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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期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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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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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出發 RESTART*
Carol (楊林鳳儀) 傳道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總監
在網絡上搜索有關2020年出現最
多 的 詞 語 是 「 慘 」、「 無 自 由 」、「 2
盒 ， T H X 」、 確 診 數 字 、 疫 苗 等 等 ，
不知道你有沒有往事不堪回首、期待
2021年速速來臨的感覺？在世界停
擺、封城時，不少人會醒悟及反思人生
的意義、優先次序，期盼在2021年重
新出發（Restart）。電腦需要重啟，可
以同時按 Ctrl + Alt + Delete 鍵，而筆
者嘗試用這三個動作，作為一年伊始的
展望。

Control
在疫情初期，口罩難求，即使人們願意付
上天價，也不一定能買到。而基層人士、無家者
卻沒辦法上網搶購或為了購買口罩而節衣縮食。
就在匱乏中，協會卻經歷神豐足的供應，來自四
方八面的捐贈，經協會送出給基層或無家者的口
罩，共16萬個，實在是神蹟。另外，在疫情期
間，外展同工、義工並沒有恐懼受感染而停止出
隊，反之，他們認為服務使用者在此期間更需要
關心。最近，有一名板房住客確診，同工第一時
間的回應是：緊急呼籲教會弟兄姊妹，一同到該
大廈提醒其他住戶要小心，並接受測試。耶穌提
到最大的誡命是愛神和愛人，願我們繼續實踐信
仰，以大誡命、大使命成為我們的「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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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ha.hk
印刷數量：2,200份

印刷品

重修 破碎 的 家庭

優惠級

2021年02月

Alternate
作為一個擁有30多年歷史的機構，已經建立一
套社會服務的模式，而疫情卻挑戰著人的安舒，如
何在新常態中尋突破，協會也在這一年作新嘗試，回
應需要。感謝神，在疫情期間有不同的基金奉獻，目
的是幫助無家者過渡，當派過口罩、餐券以後，同工
更想多行一步，於是，利用基金的款項去為板房居民
換廁所，以防病毒散播；當24小時快餐店要停止堂
食、香港人不能回國內工作後，有不少人無處棲身，
於是同工善用基金資助他們暫住賓館民宿，讓他們有
舒適的棲息地方。此外，社區導賞也打破了公眾人士
為服務使用者準備程序節目的導向，變成由老友記
主導讓公眾認識自己的生命故事，主動 engage（介
入）對方，是新的生命交流模式。信仰的實現與呈現
是充滿變化、多元與新意。

Delete
筆者在街上看見過善長在派發衣服，
吸引了不少年老基層街坊及露宿者在排隊，
結果是失望而回，為何？因紙箱內大部份是
比堅尼泳衣；在面書上也看過一些機構接收
大量殘舊、無法派出的物資。願我們的服侍
更貼心，「刪除」捐贈的錯誤心態。又願神
挪走一切的計算– 對方是否信耶穌、對方
的情況是「抵死」、教會有沒有人手資源去
做，祝福我們不熄滅聖靈的感動。
願新一年大家重新出發，舊事已過，都
變成新的了！

* Ctrl + Alt + Delete → Restart 是溫哥華短宣中心出版的《真理報》(www.globaltm.org) 2020年12月的封面主題，筆者被邀請撰寫
其中一篇文章，而發現這題目很獨特，故借用。《真理報》內容豐富多角度，鼓勵讀者閱讀。

內憂外患
2020年對「豐盛之家」男士臨時宿舍而言，可謂屋漏兼逢夜
雨。屋漏不單是上層漏水來宿舍，也有宿舍漏水到下層安老院舍。
回看2020年新年伊始，新冠肺炎來襲，同工、宿舍舍友已
忙過不停，例如洗腦式衛生防疫提醒、「世衛級」個人及環境
清潔要求，但福無重至禍不單行，宿舍的大浴室地台漏水越來
越嚴重，影響了樓下的安老院舍，因此協會領導層迅速決定
啟動維修工程。

