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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my (廖慧華)
宿舍主任 (兼職)

「無家者共住培訓計劃」—
人生價值Double UP
「儲錢高回報，細心聆聽你需要」
借錢廣告slogan就聽得多，送錢畀你又點睇呢?
承蒙EOF基金及有心人士支持，協會於2020年初開展
嶄新的「無家者共住培訓計劃」，為臨時宿舍舍友提供理
財及社交訓練，計劃為期12個月。參加者若能每月最少儲
蓄$500，就會獲得配對基金，藉此提高他們儲蓄的動機和
習慣。此外，透過參與共住溝通小組等社交培訓，協助他
們改善人際關係和溝通技巧，從而建立更正面的社交網絡
和支援系統。

改善理財能力 入住有尊嚴居所
由於宿舍只是短期過渡性住宿服務，尋找較穩定的
居所，始終是舍友們迫切的課題。但現在輪候公屋遙遙無
期，市面租金亦昂貴得難以負擔，若要租住相對有尊嚴的
「納米套房」，動輒每月也要五千元以上，若舍友屬綜援
戶，每月租金津貼只有$2515，根本無法獨自承擔，只能
選擇居住環境極其惡劣的板間房或床位。

協助舍友們入住穩定而有尊嚴的居所是我們所期望的，但在
租金昂貴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如何回應呢？因此我們決心鼓勵舍友
參與此計劃，改善他們的理財能力，強化經濟基礎，為未來住屋作
好準備。同時，我們也致力連繫社區中的「良心業主」，為他們爭
取以較低廉的租金租住環境較優質的套房單位。當然，優質套房租
金始終並非低收入基層人士能輕易負擔，因此，我們也大膽嘗試為
舍友作出配對，鼓勵二至四人共同攤分住屋開支，一同合租套房共
住，藉以改善他們的住屋環境。

提升溝通技巧 協調共住期望
正所謂「相見好同住難」，二人或以上的共住生活，難免有爭
拗。因此，我們透過共住小組、宿舍「共住實戰」等去裝備舍友，
在社交和溝通上提供理論與實踐並重的訓練，藉以提升舍友們在
溝通與處理衝突上的技巧，並在討論中逐點逐點地調整對齊彼此對
「共住伙伴」與「合租生活」的想法和期望。
抱持着「他們值得住得更好」的理念，在過去一年多的努力嘗
試下，我們成功協助二十多位臨時宿舍的舍友配對合租由「良心業
主」提供的住屋單位，見證着他們入住這些環境較理想的住處，伙
伴間和諧共處，一同開展新的生活，實在是對我們的最大支持和鼓
勵。當然，在二人套房或四人一屋的共住例子上，我們有成功，也
有失敗，但在嘗試和檢討的過程中，大家總會進步多一點點、成長
多一點。

後記：
「我們從宿舍搬出去後，教會和協會的義工仲會來探訪我們嗎？」幾位即將搬出去共
住的舍友問。他們曾被邊緣化、曾經眾叛親離，現在透過協會同工、義工的陪伴和同行，卻
慢慢地恢復與人溝通的信心，更期待義工定期的探訪，重建人與人之間的親密聯繫。另一方
面，舍友們完成以上訓練後，他們在社區裡不再是被嫌棄的一群，卻能成為一批受業主歡
迎、鄰里和睦的優質好住客，見證着他們生命的蛻變，我們心裏都非常感動。

