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賴淑芬(伯特利神學院轉化型領導博士) 
 

基督教倫理專文：26-9-2016 

「社會公義房」- 土地不公義之良方 
 

目錄 

 

一、處境 - 香港房屋的不公義 3 

1.1 一屋難求的不公平現象 3 

1.2 地產霸權？ 5 

1.3 政策失調 - 失去房屋階梯 5 

1.4 高租金影響租客生計 6 

1.5 租務管制好心做壞事？ 6 

1.6 天價劏房卻環境惡劣 7 

1.7 沒有安置又如何發牌管制？ 8 

1.8 租務市場亦不公義 9 

1.9 還市民一個「適足居所」 10 

小結  12 

二、土地和房屋的倫理學 12 

2.1 新舊約中的土地公義 12 

第一、上帝是土地的創造和擁有者                                                                               14 

2.2 禧年：上帝的防貧智慧 16 



2.3 教會擁抱城市需要 18 

2.4 土地作為照顧弱少的倫理 19 

2.5「逃城」屬靈庇護所的典範 19 

2.6 牧養災民成為宣教士 21 

2.7 家是安居之所 22 

小結  25 

三、可行之方 –「社會公義房」 25 

3.1 教會曾經提供「房屋」 25 

3.2 協會與教會協作的房屋服務 29 

3.3「社會公義房」的內容及運作 31 

3.4 挑戰與進一步探索 33 

總結  34 

參考資料 35 

 

 

 

 

 

 
 

 



「社會公義房」- 土地不公義之良方 
 

「給人一條魚不如教人釣魚，終生受益？這是『大話！』 

要先處理公義問題：『誰擁有魚塘？』， 

才能實踐『人人皆可享用上帝創造和賜予的豐富資源。』」 

Dr. John Perkins 

 

「彰顯公義不在乎我們有多大力量去摧毀敵人， 

而是在乎我們有多大道理，有多大良善。」 

郭偉聯 

 

 文章目的：本文旨在探索和提供一個關乎土地、房屋、管家的倫理神學。

並將之應用於香港當前的土地和房屋的不公義處境，於批判的同時指出解決良方，

讓信徒看到提供「禧房」是一個聖經為本的方案，讓上帝對房屋、土地和管家的心

意得以恢復和落實 – 教會起來作愛鄰舍；貧困者有能夠負擔的安樂窩，並有福音

可聽！ 

一、處境 - 香港房屋的不公義 

1.1 一屋難求的不公平現象 

近期，橫州公屋發展由萬七個公屋單位大幅減至四千，候任立會議員朱凱廸

清楚表明官商黑勾結已影響全港市民的福址，事件鬧得沸騰，背後又是一個土地公

義的爭議！筆者服侍舊樓居民 20 多年，探訪過鐵網籠屋、男子公寓、床位寓所、

天台屋、閣樓房、棺材房、板間房和檔房，房屋公義在香港似乎沒有立足之地。香

港經濟以繁榮聞名於世，多年來，惡劣居所臨立，有增無減，與社會的進步背道而

馳？是房屋政策的失調？是地產霸權的產物？是貧富懸殊的表癥？無家者和貧困戶

又如何在蝸居中爭扎求存？  



首先，樓價飆升，加上公共房屋供求失衡，香港的基層市民住房欠保障，住

房處境日差。縱然香港有 90 多萬貧窮人，由於筆者服侍的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

(協會)，主要服侍露宿者、面臨無家可歸者及蝸居惡劣居所的租客，故於本文內，

筆者會集中討論最草根的一群租客的往屋困境和需要。按著房屋需要的程度，他們

急需先被關注。 

首先，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進行的社會發展指數統計調查，最新

的本地「房屋分類指數」自 2010 年後跌至負數水平，相對 2012 年的-106 , 最新錄

得的指數更進一步急跌至 2014 年的-238 分，情況令人關注。香港的樓價負擔比率

更加冠絕全球。「最新一份國際物業刊物《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的樓價負擔

比率調查報告指出，本港住宅樓價高踞全球城市負擔比率最高的第一位，且屬連

續五年來排首名，並指出港人家庭平均要 17 年收入，才足以支付本港中價住宅，

該負擔指數更屬有調查以來最高紀錄，亦遠遠拋離排第二、三位的溫哥華及雪梨

（分別為 10.6 及 9.8）等大城市。」1 

此外，以街為家的露宿者人數也增加。本會與志願機構和兩間大學，曾於

2015 年 10 月，就全港露宿者人數進行調查，發覺合共有 1,614 名無家者居住於街

頭、臨時收容中心、24 小時營業餐廳，較 2013 年增加了 14%。而對比社會福利署

2015 年 1 月的 806 名登記人數，多出幾近 50%。反映政府確實低估了露宿者的數字。 

無家者選擇露宿的原因很多，除了因為個人的不良嗜好而難以負擔房屋開支。

另一個因素是關乎經濟條件。近年房屋租金飆升，無家者難以負擔，即或有工作，

礙於工作不穩定或收入低，迫於無奈惟有露宿街頭。而無家者「租得起」的居所，

一般都是環境惡劣、虱患嚴重的地方。筆者每逢夏季探訪露宿者，會發現約有 20%

增長，皆因街頭和公園比惡劣居所更適合睡覺。這是香港草根的悲慘現象。 

                                                 
1「幾個有助判斷樓市趨勢的重要訊息(1) 」，中原地產網頁，2015 年 02 月 12 日，

http://hk.centanet.com/icms/template.aspx?series=586&aid=60361。(檢索於 18-9-2016)。 

http://hk.centanet.com/icms/template.aspx?series=586&aid=60361


1.2 地產霸權？ 

許寶強於其文章「地產金融經濟主宰下的社會困境與出路中」指出，「樓市

的蓬勃發展，理論上應讓人更多人置業安居，但實際情況是，金融地產主導的經濟

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而財富集中在小數富裕階層手上，又進一步令樓房向他們傾

斜，於是新建的樓房全是呎價上萬的『豪宅』，中低收入社群只能望樓輕嘆。」2

《地產霸權》一書探討香港社會貧富懸殊，作者潘慧嫻在首章即開宗明義地指出那

些跨行業（特別是具壟斷性質的公用事業，如電力、煤氣、交通等）的企業財團，

依賴土地致富統治了香港，尤其以地產商及其背後的華商大家族為主（例如李嘉誠

家族的長江集團、郭家的新鴻基地產等）。「大地產商根深蒂固的市場影響力日後

似乎難以削弱」3。縱使很多人直覺地認為政府應該或只能由其負起改變的責任，

無奈「政府幾乎淪為地產商的傀儡。」4「地產霸權」不是一個名詞，而是每天都

可以接觸到的實際現象，這個不公平的現象使少數人可以藉由「合法」的途徑謀取

大量的利益，並且因政府的不作為或民眾的忽視得到強化。然而潘慧嫻似乎對於前

景感到相當悲觀，因為「在可預見的未來，目前的市場結構不太可能改變，而市場

競爭增加的機會也不大。」」5 實在令人憤憤不平！ 

1.3 政策失調 - 失去房屋階梯 

反觀政府的房屋政策，只集中興建公屋。截止 2016 年 3 月底，公屋輪候冊

的申請宗數達 28.5 萬。政府「3 年上樓」的承諾根本無法兌現。筆者出生於草根家

庭，住過木屋、12 家房客、七層廉租屋、公屋和居屋，只是未曾住過臨時房屋和

                                                 
2 陳雲篇，〈九評地產黨〉，(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2011)，174-175。 

