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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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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期通訊

Man(何志文)項目主任、
Carmen(蘇家文)傳道

『黎生，有無雙人房呀？有兩位朋友急住入住架！』

『Anthony，今晚會安排個老友記入住你旅館，女士

嚟架！』

『Vina，麻煩幫我哋預備一間八人房吖！』

幾位民宿及賓館負責人收到協會同工的電話後立即以

行動回應。

回想過去幾個月，經協會外展同工探訪，又或是經社

署同事轉介，需要安排入住緊急短期民宿的朋友，已超過

70人。入住人士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麥難民」：因應

麥當勞在疫情影響下，暫停24小時晚市堂食服務，以致原

以麥當勞為家的老友記，突然不知所措。第二類是「疫難

民」：因為疫情關係，所以不能往返國內屋住，中港兩邊

走的人。因為他們沒有可能兩邊都隔離十四天，亦難以負

擔隔離所需要的幾千元費用，更何況香港的昂貴租金？最

後在無可選擇下只能露宿，待通關後回家。

這段時間，民宿及賓館確實成了協會的強大支援。而

這幾間有份參與短期民宿/賓館計劃項目的負責人，他們很

明白老友記在疫情下的住宿需要及難處，除了為老友記安

排住宿外，也以優惠租金租給協會。當中甚至有一位民宿

老闆願意為部份「麥難民」提供3個月免費住宿。還記得四

月份首位入住尖沙咀民宿的女性「麥難民」，當她取了房

間鎖匙那一刻，哭了出來，她說：「從沒想到有人願意給

我房間居住。」在場協助她入宿的同工及民宿負責人聽罷

都大為感動！─疫情下緊急住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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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婉婷．黃天祐 印刷數量：2,200份

