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舊區／市區的重建 – 目的是為一群有住屋需要的人，打造安居之所……

　　同樣的理由，同樣的地點，換上一幢幢千百萬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蜃樓……

　　　　安得廣廈千萬間，庇得天下寒士盡歡顏。

2010-2011年度



主席的話	 譚司提反牧師

「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

方。」耶穌為人類付出的是人類無法想像的，就是失去一切的保

障，一切的尊嚴，一切的權利，連一個可以基本人應有的安居之

所也沒有。你會問神為何要「淪落」到這個地步呢？答案是：祂

是因為要使人可以得到永恆的保障，重獲被造時的尊嚴。生而有

盼望的權利，而堅決作出這以「愛」的行動。祂所作的一切純因

為愛世上所有的人，沒有任何條件，沒有一點保留。祂真的愛世

人到一個地步「死都抵」！這就是耶穌為人而作的一切標準。

協會所作的必須是奉祂名而作的。我的服務承諾，不只是

政府的要求，奉獻者的想法或是服務對象的需要滿足。而必須以

耶穌所作的為學習標準，協會過去一年有很多工作，但都是已達

標嗎？我們有否做到在聖靈的引導下使服務對象得到永恆的保

障，重獲被造時的尊嚴。生而有盼望的權利？這是協會的董事、

同工、義工必須反思深究的！可能我們還未能做到為他們「死都

抵」！

但願榮耀、頌讚歸三一真神！阿門。

使命宣言

我們受託於上帝去服侍一群無家者，藉信仰與服務

結合，為他們提供全人關顧的服務，回應他們身、心、靈

和社交需要。靠著福音的大能，讓他們活出整全的生命。

目標

1.	 確保無家者得到基本的生活需要。

2.	 幫助無家者建立一個健康的人生觀及人際關係網

絡，重建與家人的關係。

3.	 為無家者爭取公平和合理之福利權益。

4.	 促進社會人士對無家者的了解和接納，建立一群

委身的義工，同心服侍無家者。

5.	 與教會建立伙伴關係，牧養無家者成為基督徒。

董事會名單

主　席：譚司提反牧師

副主席：梁婉君女士

簡史	 2010-2011年報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前身為香港基督教關懷露宿者協會，並於91年7月正式易名。協會為非牟利之基督教社會服務機構，

