都好似當你係朋友仔，唔會話你係咩部門負責嘅就唔

關心你，大家都會一樣咁對待你。（同工四） 

 

同工對服務成效的看法 

願意欣賞及肯定無家者微小的轉變 

就著服務的成效，同工認為協會服務有別於其他機構或一般坊間的評估方法。

成效不必是行為或習慣上重大的轉變，而是就著個人情況而作評估，因此只要

無家者有改變的意願雖未發展成行為，亦可理解為十分重要的成效，而他們的

微小改變例如開始願意改變壞習慣等亦是對同工的肯定。這一項評估的準則亦

讓同工能「由案主的當下處境作開始」（Start where the client is），而非以一

項項既定的準則去劃一評估服務的成效。每個人的成長都需要時間去磨練,雖然

有時候無家者未必能完全戒掉壞習慣，例如賭或濫用藥物，但是同工會欣賞及

肯定他們意願嘗試改變的心態。  

可能去到走個刻其實都在外面嘅人睇黎好似都好爛喎......仲賭緊錢啊，或者其

實佢都只係搵到份工，跟住可以滿足到佢租屋啊等等等......但係在我睇黎，我

覺得同佢同行嘅過程裏面，我睇到佢生命有絲毫嘅改變⋯⋯其實好小架炸......我

已經好開心架啦......可能佢之前無諗入黎之前無諗過戒架，但係入到黎之後，

同工同佢傾計，同佢一啲關顧，或者同行嘅過程裹面，咦佢有閃過絲毫我覺

得我生命要改變啊，我覺得我要去戒。(同工五) 

 

義工焦點小組訪問 

義工對協會的「全人關懷服務模式」的理解 

一個建立無家者自我價值的過程 

義工認為「全人關懷服務模式」是一個讓無家者建立自己的過程，這過程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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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是靈性上的特質，例如自信、正面的價值觀等。在過程中，無家者透過參

加協會的活動，一步一步地從拾自信，繼而找回人生的價值而立足於社會。由

於處於無家可歸的狀態，他們很容易被社會疏離，同時亦選擇自我與社會疏

離。建立自我價值往往是無家者需要的東西，能讓他們有信心再與社會連繫。 

 

真正全人，即係希望佢由最低谷既時候，自己懂得點樣走番出去，即係可能

係一個。。。。。。唔係單止同人既關係，可能係自己既自信啊。通過一系

列的活動俾佢地去建立番自己，原來佢地係係個社會上都仲有自己既價值。

（義工八） 

 

全人發展就係等佢地有長遠既一個建立，即一個人，你建立左啦，就幫左佢

新需要，建立左個關係，但係佢會再次跌倒，佢再跌倒既時候，但因為經歷

過以前點樣起番身，咁佢就會識得。（義工二） 

 

運用「全人關懷模式」的重要元素 

信仰及凝聚力的重要性 

在為無家者服侍中，義工認為有兩項重要的元素是促進他們工作的動力，第一

是團隊方面的信仰，上文已提及不論同工或義工都是基督徒，由於他們有著同

一信仰，以至團隊在服侍的過程能夠同心，這是加強他們堅持參與義工服務的

重要元素。第二是人與人之間的凝聚力，不論是同工之間，或是義工之間，義

工與同工之間，或是義工與服務使用者之間不同的關係，義工認為這凝聚力有

助增強彼此間的互助及支持，堅固他們對服務無家者的熱誠，從而加強作為義

工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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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陣時面對好多困難，佢就會好支持囉，咁呢樣野係、係好難得架我覺得。

咁佢地都。。。。。。雖然人少少，但確係韌力好強。。。。。。義工啦、

同工啦、包括我地舍友既凝聚力，即三方面都會引致整個既服務都會能夠運

行得順 D。（義工一） 

 

凝聚力好既話呢，即係個 team 已經夠既話，先可以影響到下面囉。即係如

果話，大家出黎話要服侍，但係各有各做野、各有各既 style 既話呢，係會

幾難做囉，同埋可能到你面對果 D 就係話「哇你地搞咩啊，你地自己都唔同

心，你黎服侍我，你黎同我傾計，咁我點傾呢？點信得過你地呢？」。（義工

七） 

 

義工對服務成效的看法 

為無家者帶來物質與心態上的改變 

受訪義工認為服務的成效是多向度的，除了檢討物質上支援的成效外，更需要著

眼於無家者心態上的改變。他們認為一個人在心態上的改變，並非容易在短時間

可看見，亦難單憑以肉眼看見，所以難以一份量表去評估這服務的成效。相反地，

透過義工及同工的同行，義工看見此舉為無家者帶來對自身的反思及改變，這才

是評估服務成效的「量表」。另有義工認為服務對無家者帶來三個範疇的正面效

果效：1）身體（例如：物質上的支持滿足肉體需要），2）工作（例如：自身感

受的社會價值），3）靈性（例如：透過聖經的教導，應付困局）。整體而言，義

工都欣賞及肯定協會對無家者在物質上及心靈上的支援。 

 