3 潘慧嫻，〈地產霸權〉，顏詩敏譯，(香港：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 87。 

4 同上，126。 

5 同上，78。 



石屋。我想起兒時的多類到房屋，有低、中、高的類別和層次，讓我有房屋階級，

拾級而上 - 由木屋到 12 家房客；到七層廉租屋；再到公屋和終於能自置居屋。反

觀今天的香港人，沒有了廉租屋和臨屋，居屋供應量更是鳳毛麟角，剩下的是公屋

和自行置業，中間是沒有階梯讓人拾級而上，讓草根和年輕人面對了沒有將來的

住屋困境。  

1.4 高租金影響租客生計 

私樓天價，公屋缺貨，市民惟有轉向租住私人住宅單位。根據統計署的最新

資料，「住屋開支佔住戶總開支」比例在 2009-2010 年的 33%升至 2014/15 年的 

36%，反映市民的房屋開支負擔越來越重。6 民社今年 3 月至 6 月訪問 100 個主要

居於劏房的家庭，發現 32%受訪者住所沒有足夠空間煮食，逾 60%「現時住屋開支

對家庭膳食情況有影響」，當中 34%會「食少餐」、59%「少吃奶類及肉類等有營

養食物」、81%則「食得求其」會以麵包當正餐。7 再者，低收入家庭為應付高昂

租金，惟有從事長工時工作，甚或從事兩至三份工作，嚴重影響身體健康和家庭生

活。 

1.5 租務管制好心做壞事？ 

為何租金亦是天價？其中一個原因是梁振英強烈否定任何形式的租務管制，

說會令業主封盤，令供應減少，繼而令租金上升。不過，在 1998 年和 2004 年全面

撤銷租金和租務管制，住屋空置率郤不跌反升，少於 40 平方米住地的升幅尤甚。8 

                                                 
6 〈安居蝸〉，社情 Scenario, 第 52，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6 年 7 月，4。 

7  〈基層戶縮食物開支交租：1 日$25 買餸無啖好食〉，東網 28/8/2016，

http://hk.on.cc/hk/bkn/cnt/news/20160828/bkn-20160828171528604-0828_00822_001.html(檢索於 12-9-

2016)。  

8 陳紹銘, 龍子維, 葉寶琳主篇，〈住屋不是命運－－窮房族進化的 5 大基因〉，(出版社：

影子長策會，2014)，163。 

http://hk.on.cc/hk/bkn/cnt/news/20160828/bkn-20160828171528604-0828_00822_001.html


業主租客權力不對等，惟有租管的介入才能平衡業主與租客之間的議價能力。9 但

政府的住屋政策卻向地產商和業主傾斜，苦了草根市民變成「樓奴」或「租奴」。 

1.6 天價劏房卻環境惡劣 

「劏房是房被劏，人也被劏！」10 是一個劏房戶的心聲，也提出了香港的住

屋問題。空置率基層市民只能被迫選擇租住環境惡劣的分間樓宇單位，包括劏房、

板間房、天台屋、棺材房、床位。這些不適足居所的類別中，其中較為理想的劏房，

也是環境擠逼，廚廁共用，活動的空間非常有限。然而這種惡劣的居住環境，每呎

租金卻比豪宅要貴，令本已經在社會底層的市民負擔更重。根據統計署於 2015 年

的數字顯示，「香港分間樓宇單位的調查」(2016)，居於分間樓宇單位的住戶數目

有 87,600 個，合共有 19.99 萬 人，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只有 4.5 平方米（48.0 平方

尺）。11 根據統計處資料，居住在環境欠佳的分間樓宇單位或劏房住戶亦由 2013

年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諮詢時推算的 66,900 戶，增加至 2015 年推算的 87,600 戶，

增幅達 30.9%。12「劏房是『分間樓宇單位』(subdivided flats)的俗稱，一般指在原先

經批准的圖則上顯示的一個樓宇單位，被分間成兩個或以上獨立房間。改裝工程多

涉及拆除或加設非結構性間隔牆、裝置新的廁所及廚房、改動或加設內部排水渠系

統、開鑿額外門口或通風洞口等。工程質量欠妥的話，會影響樓宇安全及衛生」13 

香港不少劏房環境惡劣，發生多宗致命劏房意外後，《壹周刊》更選出「8

                                                 
9 同上，167。 

10 陳順和，〈劏房圍城〉（香港：印象文字，2013），12。 

11  陳紹銘, 龍子維, 葉寶琳主篇，〈住屋不是命運－－窮房族進化的 5 大基因〉，(出版社：

影子長策會，2014)，4。 

12〈長遠房屋策略咨詢文件〉，長遠房屋策略督導委員會，2013 年 9 月 2013 年 9 月，35。 

13 〈觀點與角度﹕規管 劏房？〉《明報加東網》，2015 年 5 月 4，

http://www.mingpaocanada.com/tor/htm/News/20150514/HK-gfj1_er_r.htm ，(檢索 10-9-2016)。 

http://www.mingpaocanada.com/tor/htm/News/20150514/HK-gfj1_er_r.htm


萬劏房人」為二 O 一一年香港風雲人物。擠迫、欠缺獨立廁所、廚房或食水供應

等設施。劏房愈劏愈烈，唐樓、洋樓、公屋、居屋，甚至工廠大廈、豬欄亦發現劏

房的蹤跡，棺材房還不及太空艙的面積細小。14 本以為劏房因面積小，租金相對較

便宜，但若以每呎租金計，部分市區的劏房呎租比豪宅更貴；而且租金佔劏房家庭

入息比例高。現時劏房主要分佈在市區的舊區，如深水埗、觀塘、大角嘴、長沙灣、

土瓜灣、葵涌和荃灣等。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也指出種種原因令住戶明知有危險仍

選擇入住。綜合各原因包括面積小令租金較便宜；不少劏房位於市區，交通方便，

部分劏房的設施也較正規；住戶多是基層低收入家庭，無法負擔其他類型的房屋租

金；部分未符合資格申請公屋，劏房就短期內滿足其居住需求。近期政府不斷強調，

將於年底前必定管制工廈劏房，因為租客入住了違規地方，引起租戶恐慌，平心而

論，有頭髮誰想當癩痢呢？ 

1.7 沒有安置又如何發牌管制？ 

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在報章撰文(2014 年 12 月 18 日)，他時談到「市區劏

房蔓延」﹕「有人甚至主張取締所有劏房，此乃不切實際，現時的劏房戶可遷至哪

裏？除非盡快大量興建公屋…」2013 年 9 月，他曾表示為確保劏房居民安全，當

局須加強巡查，只要劏房沒違法，便可繼續存在。而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

2013 年 1 月他於立法會表明「劏房有存在價值」，為低收入家庭提供居所。他說

政府政策是要確保劏房的安全，而非全面取締劏房，「劏房其實有好多類型，喺住

宅樓宇裏面嘅劏房，有啲劏得好『四正』，佢未必違規」。在沒有選擇下，居民只

能租住這些「不適足」或說「惡劣居所」，然而，他們仍要面臨無家可歸的厄運。 

近日工廈接二連三發生火災，政府改變初衷，決心調查違契改裝的單位，特

                                                 
14 〈劏房：三個共十七條人命的教訓〉，公教報，2012 年 3 月 23 日，

http://kkp.org.hk/node/2104 ， (檢索 10-9-2016)。 

 



別是迷你倉和劏房。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更表示積極研究規管工廈劏房，預計於年底

完成，當局會運用行政權力，啟動程序收回工廈劏房住宅單位。這邊廂政府楊言執

法趕人，那邊廂卻沒有一個政府部門提過安置問題，恐怕基層市民連最後一塊「遮

頭瓦」都不保了。劏房等問題的來源，正正來自政府的高地價、減少房屋供應和遲

遲不推行租金管制所引致，政府確實有責任照顧這些租客。 

劉國裕博士 9 月 19 日在他的〈大都會難免劏房效英規管緩困〉文章便極具

參考價值。劉博士提出「處理劏房五法」，包括取締、登記、發牌、安置、安居。

而短時間內，一刀切地取締劏房固然不可行，但政府若可提出取締時間表，分區處

理登記和發牌事宜，並以低息或免息貸款鼓勵登記業主維修，增加他們的登記誘因，

之後盡快安置符合上公屋資格的劏房戶，並逐年分區處理，相信可行性會大得多。

15 然而，管制劏房涉及地政署、屋宇署、發展局、房屋運輸局、消房局等政府部門，

在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政府部門的官僚氣氛下，若沒有跨部門專責小組去研究，相信

