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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 破損 的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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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手足
名叫 教 會

最近社會流行了一詞名叫『手足』，意思不單是視對方
為戰友，而是不可分割的一位，沒有了手腳就不能工作，不
可稱為一個完整的人。這些年來，教會與協會也像『手足』
般，關係密不可分。在這裡，很想與大家分享四個協會與教
會這位『手足』共同經歷的故事。

《成為祂的器皿》
這個聖誕，一班參加了由播道會恩福堂籌劃的「深化義
工計劃」（參與恆常板房探訪）的義工為老友記籌辦了一天
的戶外燒烤旅行。由準備到當天的活動，同工深深被義工的
認真和熱誠感動了。以下是部份義工在活動檢討分享會後的
感受和得著。
「最深刻的是那天有一位老友記叫我摸他心口的位置，
感受他的心臟起搏器，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個人造的心臟
是怎樣，謝謝他的信任。而這位街坊卻是第一位下車幫手拿
物資的街坊，不得不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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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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 破碎 的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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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自己不是太能夠毫無保留地接觸老友記，原來要我這個女人仔和這些男士相處確實是不容易，原來我也有
自己的限制。」
「我感覺到我們好像一個團契一樣，很開心能夠一起服侍。而最重要的不是當日的活動是成功或是失敗。最感動的
是我們在活動後再反思可謂真正與老友記同行，然後我們就在平安夜打破教會自己聚會的傳統，走到街坊的家中與老友
記一起唱詩歌。上帝的工作卻在這個時候發生，有一些板房街坊決志了！」
感謝天父，讓我們有如此真摯和坦誠的分享，而這些發現和感受拼湊起來的時候，就成為上帝打磨我們成為祂器皿
的機會了。

《風雨同路。活現耶穌的愛》
「他看見人群，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被人剝削，無依無靠，好像沒有牧人的綿羊一樣。」(馬太福音 9:36) 我們不
能只顧自己，也要顧及別人，教會也要牽頭做彼此守望的工作，就像耶穌看顧失喪的生命一樣。
協會的教會伙伴一向重視關顧貧窮人，特別是一班無家者。除了在各區恆常探訪、跟老友記建立關係、提供區內最
新福利資訊、派發適當的物資，更重要是傳揚福音，讓老友記跟上帝建立關係。
合作教會的積極參與也是讓我們讚嘆的，
他們的探訪工作總是風雨不改。記得有好幾次
遇上寒冷/酷熱天氣警告或是颱風，我們紛紛收
到教會的關顧訊息，了解當區老友記有否受影
響。他們甚至身體力行到老友記的休息地點或
庇護中心探望，希望提供即時支援。試想想辦
公室位於深水埗的我們，要同時在各區提供即
時支援實在是「遠水不能救近火」。教會的參
與能填補我們的服務缺口之餘，又可進一步走
出社區，關顧有需要的人。
盼望教會能繼續走到社區每一個角落，
一同守望一班無家者，同行牧養，活現耶穌的
愛。

《火裡共患難》
今年的10月初，長沙
灣的一個板房發生大火，
九戶板間房頓時成為灰
燼，而居民此刻成為了無
家可歸的一群。剛好，協
會日常的合作教會(循理會
恩成堂)有定期探訪這板間
房單位的居民。收到火災
的消息後，弟兄姐妹便與
協會緊密聯絡，商討支援
街坊的策略。
好幾個晚上同工和教
會義工們到南昌社區中心
探訪街坊。還記得第一次
到南昌社區中心的時候，
教會的姐妹帶著不同的物資到訪，街坊立刻露出笑容，因為在最徬徨的日子，教會義工記得他們，為他們帶來暖暖的
衣服。之後的日子，同工和義工到南昌社區中心與街坊開居民會。那時候，很多居民因為未收到政府不同部門的安置
措施而感到憤怒無助，義工和同工們就與他們一起商討向政府提出盡快回應他們的安置訴求。在最憤怒無助的日子，
同工與義工一起就著街坊的權益共同爭取。其後，不同的街坊也獲得安置並搬遷到屯門的臨時收容中心，更紛紛向教
會的義工報喜。
這夜，同工與教會義工一起到屯門的臨時收容中心探訪受火災影響的老友記，一如既往地老友記拉著教會義工訴
說心聲。回程的時候，老友記送義工搭車，在月光映射下的黑夜中，看見老友記和教會義工雙雙的背影，我想這就是
同行了。