你話成效，我會話有冇地方俾佢住、夠住既環境好唔好、食得飽唔飽，呢 D

就有得睇成效，但係你話去到果個人有冇被改變，即我有陣時覺得唔係咁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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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成效。。。。。。我會覺得係依家做既服務到底可以真係影響到幾多部份

既人。(義工四) 

 

佢經濟所需，咁暫時既居所俾佐佢住。。。。。。而工作我頭先就講過，即

其實佢都搵佢地做一 D 野出黎，建立佢地自己既價值啦。。。。。。。知道

d 問題既時候去即希望透過聖經既教導，話俾佢聽，係個困局裏面點樣走出

去。(義工八) 

 

義工認為現時服務上的不足 

希望更掌握「全人關懷服務模式」 

義工通過協會的義工培訓和與同工的交流得知協會的情況、理念。他們認為現

時自己的工作是建基於技巧上的基本培訓，再加上自己的信仰方能提供有效服

務予受助人。普遍義工都認為自己未能完全掌握到整個「全人關懷服務模式」，

縱然現時他們亦肯定服務的成效，但他們認為若更掌握機構的目標和運作，將

有助他們協助協會推行服務。 

其實我地都領人信主啦呢個 focus 啦、或者幫助佢呢個 focus，但係可能佢

有 D 咩特別既服務啊、或者佢想達到既目標呢，其實我地都有陣時唔係好清

楚，可能我地只係做一部份既野。（訪問員：係，當然啦，當然。）所以你話

果個異象，或者使命，果個擁抱呢，其實係薄弱囉，我覺得比較薄弱。（義工

四） 

 

有沙士我都照出隊，沙士都照去。但係，一完左，即發現我有病果時，我一

開始冇咩，打完化療啊、咩果 D，我跟住就去啦，因為點解？好似一種親人

果種掛念，其實就果種堅持既元素。。。。。。但係依家呢好好啊，協會咁



69 

 

多年呢，不斷去俾下 D 咩義工訓練啊。。。。。。我地都有份去參與啊，果

種好似俾一種使命感咁樣，咁有俾到我地都有歸屬感既呢樣野，好 warm 囉

我自己覺得係。(義工一) 

 

 



70 

 

第六章 － 綜合量化及質性結果的成效評估 

本研究旨在評估「全人關懷服務模式」的成效，透過了解對服務提供者的視角，

協會所理解服務的成效集中於服務使用者改變的意願，心念的轉變，相較之下，

行為上的改變，雖然重要，但並不是唯一指標。綜合量化及質性研究結果所得及

分析，再以此對比「全人關懷服務模式」（參考圖一「全人關懷服務模式」的概

要），可見服務使用者於五個向度方面都有所發展。 

 

身體向度方面，協會提供了宿舍設施，以及提供足夠的身體健康的照顧服務，

服務使用者的健康狀況亦得到改善。心理向度的進展，由量化結果得知，他們

的心理幸福感，精神健康以及自我污名都得到改善，同時於焦點小組討論中得

知，服務增強了他們的自我反省能力同時自信亦得到改善。 

 

「全人關懷服務模式」的社交向度上，著重於服務使用者能互相尊重，欣賞別

人，建立良好人際關係，而焦點小組訪問中他們提到自己這些方面的改變，例

如懂得尊重，理解並同情他人的處境，在協會內與同工義工建立到「家人朋

友」的關係，懂得關懷和愛其他人，以生命影響生命，幫助其他同路人。 

 

回顧「全人關懷服務模式」的心靈向度，服務目的是建立服務使用者對基督教

的信仰，提升自我價值，靈命成長。而服務使用者焦點小組中，非基督教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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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他們對基督教抱持更開放的態度，而已是基督徒的則變得更虔誠認真，所

以他們於信仰生活及靈命方面都得到成長。管理／工作向度方面，協會的服務

幫助到服務使用者更願意服務他人，同時他們會考慮到自己往後人生，為未來

打算，以更積極態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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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 討論 