不會有半點進展。 

1.8 租務市場亦不公義 

隨著重建和加租，租客不斷搬遷，地產經紀便不斷抽取佣金。更有經紀為著

生意，竟然以「謊話」欺騙租客入住商厦劏房。在私人租務市場，由於沒有租金管

制，業主往往不單賺錢，而是「賺到盡」的態度。可憐是租客不斷被加租或重建而

四處搬遷，業主增加租金收入、地產經紀佣金增加，但租客卻要負擔昂貴的搬遷成

本：搬運費、家俱、交通費、裝修、佣金和上期等。業主與租客之間是個不對等的

關系，租客的議價能力非常低，甚至任由宰割，成為最終的輸家。 

                                                 
15 葉寶琳，〈劏房發牌削足適履〉， 信報財經新聞 ，2013 年 11 月 19 日，

https://forum.hkej.com/node/107646，(檢索於 10-9-2016)。 

https://forum.hkej.com/node/107646


1.9 還市民一個「適足居所」 

住居是基本的人權，聯合國早在 1991 年提出住屋權的概念，亦於 2009 年的

報告指出，每一個人都應該住得安全及有尊嚴，並有一個適切的居所，它除了是一

個有四面牆及天花地板的結構外，須符合最基本要以下七個條件。詳見下圖一。 

 

圖一    適切的居所定義與香港基層住房比較 16 

 
 

以現時的基層居所為例，在多方面都未能符合以上住屋權的要求，包括逼遷

問題嚴重、危機四伏、住屋面積小、租金昂貴、欠缺基本設施等等，顯然不能滿足

                                                 
16 同上，68。 



基層市民的住屋需要。17 王慧麟在「回到人的尊嚴思考房屋權利」一文提到「住房，

是一種權利，人人應該有合適住房的權利。《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十一條提及有關住的部份、是指適當往屋權（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根據聯合

國的說法…不是政府隨便找個地方…而是每個人，每一個家庭，在可以負擔及有能

力之下，有一處安全、和平及有尊嚴的住房，不論其經濟地位、族群、年齡及階級

等其他因素…在一個發達城市…照顧無家可歸、一貧如洗、無處容身的基層市民…

不能一味以市場調節來推搪。」18 政府的房屋政策，實在需要注入公義分配和住屋

尊嚴的因數。 

根據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一般性意見 4（第六屆會議

1991 年）對「適足住屋權」（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的定義：「『適足住屋權』

不應狹義地理解為『頭上有一遮瓦』的住處，或把住所完全視為商品，而是每個人

及家庭有權居住在可承擔的、安全的、和平及有尊嚴的居所。」「所有享有『適足

住屋權』的人都應能持久地取得自然和共同資源、安全飲用食水、烹調、取暖和照

明能源、衛生設備、洗滌設備、食物儲藏設施、垃圾處理、排水設施和應急服務。」

19 如果「住屋」是一項權利，如果張炳良局長在《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件》開宗明

義表示長策會的目標是「為每一個香港家庭提供適切而可負擔的居所」，那為何整

份文件卻沒有對「適切」及「可負擔」作任何定義及解釋。如果《基本法》真的保

證落實《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那麼，他們何時才能住在有尊嚴的

                                                 
17 陳紹銘, 龍子維, 葉寶琳主篇，〈住屋不是命運－－窮房族進化的 5 大基因〉(出版社：影

子長策會，2014)，67。 

18 陳雲篇，〈九評地產黨〉(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2011)，157-158。 

19 〈劏房：三個共十七條人命的教訓〉，公教報，2012 年 3 月 23 日，

http://kkp.org.hk/node/2104 ， (檢索 10-9-2016)。 



居所呢？20 

小結 

總的來說，香港的住屋問題充滿不義和缺乏有效措施。但住屋乃市民最基本

的需要，政府有責任提出保障措施，絕對要確保不會有人因著政府執法，而無家可

歸。政府也需要帶頭處理高地價和「地產霸權」等問題。至於規管劏房，不能只是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無視問題之根本，缺乏長遠計劃。縱然政府在增建公屋

的政策推動上荊棘滿途，阻力甚大，而在處理貧困戶過渡期的住屋問題，也乏善可

陳，但我們作為信徒，不應只是批評，而是為在上執政者禱告守望，好讓民生平安

渡日。 

另一方面，也要憐憫無家或蝸居的草根階層。我們可從耶穌的榜樣學習，耶

穌走進城市的貧窮人當中，指出不義的同時，也提出正確的解決之方，並道成肉身，

身體力行地參與貧窮人的服侍，行公義，好憐憫。今天的政府顯得無能為力，也正

是教會起來承擔、提出公義的方案、實踐愛鄰舍的美好見證，才能發揮作鹽作光的

功能。以下第三及第三部份，筆者從基督教倫理角度出發，探討擁抱城市、土地及

房屋公義等課題，讓我們的回應能以神的心意為藍圖。 

二、土地和房屋的倫理學 

2.1 新舊約中的土地公義 

華人教會甚少就土地與房地產進行信仰反省，然而經歷過「菜園村反清拆」

(2010 年)、「美孚反對地產霸權」(2011 年) 等事件，如今 (2014 年) 新界東北發展

                                                 
20 〈劏房：三個共十七條人命的教訓〉，公教報，2012 年 3 月 23 日，

http://kkp.org.hk/node/2104 ， (檢索 10-9-2016)。 



的抗爭事件，我們需要就此作更多思考與討論。21 故此，透過聖經的土地神學，我

們可以問：神創造土地的心意如何？如何使用土地才合乎神的心意？甚麼是人在土

地上的角色及責任？ 

因著愛，上帝給人土地，希望土地能回復人類的尊嚴（以色列承受土地就是

一例），及滿足人類身體與靈性的需要。上帝要以色列人在土地上得到飽足，享受

豐富的礦物、食物及水，過一無所缺的生活（申八）。上帝又不希望見到土地成為

奴役人的地方，希望人自覺與土地有份，從中拾回自己的尊嚴與主體性。22 布魯格

曼(Walter Brueggemann)於《土地神學》一書中指出，土地也是單純的空間場域，因

為它不只是歷史的舞台，也是聆聽上帝話語的地方，更是立約的空間，使錯位的心

靈不再流離，而能享有安慰，更新力量、追逐夢想的所在。從聖經的角度來看，我

們是不可能抽離土地來思考人的，人無法離開土地而生活；相反地，土地，應該是

有故事的地方，是立約的上帝所賞賜給人類的禮物，不容人以貪婪之心據為己有或

任意惡待。23 

上帝極之關注全人的需要，祂指責有關社會的不公義，特別在舊約，土地、

房屋以及私有財產都是祂所重視的主題。「一個沒有社會住宅政策的國家，是只是

變賣國家（耶和華）的土地給商人，而缺乏了供應合宜房舍是對誠實、具有上帝形

                                                 
21 胡志偉，〈土地公義的再思〉，2014 年 6 月 16 日，

http://faith100.org/%E5%9C%9F%E5%9C%B0%E5%85%AC%E7%BE%A9%E7%9A%84%E5%86%8D

%E6%80%9D/4667，(檢索於 10/8/2016)。 

22 駱穎佳，〈空間政治：一個信仰的觀點（下）〉，

http://www.hkcidata1.org/database/sze/106/sze106-7.html#article，(檢索於 10/8/2016)。 

23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土地神學》，戚時逝等譯（台北校園書房 2016），封

底。 

 

http://faith100.org/%E5%9C%9F%E5%9C%B0%E5%85%AC%E7%BE%A9%E7%9A%84%E5%86%8D%E6%80%9D/4667
http://faith100.org/%E5%9C%9F%E5%9C%B0%E5%85%AC%E7%BE%A9%E7%9A%84%E5%86%8D%E6%80%9D/4667
http://www.hkcidata1.org/database/sze/106/sze106-7.html#article