其經費來源主要來自香港公益金、社會福利署（部份資助）、各基金、教會及個別人士之捐獻。

1987年，「基督教關懷露宿者協會」成立。

1989年，全港第一部流動外展服務車正式投入服務。

1990年，在九龍城開設第一間辦公室。

1991年，第一間短期宿舍正式開幕。

1992年，完成第一個全港之露宿者調查。

1993年，開拓籠屋探訪、臨時收容中心、牙醫服務及活動中心。

1995年，選定深水埗為根據及發展區域。

1998年，購置及擴展新活動中心，其後宿舍牀位由21張增至31張。

2000年，開始露宿者研究工作，名為「關懷露宿者2000計劃」。

2001年，協會服務受到社署認可，正式獲撥款支持為期三年之露宿者深外展探訪工作。

2003年，協會之助人自助成長計劃得到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的資助。

2004年，再獲社署資助三年並增加撥款。

2005年，無家者的植群工作也漸趨完善	–	小組、祈禱訓練及浸禮等。

2006年，總幹事到台灣推介無家者工作，開展了宣教視野及開始探討國內浪童服務。

2007年，進入一個的新里程－開拓國內的服侍。

2008年底，購買現時位於南昌街的辦公室及中心，舊址亦得到傅德蔭基金撥款改建為宿舍。此外，亦得到地政署以港幣一

元租將砵蘭街11個空置單位給協會。香港公益金及社署均增撥經費，令同工人數增加至23名。另外，我們開展

了福建省泉源少兒培育之家。

2009年，10月取得牌照，成為在福建省第一所專門服務流浪兒童的社會福利機構。12月，協會舉行了三個地方的啟用禮。

2010年，6月舊重建隊成立。

財　政：黃寶儀女士

文　書：李炳光醫生

成　員：馬錦華先生、黎守信醫生、鄧達強牧師

顧　問：朱耀明牧師、吳水麗太平紳士、陳思堂醫生、林茱莉博士



她就是我所結

的初熟果子

2010 — 2011服務摘要 中國事工實習分享

在泉源之家實習了8個星期，最初不大適應汗流夾背和規

範式的生活，但後來卻越來越喜愛這個家。因為神在這裡十分真

實，我們每天都見證祂的奇妙大能！

實習期間，我主要負

責教導四個有學習障礙的男

孩和輔導一位剛來的女孩。

對沒受過特殊教育訓練，普

通話不太流暢的我來說，

這一切都是艱巨的挑戰，我

的唯一倚靠就是上帝！當我

每天切切地為所教孩子禱告時，神就親自在他們身上動工。本來

不懂講話的，竟能說出自己的姓名；不會執筆的，能慢慢學會自

己執筆順著線條寫自己的名字；不會認字的，最後能夠認出10至

42個中文部首，這些出人意表的進步，全是神的作為！祂愛這些

孩子，在祂沒有難成的事！

更感恩的是上帝讓我看見祂轉化生命的奇妙大能。我要輔

導的女孩本來鬱鬱寡歡、厭棄生命、對前途迷惘，但上帝一次又

一次拯救了她。我有幸帶領她決志信主，在短短個多月，藉著神

的愛，她竟轉化成一個願意對神、對人

開放自己、重新確立方向，積極學習、

又願意承擔責任的小領袖！

在泉源之家，不論大小，都知道

誰在掌權、誰在真正看顧、作工！我

有幸在這裡實習，真是神的恩待！

余美玉　沙田浸信會神學生 

好友機構分享 — 慈光堂教會

來無家者協會的以琳區服侍約有七至八年，回想這段服侍

最深刻的一段經文，太25:40。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

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主我身上。這段經文提醒我要服侍這群

弟兄，但隨著這段日子的看見，這群弟兄也可服侍其他最小的弟

兄，包括出外探訪露宿者，到內地的痲瘋村探訪痲瘋康復者，有

些去幫忙兒童暑期班，有些主動在協會中幫忙洗碗等，另有些在

週四點唱時表達對唱詩的弟兄姊妹的接納，這些都是在服侍弟兄

中一個最小的身上。特別有些片段是頗深刻，如協會同工和老友

記一起在痲瘋村為一位村民清潔房間。聽聞那處奇臭無比，他們

如何努力為這小村民出力流汗，把房間清潔得妥當。及後這村民

因病也離去，我深感他們作了一件美事，讓這村民經歷被關懷及

尊重。另外，在週四查經時段，有點唱時間，見一些本來十分害

羞的人得著其他老友記的接納、鼓勵、如何勇於出來唱歌，見他

們展現出的笑容，是一種被接納、被尊重的笑容，這使我十分滿

足。我們這群弟兄的服侍，正是主所喜悅的服侍，願有天我們能

聽見主說，我們這些服事是做在主身上。

楊訓偉 傳道

事工宣傳

共安排了39次機構推介
及異象分享會，參與人

數為

3,706人；此外亦安排了
58次社會服務關懷日，參

與人數為

698人。

宿舍部

共收容113位舍友，創歷
史新高；85%的舍友均屬

勞動

群組，主因是租金升導
致申請入宿人數增加。除

了人手不

足，隊工亦需時間及經驗
去逐步擴展。

遷出舍友共59位，未發現
有再露宿個案。其中有40

%是

其他機構或教會轉介，協
會外展轉介有37%，而自

行求助則有

23%。

情牽舫仍舊維持跟進已遷
出之舊舍友，全年共探訪

各區

已上樓之舍友共53人，亦
增加了探訪義工之人數。

中心部

中心服務人數由633人增
至678人，服務人次由11

,032

增至12,413。最多人參與
的服務包括膳食、各類聚

會及電影

欣賞。

牙科服務需求殷切，全年
應診達94次，服務人數達

142

人，全年總人次461。

有30位牙醫及護士義工，
新加了兼職牙科助護，大

大提

升了服務的運作及質素。

福音部

與慈光堂繼續伙伴牧養無
家者，去年曾有3位無家

者曾

參與四川短宣及7位曾參與
痳瘋村探訪，藉以拓闊他

們服侍的

眼界。

以琳崇拜全年共197人參
與，人次達1,749，每次

約40

人；有200人曾參加週四
查經小組，人次達1,455，

每次約30

多人。

與慈光合辦啟發課程，聚
集了一班初信者，並由慈

光開

辦週五信仰小組，定期有
十多位朋友參加。

惡劣居所部

探訪了680人，比去年增
加84人(14%)；探訪的屋

數由

96間增至121間，主要在
深水埗區；亦幫助了22戶

(共30人)

改善了居所。

近70位義工參與探訪，雖
增加了21位義工，仍不足

應

付增加的服務人數。

加強與教會合作，推動及
主動出擊關懷因舊區壬重

建而

受影響之居民。

露宿者部（晚間及深宵）

晚間露宿者個案有363人
，而深宵則有366個個案

，主

要偏向期露宿者性質較多
。

上樓方面，晚間有33人
，而深宵有57人，比預

算為

高；再露宿者只有一位，
反映上樓後之跟進非常好

。

嘗試了50次的街頭小聚及
流動茶水檔，吸引了2,00

0人

次參與，突破過去的外展
探訪形式，反應良好。



我是誰?