與全球趨勢接軌 

回顧第二章中提到關於常用的服務無家者模式的發展，由以往集中於嚴重的精神

病患者(ACT, Coldwell & Bender, 2007)至近來普及至其他惡劣居所人士，亦由

以往集中於處理無家者精神及健康問題至近來對應人的本質及自理能力主導

(Outcome StarTM, MacKeith, 2011)，可見為無家者提供的服務漸走向更加人本

主義。同時，無家者的需要是多元導向的（Somerville, 2013)，服務需要更放重

於關係上的建立(Balda, 2016)，甚至建立服務使用者的自我價值。從服務使用者

及服務提供者的焦點小組意見中，「全人關懷服務模式」正正就是著眼於無家者

這一層面上的需要，服務提供者提到的服務不只是經濟物質上的滿足，而更重要

的是在於無家者心靈的建立，會嘗試重建他們與社區，甚至社會的連繫。 

 

缺乏全人關懷的服務評估 

過往關於全人關懷或照顧的服務的文獻都較集中於醫療上的發表，例如 Bush, 

Tony; Bruni, Nina (2008)關於寧養服務的情況以及 Carpenter, Girvin, Kitner, & 

Ruth-Sahd (2008)討論關於護理方面全人關懷／照顧的重要性，同時 Ruch 

(2005)以全人關懷角度探討並提出照顧兒童的社會工作。文獻大都集中於提出並

說明他們的全人關懷或照顧模式及角色，雖然以上提到的研究都能探討到全人關

懷的重要性，然而卻鮮有觸及當中的成效，可見其發展都較集中論述的層面。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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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可以理解為「全人關懷的服務模式」牽涉的範圍較其他注重物質的服務模式

大，而個人蛻變的因素亦十分難估計，與此同時服務使用者接受到的關懷至其改

變進程亦不一，以至其成效如人本主義的個人輔導服務類似，相較於認知行為治

療更難以評估。 

 

量化及質性結果的矛盾性 

在焦點小組訪問的結果當中，詳細了解服務使用者於個別評估時，針對於八項指

標的改進狀況，大部份都表示有不少的進展。然而在量化研究的結果卻顯示服務

使用者只有三項指標：心理幸福感，精神健康及自我污名有所改善，而其他指標，

包括：自我感知的社會支持、靈性、自我效能、自尊感及孤寂感則未有明顯的進

展，質性及量化的研究有所分別的問題在混合研究中十分常見，Slonim-Nevo,  

and Nevo, (2009)及 Moffatt, White, Mackintosh, and Howel (2006)亦討論到

如何處理這些矛盾。當處理這些問題時，必需解答一個問題，就是「為何有這矛

盾的存在？」。依據是次研究的結果以及這兩篇討論的引導，我們嘗試理解及解

構這個分別。 

 

第一，服務使用者的特質有所不同，在收集量化研究的數據時，我們只需服務使

用者回答問卷上的問題，而問卷上只會留下參加者的代號，而且回答問卷題目所

需時間一般並不長。相反，焦點小組訪問需要參加小組的服務使用者有對小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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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在早期的招募階段，他們已知訪問需時一個半小時，經過對研究的了解，

才同意投入長時間的質性訪問當中。所以，相對於只參加問卷研究部分的服務使

用者而言，參與焦點小組需要更大的積極性及主動性，他們更渴望可以提出自己

的意見，同時由於透過協會招募，他們與協會的關係相信會是十分良好的。 

 

第二，參與焦點小組中的朋輩影響力及承受壓力較大，同時考慮到部分服務使用

者於焦點小組的討論勾起他們正面的回憶的因素，所以提出的意見或評估時，他

們較難表達與小組相反的意見。另外在討論時，他們有可能受到團體極化效應

(group polarization effect)，使服務使用者更容易放大了其改善進展的狀況，值

得注意的是改變方向可能並無差異，只是幅度上的不同。故此部份原因可能在於

其進展幅度以及問卷的內容上有部份的限制，以致其效果不能反映於量化分析中。 

 

量化和質性的結果能互補不足 

除了量化研究中所知三項指標上的改變外，於服務使用者的焦點小組訪問中，

研究員亦得知入宿者在不同領域上心態的改變，其中以宗教習慣及態度為例，

他們均表示有不同的改變。「全人關懷服務模式」的其中一項重要導向，就是提

升他們的靈性，主要讓服務使用者，活得有意義和盼望。在焦點小組中，部份

未有信仰的服務使用者表示他們對基督教信仰持有更開放的態度，當中有已信

奉基督教的服務使用者表示他們因為同工及義工的介入而願意更投入讀經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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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中。這些改變的原因，可能因為服務使用者理解協會對他們的關懷，以及同

工及義工的宗教信仰，於是他們願意積極地支持「全人關懷無服務模式」的理

念，使協會在推行服務時事半功倍。 

 