像的百姓最大的虧欠。」24。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也同時提出「上帝、

土地、妥拉」三者的匯聚，作為我們今日思考土地議題的依據。「土地不應基於精

心計算的經濟效益，這樣的交易即使存在，也應以應許和產業為核心的制度背景下

發生…舊約於土地再分配的傳統有著很大的影響力。」25  

中華福音神學院李建儒老師於《地與地與屋誰屬誰主？》一文講到土地與屋

的倫理神學觀點。而舊約神學家、倫理學者萊特的《基督教倫理學》也道出經濟與

貧窮、土地與基督教倫理、公平及公義等課題。以下，筆者會整合以上兩位學者的

資料，歸納為以下五點，來論述房屋及土地公義的課題： 

第一、上帝是土地的創造和擁有者，「 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

有的，都屬耶和華─你的神。」（申十章 14 節）這世界確實屬於主，祂統管「天

上、地下和地底下」的一切，而人類只不過以管家(stewardship)身分被神賜予土地，

「天只歸屬於上主，但祂把地賜給人類。」（詩一一五篇 16 節）管家領受的是一

種「僕人式王權」行使管理權，26 我們並非大地的擁有者，而是真正擁有者交付

(賞賜和租給)我們來代祂管理。 

第二、執行管家位身分是要按著神的心意管理。要與上帝緊密同行，帶下

上帝的統治。27 我們從上帝所領受的一切是用來榮耀上帝。正確的管理可見於在以

色列進入迦南地之後的分地方式，關於 11 個支派的分地，上帝盡可能達到公平而

普及，而非集中在君王或少數富人手中。從舊約到新約，上帝非常看重「均平」，

                                                 
24 胡業民，〈居住正義和住宅政策何在?〉《Jubilee 禧年經濟倫理文教基金會》，2015 年 6

月。 

25 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土地神學》，戚時逝等譯（台北校園書房 2016），43。 

26 萊特，《基督教倫理學》，黃龍光譯，(台灣：校園書房出版社，2011)，159。 

27 李建儒，《地與地與屋誰屬誰主？倫理神學觀點》，Jubilee 禧年經濟倫理文教基金會，

2015 年 6 月 30 日。 



不是每個人都一樣，而是按照人的實際需要，所分的地是讓人「夠用」，足以生存

下去。「祂喜愛仁義公平；遍地滿了耶和華的慈愛。」（詩篇三十三篇 5 節）換言

之，上帝對盟約子民的計畫，是對列國的一個典範、一種示範，也是一個鑑鏡。28 

第三、財產具有工具的性質，用於個人的發展和與團體的需要並行。在基

督宗教的倫理神學裡，私有財產不僅是個人性，同時具備與社會義務，即考慮公共

利益，有時我們的私有財產要作某種程度的犧牲，甚至是為了一個更大的目的；然

而，這需要真正的愛，不是絕對的律法要求。因此，作為管理的，要照顧軟弱無助

者，「你當為不能自辯的開口」。29「舊約中正義的基本特性是插手將事情導正，

使蒙冤者得以昭雪，被欺壓者得以釋放、無助者得以發聲…。」30 

第四、貧窮不公來自人類受誘惑僭越了上帝的主權，大地在人眼中變成可

掠奪的資源。此時，就切斷了與神的連結，也即切斷了倫理的神聖根源以及人從神

所領受的權柄─治理權；也就是，人原本應該要按照上帝之旨意「像神那樣統治與

關照萬物」的心態，已經完全被破壞了。31 當人叛逆神，以為自己才是地上的主，

貪婪的掠奪會造成令人貧窮、會導致社會不公。「禍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連地，

以致不留餘地的，只顧自己獨居境內。」（賽五章 8 節）。 

第五、凡執掌權柄的都要對賜權柄的神負責和交帳。在上的要在照顧人民，

維護公平正義、賞善罰惡、促進人民福祉上努力。上帝期望子民向祂守約，盟約子

                                                 
28 同上。 

29 萊特，《基督教倫理學》，黃龍光譯，(台灣：校園書房出版社，2011)，161。 

30 同上，160。 

31 李建儒，《地與地與屋誰屬誰主？倫理神學觀點》，Jubilee 禧年經濟倫理文教基金會，

2015 年 6 月 30 日。 



民以神的心意來計畫整個國家的政經制度，那是蒙福的，「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

是有福的！」（詩三十三篇 12 節上）換言之，執掌權柄即必須按照賜權柄的神的

心意、神的性情來執掌，以符合權柄的神聖性質。 

2.2 禧年：上帝的防貧智慧 

無論舊約或新約，都保障我們人類的私有財產。耶和華教導市場經濟制度必

須誠服於禧年「公義與恩慈」的法則來運作。土地在 50 年內可以受到財產所有自

由交易和使用的保障，開發者在這 50 年期間，可足以獲得創意勤勞者該獲得的理

想報償。32  

聖經認為土地不可永賣，因為是耶和華的，是為要維護耶和華的子民有生計

和庇護所的基本權利。政府擁有土地和有方向的土地開發權，可以以財稅政

策去除土地被壟斷的可能，令從事生產者得務其正業，並使個體家計得以合

理價格購買或租用而取得居所。在舊約律法裡清楚地規定…是不可能藉自購

買永久的地權而達到投機或大量積攢私人房地產的目的。因為地不能永賣

（利二十五章 23 節）。 

變賣土地的人可在日後贖回自己的土地，親屬也可以先行介入或是買贖一樁

土地的買賣。如果本人或親屬都無法贖回，土地將在禧年回到原地主或其後

代的手中，至多不超過一代。 

在禧年這種制度設計下，任何土地的易手都不會成為真正的土地買賣，而只

是「使用權」的轉移，或者直到下一個禧年之前的土地預期出產物。土地的

價格事實上是隨著禧年的接近而逐年遞減的（利二十五章 14∼17 節）。
33
 

 

以上，禧年提到政府只托管土地，地只有「使用權」的轉移，不能賣斷，以

保障民生和住屋權利，確實非常理想，但在香港能加以應用嗎？國森地產集團董事

許畯森發表了一篇文章「置業錦囊：《聖經》解決地產霸權？」，當中提出對禧年

                                                 
32 胡業民，《資本主義的出路─以禧年經濟準則反思房地產正義》，Jubilee 禧年經濟倫理

文教基金會，2015 年 6 月 30 日。 

33 同上註。 



的應用的一番見解： 

大富翁遊戲把資本主義發揮得淋漓盡致，而現今香港正如一盤玩了 50 年的

大富翁遊戲，所有產權產業早已落入其他玩家手中，年輕人或窮人踏上這盤

遊戲時，他們只是一群不斷交租、不斷交過路費的玩家…不過有趣的是，跟

據《聖經》記載，原來幾千年前他們已經有一套方法去應對地產霸權的問題。 

例如，《利未記》中記載了很多有關這些地產與土地的說法，當中最接近地

租年期的說法就是禧年，禧年是什麼？每隔 50 年就是一個禧年，債主在第

49 年時，即把業權歸還予原業主手中…如果套用到租期來說，我們的土地

是應該屬於政府的，每 50 年可以重新洗牌，把資源重新分配，這也許是更

公平制度…。在現今的社會照樣實行一定有很大難度，甚至不切實際。 34 

 

許畯森再補充，反而在中國，卻有類似應用「禧年」觀念的政策，普通住宅

的 70 年產權，在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限屆滿後，是可以自動續期。但非住宅建

設用地使用權期限屆滿後，是不能自動續期的，令人驚訝中國的進步和公平發展。

我們中國的土地制度其實是很公平的。35 禧年的土地觀念看似不可行，但在中國卻

有類似的理念。 

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穌宣告禧年的福音，禧年是指既得利益者要把土地和

尊嚴歸還給它們原有的主人。背後的精神是防止集中業權和壟斷，防止引來有地和

無地的階級。禧年能夠從富有的大業主手上取回利潤和資產，進行公平分配，直接

處理猶太社會的貧窮根源，是非常徹底性的公義措施。36「神悅納人的禧年」不僅

成就了上帝應許給猶太人的救恩，更把福音帶到猶太人所棄絕的群體中(第一世紀

邊緣群體)：婦女、孩童、貧窮人、聲名狼藉(稅利、妓女、痳瘋)，甚至外邦人。耶

穌關懷社會邊緣人的福音，「我來的目的，不是召好人，乃是要召壞人悔改。」他

                                                 
34 許畯森，〈置業錦囊：《聖經》解決地產霸權？〉 文匯報，2016-05-30。 

35 同上註。 

36 Jill Shook，A Theology of Housing As Stewardship and Mission Based on Making Housing 

Happen:Faith Based Affordable Housing Models，DMIN. Thesis, BAKKE GRADUATE UNIVERSITY, 

2007. 



