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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太二十五：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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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破碎的家庭

重建破損的生命

重燃破滅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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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發展支出包括導賞、禧房及支持其他貧窮事工開支。

何偉圻 宿舍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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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幾位同工於4月參與由柏祺城市轉化中心籌辦的馬尼拉

考察團，在9天裡走訪了超過三十多個當地教會、組織和基督徒領

袖，學習當地城市轉化的經驗。菲律賓雖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

但整體經濟運轉的成果只集中流向上層結構⋯⋯面對國家因貧富懸

殊而衍生種種嚴峻的社會問題，當地信徒領袖如何迎難而上呢？

轉化社區內的屬靈氣氛

一個社區的地理環境與政治氣氛都直接影響著人民的心理與精

神狀態，人的適應能力未必能應付突如其來的壓力或威脅 — 有時

甚至超出一個人的感知應對能力。 

菲律賓天災不斷，貧民區的家園每每毀於一旦，居民的內心都

驚恐無助。而當地的信仰群體有感回應他們心靈的需要，便連結起

來到不同受影響的社區進行悼念儀式，與災區居民一起渡過哀傷之

路，重建社區災後的心靈。

本會為公益金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之會員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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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例子是近年菲律賓政府授權警方可當場槍斃吸毒者，法外槍殺團體也為得報酬而冒起