促進改變的原因 

經過有系統地分析並綜合量化及質性的結果，「全人關懷服務模式」為無家者帶

來心理上的安寧，在三項有所改進的指標上，不期然連繫到心理及精神健康上

的平靜及舒適感，而且在這基礎上，無家者開展了自我成長的一頁。透過焦點

小組，服務使用者均認為協會的服務能幫助他們有心態上的轉變，在從對人持

有的偏見到理解別人的需要，甚至更積極願意幫助他人，從以往不知所措到滿

懷自信應付生活上各項挑戰，由不懂考慮未來至積極為未來打算。就各方面而

言，他們都得到成長，他們變得更為人設想、更相信自己的能力、更願意承擔

自己往後的人生。究竟為服務使用者帶來這些改變有什麼原因？ 

 

服務使用者焦點小組討論得出的結果指出，協會在滿足他們暫時的居住需要以

外，更著重以人為本的服務精神，包括提供足夠的關心及支援無家者所需，同

工會積極地配合，例如其中一位服務使用者在生活上無所事事的時候，協會同

工會介紹不同的活動讓他們能善用時間，借這些機會建立他們的生活技能以至

生存價值。生命影響生命，同工積極幫助他人，服務使用者因受著這些身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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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他們更願意幫人，同樣地，在這環境中，他們學習到以同理心對其他有

需要的人。另一方面，服務提供者指出不同持份者間的凝聚力除了發生在服務

提供者，亦可理解為發生在整個協會的體制之下。服務使用者感受到這些氣

氛，感到與同工，義工儼如家人一樣，這激勵他們看到有需要幫助的人時，更

願意伸出援手。 

 

未有明顯改變的原因－時間太短 

在量化研究結果中，有五項指標並未有明顯改善。當嘗試解構其中的原因時，

我們可以先回到「全人關懷服務模式」的本質，服務提供者理解這模式牽涉到

填補心靈上的貧窮以至個人價值的建立，為整個人各個不同導向上的滿足，這

些不同的範疇可歸納推動為無家者的個人發展。而個人發展是漫長的，個人成

長亦需要時間所認證，而過程亦需要經過反覆思量及沉澱，故此本項研究的短

時間內，難以完全顯示於服務使用者，因著服務而帶來明顯的心理上的轉變。

同時個人成長亦需要穩定的客觀環境為基石，然而，不少男舍友（服務使用

者）入宿時同時面對失業、賭、酒、經濟等問題，故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有轉

變。 

 

男女宿舍的服務內容不同 

男女宿舍提供服務的部分有頗為明顯的分別，大部份男舍友（服務使用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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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著基本物質生活的改善，因協會提供生活所需，亦有部份活動以發展個人

為主包括學習新技能。而女宿舍部份，服務使用者都提到協會能提供全面的支

援，尤其是有子女的入宿者。協會提供的服務包括幫助住屋需要外，還照顧其

子女、情緒支援等等各方面。這方面的不同可以歸因於男女服務使用者不同的

需求，男服務使用者一般集中需要經濟和工作穩定，而女服務使用者則需要更

多社交支援和重視關係。兩個宿舍的服務都會因對象需要不同而涉及不同的內

容。故此，在焦點小組訪問中，男及女服務使用者表述了不同的改變情況。「全

人關懷服務模式」著重於無家者的個人發展，服務支援上亦會因應服務使用者

的需要而不同。在社會服務中，男及女對服務的期望以致尋求的支援亦有所不

同，協會提供的服務能否切合他們的需要，正正影響到他們的個人發展。「全人

關懷服務模式」期望服務使用者有多元導向的發展，而男女的性別定型差異造

成，服務需求上的偏向，例如男性著重於生活所需上，而較少發展有關社交或

情感的向度。陳德茂（2013）於一項關於針對男士服務的研究中發現，男士對

社會褔利機構求助時，起初並沒期望牽涉情感疏導，但這方法往往都十分有

效，而他們都接受這類型的服務。由此引申至「全人關懷服務模式」應用於男

性服務使用者當中，如何擴展其發展至社交層面，而避免只局限於生活所需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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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量度成效困難與質疑 

於研究當中，採用了八項有關無家者的指標，然而量表集中於量度服務使用者

的變化，而指標中量表的問題內容，縱然其中三項有進展，問題當中與協會提

供的服務並未有直接關係，所以量表所顯示的轉變未能全面反映協會提供的服

務。但是，考慮到業界缺乏這類量表，亦造成使能選擇的量表並不多，至使找

尋其他合適指標十分困難。 

 