甚至體認貧窮 — 天使向貧窮的牧羊人報喜訊，耶穌也是生於貧窮、長於貧窮和服

侍貧窮的。路加筆下的耶穌，對貧窮人表達了深切的關切。（五：32）主宣告釋放

受邪靈壓制，成為自由的人，脫離罪的捆綁…悔改的禧年、重建尊嚴！ 

耶穌在福音書曾對質權貴合共 27 次，表達不滿，呼籲他們悔改、甚至為貧

窮人變賣一切！(路 19 章) 主耶穌的經濟學是人人平等地享用神賜予的豐盛。但現

實是大財團扭曲了這個傳統，堅持擁有土地到底，愈多愈好，結果富者愈富，貧窮

人成為樓奴。事實上，運用聖經禧年的原則，有助處理社會財富分配不公，防止人

失去安身的庇護所。 

2.3 教會擁抱城市需要 

聖經中共有 1,250 個關於「城市」的字義，可見城市在聖經中的重要性。今

天的世界邁向城市化，正乎合聖經的描述。由此可見，我們所領受到的福音必定與

城市有密切的關系。上帝拯救的不單是個人，也是城市。上帝的王權要運行在城市

的生活和體系中。37 新舊約的領袖都是與城市相關的，不單宣講福音，也會服侍社

群。作者整合了聖經中的城市事工，開了我的眼界，例如尼希米監察建殿的計劃

(尼 2:8)；聖經專為收容逃難者的逃城(代下 3:15)。此外，「原來保羅也城市轉化事

工的先驅。他在腓立比有婦女事工(呂底亞)；在雅典有專以辯論為主的學者事工；

在哥林多這個港口有藍領事工(織帳棚)；保羅更為耶路撒冷的饑荒而籌款賑災。」

38 教會每提起保羅都是講論他的傳福音，Dr. Ray Bakke 卻從另一個角度提出聖經的

福音是全人關懷，是走到社區的群體，看見和了解，就以他們的需要來發展事工，

牧養他們。這是上帝體貼的愛，是道成肉身的愛，也是當今信徒和教會效法的典範。 

                                                 
37 柏褀著，〈城市人，城市心– 同建合上帝心意的城市〉，鄧達強譯 (香港: 宣道出版社

2001) 譯序，xix。 

38 同上，82。 



2.4 土地作為照顧弱少的倫理 

摩西在申命記十五章就提到在神所賜的地上仍有貧窮人，而且永不斷絕（申

十五：11），提醒我們有義務借貸及幫助窮人。除了照顧窮人，上帝亦要求以色列

人照顧未能享有同等宗教及公民地位的寄居者（the resident alien）。一來上帝愛寄

居者；二來以色列人也曾在埃及地寄居，因此上帝常叫他們不要遺忘作寄居者時的

歷史記憶（申十：19）。故此，合上帝心意的地土是帶有包容性，而非壓迫異己的

地土，是不斷向寄居者、孤兒、寡婦及窮人開放的地土，及一種實踐睦鄰關係

（the practice of neighborly covenanting）的地土。39 再者，以路德的故事為例，波亞

斯的幫助正正實踐舊約的律例— 收割莊稼不可割盡，摘取葡萄也不可摘盡，要留

給窮人和寄居的執拾。(利 19:9-10) 波亞斯，作為路德家的親人，更進一步為他們

贖回資產和幫助他們擁有自己的家。 

真正的貧窮根源是壓制 oppression，舊約提過這個字 100 次，也包含了富人

剝削窮人的不公義意思。在新約，耶穌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也有提及，他為到有財有

勢的人掌控了資源，引致貧窮的人生活沒有保障的現況非常憤怒。耶穌在福音書曾

對質權貴合共 27 次，呼籲他們悔改、甚至為貧窮人變賣一切！(路 19 章) 神的經濟

學是人人平等地享用神賜予的豐盛。 

2.5「逃城」屬靈庇護所的典範 

 

 甚麼是上帝理想的城市居所？以賽亞書65章提到上帝建設的城市有六個重要

的成分：公眾慶典和喜樂(17-25節)，為兒童和長者而設的醫療服務(20節)，人人皆

有安居之所(21節)，人人皆有食物(22節)，有家庭支援系統(23節) ，沒有暴力的存在

                                                 
39 Walter Brueggemann, The Covenanted Self - Explorations in Law and Covenant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9), p. 101. 



