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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 破碎 的 家庭

重燃 破滅 的 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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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善珩 助理外展主任
民間蝨況，不容忽視
在日常出隊探訪的晚上，義工們打開板間房街
坊的房門，再仔細看看既狹窄又局促的房間裡，不
時發現一隻隻呈扁平卵形及淺啡色的木蝨在佈滿一
道道血跡的白色牆上緩緩地爬行。當我們與街坊打
開有關木蝨的話匣子時，最常聽到這幾句：
『習慣了，都無話咩辛苦。』
『都無錢，又搬不了其他地區，有時都只可以
M記睡。』
義工和同工們聽見也只好無奈嘆息。
蝨患是香港正面臨的公共衛生問題，雖然木蝨未必具傳染性，但吸血蝨可令人致敏，皮膚發炎。木蝨生命週期可維
持一年。由於雌性成年木蝨每次產卵1-5枚，一生可以產卵200至500枚，7至17天便能孵化，因此木蝨問題可迅速蔓延擴
散。根據中大滅蝨研究行動組的研究發現，木蝨問題分為低度、中度和嚴重程度，而板間房內的蝨患情況為嚴重程度，木
蝨雖能受控，但極難根治，而木蝨也可能在社區擴散，危害公共安全。
本會為公益金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之會員機構
總編輯及督印：羅瑞雲
編輯小組：陳文珊．李善珩．黃天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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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 破損 的 生命

優惠級

2019年8月

轉化環境 轉化生命
早前協會與中大滅蝨研究行動組合作，到板間房收集蝨
樣品，亦與「建。祝義工隊」、「世壯環境及蟲害管理」以及
其他義工一同免費協助兩戶板房街坊滅蝨和更換傢俬。陳伯是
其中一位受助街坊。這天我們再次探訪陳伯，他欣喜地帶我們
看看剛剛完成滅蝨工程的房間。他使勁地向我們分享當天行動
組義工如何替他的房間滅蝨，也自豪地分享自己滅蝨的心得。
同工回想當初探訪陳伯時，他對我們的探訪有所顧忌，不太願
意與我們交談。這次再度探訪陳伯，他也願意打開心扉與我們
接觸，還主動關心義工和同工的狀況。陳伯提及滅蝨後他的睡
眠質素和心境也得以改善。同時，他也不需要擔心到茶樓時因
在衣物上有蝨而受到其他茶客的歧視。從他的眼神和笑容，我
們看見這次的滅蝨行動不單實際地改變了老友記的居住環境，
也改變了老友記的自我形象，並讓他更開放地接觸社區人群。

展望未來，推動改變
提及未來的展望，參與中大滅蝨研究行動組成員及兼任
中大生命科學學院退休教授趙紹惠博士回顧在參與行動的過程
中，資源的缺乏限制了滅蝨行動的發展。她提及不論在研究或
前線服務上其實也需要多方繼續投放更多資源，讓滅蝨技術能
夠提升，加強社區教育，才能有效控制蝨患。在政策方面，關
愛基金未來擬向低收入劏房戶提供一筆過津貼改善居住環境，
包括滅蝨。不過有居民反映單次性和個別性的滅蝨根本未能解
決社區性爆發的公共衛生問題，只有政府在政策上作出介入和
多部門的支援才能有效解決問題。引用趙教授的鼓勵：『只
有堅持爭取，堅持研究，堅持服務，社會才會進
步！』，或許滅蝨一役，還有慢慢長路，但願我們
繼續堅持帶著基督的愛，進入人群，與街坊一同對
抗蝨患，改善環境，轉化生命。

HomeSnap

無家者社群的
社區營造概念
馬嘉俊 項目主任

社區營造是居民透過持續關注
共同面對的社區問題，一同想象應對
的方法；過程中居民會互相緊密地連
繫，彼此為改善社區福祉出力。
今年五月我有幸與幾位香港的社
區工作者到台北考察，相對於香港，
台灣的社區營造較為成熟，能夠引發
不同持分者的參與，帶動社區實踐由
下而上改變，期望考察能為服務注入
新元素，為無家者朋友建立更理想的
社區。
這次我們考察了多個社區營造項
目，各項目均有不同的運作向導。例
如舊街區的古風里本來是居民關係疏
離的長者社區，名為「古風小白屋」
的項目活用社區閒置用地，建立據點
與居民分享維修工具，定期為居民舉
辦木工工作坊，不但使之成為親子活
動，更吸引隱蔽獨居長者投入參與，
成功用維修學習把人連繫，用分享拉
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而「芒草心」
就是培訓無家者的代表，以人才培育
形式訓練無家者成為導賞員，協助他
們重拾自信、與社會重新連結。接待

