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18年至今，本會參考外地經驗持續培訓無

家者成為社區導賞員，以新穎及互動的形式讓無家者

帶領社區人士認識社區、也深入聆聽無家者的故事。

導賞員透過團隊建立、社會政策培訓和專業導賞帶領

技巧等訓練，其自信和社交技巧得以提升，公眾亦能

透過參與導賞同時擴闊了對基層群體的理解。參加者

的界別包括學院/NGO、教會、商界、社創組織和政

府機構的持份者等。

透過持續的社區對話與推動，導賞員開始有自信

和動力連繫及結識社區人士，包括少數族裔，精神病

康復者和傷健人士。團隊透過人物訪談去收集社區故事，也彼此分享社區經歷，造就社區共融。

此外，團隊亦有機會到立法會旁聽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參與關注基層聯席的會議，與立法會議員對話。項目鼓勵

成員能分享個人社區經歷和表達對社會政策的看法，補充政策實行與社區需要的距離，為弱勢社群發聲。團隊亦將導賞

員經歷整理成口述歷史，並記錄成繪本出版，讓社區人士能透過不同方式和機會認識無家者的經歷，加深對他們的理解

和消除歧視。

無家者社區導賞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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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導賞的震撼



到2020年，這邊廂是疫情限制了導賞的公眾活動，另

一邊卻是17年來最高的失業率：基層街坊更是面對持續嚴

峻的經濟困難及房屋問題。而在長期承受挫敗的循環下，

他們將更難和更遲才能經歷疫情後的復甦和生活改善。有

見及此，本會整合了項目的經驗和重新檢視應變方向，開

辦為無家者和基層街坊而設的「復還學堂」，以基督信仰

對人的發展需要為基礎，於社區設計和推動多元化的生活

與技術訓練，復還人的能力感和自我價值，提升他們的社

區資本來面對將來的困境。

無家可歸者本已流離失所，多有長期病患和情緒困

擾，疫情下更要面對開工不足或失業的困擾。逆境下如何

能恢復上主那種賜予人的平安感？學堂的設計強調於社

區締造「同行關係」、「身份認同」和「滿足成果」的氣

氛。

生命在困境中能改變嗎？我們相信無家者也如我們一樣被上主所看重，願社區在疫境下

散發出陣陣屬神的光芒，生命得以藉此復還。

他從灰塵裏抬舉貧寒人、從糞堆中提拔窮乏人、使他們與王子同坐、得著榮耀的座位。

撒上2:8 

無家多是在個人、家庭或事業上經歷低谷的歷程：過

去所重視的種種在變遷中幾乎都被淘汰、整個生活都變得

束手無策，這也代表著人生中自我接納和自尊的目標將無

法實現。學堂團隊重視無家者自我身份的重建：課程設計

上強調基督教化的價值觀應用、也邀請不同專業人士來鼓

勵他們重新調整失調的生活習慣。另一方面，團隊亦會建

構網絡平台，推動無家者接觸社區，透過助人來發揮他們

的自主性，也有機會從別人眼光中再整理自己，能更有力

氣地面對自己的生命。

基層群體因容易處身被孤立的社會環境裡，人際關

係和自我價值裡都有不少受傷的經驗。學堂團隊重視無家

者之間的連系性，鼓勵群體以小組形式學習同行關係，學

習用言語與行動來表達對彼此的關愛，甚至能使用自身在

患難時的經驗去安慰其他遭同樣困難的人。同一時間，學

堂也嘗試連繫友善的社區網絡，以包容的同行態度來向無

家者提供生活與技術訓練，陪伴學員面對自己的軟弱與限

制，進入恢復的歷程，使他們與人的關係更穩定成熟。

失業對人的影響不僅是經濟壓力，更是心理衝擊，

會產生較大的身心變化，無家者常有缺乏自信、焦慮、消

沉、悲觀、後悔、自卑和自責。當原有的生活規律出現紊

亂，再加上失去能力，人容易感到一沉百踩。學堂鼓勵學

員在失業時間學習新技能和維持工作動力，並在社區有穩

定的實習機會，運用自己的專長來回應基層鄰舍的需要，

助人自助。藉由於社區學習、參與、合作等過程，以能力

服事他人並獲得真摯回饋，參與者能從中再次獲得正面認

識自己獨特性的機會。從一個「沒有力量」的狀態，轉變

到一個「擁有群體自信心」的力量。

身份認同的重建

同行關係的支援

賦權下的滿足成果

疫下啟示



教會面向基層，
展開翼鋒教會新事工

去年三月開始參與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的惡劣居所

外展探訪。那時堂會中有不少肢體也感共鳴，期後成立探

訪隊，願意長期委身探訪。六月協會邀請我們參與派餐券

計劃，更獲教會充份支持。

派餐券對我和教會來說都是嶄新的事工，既可聯繫區

內小店，疫情下與他們共渡時艱；又能服侍有需要的板間

房居民。這是一種包含了表達基督的愛、建立睦鄰社區；

以及傳揚福音的服侍。我常笑說，派餐券我們只是出豉

油，(協會出餐券)人家是出雞，服侍接近是零成本，又為

教會新增一批福音對象，何樂而不為呢? 