此外，在量化研究的部份採用了追蹤性問卷調查形式，當中內容集中於他們的

感受上的轉變，而協會的「全人關懷服務模式」目的是一個完滿及終極的個人

發展，以概括性的問卷訪問以及有限的時間內，可能未能完全反映這些部份的

改變。故此，在研究當中，我們能看見量化及質性研究的差異。而且「全人關

懷服務模式」並非如治療模式集中針對處理特定問題，例如認知行為治療處理

抑鬱症，這是一項以個人的身理，心理及社會各方面整全發展的服務模式，所

以在本次研究中發現到量化研究的不足。故此，以評估「全人關懷服務模式」

的服務成效時，量化的問卷調查雖能作為指標，但並不足以完全反映到服務使

用者的改變，而結合兩者的結果後，能更全面地評估成效。 

 

服務所面對的挑戰 

服務使用者受困於當下的社會環境和制度下，必需面對龐大的社會壓力。對於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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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者長期住屋的需要，同樣不可於短時間內能得到解決，而生活上亦有不少不穩

定的因素，故此這些外在的社會結構形成一道阻礙協會幫助無家者前進的龐大阻

力。這些原因指向整個社會政策以及整體社會風氣上的問題，而以此為前提的改

善方向不期然走向改變社會體制層面。「全人關懷服務模式」能為服務使用者帶

來更全面的個人發展，當服務使用者能有足夠的生活技能以及應對壓力的能力，

定能得到更理想的改善，而這就是「全人關懷服務模式」有別於其他只重於提供

物質支援的服務。然而這理論架構底下的服務將面對一頂挑戰，現時服務上雖然

集中於服務使用者個人層面的發展，但是這種下了為未來擴展至更宏觀的發展的

種子，當中由於無家者往往被社會標籤為弱勢甚至污名化他們成為只能接受幫助

者。然而，在「全人關懷服務模式」下，服務使用者能發展所長，能由消極的受

助者角色轉變為積極地貢獻社會幫助他人的角色，以無家者的身分為社會帶來改

變，從而減少社會對無家者的污名，使社會與無家者有更緊密的連繫，以持分者

的角度參與改善社會體制。這種由下而上的推動力，往往需要個人發展至一定程

度的持分者參與，讓無家者「充權」協助發展社會。 

 

改善建議及研究的限制 

有關服務可改善的部分，服務提供者以及使用者都不期然提到凝聚力作為十分

重要的元素，當然他們對凝聚力的理解均集中於所屬的群體，例如義工與義工

之間及宿舍的服務使用者之間。義工自覺凝聚力能形成一項動力，加強他們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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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對服務使用者提供服務的熱誠。服務使用者提到協會的服務能建立及加強凝

聚力，透過提升「家的感覺」，服務使用者間由互不相識至互相理解以及幫助，

協會可作為一個平台能讓他們發展交際及與人相處的技巧及自信，當他們在協

會中能建立到一套與人交流的有效技巧以及自信時，相信他們能將之應用於生

活上各個範疇與其他人相處。由於無家者都比較缺乏家的支援，當協會能提供

家的感覺，就能滿足到無家者的需要。 

 

研究小組亦建議協會如能提供一個藍圖，讓同工及義工參照，方便了解工作上

可如何跟進以及發展身、心、社、靈、管/工作的系統及指標。「全人關懷服務

模式」牽涉五個不同的向度，當中所包括的元素十分豐富，然而欠缺清晰的藍

圖下，跟進服務使用者的同工，較難決定更進一步的介入。當有一個具體而清

晰的藍圖，同工可更容易參照，比較及評估服務使用者當前的狀況，以及可供

考慮的跟進方法。同時無家者一般會受到當前環境的影響，集中於生活及物質

上的需要而忽略心靈層面的需要。正如 Somerville (2013)提到無家狀態是多元

導向的，協會已有相關的服務，協會可考慮更強幫助服務使用者更有效率地對

各個向度上需要的反思及更了解自己，以提升服務使用者更掌握自己的潛能並

透過「全人關懷服務模式」發展自己。 

 

無家者協會的同工及義工抱有熱誠的態度，同時由觀察所得，他們與服務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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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是十分認真及負責。他們這一份熱誠，為服務使用者帶來理想的環境，而

且他們對「全人關懷服務模式」的信念有一份堅持。照顧服務使用者時，不只停

留於日常生活的生理需要，更加觀察並照料到心靈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的需要，

於這方面，協會上上下下對服務使用者提供無微不至的照顧。同工和義工與服務

使用者之間並沒有芥蒂，互相之間的交流可見十分融洽，這與「全人關懷服務模

式」一脈相承，可見服務使用者有能力幫助他人。雖然我們理解服務並非完美，

仍有改善空間，研究中的量表未能量度服務各方面，但協會內對服務無家者的堅

持，這一份熱誠是十分值得欣賞及敬重。 

 