我們的導賞員強哥曾混跡黑社會，離
開黑道後因無法融入社會而變成街
友。得到「芒草心」的引薦下，強哥
完成萬華社區大學的導覽課程，成為
第一位台北的街友導覽員，得到新身
份認同。
這些考察經驗啟發我思考如何
推動在香港的社區營造工作，得以促
進無家者能夠重新融入社區和改善生
活質素。無家者在社會和人際關係中
都經歷著被邊緣化，失去了正常的支
援網絡。他們因著家庭、個人因素和
際遇等，鮮有獲得正面的認同；有的
欠缺一個能被肯定的工作場景，或因
著年紀和體弱的緣故不能工作，與社
會的連接關係薄弱。要讓無家者重新
融入社會，我們需建立為無家者而設
的「棲地」－一個具包容性的發展平
台，尊重他們可以自由進出作為恢復
和適應社會的空間，同時給予他們能
夠持續參與的自我實踐。
無家者社群性質廣泛，有露宿
者、臨時宿舍朋友和惡劣居所居民，
他們各自面對的生活議題都不盡相

同。我們需要針對社群的獨特需要，
透過與不同的關注者如專業人士和教
會的多方面協作，善用各方的資源和
優勢回應無家者的社區需要。這協作
不僅是資源再分配，更是讓關注者能
夠看見、接觸並理解他們所面對的困
難，為本來被邊緣化的社群重塑社區
關係。
社區營造是展現公民力量的過
程，透過組織與人才串連，使社群變
得更有生命力。盼望大家能成為同行
者，在持續的關注和參與中，為無家
者創造更大福祉的社群生活；進而開
展論述和發揮影響力，為無家者爭取
更多社區友善權益。

施慧玲 高級項目主任

「禧房」異象及經驗分享會

百合之家葉淑儀姑娘指
出需要透過關懷探訪等
行動來與「禧房」住客
建立關係

簡報
分享會於7月13日順利舉行，由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主辦，並由青
山浸信會、柏棋城市轉化中心、城市睦福團契合辦，讓參加者對「禧房」
概念和營運模式有更多認識。「禧房」鼓勵良心業主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廉
價的房產；同時也鼓勵教會參與，運用這些房產來安置、牧養基層或家
庭。分享會除了向身邊的人或教會分享「禧房」事工的異象：讓更多人參
與這個跟隨天國價值的運動來顛覆主流「賺到盡」的價值。更有不同曾參
與營運或受助於「禧房」的嘉賓作分享。詳細內容可見「時代論壇」的報
導（註1）

睦福劉幗芬女士表示
營辦「禧房」中看到
恩典處處

總結：處處見神工
在有限的宣傳時間下，是次分享會共有81位來自不同堂會的參加者
出席，實在是神自己動工並吸引人來聽祂的訊息。有義工在網上寫到：
「雖然近期有重大緊急議題要跟進，但也不要忽略其他的重要議題。土地
公義是其中之一」。同時，有九成填寫了回應的參加者，均表示透過是次
分享會能認識禧房異象及運作，並明白神對貧窮人的心意、教會在地上的
角色和香港的房屋議題。當中更有超過八成回應的參加者願意就「禧房」
有更多的承擔，包括分享「禧房」異象和參與禱告。

協會羅瑞雲女士向會眾介紹「禧
房」理念及運作模式

進程與方向
協會在2015年開始營運「禧房」，至今已有4間「禧房」。去年，城
市睦福團契加入營運，並已開辦2間名為「睦屋」。協會在整個推動過程
中發現大部份教會都認同禧房異象，只是對於管理房產極多憂慮。故此，
協會今年初出版了「禧房錦囊」（註2）與外界分享「禧房」異象及詳細
的營運操作，並默默連繫認同此異象的伙伴成為「禧房網絡平台」，冀望
能由「禧房網絡平台」協助管理「禧房」，讓教會可專注做關顧及生命轉
化的工作。這樣有助有心參與的教會一齊以房屋來服侍有需要的群體。目
前，「禧房網絡平台」仍在籌備中，需要不同的專才，包括：管理物業、
地產、法律各層面。協會是一間小型機構，無法一力承擔，故此，期望透
過連結相同異象的伙伴，建立「禧房網絡平台」，以致能服侍更多有住屋
困難的基層人士。如果您對「禧房」有任何意見、提議或想參與的部份，
歡迎與負責職員施慧玲姑娘聯絡。

教會義工及「禧房」住客分享關係建立的點滴

備註：
「禧房」：有信仰元素的過渡性 註 1 ﹣
房屋；「禧房」是借用了聖經裡 有關報導：
「禧年」的均平原則，鼓勵業主
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廉價的房產；
同時也鼓勵教會參與，運用這些
房產來安置、牧養基層或家庭。

註2「禧房錦囊」電子版

業主楊其輝先生分
享憑信心將物業租
出作禧房的經歷.