被尊榮的生命-黎伯
黎伯生前是協會活動中心的常客，在各式聚會及活動不難見到他的身影，相
信不少義工及教會弟兄姊妹都認識他。不但如此，他在生命回轉及戒毒後成為協
會外展義工，以他的生命經歷影響街上老友記的生命。年事已高的黎伯這些年因
身體健康狀況已較少參與外展探訪，但離世前仍不忘在疫情關顧老友記，是電話
關懷大使的一員。
安息禮拜在尖沙咀聖安德烈堂舉行，當日過百同工、義工及老友記到場，其
中一位前來悼念的來賓CBN總監林浩然，是早年拍攝為黎伯拍攝《星火飛騰》的
導演，見証着黎伯生命的轉變與堅持:
「我在CBN工作多年，這一兩年去的安息禮拜不少是
《星火飛騰》的主人翁。
星火嘉賓眾多……其中最大的一位可能是167集的
《福伯》黎廣……再次收到他的消息，竟然是在今年三月
尾從無家者協會的同工中，知悉他剛在幾日前離世……同
工傳給我訊息指8/5舉行安息禮拜。
我對這個日子念茲在茲，當天準時到場……我慶幸早
到，趁住這段時間好好沉澱對黎伯的思念。記得拍攝時，
他已年逾七旬、行將就木，他自言聞到「黃泥香」才去戒毒，還記得當年身邊朋友都跟他
說：「成七十歲，你仲走去戒乜? 食到死罷就啦。」但他卻在66歲立定心志，決心去福音戒
毒。信主後果然戒絕惡習，就算置身昔日舊友圈子，也堅決不煙不酒，成了眾人的榜樣……
……跟黎伯以「父女」相稱的周姑娘，在他死後還收到教會寄來的奉獻收據，持續十年奉
獻他所支持的事工，「一年五千元，對大家來說可能並非大數目，但以一個綜援人士來說，
就如窮寡婦的兩個小錢。」縱使身邊有人討他便宜、呃飲癡食，他也從不計較，爭著請客埋
單。他甚至為到自己今天的後事，早已預備了一切金錢所需。
我最欣賞的是他仍有火氣，無家者協會同工指他綽號「老虎仔」，有時會在辦公室跟同工
爭吵，甚至在街上跟福音對象談不攏咀而發脾氣。對街上的未信者，我們的佈道心法是安慰自己：他拒絕的是耶穌，何
需動怒？我感受到的是，他多麼著緊靈魂得救。
周姑娘為他做了一個最簡潔的總結：「他不是英雄，但無愧於耶穌。」事隔多年，我這天彷彿再重新認識他，我
感恩看到這十多年來，他已由昔日的「過街老鼠」的癮君子，成為在街上「挺胸突肚」的男子漢，今天更是帶著雲彩在
「自由飛翔」的活見證。
黎伯，願你在天父懷抱安息，再見！」
括號部分節錄自《CBN拍住講》並獲授權轉載

CBN視博恩香港

這世代，有主的愛是多麼的寶貴!
Carmen (蘇家文)
高級外展主任
「義工籌委」(下稱「義籌」)在協會成立已有十個寒暑，是協
會每個部門的代表義工和幾位同工一起組成的籌委，過去主要是舉
行義工加油站、培訓、大型義工活動為主。兩三年前協會整理核
心價值的時候，我們開始思考什麼是義籌要走下去的方向。正好這
幾年同工團隊都嘗試學習以「尋求神導向」、集體聆聽神聲音去發
展事工，有感義工的層面也需要這樣，首先是我們的生命和神有連
結，跟隨神而不是跟隨人去服侍，所以上年每次聚集也有「琴爐時
間」親近等候主，奇妙的是主在琴爐時親自和我們團隊說話，一同
領受未來不同部門的義工也會參與在琴爐敬拜之中，交織出一個以
神為首、彼此相愛的跨部門團契網絡。回看社會現況，越來越明白
神的心意，約一4:19-21提及愛神的也要愛弟兄，我們深信在未來的景況，人和人之間的信任與愛是多麼寶貴的東西，
願我們也可以因著神而相聚，持守真理，學習相愛，在我們當中的愛也不因世界而變質，卻成為一種力量叫人看見神的
愛是帶著能力的。我們本年度開始逢雙月也有聚會，歡迎部門義工來參加喔！

惡劣居所部義工 森美
加入義籌好幾個年頭，經歷過幾種服侍模式，過往的義籌比較事工型，定期開會籌備
舉辦一年四次的活動，讓協會各部門的義工有聯誼，訓練及一年一度義工嘉許禮活動。
但往後幾年義籌團隊無論在協會職員或義工代表都有很多人事轉變，我在團隊中又
經歷了重新適應。
2020年我們新的義籌團隊有第一次聚會，我們改了一個模式，嘗試用小組團契形
式進行，多了彼此交流及首次接觸「琴爐禱告」，是次是一個好奇妙的經歷，團隊
們竟然有同一景像，就是多禱告先在主裡立穩，以「琴爐禱告」模式，讓協會各部
門義工一同為自己及協會禱告，經歷了幾次琴爐後，我們義籌團隊多了彼此了解
相交，投入度比以前更高。

露宿部義工 家輝
義籌對我的生命改變
參與義籌已有一年的時間，我認為這個崗位可以成為義工與協會
之間的橋樑，令其他隊工更清楚和理解協會的運作。義籌之間也可以
互相分享，分擔服侍上、生命上的經歷。
每次義籌分享時，大家同心為對方生命禱告，互相支持。感受到
大家很看重每一個人，尤其重視彼此間的關係。我感受到義籌不單單
是發揮功能性的作用，而是一個可以實踐信仰的地方，可以學習基督信仰中怎樣建立一份關
係。
其實義工服侍實踐也是一樣，所有事情如果以關係先行，不要比較也不計較，每個人願
意付出多一點，學習怎樣去建立關係(包括與老友記)，我們的生命也可以成為流通的管子，讓
基督的愛湧流。