部份服務使用者於問卷訪問部份只參加了基線或第一次跟進訪問，只有少部份

服務使用者能完成三次訪問，所以各項量化的追蹤性的指數改變並不能普及於

大部份的入宿人仕。另外，問卷訪問過程中，服務使用者判斷及理解問題的能

力會限制了他們的回答，例如並不太理解的問題，他們的回答會有偏差。 

 

服務模式發展的可能性 

信仰於「全人關懷服務模式」中為十分重要的部份，信仰能作為同工義工服務無

家者的源動力，同時亦是服務使用者個人發展的其中一項向度。如果信仰扮演著

如此重要的角色時，此服務是否只能在有宗教信仰的機構實行？對此，我們反問，

一，無家者發展其他四項向度是否就不能擁有整全生命？二，靈性的意義是否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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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信仰上的意義？當回顧全人健康的概念時，靈性是作為健康的六個向度上不

可或缺的一部份(Hetter, 1980)，但是他對靈性向度的理解並不指向宗教，而是

追尋生命的意義和目的。參考 Hay and Nye, 2006 有關靈性及信仰的分別時，

他們對靈性的理解為溫暖（warmth），靈感 (inspiration)，整體性 (wholeness)，

深度(depth)等等，同時 Chan, Ho and Chow (2001)的身心靈模式中，靈性的

部份是關於個人價值，生活的哲學以及信念。參考到以上關於文獻中對靈性的理

解，靈性是一個重要的向度，但是當沒有宗教信仰的社會服務機構借鑒和採用「全

人關懷服務模式」時，可調整服務使用者靈性向度的發展。 

 

小結 

整體而言，綜合量化及質性研究，「全人關懷服務模式」為無家者帶來不同程度

的轉變，當中大都是正面的改善，例如精神健康、思想變得開放等等。受限於時

間，其他部份的改變未見明顯。但通過質性研究的補充，知道改變的可能仍然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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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 總結 

在序中提到有關問題：「全人關懷服務模式」為無家者帶來什麼改變？其成效如

何？有什麼能啟示業界？通過有系統的研究，我們蒐集到無家者以及協會內員

工義工提供的資料及意見，嘗試回應這些問題。 

 

首先，「全人關懷服務模式」為無家者開啟了一道「家」的大門，而在這暫時安

居的地方，他們都能更積極面對人生，而入住協會宿舍的人士，在協會內得到

充足的支援，他們的心理幸福感、精神健康以及對無家者的自我污名皆有良好

的進展。他們可以在協會這避風塘中疏理自己的情緒，整理自己的人生，調整

未來的方向，有勇氣和信心重新面對各方面的挑戰。 

 

服務上，「全人關懷服務模式」能有效幫助無家者提升心理及精神的狀態，認知

及情緒層面上，能減輕自我污名的影響。這服務模式亦能讓無家者建立自己並

引導其成長。這些進步雖然緩慢，但正一步一步向前邁進。縱然本研究的數據

上並沒有反映出來，但是從而可期望他們的成長能與日俱增。 

 

無家者協會的「全人關懷服務模式」有助了解無家者的多元化需要。其獨特性

對國際間此項服務的發展趨勢有正面的影響。業界亦可參考這服務模式而更有

效地照顧無家者的多元化需要，以此啟示並開拓更切合無家者需要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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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訪問提綱 

服務使用者焦點小組 

過程評價： 

介入的一般印象 

1. 你對無家者協會提供的服務整體印象如何？你有什麼感受？ 

評論 

1. 對於無家者協會提供的服務，你喜歡什麼事情？什麼東西你不喜歡？ 

2. 哪方面你最喜歡？為什麼？ 

3. 對工作人員的評論 

4. 你對與跟進你的工作人員有什麼看法？ 

5. 對於你和他們之間的溝通，你有什麼想法和感受？ 

 

結果評價： 

評價服務總有效性 

1. 你覺得服務是對無家者有幫助？ 

2. 對你有幫助嗎？ 

3. 你有什麼變化？請詳細說明。 

4. 你在過程中得到了什麼？ 

5. (承上題)你覺得是什麼促進了這種變化的因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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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服務的特定成效 