譚司提反牧師鼓勵教會
按聖經價值勇於回應

陸蔚儀 實習社工
這個春天，十多名無家者協會的老友記透
過參與「同深童行夥伴計劃」，與數十名來自
香港扶幼會則仁中心（小學部）的小學生進行
了一系列的活動，開展了一場有趣而有深度的交流。
「同深童行夥伴計劃」由三月開始招募，直至七月中暑假完
結。則仁小學是一所專為有學習障礙及情緒行為問題的學生服務的
學校，大部份的學生需要離開家人，接受學校的寄宿服務。在四個
月的相處時間中，老友記和學生分別到訪學校，體驗校園生活，亦
會一起外出燒烤，參觀生命歷情體驗館等。由輕鬆的相處玩樂，至
開始走進大家的生活群體，了解對方的生活處境，到
體驗生老病死的歷程，分享對生命的體會，都是一個
個深刻的生命交流。

「我好掛住屋企人……」
第一次老友記和學生出外的燒烤活動中，輝仔
（化名）坐在長椅上，放聲大哭，不願意集隊，也不
想拍大合照。旁邊的同學告訴老友記不用理他，因為
他太想念家人，每天在宿舍也會哭。第一次看見這個
情況的老友記卻很擔心，想盡法寶安慰他。芳姐在袋
中找出一粒糖，遞上前，結果還是不奏效，輝仔還是
哭著跟老師離開。
相隔兩星期，又一次在學校的活動中，芳姐再次
遇到輝仔，這次輝仔卻帶著燦爛的笑容迎面走近。「芳姐，早
晨！」原來輝仔記得，雖然上次離開時哭著未有回應老友記，
但老友記對他展現的關懷他一直放在心上。「你的笑容好漂
亮！要多點笑啊。」芳姐笑着對輝仔說。「知道。」自始，輝
仔的笑容從未離開過，一直燦爛。

「真和我想像中的不同……」
老友記彬曾於小學任職老師，在他的印象中，小學生都是
很難相處，甚至會盡辦法欺負老師。「宜家班學生好難搞架，
你哋班學生係咪都有問題？」在計劃的活動簡介會中，彬這樣
問到則仁的負責老師。雖然對教育和陪伴學生很有抱負，但礙於過去的經驗，彬依然對現在學生的印象很差。然而，在一
次到訪學校的體驗活動中，參與學生的週會，彬看見學生在台上有條理、有秩序地發表意見，老師又對學生發言表現尊重
和了解，彬有一番新的體驗。「原來老師可以如此尊重學生，學生也能夠做得好好，真和我想像中的不同。」週會後，彬
向學校借了幾個羽毛球拍，主動邀請學生嘗試挑戰「花式」，連學生也玩到不捨得離開。有時，我們被過去的經歷限制，
但當離開想像的框框，風景原來更美麗。
計劃的第一階段完結，正期待開學後第二階段的開展。在過去短短四個月的相處中，收穫比想像中豐富。簡單的活動
是讓兩個群體相處的土壤，然而真心的了解、關懷，卻是當中最美的好種子，種植了信任和愛。

服務報告

外展服務
惡劣居所
住戶

(晚間及深宵隊)

女士宿舍

出隊次數

33

52

(恩福之家/以斯帖之家)

義工人數

63

66

服務查詢

125

服務查詢

44

教會義工人數

46

N/A

新入宿人數

20

新入宿人數

18

350

住宿人數

54

住宿人數

65

911

義工人數

12

義工人數

23

（二零一九年四月至六月）
活動中心服務
總接觸人數

282

義工人數

22

總接觸人數

總服務人次 10,137

露宿者

321

總服務人次

987

事工報告

財政報告

（二零一九年四月至六月）

（二零一九年四月至六月）

男士宿舍
(豐盛之家/恩典之家/
亞杜蘭家舍)

收入支出表
收入

1. 異象分享會/事工推介
次數

5

參與人次

94

政府資助

45

參與人次

779

HK$
328,388

514,650 福音事工開支

捐款及籌款收入
服務收費

次數

支出

1,357,321 中心開支

公益金

2. 接待外間探訪

3.1 義工活動

HK$

218,072

1,039,218 女宿舍開支

423,380

397,925 男宿舍開支

655,089

其他收入

63,052 露宿部服務開支

3.2 舉辦活動

次數

2

次數

43

總收入

參與人次

27

參與人次

602

盈餘／(虧蝕)

466,197

惡劣居所服務開支

229,513

行政開支

369,176

服務發展*

137,789

3,372,166 總支出

2,827,604

544,562
*服務發展支出包括導賞、禧房及支持其他貧窮事工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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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取事工介紹單張（

份）或/及通訊（

年

月

日，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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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