(25節)。(賽65:17-25) 40 這些美好的城市居所元素，特別是人人皆有安居之所(21節)，

是需要信徒一起實踐和經營的，上帝也必樂意參與其中。 

此外，於民數記 35 章中，提到六座「逃城」，讓因誤殺成為難民的災民得著

食物、住所、供應和認識真理。上帝連誤殺者都眷顧，為他們設立庇護所，何妨是

被土地不公義的罪所傷害的草根市民或無家者，上帝在聖經曉喻我們接待漂流無家

的。約書亞記第二十章 1-9 節中，第 1-3 節論述「逃城」是以色列人甘心樂意建造

的。「逃城」於希伯來文源自「miqlat」這字，字根的是「接納」，就是「接納逃

亡者到自己的地方」或「庇護」、「藏匿」的意思。逃城的本意乃是「收容」或

「接納」逃亡者的城市，就是庇護的城市或庇護城。 

第 4 節指出「你們」要幫忙逃難者進入逃城：經文詳細列出躲入「逃城」的手

續和程序，令人有序可依。包括修補入城之路；清理所有障礙物；到處豎起「避難

所」字牌來引領正在逃難的愁苦人，而進城的人在長老面前說明自己的罪後便獲得

收留。最難能可貴是在逃難者被安頓後，既有安隱的住處，也由當地居民教導他一

門技能，讓他能供養自己，並使逃難者有機會學習，並與在聖工上受過專門訓練的

利未人進行交流。因此當利未人和祭司教導他有關耶和華的道時，這裡同時就成為

真正福惠的泉源（見申 17:8-13；21:5；32:9,10）。逃難者在此留到大祭司死掉，他

才可以返回自己的家鄉。 

此外，第 7-8 節提到六座「逃城」也顧及「原區安置」的意願。逃城共有六座，

河東和河西各有三座，而且是南、中、北部各一座。從這種分佈情形來看，可見逃

城的設置是非常公平的。無論你住在哪一區，附近總有一座逃城，逃難者不必走太

遠，便可儘快得到庇護，這也顧及逃離者惦念家園，渴望「原區安置」的意願。 

此外，逃城也有深刻的屬靈意義。第一個逃城名叫基低斯，是聖潔的意思，表

明主耶穌成為我們的聖潔。第二個逃城叫希伯倫，是朋友的意思，表明主耶穌是我

                                                 
40 同上，175-178。 



們在患難中的朋友。第三個逃城叫哥蘭，是喜樂的意思，主耶穌作我們永遠的喜樂，

除去我們一切的眼淚。第四個逃城叫拉末，是高台的意思，表明主是我們的高台。

第五個逃城叫比悉，是堅固堡壘的意思，表明主耶穌作我們的避難所。第六個逃城

叫示劍，是肩頭的意思，表明主耶穌擔當我們一切的軟弱。「逃城」不單代表主的

救恩，也為投靠的人帶來潔淨、友情、喜樂、高台、保障和軟弱的擔負。 

第 9 節講到「逃城」有分別為聖的用途，由聖職人員照管，這些逃城全屬利未

人的城邑，原本這些屬地是從百姓所得之地業中，撥出來歸給神，來讓利未人居住

的；故此，這些城邑是屬神的，也是神所特選的聖職人員的居所，他們自然成為百

姓所信任的領袖，必然會秉公行義而不會徇私。 

讓我們把以上經文分析應用到當下的香港社會房屋處境。詩篇 91:2：「我要論

到耶和華說、他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神就是

我們的山寨和避難所，教會也應為災民建立「逃城」。或許有人會質疑「逃城」是

收留錯手殺人者，然而，貧困者也有自身的惡習，被其他人的罪、城市和土地不公

義的罪所傷，但上帝多次吩咐把流浪的窮困人接到家裡（賽 58:7），按著「逃城」

的以上特點，上帝今天依然呼召我們擁抱他們，甚至為他們締造庇護所：交通方便

和原區安置。在庇護所讓他們學習一技之長，認識福音，得到牧養，更經歷因投靠

而帶來的被潔淨、友情、喜樂、經驗主成為高台和保障，終極成為門徒。 

2.6 牧養災民成為宣教士 

因此，從另一個角度看，「逃城」不單是災區，而是讓災民得聞福音，身份

改變成為門徒，成為城市禱告和作見證的人。我們需要用上帝尊榮的眼光來看待受

助者，看他們不單是災民，而是可以傳福音和帶來轉化的人。而 Dr. Ray Bakke 的

城市神學，給了研究者一個透徹的聖經觀來看城市工作，信徒和教會進入城市宣教

的跟據。「災民成為服侍者」也是一個很好的啟發，讓筆者看這些災民是能被轉化

的未來宣教士或領袖。然而，如何轉化災民成為服侍者，那就需要透過全人的服務



來轉化生命，設立「禧房」不單解民於困，更是會另類的門徒訓練場地。 

2.7 家是安居之所 

為甚麼信徒參與建造公義房屋如斯重要？因為沒有房屋就沒有「家！」上

帝期望我們有家才能有安居之所：「那時，我的子民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穩的住

處，不受騷擾的安息之處。」（賽 32:18）。浸信會牧師 Bruce Martin 在 A Theology 

of Home-fullness 一文中提到，關乎家的神學反省，要先思考家是為誰而設。按著對

人性需要來理解：所有的人都是按著上帝的形象造的。所有的人的生理需求，特別

是住屋需要都必須被滿足。41 

安居之所也同時隱含「家」的三個重要元素，裡面是包含著真理原則，並信

徒的參與角色。首先，「家」是接待和福音點，使徒行傳 18 章 26 節提到當時的使

徒在家中聚會，以家來接待信徒和旅客，家便成為福音不可劃缺的一部份。當我們

提到願主的國降臨，其實就是一起追求為所有人實踐「締造安全、可負擔和適合的

居所。」42 

第二，家是關乎歸屬和社區關系，不單是建築物，而家也是家庭所在所和

所繫之處（出 30-31，路 15:11-24）耶穌醫好病人，會吩咐人回家作見證(路 5:24-25, 

8:39)。 家可以是教會的社群圈或信徒聚集的社區，也有彼此照應的元素，例如耶

穌吩咐約翰照顧馬利亞，視她為媽媽，約翰就把她帶回家照顧（約 19:27）。可見

家是人的歸屬和社區聯系的重要單位。 

                                                 
41 Bruce Martin, A Theology of Home-fullness, CBWC Justice & Mercy Network, 

http://www.cbwc.ca/wp-content/uploads/2013/05/Theological-Reflection-on-Homefullness.pdf, accessed  

16th, September, 2016. 

42 Ibid. 



第三，家是一家有歸屬並安全的地方，詩 78:55「他在他們面前趕出外 邦人、

用繩子將外邦的地量給他們為業、叫以色列支派的人住在他們的帳棚裡。」可見主

給人的家是安全和穩妥的。43沒有房屋就沒有「家！」，很多以街為家的露宿者，

失去房屋就同時先去歸屬，失去平安，與社群失連，要到安頓下來，生命的轉化才

能發生，可見房屋和家是共存的生命重要基礎。 

可能是這個原因，耶穌也自比為無家者，祂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

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太 8:19-23) 祂取了無家的身份乃提醒我們要關懷

沒有家的人。在缺乏適足居所的世界，Willis Jenkins 這位倫理學者挑戰教會，在缺

乏房屋的世界，成為「創意的房屋締造者」Innovative Home-Makers。他補充說教會

需要以口傳和身傳的方式，展現上帝對家的心意是締造一個有恩典、歸屬和盼望的

地方。由此可見，教會關注的社區轉化，願神的國度降臨時，須一併考慮無家者的

「家」的需要 – 確保為每個按神形象創造的人享有一個安全、歸屬、愛的關系和

能負擔的「家」。44 我也會在第三部份介紹教會的創意房屋點子，作為香港教會的

借鏡。 

無論是教會或信徒，只要有能力，都要向貧窮人鬆手。若無法在土地管理上

踐行公義與公平，就會有一位毀壞者「使你的土地變為荒場。」（耶四 7）45  舊約

傾向於將財富視作上帝的祝福。然而，舊約亦提及財富的危險性，當富變人成「排

除其他人能夠共享」，那麼，擁有財富的人就會受到先知強烈的指責。事實上，舊

                                                 
43 Bruce Martin, A Theology of Home-fullness, CBWC Justice & Mercy Network, 

http://www.cbwc.ca/wp-content/uploads/2013/05/Theological-Reflection-on-Homefullness.pdf, accessed  

16th, September, 2016. 

44 Willis Jenkins, “Neighbourhood Ethics: Christianity, Urbanism, and Homelessness” Anglican 

Theological Review, 91:4 (Fall 2009), p 539-558. 

45 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土地神學》，戚時逝等譯（台北校園書房 2016），

295。 

http://www.cbwc.ca/wp-content/uploads/2013/05/Theological-Reflection-on-Homefullness.pdf


約非常重視財產之於社會所賦予的責任。46 

新約中，主耶穌提醒「凡為自己積財，在上帝面前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

（路十二章 20-21 節）而福音的美善在於願意犧牲財富，與人分享。「彼得就對他

說：『看哪，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祢，將來我們要得什麼呢？』 耶穌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這跟從我的人，到復興的時候，人子坐在祂榮耀的寶座上，

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

弟兄、姊妹、父親、母親、兒女、田地的，必要得著百倍，並且承受永生。』」

（馬太福音十九章 27∼29 節）凡是為神國和福音的緣故拋棄一切，那些人是有福

的。財富只在作為上帝的賞賜而加以接受和管理時，才是值得嘉許的。47 

使徒行傳提到「凡物公用」，教會認知到財產權屬於上帝，人只是托管的管

家，要按著神的心意來運用和擺上。教會要抗衡社會貪婪的罪，對「窮人」的壓迫，

透過宣告真理，以行動來釋放和庇護受壓制的人。如果今天是制度導致貧窮，那麼

教會更加要起來對抗不公義。 

當然有人會質疑，聖經的土地觀會否與今日的空間政治的關懷脫節，但有趣

的是，當我們看看今日民間的空間抗爭運動，便會發覺其背後的倫理關懷跟我們的

基督教信仰有很多不謀而合的地方。例如強調睦鄰生活的可貴、大自然保育的需要、

土地分配的公義、歷史價值的尊重及簡樸生活的嚮往，都跟我們的信仰相類似。48 

 

                                                 
46李建儒，《地與地與屋誰屬誰主？倫理神學觀點》，Jubilee 禧年經濟倫理文教基金會，

2015 年 6 月 30 日。 

47 同上。 

48 駱穎佳，〈空間政治：一個信仰的觀點（下）〉，

http://www.hkcidata1.org/database/sze/106/sze106-7.html#article，(檢索於 10/8/2016)。 

http://www.hkcidata1.org/database/sze/106/sze106-7.html#article


小結 

上帝關注社會的不公義，特別關乎土地。祂擁有全地，讓人以管家身份來按

著祂的心意運用，特別是按照禧年的公義和恩慈法則，可惜人類的貧婪僭越了上帝

之權，遂帶來無家和貧困，然而，上帝終極想我們有房屋和有家，祂為誤殺者都設

計了「逃城」，成為屬靈庇護所的曲範，今天，祂也呼召我們回應，同心締造公義

房屋。 

三、可行之方 –社會公義房 
 

「那時，我的子民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穩的住處，不受騷擾的安息之處。」 

賽 32:18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彌 6:8 

 