殺戮。短時間內，貧民區出現不少搜捕與擊殺的場景，不少街友都因不想被殺而前來教會的臨

時收容所尋求保護。組織者除了提供即時支援服務，更一同與喪親家屬面對難以釋懷的哀傷與

憤怒，走進靈性的黑夜中。

這些故事讓我們體會到社區中無可避免會經歷意外或創傷，但如果教會能主動觸摸社區群

眾，每顆受創傷的心都可以重新享受和體會自然、社會和個人三者之間的平安關係，這靈性層

面的轉化的確只有地區教會可做到。 

發現社區內寶貴的轉化資本

走進湯都區(Tondo)貧民窟，籠罩著那種在烈日暴曬下垃圾的強

烈味道。住在其中的是馬尼拉窮人中的窮人：與垃圾堆為伴、以加工

廚餘為糧，整個社區也充滿著無「家」的人。如何在這地區進行扶貧

工作呢？事實上如果只強調「解決問題」為本的角度去策劃，那就會

忽略了在社區早已存在的「資源」、「技術」及「能力」。

湯都區雖沒有理想的住處，但牧者帶我們看得到大部份人仍是有

家庭：父母日夜在垃圾堆中拾荒或外出工作、社區內的小孩與青少年

都在路上追逐或席地而坐的聊天、有長者邊背著孫兒邊為收集回來的

廚餘加工⋯⋯如果我們遠離環境缺失的視野，至少會發現區內的社會

關係相當豐富 (對比深水埗的基層面貌)，家人之間、人與人之間的社

區網絡都有著一種很強的連繫感與支援性。

而且，貧民窟的勞動人口有著一種對「城市垃圾分類與再造」熟

練的能力，如果教會扶貧工作能多對群體有透切的了解，掌握他們的

熱情、能力和有自信的地方，那扶貧的重點就是集中在這些已有的社

區資本裡發掘、開創和結連不同的資源投放與製造機會。

豐厚社區轉化的條件

以「與貧為伴」(Companion with the Poor)的事工為例，機構鼓勵社區工作者先住在

貧民窟中認識該區的在地文化，仿傚基督道成肉身，學習尊重其中的多元文化，不以專業自

居。這有助防止扶貧工作加強了當地居民被動、無力、及依賴外在援助的狀態。

接著是以兩年訓練期來培訓地區信徒領袖，持續地在不同的貧民窟中建立以小社區為

本的教會。我們有機會與當中的基層領袖對話，其中一位牧者從前也是以拾荒為生，但經驗

信仰後便積極參與裝備而走向其他貧民窟，將福音帶給其他基層人士。

同時機構積極在地區教會推行領導力發展培訓，使他們能夠建立自己的學校和其他社

區項目，如生計和社區藥店；也熱心參與於基層兒童教育和神學教育，目標是為不同社區締

造著一種具變革的社會運動，期望社區變得更加團結，為城市轉化儲備成熟的有利條件。

一家人露宿街頭

孩子每天也在工作

把床褥分拆循環再造

教會協助當地居民開辦士多

無家者面貌



結語

「困境愈大，愈是能訓練人

解困的能力。」我們從馬尼拉信

徒領袖身上看到的如此有力的見

證。我們有幸能夠常穿梭進出於

兩個不同的世界，便有責任為貧

窮人解開主流文化對他們的表面

理解，以屬天的眼光來看到他們

天賦的恩賜與能力，並與貧窮人

在社會系統中開拓一個天地，要

讓社會大眾驚訝上主是如何尊榮

與使用貧窮人為祂作工，這是我

們對城市轉化新的體會。

哪裡是你的居所？或許是你的房屋或床鋪，但對

於一群無家的朋友，目前的居所就是公園的長椅、街

中的一角、天橋底下的空地、快餐店內的座位，甚或

是心靈的深處。隨着城市急速發展，租金低廉的房間

漸漸消失，導致部分人無法承受高昂租金，香港現時

有超過一千名無家者持續面對無家的狀況。

美國南加州大學有一群學生從建築入手，希望紓緩洛杉磯露宿者的住屋問題，著力設計出簡單的流動睡眠空間。同工

借鑒與義工探討在社區落實該類空間設計的可行性，最終為一名老友記造出第一輛流動居所車以作暫時作息之所。流動居

所車是一款長方形可伸展的滑輪木箱，結合日間收納及夜間休息

的作用，老友記只要把內層木箱如抽屜般拉出來便能平躺休息。

「這輛車既檔風又堅固」阿蘇 (化名)興奮莫名地稱讚。對於

「朝桁晚拆」居無定所的老友記來說，能有一處安身的地方已感

到欣慰。阿蘇更堅持支付數千元以分擔製作流動車的開支，他說

希望更多無家者也可以受惠。老友記之間能有這份同理與無私實

在令人感動。

無「家」的處境除了是因為個人際遇，也涉及不同制度的拉

扯。 作為社會的一分子，即使在街上「生活」，也經常面臨被

驅趕、清理、歧視。政府至今仍未有「無家者友善政策」保障他

們。難道他們就不是社會的一份子？難道他們連渴望得到基本尊

嚴和安全感也是奢想？

小資訊

菲律賓人口高達1.1億(名列世界前12名)，是亞洲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國家，但不是所有人民都能平等地享受到經濟成長的成果； 前10%的富人擁有全國33%的財富，有2/3人口務農維生；而近1/3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且有超過210萬介乎於5至17歲的童工。 國民年齡中位數是24歲，擁有龐大的青年勞動力，每年海外國人匯回菲律賓的外匯超過200億美金。 

在首都馬尼拉，有約 500 萬人口散居在不同的貧民窟中， 約佔當地人口40%，其中湯都區 (Tondo)最為擁擠，也是世界上發展最低的地方之一。 然而，位於馬尼拉另一端的馬卡蒂 (Makati)則號稱菲律賓的華爾街，有著不同的高檔生活文化， 背後的貧富差距極大。