老友記的黃金歲月

Jenny (李善珩)
外展主任

「無家有策關注組」由一班前線同工、義工及居住

過去很多關注組小組成員都覺得人微言輕，但透過

在惡劣居所的街坊組成，為相關的居住及福利政策事宜

今次小組自發的調查行動，小組成員發現原來集合眾人

作出回應。關注組自2018年成立，成員定期參與每月

的力量是可以有改變的，而自己的意見也可以被聽見，

居民會、不同的社區論壇和其他相關外間會議。透過不

感覺組員對自己的命運能有多一點的把握。筆者看到小

同的參與，我們盼望社會各界能夠更關注香港的房屋議

組成員的積極參與，從心欣賞。有些組員對劏房的環境

題。

和政策十分熟悉，因此與其他街坊進行訪問時也顯得更
自2020年運輸及房屋局委任的劏房租務管制研究

小組成立後(已於今年四月向政府提交報告)，各個相關
界別和組織都有公開討論和舉行會議，並向研究小組表
達意見和回應報告內容。報告公佈後，街坊對報告也有
很多看法，於是「無家有策關注組」共同擬定了一份問
卷作調查，並透過外展探訪，收集深水埗區其他街坊對
租務管制的意見。

得心應手。有些組員雖然受到私人事情困擾，但亦信守
諾言出隊探訪，落力把煩惱拋諸腦後，努力完成調查。
有些組員互相合作，善於表達的組員負責訪問，文筆較
好的則負責填寫，相得益彰。有些組員在訪問時不單完
成問卷內容，亦有向接受訪問的街坊派發防疫物資如口
罩等。從這些一點一滴的畫面中，筆者看見小組成員的
另一面，他們不再是被動的受惠者，而是一班有能力、
為社區帶來貢獻的一份子。
其實「無家有策關注組」的成員大部分正處於他們
的第四個二十年，即60-80歲的黃金歲月。很多人本應
在這個年歲都渴望能夠休息下來，享受晚年的日子。雖
然對於一班居住在惡劣居所的街坊來說，能夠在一個有
尊嚴的環境安享晚年並不容易，但小組組員卻讓我們看
見縱然環境和現實也未如理想，我們卻可以為著自己和
別人的權益一起走多一小步。這樣的黃金歲月或許與別
人不同，但卻是精彩無比。

事工報告｜ 二零二一年四月至六月
異象分享會/事工推介
次數
參與人次

4
320

接待外間探訪
次數
參與人次

舉辦活動

1
15

次數
參與人次

85
587

服務報告｜ 二零二一年四月至六月
活動中心服務
總接觸人數
義工人數
總服務人次

386
28
5,241人次

外展服務

女士宿舍

男士宿舍

惡劣居所住戶

恩福之家

豐盛之家

以斯帖之家

恩典之家

出隊次數
18次
義工人數
40人
教會義工人數
25人
總接觸人數
437人
總服務人次
1,162人次

露宿者(晚間及深宵)

出隊次數
義工人數
總接觸人數
總服務人次

65次
52人
422人
2,021人次

申請入住
接納入住
住宿人數
義工人數

55人
13人
32人
10人

亞杜蘭家舍
申請入住
接納入住
住宿人數
義工人數

49人
16人
55人
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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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 破損 的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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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及奉獻支持

單次捐款
． 劃線支票抬頭『基督教關懷
無家者協會』或『Christian
Concern For The Homeless
Association』
． 現金捐獻可存入協會於匯豐銀行
之往來戶口，賬戶號碼為144264496-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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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通訊編號 (如有)：
電話：

電郵：

地址：
邀請協會作事工推介∕講道（於主日或團契等）

到訪協會

教會/團體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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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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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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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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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收入
$23,245

二零二一年四月至六月|收入支出表
中心開支
$437,253

服務發展
$384,408

項目資助
$323,522
社會福利署資助
$1,515,952

服務及活動收費
$393,581

行政開支
$462,308

女宿舍開支
$545,762

惡劣居所服務開支
$ 622,086
公益金
$530,100

捐款及籌款收入
$2,157,321

男宿舍開支
$964,699

露宿部服務開支
$672,426

總收入：$4,943,721

總支出：$4,088,942
盈餘∕（虧蝕）：$854,779

總編輯及督印：
羅瑞雲

編輯小組：
文婉婷．李善珩．黃天祐

本會為公益金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之會員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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