《同心。同行。堅持》
協會為無家者提供服務30多年，除了一班同工以上帝愛貧窮人的眼光去服侍
老友記，同行的還有一班不離不棄的義工。
「我哋早已係陳伯（化名）嘅家人，每次相聚陳伯總係好期待，仲會預備好一
張張紙皮俾我哋舒舒服服咁坐低傾計，好體貼。」義工會心微笑的說。
「黃婆婆（化名）話我們就係佢唯一嘅家人。」義工眼泛淚光：「我點能夠放
棄探訪工作呢？特別係大時大節，我哋可以返屋企食大餐，咁佢哋呢？」
彷彿義工跟老友記已建立一份很深的關係，就是那種堅持不放棄的精神，日積
月累，讓他們由彼此不認識，老友記對義工半信半疑，甚至啟動保護機制，直至破
冰，打開心扉，到現在成為彼此的家人/同行者，一切都不容易。
義工成為老友記的同行者的同時，我們也不忘為一班義工好好加油，所以定期
義工聚會/加油站不可少。大家聚首一堂，談談探訪點滴，分享深刻事情，又可道
出難處，然後一同拆解，互相勉勵，一同守望。
看完四個故事後，想起一段經文：基督就像一個身體，有許多肢
體；雖然身體有許多肢體，到底還是一個身體。（哥前12:12）感謝上
帝，衪不單把我們連結於祂，更讓協會和教會能夠成為彼此的手足，最
後透過我們這些手手腳腳讓老友記也能聯繫於上帝。

生於亂世 有種責任 —
從「以 巴 衝 突」看 狹 縫 中 的 光 茫
蘇家文傳道
權力中的受欺壓者
1993年，以色列總理拉賓和巴勒斯坦解放組識主席阿
拉法特簽署了「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 通過成立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Palestinian National Authority)，並將西
岸及加沙地居分為ABC區。A區為完全由巴勒斯坦權力機
構的軍方管理，B區仍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理，但受到以
色列軍方控制，C區則屬完全由以色列的軍方管理，住著猶
太屯墾者(Settlers)，建立他們的社區，並於這些年間，不
斷擴張這些屯墾者地區。
「為什麼在和談進程中，以色列卻不斷擴展屯墾者地
區？」一位學者說。

以巴衝突
感恩，去年10月20日至11月2日，參加了由伯特利神
學院柏棋城市轉化中心舉辦的聖地考察團，再次踏足一片
我很愛的地土—以色列。行程中還去了約旦和埃及，共
與15位當地的學者、宣教士、團體交流，嘗試從不同角度
了解以巴衝突，一個長久以來備受國際矚目的議題。

特別深刻的一幕，是當旅遊車進入撒馬利亞地區(巴勒
斯坦管治地區)時，領隊請我們留意這裡的面貌和以色列管
治地區兩者的分別。看到落後的街道、雜亂骯髒的面貌，
心裡不禁戚戚然地問：「為什麼?」
「以色列只準我們用3G……」
「我們供水有限制……他們卻可以儲水」

從猶太人的角度來看，迦南地（現在的巴勒斯坦地
區）是上帝賜給他們的祖先亞伯拉罕、摩西、雅各的應許
之地，公元前約63年，羅馬人佔領迦南，並改稱為巴勒
斯坦，大部分猶太人離開巴勒斯坦，散居於歐洲和亞洲各
地。直至80年代，猶太復國主義興起，提倡世界各地的猶
太人返回巴勒斯坦，重建一個政治獨立的國家。經歷兩次
世界大戰及1967年六日戰爭至今，這片土地仍是充滿張力
及激烈的民族情緒。

「我和我的家人已經很久沒有見面……」
「我的家一天之內被剷平了……」
這都是從巴勒斯坦基督徒中聽到的分享，描述他們在
西岸及加沙地區的生活。也許，猶太人的錫安主義也使他
們成為欺壓者欺壓別人?