「五星級」「五星級」
HOMESNAP

的家

老友記初體驗流動居所車



阿祥是外展同工認識十多年的老友記，天性樂於助人的他卻容易動

怒，以致與家人關係破裂、沒有來往。當年他做生意蒙冤入獄，一無所

有。回港後接觸到協會，在同工及魯傳道陪伴、開解及幫助，決定相信

耶穌。信主之後，阿祥時

常參與聚會，學習關心別

人，時常跟同工探訪露宿

者。他現在一反過往易怒

的性格，能柔和平靜地面

對無理指罵。他也經歷到

與家人關係的復和，現在

時常跟媽媽飲茶，妹妹也

十分高興和支持他受浸。

復活的生命 在於協會同工、義工而言，剛過去的復活節不單是紀念耶穌受死、埋葬及復活

的日子，我們更見證了三位老友記當天在不同堂會受浸，展開新生命的一頁。

Christy復活節當日，恩福之家同工、義工、婦女

及孩子一行十多人浩浩蕩蕩來到參加舍友Christy的浸

禮，一同見證及分享她的喜悅。Christy多年前已認識耶

穌，但覺得神與她沒有太大關係，去教會只是例行公

事。直至去年，家庭發生了變化，Christy不得不帶著幼

子入住協會家舍。她曾表達第一天踏入家舍門口，看到

門牌上的經文「願袮晝夜看顧這殿，就是你應許立為

袮名的居所⋯⋯(列上8:29)」，心裡立時感到很平安，

深信神親自為她和兒子預備一個安身之所。當晚，她亦

嚐到久違了可安睡到天亮的滋味。這段看似一無所有的

日子，卻讓Christy經歷上帝的真實，由合適的居所、工

作、教會、小組、同行者，到為兒子找合適的學校、功

課輔導⋯⋯等，主的供應實在超乎她所想所求。

李婆婆是外展

隊接觸到的街坊，朋

友不多，獨居於不足

30尺、且充滿木蚤的

板間房，蚤患令她經

常難以入睡。過去因

家庭和文革時期的經

歷，使她對人感到失

望、對信仰也有點抗

拒。但是義工定期的

探訪與陪伴慢慢地建

立了與李婆婆難得且

珍貴的友誼，甚至她

願意應義工邀請參與

教會崇拜聚會。在某

一次探訪中，李婆婆更決志信了主，她表達：「很奇妙，

這個耶穌在二千多年前說的話到今天仍然能進入人心！」

雖然李婆婆有段時間暫停了返教會，但不久後李婆婆向義

工表示有朋友帶她參加另一間教會的聚會，開始上主日

學，還自覺參與教會一些事奉，更在今年的復活節受浸正

式加入教會。我們看到她多了喜樂的笑容，更常常感謝天

父，生命真的有很大轉變。

「2006年開始認識阿祥，目睹

他經歷人生起跌，面對情緒病，在痛

苦、驚恐、自殺等的折磨，也看到他

在跌碰中體驗神的愛。十三年後在復

活節的這一天，當他穿著浸禮袍在眾

人面前舉起手，認定一生以主為主的

那刻。一直陪伴他的同工，除了一份

難而言傳的喜悅外，同時見證了主如

此堅實的愛和對人不離不棄的心。」

「回想一路上主如何細察Christy與兒子的

需要，在大小事上都照顧供應，當她感到委屈

的時候為她伸冤，當她感到徬徨的時候堅固

她的腳步，當她感到孤獨的時候為她預備同行

者。今天，看著在台上分享見證的Christy，分

享從無走進豐盈的生命見證，立志未來要委身

服侍主，她的生命處處都有上帝的足跡。」

「過去多年的探訪事奉，我渴望看見神在無望的

社區中賜下一點愛，每次出隊渴望發現神的作為，渴

望看見神在無望中賜下盼望，提醒自己要做一個傳盼

望的人！感恩當中與老友記建立了友誼，也感恩有一

班隊友同行，事奉實在是蒙福的！」

周姑娘外展督導

葉姑娘宿舍主任 Mandy義工



3月5日我們捉緊新春節慶的尾巴，聯同飲

食福音團契(下稱飲福)的專業團隊在活動中心

辦了一場共八圍的美味春茗。當晚，來參與的

街坊多達70人，不少是相約同屋鄰居一齊來盡

興。感謝飲福不單把平平無奇的活動中心認真

佈置成餐廳，更大展廚藝，煮出一道道佳餚，

金腰玉環(蝦膠冬瓜卷)、年年有餘(原條沙巴龍

躉)、闔家團圓(蠔王炆鮑魚)等等，在座街坊食

得無不津津有味。

同場還有活石樂隊成員浩揚(前服務使用

者)分享他的生命見證，以他與父親關係的經歷

在春茗上分享家人團圓的不容易。我們希望，

能與街坊分享的不單是美食，還有那份

對他們的重視，讓他們感受到被尊貴

地接待，與他們分享共聚的珍貴。

活動中心門外，樓梯傳來奇怪的腳步