過程中我們也會為老友記張羅物資，而協會則作為

最大的物資供應者，恆常供應口罩、消毒液、滅蝨粉等物

資。這樣的合作讓我體會到教會和社福機構(所謂翼鋒教會 

para-church)的美好配搭服事。

關係建立靠走近
從前我們每月一或兩次晚間探訪，與老友記關係較

疏。而現在每星期的派餐券，大大提升相互的接觸度和傾

談深入度。關係變得熟絡後，他們自然向教會敞開生命。

他們會主動談及失業、患病、社會時弊、離散、甚或靈界

經歷。我們便有機會按感動為他們的難處代禱。

其中有一位婆婆，由拒絕接受代禱、到接納，再到回

應「多謝耶穌！」，真是主的作為。曾在去年十一月限聚

令放寬時辦了一次男士福音組，有7位老友記參加，而各

教會肢體走進社區
盧華達教師

中華傳道會中心堂

Spencer（盧國健）
助理外展主任

人都踴躍的分享。福音聚會能將他們與教會連結起來，真

是美好！從前不搭訕的，現藉這聚會，幫他們打破隔膜，

建立友誼。稔熟的老友記更會向協會同事索取聖經、查詢

福利事宜，甚至尋找工作等。探訪隊的肢體也就成為了耶

穌基督的眼睛、耳朵和手腳，彼此互相效力。 

關懷路上不孤單
感恩這關懷的工作，現在不只由教會傳道一個人去做

了! 最近幫一位老友記找到工作，教會很多人為她禱告，

現在這位老友記很想學習聖經、祈禱及參加崇拜，教會立

刻為她安排栽培，盼她成長和融入教會。

我們都是在剛起步學習服侍中，願一切如聖經所說，

作在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也是作在基督身上。（太

25:40）

協會的異象
社區 X 教會餐劵計劃（計劃），與一般教會的救濟

與派飯不同，協會希望透過簡單的餐劵計劃為老友記建立

社區網絡，亦從網絡中找到資源重建自我價值和身份。在

協會的領受裡，神說要興起教會，要更多教會與貧窮人同

行。編織網絡為要在社區裡建立適時的支援，在危機出現

前可以預防，讓有需要的人都接觸到福音。

長沙灣區已織起了數張「救人也得人」的網。未來，

在深水埗區，我們又找來更多的教會合作，繼續編織這張

網，讓這網變更大，能承載更多有需要的基層街坊的生

命。



新冠肺炎對不少行業（例如：飲食、旅遊、零售、娛

樂等）帶來巨大的影響，有些暫停營業，有些因此結業。從

事這些行業的基層人士正是最受影響的一群。眼見我們服務

的基層人士正在水深火熱中：有面臨開工不足、失業、經濟

困難，甚至有交租及開飯也成問題，也有因疫情或家庭關係

緊張引致的焦慮、憂鬱和感壓力大等情緒狀況。

目睹基層面對的困難和問題，作為前線服務的我們，

豈能就手旁觀？正所謂：『有危亦有機』，協會同工也積

極發掘機會和解決方法。過去一年多，我們大大經歷了

『恩典夠用』，得到熱心人士及慈善基金會的捐款，支援

基層人士渡過困境。

這些捐款讓我們可以在疫情期間成立緊急基金，為數

百名的露宿者及居住惡劣居所的居民發放租金、生活津貼

或食物劵，以解決燃眉之急。同時，也讓協會同工作了不

同嘗試及開拓新服務；例如為惡劣居所居民更換座廁水箱

抗疫。與賓館民宿合作，為露宿者提供緊急入宿及支援服

Suvan（羅瑞雲） 
副總監

患難見真情

務。也為有維修經驗的失業人提供訓練及津貼，並安排他

們協助其他弱勢社群作簡單家居維修或搬運。同工也連結

了數間地區教會與食店，為惡劣居所居民提供膳食飯劵。

最近，同工訓練幾位老友記和婦女，成為關懷大使，以電

話問候其他惡劣居所居民，讓街坊在疫情下感受到被重視

和關心。以上種種新嘗試，有些為解決基層人士的緊急需

要，有些能重建街坊自信，並可祝福其他人。

這些機遇，如沒有熱心人士和慈善基金會的支持，實

在難以開展，我們也未能及時回應基層人士當下的需要。

為此，我們衷心感謝在疫情期間給予協會物資及奉獻支持

的每一位，是你們讓我們大大經歷上主豐富的供應！

特別鳴謝：Equal Opportunities Foundation、傅德

蔭基金有限公司、Hope Of the City、SF (MNT) Fund 

Limited、思源基金會、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及中原慈善

基金 (排名不分先後)