ccha.hk

*服務發展支出包括導賞、禧房及支持其他貧窮事工開支。



甚願我們能學習及實踐聖經的教導：「因為我餓了，

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

住。」(馬太福音	25:35)	祝福所有流離失所的人都得到安

穩歇息的地方。

至於一班「麥難民」及「疫難民」在這幾個月之後，

又起了什麼變化呢?	由一無所有的他們到今天……

每一位入住民宿的朋友，我們都會與他們訂計劃，按

著他們不同的需要制定目標。他們都知道民宿的住宿期很

短，所以特別珍惜這段日子。在這幾個月的觀察中，他們

確實付出了最大努力及堅持，無論是需要搵工作，儲錢，

休養身體，學習與人相處等等。其中有一位剛入住民宿且

失業的老友記，因長時間在麥當勞坐著睡，以致腳和身體

都不好，但因可以入住民宿的關係，幾個月後他身體已有

改善，還找到保安工作，最後，還可以自己租到屬於自己

的地方居住。

又有一位老友記願意將賺來的每日工資500多元儲起一

半，每星期將儲起的錢交予協會同工幫他做儲蓄。不經不

覺這幾個月已儲了一萬多元！不得不提的是這位老友記以

往是有賭錢習慣，現在卻認真地為自己的未來打算，實在很欣賞

他的堅持和改變。

本來這只是緊急短期民宿的計劃，但我們發現很多老友記的

目標進度非常理想，無論是他們的共住方向，福音的佈道工作或

入住協會宿舍等等！所以啟動了民宿2.0計劃，讓這班老友記可以

繼續中、長期的生活方向和計劃。

社運、疫情下的經濟不景中，民宿就如一個中途急救站，讓

他們疲累、患病的身體可以休息、復原。前路無助的景況找到前

進的方向，孤單的心靈找到倚靠。民宿服務模式的誕生和發展全

是我們計劃以外的，神在舊約以色列的被擄困境中，宣告救贖的

訊息，以賽亞書55章8節耶和華說：「我的意念不是你們的意念，

你們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新譯本) 的確，在人看來的壞

事，在神的手中卻成了美事。除了得到即時住宿的安排，透過教

會以捐獻及關懷探訪參與，入住民宿的人體會到恩典與愛，並有

聽福音相信主的機會，而且還經歷到他們生命的改變。我們雖然

可以計劃明天去做什麼，但唯有神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我

們的意料之外卻是祂的掌管之內，只要每一步用心跟隨神去走，

祂必會指引我們。這個過程充滿著我們和神的互動，因為祂是一

位到今天也活著的神。這是多麼美好的服侍喔！



天祐 (黃天祐) 資訊科技及傳訊主任

每逢中秋前一兩個月，總會收到不少老友記致電詢問「今年幾時有中秋飯

食呀?」除了能到酒樓吃一頓較為豐富的晚餐外，我更相信他們每年都渴望與

幾百位老友記及同工義工像家人般歡度佳節，正如同工所期盼的一樣。

今年我們早於五月領受了在中秋晚宴傳遞從神而來、將「平安」帶給老友

記的信息，也開始四處張羅酒席。可惜，六月開始本港疫情再次爆發，為保障

大家安全，我們只好取消聚餐活動。然而當我們為後續安排禱告尋求時，原以

為是為延期舉辦春茗作準備，神卻感動我們，雖然不能聚餐，卻要繼續在中秋

節將喜樂、平安帶進街頭，更領受同工、義工兩個人一組拿著燈籠及禮物走進

大街小巷，伴隨著小孩子的歌聲去祝福每一位老友記。

在中秋節前後兩個星期，各部門同工聯合義工及教會探訪，男、女士宿舍

及共住屋都舉辦了慶祝活動：

外展隊如常外出探訪，特別溫馨及歡樂的是義工手拿著燈籠和禮物包，走

到街頭、公園、天橋底、板間房、床位、天台屋與老友記慶節。不少老友記因

著疫情無法與內地的親友團聚，心中不免悵悵然，但義工帶著祝福的到訪卻彷

彿有著家人重聚的感覺。看著一位位「大朋友」看著燈籠發出光芒照射出來的

星光剪影，眼內流露出童真的笑意，短短的相聚帶來一幕幕難得的回憶。

女士宿舍「恩福之家」的廚房在迎月夜化身「Party	 room」，佈置得美輪

美奐，成為了婦女們拍照打卡的好地方。婦女們除了同心製作冰皮月餅外，新

舊舍友更互相分享食物，以及一起觀看小孩子合唱的「平安」影片，在當晚黑

色暴雨的環境下，這樣的相聚帶來的豈只一點愛與關懷呢？

「平安，賜給我們；平安，這是神定賜下的意旨。」

這個中秋節，因著疫情我們無法百

人聚餐，彷彿難有過節氣氛，然而事情

總有很多可能性；而聖經以賽亞書中也

說「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上帝）

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上帝）的

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祂的心意既然

顧念及祝福貧窮人，化整為零地祝福又

有何不可呢？

化整為零的中秋祝福	



疫情下，社交限制措施生效，社區導賞活動不

得不改變分享形式甚至取消。然而，這並不影響老

友發展及進入社區的行動，更成為契機讓我們與夥

伴思考如何在疫情下展開新的無家者發展工作。

「學神」考車資助計劃	
面對失業潮，無家者的生計受到一定影響，他

們對前景都感到十分迷惘。當市場瀰漫不景氣氛，

就業轉介的成效也是未知之數時，感恩有夥伴「城

市的盼望」與協會一同策動「學神」計劃——裝備