聲和呼吸聲，原來是 DognLife 兩位「生

命導師」高妹、次子來探訪老友記。狗兒

加上牠們主人的從旁導引，與老友記開展

了很特別的生命相遇。

3月19日和29日的活動，高妹、次子

這兩位全場焦點，跟老友記共處了兩個不

一樣的下午。大家學習認識牠們的愛好，

以牠們喜歡的互動相處。由遠望觀察，至

嘗試接觸、開心餵食、探索玩耍，進程都

來得自然順暢，彼此慢慢加增互動、認

識、信任和喜悅。

也發現，平時比較沉默、木訥的老友

記，有的突然笑咪咪地跟狗兒玩耍著，有的突然滔滔不絕地談起他們曾經和狗兒相處

的故事。而狗和人共通的流浪經歷，似乎也讓他們產生莫名的連結與共鳴。

兩次活動完結，但最近平時沉默的老友記竟追問：「高妹、次子幾時再來？」看

來，生命似乎是被影響和改變了。

《特別的生命相遇》

《天國的筵席》



收入支出表

收入 HK$ 支出 HK$

政府資助 1,429,212 中心開支 295,293

公益金 499,650 福音事工開支 223,483

捐款及籌款收入 2,602,017 女宿舍開支 541,000

服務收費 359,105 男宿舍開支 685,679

其他收入 61,770 露宿部服務開支 473,125

惡劣居所服務開支 268,504

行政開支 403,524

服務發展* 136,900

總收入 4,951,754 總支出 3,027,508

盈餘／(虧蝕) 1,924,246

您 的 回 應

姓名：  　通訊編號 (如有)： 

電話： 　電郵：  

 邀請協會作事工推介／講道（於主日或團契等）　　  參加「深導行」社區導賞活動　　  到訪協會活動中心

教會/團體名稱 ：   

教會/團體地址 ：   

第一選擇日期：　　　年　　　月　　　日，時間：　　　　　　　第二選擇日期：　　　年　　　月　　　日，時間： 

 索取事工介紹單張（ 　　　　份）或/及通訊（　　　　份）

登記/更改通訊方式：

 更新郵寄地址，新地址為：   

 接收/更新電子通訊，電郵為：   

 停止接收通訊，原因：    （可選擇多於一項）

奉獻支持協會事工：

【支　　票】	請用劃線支票，抬頭寫「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或「CHRISTIAN CONCERN FOR THE HOMELESS ASSOCIATION」

【自動轉賬】	請與會計部同工聯絡領取自動轉賬授權書或自行於本會網頁下載。

【現　　金】 奉獻可直接存入本會在香港匯豐銀行之來往戶口，賬戶號碼：A/C 144-264496-001，請將存款收據連同姓名、電話及 

地址寄回本會，以便記錄及簽發正式收據。

【網上捐款】 請登入本會網址，於主頁按「捐款／Donation」，以PayPal作網上捐款。

附註：捐款總額港幣100元或以上，可憑本會收據在港申請認可慈善捐款稅項扣減。《特別奉獻需註明》

感謝您參與及支持無家者事工。

服務報告
（二零一九年一月至三月）

事工報告 財政報告
（二零一九年一月至三月） （二零一九年一月至三月）

外展服務

惡劣居所
住戶

露宿者
(晚間及深宵隊)

出隊次數 26 65

義工人數 60 62

教會義工人數 47 N/A

總接觸人數 365 402

總服務人次 1,144 1,337

活動中心服務

總接觸人數 284

義工人數 26

總服務人次 9,435

女士宿舍
(恩福之家/以斯帖之家)

服務查詢 105

新入宿人數 19

住宿人數 41

義工人數 11

男士宿舍
(豐盛之家/恩典之家/ 

亞杜蘭家舍)

服務查詢 71

新入宿人數 13

住宿人數 63

義工人數 22

1.	異象分享會/事工推介

次數 13

參與人次 540

2.	接待外間探訪

次數 27

參與人次 542

3.1	義工活動 3.2	舉辦活動

次數 3 次數 51

參與人次 35 參與人次 756

*服務發展支出包括導賞、禧房及支持其他貧窮事工開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