事工報告｜二零二一年一月至三月

服務報告｜二零二零年十月至十二月

異象分享會/事工推介

次數 3

參與人次 50

活動中心服務

總接觸人數 420

義工人數 30

總服務人次 8,927人次

接待外間探訪

次數 7

參與人次 119

外展服務

惡劣居所住戶
出隊次數 21人

義工人數 42人

教會義工人數 27人

總接觸人數 452人

總服務人次 1,217人次

露宿者(晚間及深宵)
出隊次數 62人

義工人數 57人

總接觸人數 434人

總服務人次 1,828人次

女士宿舍

恩福之家

以斯帖之家

申請入住 42人

接納入住 7人

住宿人數 31人

義工人數 10人

舉辦活動

次數 93

參與人次 653

男士宿舍

豐盛之家

恩典之家

亞杜蘭家舍

申請入住 48人

接納入住 10人

住宿人數 47人

義工人數 11人



風塵僕僕，帶著無奈、疑惑、愧疚。四年前，清國從

北京走到香港，開展他人生的新里程。「真是造化弄人，

幾個突如其來的變故，使我這個衣食無憂，也算有一定社

會地位的人，一下子變得身無分文，陷入困境」清國心中

諸般慨嘆。

來港後，因著家庭關係破裂，清國陷入露宿危機，加

上人在異地，缺乏社交網絡支援，清國曾感到相當無助。

奈何生活總要過下去，輾轉間，清國從網路上取得了協會

的資料，他抱住故且試一下的心態來到協會。清國形容，

從踏入協會的那一天，他的生命變得不再一樣。

「我有許多缺點，導致我人生失敗，但我還是一個有

底綫的人，一生沒有做過違法的事。」清國是一位謙卑有

禮的人，雖經歷人生旅程中的種種，卻叫他更珍惜現在，

活出充實。

清國是類風濕關節炎患者，因治療需要，經常往返中

港兩地。清國經協會轉介入住宿舍後，即使手腳不時因病

發而動彈不得，在許可的時間，他總堅持協助大小舍務。

住宿期間，清國認識了基督，又學會透過禱告得著平安。

「我在這裡沒有親人，你們就是我最信任的人。我相信你

們是神安排的天使，大家的心都很美。」在內地曾為刊物

編輯的清國，操流利帶捲舌音的普通話，喜歡以文字抒發

心情。記得有一次，我們邀請他為通訊撰寫文章，他義不

容辭。又記得有一次，我們邀請他教授一位同工普通話，

以應付在內地日常工作所需，他也一口答應。這幾年，透

過相處及經歷，我們不知不覺間建立了更深厚的關係。

從近乎無到重新建立，當一切慢慢穩定下來的時候，

人生總有太多無法預計。一次暈胘，清國證實患上喉癌，

短時間內進行喉嚨切除手術，以暫保性命。疫情期間，對

一般病人而言，進行視像探訪是可行的；但，對清國而

無聲的道謝 Olivia（陳文珊）
高級外展主任

短時間內進行喉嚨切除手術，以暫保性命。疫情期間，對

一般病人而言，進行視像探訪是可行的；但，對清國而

言，卻不大可行。從那天始，我們改以紙筆、身體語言、

眼神等代替說話。病患沒有奪去他的生存意志，卻教會他

活在當下。癌症擴散，清國的壽命開始倒數。幾經周折，

我們終聯絡上他在內地多年沒見的女兒。隔著電話螢幕凝

視患病的爸爸，她淚崩了。清國女兒憶述跟爸的相處點

滴：「過去的確發生了很多事情。但可以肯定的是，我爸

是一個善良的人。」

還記得最後幾次跟清國見面，每一次，他都會用盡全

身力氣做出道謝手勢，感恩之情，猶勝千言。

「今天你離開了，不捨之情難以言喻。生命

的意義並沒有因死亡而終結，你已活出生命

的芬芳，也教會我做人處事要謙卑柔和。感

恩一路上彼此同行，我們懷念你！清國，天

家再見！」

請掃描此QR code閱讀

清國所寫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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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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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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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支票或存款收據及個人聯絡
方法（全名、電話及通訊地址）
郵寄至本會

 定期捐款

． 以銀行自動轉賬方式作每月捐
款，請下載自動轉賬表格，填妥
後連同捐款人姓名，電郵及聯絡
電話郵寄至本會

 網上捐款

． 請登入本會網址，
於主頁按「捐款／
Donation」，選擇
PayPal作網上捐款

二零二一年一月至三月|收入支出表

社會福利署資助
$1,733,861

活動中心服務
$448,915

服務發展*
$462,409

公益金
$530,100

福音事工
$384,457

行政
$509,587

捐款及籌款收入
$4,024,443

女宿舍服務
$556,949

惡劣居所服務
$464,329

男宿舍服務
$806,007

露宿部服務
$645,997

服務及活動收費
$363,397

項目資助
$281,800

其他收入
$33,970

總收入：$6,967,571 總支出：$4,278,650

盈餘／（虧蝕）：$2,688,921

ccha.hk

本會為公益金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之會員機構 印刷數量：2,200份

編輯小組：

文婉婷．李善珩．黃天祐

總編輯及督印：

羅瑞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