聖靈導向的教會有甚麼特徵？他們奉行禧年原則，變賣資產，以致信徒凡物

公用，「全體信徒一心一意，沒有一個人說自己的財物是自己的，他們凡物公用。

使徒大有能力，為主耶穌的復活作見證，眾人都蒙了大恩。他們中間沒有一個有缺

乏的，因為凡有田產房屋的都賣了，把得到的錢拿來，放在使徒腳前，照著各人的

需要來分配。」(使 4:34-35)。當時的信徒沒有單單指罵政府或等政府在政策上革新，

他們自己身體力行地實踐禧年的公平原則，讓當中沒有人會有缺乏。聖經的原則仍

能應用於 21 世紀的今天嗎？在追求土地利潤的同時，可以同時兼顧公義和恩典嗎？

禧年的均平理念仍能用於非基督徒主流的香港嗎？答案是可以的。 

3.1 教會曾經提供「房屋」 

過去，教會也曾參與扶貧和提供庇護房的善行。郭偉聯於《自保與關懷- 香



港教會的社會及政治參與》一書中提到約翰衛斯理及循道會的社會工作及其影響。

約翰衛斯理與其伙伴致力與「年青學生談道、探訪監獄、教導貧窮家庭及照顧一所

學校與一所牧區工作。」此外，「循理會又為有需要的人提供住宿、衣物及食物的

緊急援助，使社會最被壓制的一群得著容身之所  。」49 約翰衛斯理也從自已的積

蓄中撥款成立了一個「貸款基金」50，為有需要的人提供三個月的免息貸款…這能

讓低下階層不用到高利貸那裡借款，令他們不致被剝削至赤貧的地步。他也知道純

粹的賑濟並不能改變貧窮，他因而推動就業介紹的服務，為失業人士作職業介紹。

當他不能為失業者引入工作時｛或許有就業限制｝，他更曾嘗試在自己的「鑄造廠」

開設工坊，聘請十二人作紡紗工作，後來更聘請婦女作編織工作。51  

美國在「社會房屋」Social Housing 的提供上，種類繁多和勇於創新。以下，

筆者只介紹由教會牽頭發展的模式，每一種都有他們背後的神學理念，各有優勝，

並配合其社區發展的獨特地方，值得借鏡。十種社會房屋類別包括： 

1. 自助建屋 Sweat Equity: Self Help Housing 或仁人家園  the Habitat for 

Humanity Model。有點像使徒行傳的教會，家庭透過義工幫助、居民參與、

自助自決、政府低息貸款來在建屋之餘，共建信仰社區。 

2. 修復和重建房屋 Rehabbing Apartment Buildings, 發揮管家功能，用環保角

度來修復和重用房屋，目的是為貧困者締造適足的居所。以西結書

36:33-36 提到神重修重建城邑、荒場、荒廢之地的綠色理想，讓荒廢之

                                                 
49 John Gambold, “Letter to a Friend: Wrote about the Time when Mr. Wesley was in America,” 

printed in the Methodist Magazine, 1798, in A History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in Great Britain, vol. 4, ed. 

Rupert Davies, A. Raymond George and Gordon Rupp (London: Epworth, 1988), p.8.另載於郭偉聯，

《自保與關懷- 香港教會的社會及政治參與》(香港：宣道出版社 2014)，166-172。 

50 The Letters of John Wesley, 8 vols.,ed. J. Telford (London: Epworth,1931), 2:309-310. 另載於

郭偉聯，《自保與關懷- 香港教會的社會及政治參與》，169。 

51 郭偉聯，《自保與關懷- 香港教會的社會及政治參與》(香港：宣道出版社 2014)，169-

170。 



地仍得耕種，毀壞的城邑變得堅固而有人居住。終極讓未信主的人也知

道我─耶和華修造那毀壞之處，培植那荒廢之地。我─耶和華說過，也

必成就。 

3. 適切建築重用Adaptive Reuse, 著名的城市事工顧問Dr. Bob Lupton 會透過

重用監房或醫院來提供社會房屋。此模式帶有保育和救贖土地的屬靈意

義。 

4. 逆權擁有Tenants Taking Ownership；透過合法或非法方式去取得空置物業。

空置物業的同時有人無家可歸是不對的！St. Augustine提到「不公義的法

例本身就不能成為法例。」 

5. 混合經濟房屋 A Mixed-Use and Mixed-Income Model, 社區房屋的設計同時

適合有錢的置業和稍低下階層的租用，體現保羅所說，在基督裡，無論

猶太人、希臘人或為奴的都是一樣。(弗2:12-17) 追踪研究發現，那些搬

進這類社區房屋的家庭，學業和尋找工作上都有改進。 

6. 合作房屋Cooperative Housing；有點像台灣的信徒的「共生社區」：開放

和義工制、民主投票和擁有物業、經濟參與、平等貢獻及擁有資本、自

主和獨立、教育，訓練和資訊、協作、關注社區。當中會有聚會並實踐

團契生活價值。 

7. 同住房屋Cohousing；屬共住房屋，既有個人空間，也有很大的共用空間，

大廳、儲房、洗衣及娛樂設施。有點像青年旅舍。 

8. 員工房屋Workforce housing；公司為員工提供房屋。基督教大企業甚至提

供幼稚園、教堂、市場、郵局和健身室。員工的全人福址得著關顧，商

業目標和全人和靈性價值並行。例如中國的鎮泰有限公司。 

9. 社區土地信托Community Land Trusts；與筆者建議的「禧房」相似，由屬

志願機構背景的中介公司管理物業及租出。 



10. 社 區 主 導 ： 尼 希 米 建 屋 計 劃 ， Community Organizing: the Nehemiach 

Housing Strategy。集多間教會、異象領袖、資金、免息借貸、網絡來建

大型社區房屋，可達一千間。52 

以上參與的持份者有教會、發展商、商業機構、政府、業主、志願機構、保

育團體和社會企業，充份體會眾志成城的精神。 

在香港，教會也曾參與扶貧和提供房屋。尤其在五、六十年代，教會派奶粉、

辦學、開醫院。另外，循道、衛理教會在差會及海外救濟組織的支援下，積極參與

本地各種救濟及福利工作。其中較特別的，是為安置居住在山邊木屋難民而興建的

衛斯理村、亞斯理村、愛華村，以及安置大埔元洲仔漁民的愛德漁村。 

位於西貢對面海的「聖伯多祿村」於 1964 年建成，村民本來都是漁民。當

年颱風襲港影響生計，教會神父於是幫助他們上岸，向政府租地建成村子。初期由

明愛負責管理，向村民提供生活訓練。後來明愛將聖伯多祿村之管理業權轉交由村

民組成的「改善生活有限責任合作社」，成為香港其中一個只能住不能買賣的合作

社房屋。明愛西貢社區發展計劃現時仍會以顧問形式為村民提供支援，與合作社探

討村子的需要和未來發展。53 

教會為居民提供一個家、一份保護，真正成為愛鄰舍，成為社區的燈台。可

惜今天的教會，當目睹政府投放資源營運社會服務，就退下來，連為主作見證和向

貧窮人傳福音的使命都淡化了，更遑論作鹽作光，影響政府和社區，教會需要重新

按聖經教導來承擔社區的使命，特別是香港目前嚴竣的住房需要，不少草根階層困

在惡劣的環境內爭扎求存。 

                                                 
52 Jill Shook，A Theology of Housing As Stewardship and Mission Based on Making Housing 

Happen:Faith Based Affordable Housing Models，DMIN. Thesis, BAKKE GRADUATE UNIVERSITY, 