1. 你認為這服務可以改善你的精神生活改善？ 

2. 你認為這服務可以培養你的同情心和關心別人？ 

3. 你認為這服務對你的信仰生活有沒有改變？ 

4. 你認為這服務有否改變你對自己的看法？ 

5. 你認為這服務可以提高你自信能應付生活不同領域的能力嗎？ 

6. 你認為這服務幫助你了解自己更多？ 

7. 你會否變得更加願意協助他人嗎？例如？（參加義工隊協助同路人） 

改善建議 

1. 你認為這服務有什麼可以改變的地方？ 

2. 這些改變可為服務使用者帶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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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者焦點小組 

1. 請各位簡單介紹自己 

2. 請問你認為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的全人關懷服務模式是甚麼？ 

3. 請問你認為這模式是否有效幫助無家者？於甚麼範疇這模式有效或不有

效？ 

4. 有甚麼元素導致這模式有效或不有效？ 

5. 請問你認為於現行的服務模式上有甚麼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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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同意書 

 

無家者宿舍的服務成效研究 

參加者同意書 

引言  

您已被選中及邀請參加這個「無家者宿舍的服務成效研究」。本研究將會邀請大

約 XX 位無家者參與。閣下可考慮是否參加本研究。在細閱有關本研究的詳情

及提出有關疑問後，請在同意書一欄簽署。本研究的主要負責人是香港浸會大

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陳德茂博士。 

 

研究目的  

為了提供更適切的服務予無家者，是次研究評估無家者宿舍服務的成效。另

外，研究亦會就結果提供改善建議，以提升無家者服務的質素。 

 

貢獻 

您的參與將會提供具有參考價值的資料，讓我們了解無家者的臨時住宿服務使

用者的需要和期望。使將來的服務更有效地幫助服務使用者。  

 

資料保密  

在研究的過程中所得到的將會絕對保密。在未經您同意之前，您的姓名等個人

資料將不會以任何形式披露。 

 

研究過程  

您將會參與於 XXXX 年 X 月 X 日 － XXXX 年 X 月 XX 日期間，一至三次（每

次二十至二十五分鐘）的問卷調查，內容主要是透過問卷了解你的生活狀況；

以及了解您的意見。在此期間，我們會與您進行追蹤性研究。此外，您亦有機

會被邀請參與焦點小組面談，以作收集您的意見。本次研究中，可能會由不同

的訪問員跟進訪問，而您在本研究所提供的資料（如聯絡方法及名字）亦會轉

移至該名訪問員。 

 

自願參與  

參與本研究純粹出於自願。如您決定不參加，您應得到的服務將不會受到影

響。  

 

聯絡方法  

如果您對本研究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本研究主要負責人 XXX 博士或 XXX 先生

（電話號碼：XXXX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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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聲明 

 

本人已詳細閱讀有關此計劃的詳情，及滿意研究員就本人提出的疑問所作的解

釋。本人明白上述各項並自願參與此研究。  

 

 

參加者簽署：        日期：      

 

研究員簽署：       日期：      

 

 

 

 

 

 

 

 

 

 

 

 

 

 

 

 

 

 

 

 

 

 

 

 

 

 

 

 

 



97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 

服務提供者(小組 )錄音同意書 

 

 

面談/活動日期   ：          

地點/時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在 接 受 本 計 劃 內 訪 問 的 過 程 中 ， 本 人 有 權 拒 絕 回 答 任 何 問 題 。  

2.  在 接 受 本 計 劃 內 訪 問 的 過 程 中 ， 本 人 有 權 在 任 何 時 間 取 消 本 人 同 意

權 ， 停 止 訪 問 。  

3.  本 人 明 白 在 本 計 劃 內 訪 問 的 過 程 中 ， 為 了 確 保 所 收 集 的 資 料 的 準 確

性，整 個 過 程 需 要 錄 影 /錄 音，然 而 本 人 有 權 在 過 程 中 要 求 暫 停 錄 影

/錄 音 。  

4.  本 人 明 白 所 有 錄 影 /錄 音 將 於 遞 交 研 究 發 表 後 清 除 。  

5. 本 人 明 白 參 與 是 項 計 劃 是 純 屬 自 願 性 質 ， 所 收 集 的 資 料 只 作 學 術 研 究

及 發 表 用 途 ， 本 人 的 個 人 資 料 將 絕 對 保 密 。  

6. 本 人 明 白 訪 問 內 容 及 資 料 將 會 以 匿 名 處 理 ， 並 且 不 會 透 露 予 研 究 員 以

外 的 人 士 (包 括 不 會 透 露 予 機 構 )。  

7. 本人明白錄影/錄音的目的及用途，並同意進行此項活動。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者姓名 簽名  日期 

謝謝你提供的資料，所有資料只供學術研究用途，絕不外洩。 

如有疑問，請電 XXXXXXX（X 先生）聯絡。 

負責人：_______________ 簽名：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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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 