艱難中的「眼光」
在歷史發展的洪流下，如今巴勒斯坦基督徒在阿拉伯
人群體中可謂少數中的少數，然而，這「少數人」在民族
國家仇恨情緒中， 仍然堅持作和平之子，致力在巴勒斯
坦和猶太人中間作復和工作。可是，以巴衝突不斷，復和
之路甚具挑戰。伯利恆聖經學院的一位老師，在回應我們
問他對將來有什麼希望時，他靜下數秒，眼泛淚光的說：
「我們有的希望很少。我的學生是我的希望，你們來訪去
了解去關心他們就是我的希望。」我的眼淚奪眶而出。的
確，在戰火連連，你我為敵的境況下，堅持作復和工作，
談何容易？這時，我又想起我愛的香港。
上帝的揀選豈止一個民族？上帝的國度豈止一片地
土？除了嚮往到訪以色列這聖地，讚美和認識上帝奇妙救
贖之外，更要透過這地的歷史更深的認識上帝。無論是生
活在以色列還是香港，用心察看受欺壓的，幫助孤兒寡婦
貧窮人，就是回應上帝的心意。香港基督徒面對的處境，
雖然和巴勒斯坦基督徒不一樣，然而在過去大半年的社會

運動以至現在的武漢肺炎疫情之下，不難看見制度性的欺
壓，以及種種因為自由市場、經濟掛帥主義衍生出來的不
公和缺乏。巴勒斯坦基督徒看到復和的重要，我們香港的
基督徒又看見什麼? 在武漢肺炎疫情之中，教會在社區之
中的角色十分重要，感恩有不同的教會、義工願意在這段
時間繼續一起探訪，照顧患難中的孤兒寡婦、貧困人士，
在艱難中前行。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
家的人。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
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5:15-16)
未來，我們要繼續抓住香港現時社會狀況上一些狹
縫中的黑暗，讓光照進去，真實地在世界活現基督的光與
愛。於每個香港艱難的境況中，當我們願意成為少數中的
少數，因為看見神的心而堅持，將會轉化成很大的力量！
香港教會，願我們「看見」，加油！

以琳區
「你最寶貴」
聖誕聯歡活動後記
「感激基督帶領，恩典賜予我未停，日日服侍主我心歡喜！」
嘩哈哈~剛剛我們「以琳區」過了一個快樂有意義的聖誕，我們每年都會舉
辦聖誕聯歡會，今年有新突破，邀請了17位老友記義工參與在是次服侍之中，
以實踐我們以琳區「當家作主」服侍他人的理念，讓老友記興起發光！
為大家介紹不同的工作小組， 擔任傳菜的有一共9位義工，也是大大力的男
士，雖然是新手但上菜時「有板有眼」，而三位參演由唯獨舞台製作的話劇《和
氏璧》的老友記，由背台詞到演出也十分投入，然後到由老友記
及義工組成的「活石樂隊」出場表演，最後有以琳區獻詩小組為
大家獻唱「救主降生」，以歌聲為大家添上節日氣氛。
我們相信老友記生命轉化的過程需要耶穌基督的恩典和能
力，也需要有弟兄姊妹間的同行扶持及發展自己的機會。以琳區
這個家，就是讓每位老友記可以在團契生活中更多發現和發展自
己，復還生命的光采。
「我來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
盛。」(約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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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67

(恩福之家/以斯帖之家)

義工人數

58

49

申請及查詢

80

申請及查詢

70

教會義工人數

44

N/A

新入住人數

16

新入住人數

15

374

住宿人數

52

住宿人數

67

1,287

義工人數

12

義工人數

30

（二零一九年十月至十二月）
活動中心服務
總接觸人數

314

義工人數

40

總接觸人數

總服務人次 12,381

露宿者

302

總服務人次

1,686

事工報告

財政報告

（二零一九年十月至十二月）

（二零一九年十月至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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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資助

7

參與人次

參與人次

463

3.1 義工活動

514,650

捐款及籌款收入

2. 接待外間探訪
25

1,427,134

公益金

2,520

次數

HK$

支出

HK$

中心開支

454,553

福音事工開支

244,549

1,280,766

女宿舍開支

550,840

服務收費

396,596

男宿舍開支

718,424

其他收入

116,716

露宿部服務開支

462,462

惡劣居所服務開支

283,425

行政開支

328,385

服務發展*

158,222

3.2 舉辦活動

次數

0

次數

44

總收入

參與人次

0

參與人次

910

盈餘∕(虧蝕)

3,735,862

總支出

3,200,860

53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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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