豐盛之家

男

士宿舍
Alan (蘇渭倫)
宿舍主任

豐盛之主
由於維修工程牽涉報價、篩選工程公司及正式施工等過
程，歷時五個月，所以要計劃事情不少；首先是安置舍友到合
適的臨時住所。神好像一早為我們預備，之前曾合作的一家深水
埗民宿，因疫情民宿入住率下降，正好有空間租給我們讓舍友暫
住。民宿地下有一家由牧師開設的餐廳，拉近了舍友接觸信仰的
距離。坦白說，當時疫情令大部份教會暫停實體崇拜，民宿住客
卻近水樓台能接觸信仰，一切超出我們所想所求。
其二是維修浴室要求，對於防漏的標準、施工監督等，若不是
內行人，恐怕連報價內容也看不懂，但驚嘆神的時間恰到好處，與
一位初認識的教會義工晚餐，簡單分享防漏工程的迫切，義工主動
提出幫忙，原來他以前的家庭生意是防漏工程，就這樣宿舍維修由報
價項目、工程施工的監督、以及工程後的跟進都由這位熱心義工擔當
義務顧問，甚至，有幾次他在早上返工前，先來宿舍檢驗工程後才去
上班，若不是出於神，那裡找到如此出心出力的義工?
最後，當防漏工程完成，舍友搬回宿舍居住一星期，發現大浴室
仍然有漏水，當時心情如坐過山車，由高處跌盪到失望，但神的恩手總
是保護，經過一星期尋找漏水源頭，很快找到工程的小瑕疵，當修復後
漏水情況已停止。

從「心」開始
回看這次工程，讓我再一次認識神是愛護無家者的主，「豐盛之
家」就是神接待他們的地方，縱然硬件（宿舍浴室）有問題，但神安排
民宿和牧師餐廳的接待，成為了在舍友心內信仰鬆土的契機，義工弟兄
的擺上，讓舍友看到基督徒不計較地付出，反轉了他們的價值觀，萬事
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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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倩 (葉玉倩)
宿舍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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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見面是哥哥4歲。從他的畫作見到，他延緩
的方面很大，特別是說話組織能力。

因與親人、朋友斷絕往來多年，當兩孩之母阿菁（化名）帶着
四歲及兩歲的兒子從外地回港，在經濟困難、欠缺支援下，她獲社
工轉介入住了「恩福之家」。安頓住處後，她積極地處理孩子和整
個家庭的福利事宜，又接受醫療服務，嘗試處理纏擾多年的抑鬱情
緒；然而，大兒子的語言及社交遲緩問題，卻為她帶來極大的管教
壓力。
入住家舍後，同工發現四歲的哥哥慣用身體語言表達感受，運
用語言上卻顯得十分困難，因而大大限制了他的自我表達和社交能
力。因着長年累月無法清晰傳達感受，情感需要常常被忽略，孩子
的情緒變得非常火爆暴躁，從而衍生了「不聽話」、「發脾氣」等
一般人眼中的「行為問題」，為此阿菁感到愧疚又擔憂，在管教上
亦顯得束手無策。
感激家舍有義務的遊戲治療師文儀為哥哥提供1對1兩期共24節
的遊戲治療服務。過程中，遊戲治療師塑造安全、自由及孩子可以
主導如何去玩的空間，第一階段治療師著重於啟發哥哥的學習動機與了解自我能力和情感，
第二階段為學習情感及行動的控制。媽媽欣喜哥哥的表達能力有很大的進步，生氣時懂得說
「我嬲」，也會表達對媽媽的愛，說「喜歡媽媽」。一次哥哥與弟弟相爭後很生氣，待冷靜
過後，哥哥主動跟媽媽表達自己的感受，說感到生氣及不開心，又向媽媽道歉，承認過錯，
最後他更能表達內心的需要，想媽媽給他擁抱，他的快速及持續地成長讓媽媽十分感動。
單親家庭的處境不容易，阿菁對孩子的愛推動著她克服情緒困擾，勇敢前行，應
對經濟、照顧等各樣挑戰，哥哥的成長確實為整個家庭帶來迎難而上的盼望與力量。
感恩一路上有義工們與阿菁一家同行，恆常地陪伴小孩子，讓媽媽可稍稍休息；當媽
媽覆診、生病、哥哥做評估時，義工又調動行程來陪同，甚至開放住處接待孩子，在
生活上切實關愛、陪伴。很高興見證這個家庭現已有安穩的住處，媽媽的情緒穩定下
來，孩子們都有良好的適應及成長，義工的子女也成為孩子們的玩伴。家庭的轉化非
一朝一夕，也沒有捷徑，這個家庭讓同工見證到家庭自身的抗逆力，以及同工義工共
同織起的全人支援網都是重要的元素，推動這個家庭開展不一樣的生活軌跡。
義務遊戲治療師黃文儀：
很感恩能為基層家庭提供遊戲治療服務，這次與哥哥有24次見面，十分難能可
貴。期望更多義務治療師可以為香港這群經歷無家狀態的孩子提供支援、陪伴同行。