服務使用者(小組 )錄音同意書 

 

 

面談/活動日期   ：          

地點/時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在 接 受 本 計 劃 內 訪 問 的 過 程 中 ， 本 人 有 權 拒 絕 回 答 任 何 問 題 。  

2.  在 接 受 本 計 劃 內 訪 問 的 過 程 中，本 人 有 權 在 任 何 時 間 取 消 本 人 同 意 權，

停 止 訪 問 。  

3.  本 人 明 白 在 本 計 劃 內 訪 問 的 過 程 中，為 了 確 保 所 收 集 的 資 料 的 準 確 性，

整 個 過 程 需 要 錄 影 /錄 音，然 而 本 人 有 權 在 過 程 中 要 求 暫 停 錄 影 /錄 音。 

4.  本 人 明 白 所 有 錄 影 /錄 音 將 於 遞 交 研 究 發 表 後 清 除 。  

5. 本 人 明 白 參 與 是 項 計 劃 是 純 屬 自 願 性 質 ， 所 收 集 的 資 料 只 作 學 術 研 究 及

發 表 用 途 ， 本 人 的 個 人 資 料 將 絕 對 保 密 。  

6. 本 人 明 白 訪 問 內 容 及 資 料 將 會 以 匿 名 處 理 ， 並 且 不 會 透 露 予 研 究 員 以 外

的 人 士 (包 括 不 會 透 露 予 機 構 )。  

7. 本人明白錄影/錄音的目的及用途，並同意進行此項活動。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者姓名 簽名  日期 

謝謝你提供的資料，所有資料只供學術研究用途，絕不外洩。 

如有疑問，請電 XXXXXXX（X 先生）聯絡。 

負責人：_______________ 簽名：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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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量化研究問卷 

感謝你的參與，請仔細閱讀並填上合適的答案。              

日期：        

 

第一部分 

個人資料 

1. 你的性別？  男性        女性 

2. 你的年齡？ ___________ 

3. 你的婚姻狀況？ 從未結婚 現已結婚 分居 離婚   

同居 鰥寡 不明 

4. 你的教育水平？ 從未進學 小學程度或以下 初中程度  

高中程度 文憑 學士 碩士    

博士 不明 

5. 你是否在職人

士？ 

是  否 

 a.你的工作是甚

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每星期工作多少

小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收入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每月／每星期） 

 d.是否有其他收入

來源？ 

 是        否 

 e.收入來源？ 父母/親戚  朋友  非法活動  借貸 

儲蓄  行乞 拾荒   退休金/撫恤金   

政府資助(來源): (CSSA /Social Security Allowance/ 

其他政府資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政府機構的資助(來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有多少位子女？ _______________ 

7. 你的母語？ 廣東話  普通話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8. 你是否香港永久

居民？ 

 是         否 

9. 你的宗教信仰

是？ 

基督教 天主教 道教 佛教  

無信仰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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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你信奉了這項

宗教信仰多少

年？ 

_______________ 

 

個人狀況 

你是否有以下的情況？ 

1. 濫用藥物 (吸毒) 是 否 

2. 酗酒 是 否 

3. 賭博 (嗜賭) 是 否 

4. 其他沉溺行為 是 否 

如是，包括：            

5. 傷殘/長期病患 是 否 

6. 精神病/懷疑精神病 是 否 

7. 入獄 是 否 

 

無家可歸的經驗 

11. 入宿原因？

(選出切合情

況的所有原

因，可選多

於一項) 

因失業或零收入而無法支付前住處的租金  

無法找到能負擔租金的地方 被屋主拒絕或逐出      

由別人提供的前住處現不能續住 

與家人/租客有關係問題 入宿可儲蓄金錢 

出獄/出院/戒毒中心釋放 避債  

入宿方便日常生活/工作 入宿較利與別人同住      

移民/回流 無原因 個人選擇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入宿前與誰

同住？ 

家人    朋友     自己     群居住家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曾否露宿? 有       沒有  

14. 首次露宿的

年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你總共露宿

了多少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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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此部分使用八項量表，由於量表的公開發表權為原作者所有，所以本報告不會

列出量表的問題及內容，而量表的介紹可參閱第三章研究方法內有關研究工具

的部分，而量表詳細內容請參閱原作者的文章。 

 

問卷中量表的次序為量表一：WHO-5 幸福感指數、量表二：多向度社會支持

量表、量表三：身心靈健康量表、量表四：自我效能量表、量表五：自尊量

表、量表六：華人健康問卷、量表七：UCLA 孤寂感量表以及量表八：自我污

名量表。 

 

~ 問卷完畢，謝謝填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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