2007, 98-  

53  社聯頻道「房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6 年 9 月 15 日。 



3.2 協會與教會協作的房屋服務 

協會主要服務露宿者、面臨無家可歸及惡劣居所租客。協會轄下的宿舍設有

臨時收容位、短期宿位和中期宿位。六間宿舍合共 120 多個宿位，分佈於深水埔、

油麻地、旺角和屯門，三間收容男性，另外三間收容女性及家庭。 

協會與教會的協作有三種模式，第一類是教會的弟兄姊妹定期到宿舍作關懷

探訪、安排活動和轉介住客返教會。第二類是教會提供以上第一類服侍外，再加經

濟上的資助(人工和活動費)。第三類是教會在協會提供的物業內自行獨立運作宿舍，

包括聘請人手、籌募經理和管理。協會於屯門與青山浸信會合作，已成功訓練教會

全力接手管理宿舍，期望將來這間教會再訓練其他「新手」教會 – “Train the 

church to train the churches”。 

協會除了提供宿舍，也有外展隊定期探訪街頭露宿者，一些不適足或惡劣居

所租客，深切體會到推行社區房屋的需要，還居民一個住所，一個適足居所。最近

三個多月，協會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多次交流，社聯正多方倡議以上三類社

區房屋，詳見下面圖二。 

 

 

 

 

 

 

 

 



圖二 如何增加房屋供應54 

 

 

社聯就房屋供應的倡議分為三類，第一種是社會房屋 Social Housing，一個

在歐州的用詞，指到我們有責任和義務去照顧在住屋有需要的人。這裡，社聯建議

由住客參與管理，協會的長期宿舍也是用同類模式。第二類是過渡期房屋，包括改

建空置物業或於臨時用地建屋。若香港能仿效外國，容許將非住宅用途的空置地方，

無論是工厦或土地，經酌情考慮而獲批轉為過渡期住宅用途，無論 5-7 年，可利用

可重用的材料，以便用較短的時間搭建房屋。荷蘭的例子是搭建「貨櫃屋」於土地

                                                 
54 〈安居蝸〉，社情 Scenario, 第 52，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6 年 7 月，4。 



上，然後再交志願機構管理。第三類是「包租包管」計劃，由「社會房屋中介公司」

為業主包租及管理物業，有點像香港的「光房」。協會亦有用這類模式運作，只是

協會是志願機構，除了管理宿舍也要提供服務，偏重服務取向，與商業性質的「社

會房屋中介公司」不同。 

 

3.3「禧房」的內容及運作 

為何萌生「禧房」這個概念？今年，協會突然收到幾位業主想提供物業給協

會作宿舍之用，合作方法包括免租或平租。基於協會人手不足，我們只能於今年內

多開兩間宿舍。然而，無家可歸或蝸居惡劣居所人數龐大，協會需要思考新方法和

新出路，務求接收更多良心業主的單位，用作收容最有需要的草根階層。 

因此，我們於協構內部設立專責之組，實行探討新的方案 - 「禧房」。其實

它是結合「志願機構」、「良心業主」、「包租包管」和「社會房屋中介社區」四

個概念，並另外加入「地區教會」。所以用「禧房」作為構想的名稱，其定義是基

於以上禧年的神學觀念 - 信徒願意回應禧年的均平教導，為照顧弱少的一群，分享

所擁有的資產，無論是提供地方、金錢、人力關懷、專業意見或參與建設，均能在

自己的範圍內實踐土地公義，讓上帝的心意得著滿足。 

目的乃透過提供可負擔的禧屋；結合信仰與人際支援，改善低下階層的住

屋的質素。是項計劃會由四方組成，圖三簡單列出相關單位之間的分工及合作。 

 

 

 

 

 

 



圖三、「禧房」：協會、管理社企、良心業主及教會的四方協作 

 

 

發展初期，將由協會牽頭帶動整個協作，包括聯系社企有心人、良心業主和

社區教會等。其間，協會擔任顧問及聯系角色，成為中介來穿針引線，就三方面給

予專業意見，到各方之間能建立有效溝通時，協會便會淡出角色。 

 

(一)「社房中介社企」： 

1.1 鼓勵有心的信徒成立，透過社企這類非牟利組織，提供另類「包租包管」的物

業管理，吸引業主出租或免費提供物業，增加房屋的數量。 

1.2 同時為業主放租、收租、提供基本物業維修及法律支援等服務。 

1.3 並以低於市值租金承租物業，再轉租給低下階層租客，直至他們獲得編配上樓

或另外覓得理想居所。 

1.4 須持有地產代理牌照；有成功營運物業及社企經驗。 

1.5 包租單位須符合最低房屋質素標準；與地區上政府部門及社會服務機構建立關

係，為租戶提供或轉介社會服務；保證每月準時支付租金；提供租務中介服務(包

括簽租約﹑收租﹑指導租戶善用物業等等)；提供基本維修及家居保養服務；  

社房中介社企

管理物業

收人及收租

發展就業項目

協會

顧問(運作及住客支援)

提供地方

推動教會參與

良心業主

提供平租

或免費物業

出租前裝修及維修

地區教會

關懷隊

安排返教會

提供活動

禧房



 (二)「良心業主」： 

2.1 須提供至少三年年期的租約。 

2.2 認同社會房屋異象，共同建立健康的私人租務市場，為租客提供可負擔的適足

居所。 

2.3 租出或提供物業前先做好裝修及維修。 

2.4 跟據「逃城」，房屋的特點是交通方便和就近租客的社區。 

 

(三) 地區教會： 

3.1 教會領導層認同「禧房」異象。 

3.2 按「逃城」的模式，提供關懷、就業支援、牧養和門徒訓練。 

3. 3 注資「租金補貼基金」。 

 

(四) 租客：對象包括有緊急住屋需要的人士；經濟條件較弱(定義？)；需要接受

「社房管理社企」的住宿規章及其他服務要求；可接受共居的生活要求。 

 

3.4 挑戰與進一步探索 

「社房中介社企」與「光房」性質相同。只是接收的租客背景有差異。「禧

房」收容較低下階層的，不分性別，只要經濟條件較差，難於市場租到適足房屋，

甚至會面臨無家可歸或已露宿的租客。而「光房」基於考慮營運資金，則定位收容

單親婦女，是經濟較好，能負擔到租金的一群。 

「社房中介社企」，作為一間社會企業，如何在幫助經濟能力最低的一群，

卻又同時兼顧到營運的收支平衡，確是一大難題，設立「租金補貼基金」會是一個

出路，由教會或良心業主提供。然而，如何保證一間社企不「變質」，轉變收容經

濟較好的租客，以獲得更高利潤？或許社企的管理階層需要不同的持份者參與，以



作監察及平衡。 

此外，以上計劃仍屬初步構思，要收容最低下階層的租客，按協會經驗，大

部份背景都比較複雜，社企須於收人時作出專業的評估，並在管理上有高度的知識、

智慧和技巧，若然沒有社工介入，社企是否能妥善管理，須拭目以待。 

另一個探討課題是政府的角色 - 能否成為提供最多的社會房屋大業主。此話

何來？在 2014 年，全港共有 2,645,000 永久性住宅單位，家庭住戶則有 2,431,000，

換言之，約 21.4 萬個單位可能屬於潛在空置單位或正在市場放租中的單位。政府

可研究推行包租公計劃，以支援非牟利機構或社企成立社會房屋中介中心，為業

主放租、收租、提供基本物業維修及法律支援等服務，並以低於市值租金承租物業，

再轉租給長期輪候公屋的一般申請人及露宿者，直至他們獲得編配上樓。為了增加

包租包管的吸引力，建議政府會為業主、社會地產公司及租戶分別提供優惠或補貼。 

 

總結 

從外國教會參與社會房屋的經驗，加上香港教會過去的種種模式，可見上帝

呼召教會以房屋來帶出土地公義，擁抱困苦的人。這是祂心之所繫。而締造「禧房」

是急需和可行的，只要信徒願意回應禧年的均平教導，分享所擁有的資產，無論是

提供地方、金錢、人力關懷、專業意見或參與建設，均能在自己的範圍內實踐土地

公義，成為香港和世界的楷模和示範，真正作鹽作光，吸引更多同行者，更重要是

讓上帝的心意得著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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