《不一樣的教會》
收到協會日常探訪的板房單位有街坊因感染新冠肺炎而
入院治療的消息，大家都非常著急，除了與確診的街坊保持聯
絡、給予支持、與衛生署防疫中心聯絡外，同工們也一起禱
告，盼望神讓我們知道該如何去支援和關心街坊。禱告中神告
訴我們要結連附近的教會，一起以行動守望整幢大廈的街坊。
我們聯絡了深水埗的宣道會忠主
堂和中國佈道會九龍迦南堂牧者，他
們在24小時內召集了12位弟兄姐妹，
教會同步購買防疫物資，人心和物資
也準備好了。

弟兄姐妹二人一組出發，探訪整幢大廈的街坊（除了確診
單位），派發口罩，漂白水和福音單張，提醒做好防疫及注意
衛生，並送上問候與祝福。當時，也有些弟兄姊妹同步在大廈
地下同心祈禱守望。
疫情下，甚願教會不單是聚會
所，而是能走進社區、成為社區的燈
台，把神的愛和平安帶進需要光的地
方，成為美好的見證。

寒風中的愛
踏入寒冬季節，我們總會到不同區中派發聖
誕禮物和禦寒物資，好使老友記能從中感受溫暖。
剛過去的兩個月，香港經歴了幾次的氣溫急降，疫
情持續也使在街上的老友記難以尋找到合適的環境
棲身，對年長及體弱的老友記更是一大考驗。一班
深愛貧窮人的同行者們，決意親身在寒風剌骨的夜
晚，為老友記帶來一絲絲的溫暖，更和他們建立關
愛的關係，讓我們看到上帝在任何環境中也有衪的
計劃和美意。

感恩有這班隊工活演上帝的愛與不辭勞苦的堅毅，陪伴同
工們走到不同地方探訪；更抓緊時機去分享上帝對老友記的顧
念和恩典。縱然環境變遷、歲月再壞，上帝卻真實和我們同行
同在，這正是我們探訪的目的。縱然是疫情下，在寒風中都訴
說著神的愛寵！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
家的人。你們的光也要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
為，把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 5: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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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59

(恩福之家/以斯帖之家)

義工人數

44

55

查詢入住

教會義工人數

27

N/A

（二零二零年十月至十二月）
活動中心服務
總接觸人數

416
30

義工人數
總服務人次

1,133

總服務人次

男士宿舍
(豐盛之家/恩典之家/
亞杜蘭家舍)

61

查詢入住

65

接納入住

5

接納入住

14

329

住宿人數

33

住宿人數

50

2,268

義工人數

10

義工人數

18

437

總接觸人數

8,158

露宿者

事工報告

財政報告

（二零二零年十月至十二月）

（二零二零年十月至十二月）
收入支出表

530,100

公益金

1105

參與人次

1,549,059

社會福利署資助

6

次數

HK$

收入

1. 異象分享會/事工推介

2. 接待外間探訪

中心開支

460,148

福音事工開支

362,806

捐款及籌款收入

1,829,716

女宿舍開支

570,948

服務及活動收費

414,718

男宿舍開支

866,520

露宿部服務開支

713,499

惡劣居所服務開支

607,983

行政開支

352,937

服務發展*

298,819

次數

5

項目資助

841,699

參與人次

61

其他收入

29,501

3.1 義工活動

HK$

支出

3.2 舉辦活動

次數

0

次數

46

總收入

參與人次

0

參與人次

357

盈餘／(虧蝕)

5,194,793

4,233,659

總支出

961,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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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