在工作上遇到困難的老友記考取駕駛執照，為工作

發展鋪路。「學神」招募了對駕駛有熱誠，但未有

機會學車的老友記展開「駕駛同行」旅程，計劃除

了資助他們報考駕駛課程；同時也開展了「夥伴同

行小組」，連繫義工以分享駕駛從業資訊及汽車知

識作為入切，希望最後能夠與無家者學員分享生

命。漸漸地，義工與學員的關係不斷深化，會互相

分享生命經歷和對信仰的看法，為彼此生命的難處

承擔，讓生命得益。

維修特工隊	
同時，協會還組織了工作平台，成立無家者特工隊，

讓有修繕經驗的無家者發揮所長，為有需要人士進行修繕服

務，助人自助。半年間，他們幫了居於簡陋房子的街坊修輯

房屋、翻新宿舍，為板房長者搬屋等。對老友記師傅來說，

在就業困難下有津貼回報固然滿足，但他們均異口同聲分享

最大的喜悅來自能夠以自己的專長來回應其他無家者的需

要，改善居所；而且出隊修繕能填補生活時間，讓生活不再

鬱悶，維持工作動力，為再投入社會工作隨時做好準備。

神的奇妙工作
感恩神為協會預備不同的合作的夥伴，讓老友記在逆境

下能夠參與多元的發展計劃，為生命裝備，讓無家者朋友切

實地感受神的愛與看顧；同時興起一班有維修經驗的老友記

把祝福帶進社區，讓愛在社區不止息地流動。

Nick (馬嘉俊) 項目主任

非常時期非常發展



出奇蛋一次過滿足晒3個願望
最近常常聽到有人說「抗疫疲勞」，這的確是很多人的心聲。我

們就決定用大自然綠色植物來製作一個可以放在家中/辦公枱上的微型

森林生態球，叫我們安坐室內都可以欣賞天父創造的世界，讓人心曠

神怡。

「抗疫療癒工作坊‧製作微型森林生態球」，三個目的一併達

到！

一、	「恩福之家」婦女一同做微型森林擺設，作為抗疫舒壓之旅

二、	將製成品送予協會同行夥伴，為大家抗疫打打氣

三、	為協會包裝材料包及送貨的婦女提供津貼，能有自

尊地得到援助

當婦女專注製作微型森林生態球時，已叫人

忘記困憂，專注眼前漂亮的植物和生態系統的神

奇：「不用澆水都可以繼續保持生命力？」；

發出「嘩嘩嘩」聲的疑問；完成後不斷和自己

的作品拍照留念；

愉快滿足的笑容，

讓我們走了一趟抗

疫舒壓之旅。最

後，還認真地寫上

打氣咭，欣賞和鼓

勵夥伴們，添多一

分意義。

最 後 感 謝

MicroForests 贊助

材料及親身教授婦

女。

Angel (施慧玲) 高級項目主任

2020年7月29日，政府的疫情新措施：全港食肆禁堂食。這天大雨滂沱，大家要解決食飯地點這難題更加頭痛。網上傳

來一張張街頭吃飯的狼狽照，其中伯伯跪地食飯的相片更令觀者心酸。當日協會活動中心和合作夥伴「城市的盼望」火速達

成共識，7月30日起於他們的地舖提供地方給老友記堂

食，當時我們已在此每週五天派發外帶飯盒和湯。十幾個

座位由那天起逐漸坐滿，飯盒、湯、防疫品、冷氣、涼

水、洗手間、電視新聞、詩歌、信息俱全，更有彼此問

候、交流、互送物資的溫馨場面。

外面風雨依然，但這裡的午間小聚還了大家最基本

的需要，更使大家身心都得著多點飽足。感謝神奇妙的作

為，令我們和合作夥伴一起踏出新的一步，為老友記成就

美事。

還大家最基本的需要 Ban (鍾頴思) 助理中心主任



收入支出表

收入 HK$ 支出 HK$

社會福利署資助 1,464,382 中心開支 411,366

公益金 530,100 福音事工開支 257,519

捐款及籌款收入 3,602,355 女宿舍開支 638,432

服務及活動收費 675,725 男宿舍開支 1,081,748

項目資助 219,102 露宿部服務開支 597,488

其他收入 259,194 惡劣居所服務開支 518,494

行政開支 446,992

服務發展* 427,244

總收入 6,750,858 總支出 4,379,282

盈餘／(虧蝕) 2,37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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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七月至九月）

事工報告 財政報告
（二零二零年七月至九月） （二零二零年七月至九月）

外展服務

惡劣居所
住戶

露宿者
(晚間及深宵隊)

出隊次數 24 69

義工人數 48 67

教會義工人數 31 N/A

總接觸人數 422 315

總服務人次 1,153 1,784

活動中心服務

總接觸人數 475

義工人數 30

總服務人次 4,111

女士宿舍
(恩福之家/以斯帖之家)

申請入住 84

接納入住 16

住宿人數 46

義工人數 10

男士宿舍
(豐盛之家/恩典之家/ 

亞杜蘭家舍)

申請入住 55

接納入住 20

住宿人數 51

義工人數 12

1.	異象分享會/事工推介

次數 2

參與人次 80

2.	接待外間探訪

次數 4

參與人次 72

3.1	義工活動 3.2	舉辦活動

次數 1 次數 35

參與人次 20 參與人次 299

*服務發展支出包括導賞、禧房及支持其他貧窮事工開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