我是一個好老師，又是一個「賤精先生」，更是「犯罪魔

鬼」終竟變成「神的兒子」。為何呢？「重建破損的生命、重修

破碎的家庭、重燃破滅的盼望」。這三樣寶貴的神跡，上帝的慈

愛竟一一落在我生命中。

從小已愛上賭博，因我的價值觀建基於金錢，肯定及成就

上，有錢就有價值。甚至連家人關係，人生前路一一都賭上，到

最終自己泥足深陷，甚至入獄。

入獄前罪惡滿身，出獄後變本加厲，「嫖、賭、蕩、偷、

呃、騙」的狀況下，被魔鬼五爪纏擾著生命，除了欠下巨債，亦

令愛我的人極度失望，甚至想把自己愛人拋棄遠方。最後，踏上

人生絕路，被債主仇家追斬；過著亡命逃債生活，所以計劃跳海

算了吧！但神真的愛我，很愛我，很愛我一家人。在最後關頭，

神便介入我們生命，(人的盡頭，神的開始)	是真實無誤的！

蒙主眷佑，在2009年接觸了慈愛的主，到了基督教關懷

無家者協會入住。在這2年裏，我學習讓神去洗擦和潔淨我的心

靈，並決志信主。及後在會內羅傳道，林舍監及很多同工悉心牧

養下，在信仰及生命上全面照顧，因而生命有了蛻變。跟妻子重

聚並神賜我一個可愛的兒子；一直因釋囚身份找不到的長合約工

作，神給我機會去服侍，十年無見的父母，神給我再見他倆老。

神的話語及教導，再陶造我的生命，生命將來充滿盼望。實是上

主恩典，我每刻感恩。

我在神的恩典裏活過來，將來盼望能學習約瑟的生命能跨

越生命創傷，也望能學習約伯正視生命的真誠，完全地敬畏神。

最後送大家兩則金句，是神給我生命坐佑銘：「我已經與

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

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

為我捨已。」加拉太書2:20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羅

12:12

我是誰？我是家輝，是神的兒子。

舊區／市區重建對我而言是一個非常
尷尬的問題；一方

面，在我們去舊區探訪時，早知道這些
街坊的居住環境並不好。

只有進行大規模的保育維修、甚或重建
才可以改變這些居住的環

境；但另一方面，又會看見不少發展公
司借改善居住環境為名，

用盡不同方法收樓，令街坊擔驚受怕，
但重建後的豪宅卻不是這

群街坊的經濟能力可以負擔得起的；致
使他們陷入進退兩難的局

面，因而只求維持現狀就心滿意足了。

問題主因並不是簡單拆或不拆就可以
解決；必要再處理：

什麼樓只需要維修、什麼樓要拆、拆完
之後起什麼、拆了之後如

何安置好遷離的街坊，才可以真正的改
善這群人的生活。

幸有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這類服務
機構，去關心社會上

弱勢、無人關注、卻最有需要的一群人
。在跟隨協會同工及義工

探訪時，亦開了很多眼界，看見義工與
街坊深厚的關係，與坊間

其他社會服務機構／義工完全不同，令
人相當感動。

阿健

義工加油站 — 義工得力的平台

加入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做探訪工作已有六個年頭，當

中有喜有樂的得着真不少。並不是在探訪中能幫肋一群低下階層

而感到喜樂，真正的喜樂源於這些年來在探訪中自己被神使用

了、被神更生了、自己和神的關係也親密了。事實上，在這六年

以來，當中也有灰心失意的時候，也有想過暫停或放棄事奉的。

可是神卻是全能的，衪亦了解到我們作為義工的需要。約在兩年

前，協會成立了〝義工加油站〞，我也被要請成為籌委成員之

一。對於義工加油站的成立，我個人是感恩的，神真是既體貼又

顧念我們需要的。

早在協會成立義工加油站之前，我和另一位義工兄弟彬仔

早已有義工們應該有多些聚會的念頭。當中主要有以下原因：義

工彼此缺乏認識，義工與同工亦欠缺了解，義工未能掌握協會發

展方向，及義工們需要有志同道合的人互相分享。因此，我們亦

私下舉行了幾次飯聚、祈禱、唱詩等，當中也有好些弟兄姊妹參

加。

及後協會於2009年初正式成立義工加油站，當我第一次開

義工籌委會時，真的感動了，原來義工們想到及遇到的困難也正

是同工們同樣面對的，真的不說是神在當中動工也不成。在過去

一年裏，我們共舉行了四次義工聚會。當中有彼此聯誼互相認識

的、燒烤、大食會；也有加深義工與協會之間了解的，如協會開

放日；也有一些培訓課程為義工增值。

而我個人最深刻的是對上屆最後的一快加油站，那次我們

籌委以義工的〝困難〞為主題，希望大家能互相分享作為協會義

工所面對的難處，繼而可以彼此守望，代禱及支持。以我個人為

例，每逢星期二晚出隊探訪露宿者是有捨棄的；我多年以來放棄

了看半價電影；我也不能參加教會逢星期二舉行的祈禱會；更甚

的是，六年以來所探訪的露宿者好像沒有其麼改變，瞓街的繼續

瞓街，吸毒的繼續吸毒，好像自己也沒有幫上他們甚麽似的，覺

得自己很無能，灰心沮喪，真的有考慮過自己是否適合擔任此事

奉。

那次的義工加油站實太精彩了，原來義工們也有各自的困

難。在那次聚會中大家真的可以暢所欲言，將埋藏心底以久的

說話一一坦白分享。我還記得在大會設定的時間之內也不足夠

給義工們互訴心事，可想而知這個溝通分享的渠道是多麼重要的

呢！？經過一連串分享後，大家的心情似乎釋懷了，是真的，只

有同路人才明白大家的感受、困難和需要。當我們同心合意去做

神眼中看為對的事時，神的靈就會在當中動工。聚會後大家都好

像把擔子放下了，輕省了，重拾朝氣、重新得力了。

踏入二十五週年，這幾年協會實在發展了不少。作為義工

的我眼見這些年來神不斷的帶領和祝福，不得不欣歎神的大能大

愛。最後，在此祝願無家者協會再創高峰；同工及義工們繼續靠

主得力，多作主工，榮神益人。

義工 雷紹祥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 — 協會服務架構類別（10 — 11年度）

董事會

總幹事

副總幹事

行政部

中心部

惡劣居所部

外展部

深宵露宿部

宿舍部

晚間露宿部

福音部 事工拓展
( 香港)

社區網絡

事工拓展
( 國內)

浪童事工

Audit Report



義工名單

　鳴謝及感恩

過去一年蒙以下機構、團
體及個人在禱告、金錢奉

獻和義工參與上的支持，
在此謹致衷心謝意！

　牙醫服務

梁國聰	 梁紹輝	 鄭紫玲	 杜振賢	 李健誠	 林江貴	 郭理儉	 黃慧兒	 左斯穎 	

李海屏	 蘇佩儀	 曾質桃	 劉婉君	 區嘉莉	 袁夏靜	 林子健	 鄭清華	 易慧儀 	

曾智卿	 曾崇芝	 薛嘉輝	 馬偉群	 黃玉玲	 黎嘉慧	 王潔珊	 Cissy	 Wendy	

Sarah	 Ida	 Sindy	Lam	 Eric	Chan

惡劣居所人士探訪　　

陳婉華	 蔡國明	 黎　廣	 黃　女	 黃鴻敏	 陳　平	 高　偉	 禤杏儀	 樊潔鳳	

林志偉	 戴悅祺	 黃麗珊	 鄭穎清	 曾志強	 楊耀榮	 曾麗蕊	 許楚權	 溫志雄	

于榮達	 劉炯宇	 黃家華	 易靜嫻	 梁紹輝	 巫秀珍	 張金花	 吳家俊	 馮沛洋	

何渝文	 黃少華	 楊冠東	 陳國強	 李少燕	 陳家愉	 陳佩雲	 簡慧敏	 廖志昌	

曾頌婷	 余梅玲	 林　敏	 林月鳳	 蘇杏佩	 西　西	 劉樹清	 張惠欣	 馮耀祖	

陳志能	 司徒敏華	 光	 淑芬	 淑芬	(Amanda)	 王海恩	 伍詠華	 江敏儀	

鄧栢傑	 彭適筠	 梁雅樂	 黎一志	 趙文迪	 陳維涓	 池穎欣	 何少華	 陳智能	

潘　太	 孫遜冰	 呂定珍	 朱綺華	 羅潔儀	 陳惠蓮	 張玉珍	 胡澤生	 William	

Pauline	 Gary	 Eva	 Kathy	 Emily	 Phoebe

　露宿者探訪

范顯中	 伍玉權	 黎　廣	 雷兆祥	 余鐵彬	 李煥明	 郭慧明	 張君梅	 劉鳳英 	

鄭致祥	 陳建輝	 莊培文	 江樹衡	 蘇渭倫	 韓祖鈺	 莫立信	 何煥昌	 姚偉傑 	

張建成	 吳冠星	 關健威	 薛麗嫦	 何敏莊	 鄺寶賢	 岑穎雯	 張莉妮	 楊　生 	

石敏秀	 紹家慧	 勞天佑	 何佩羣	 黃美茜	 晶　晶	 陳炳愉	 劉先生	 劉太太 	

盧卓賓	 姚　生	 劉俊延	 劉何欣霖	 連姑娘	 李如芬	 陳志雄	 馮思傑	 區碧韻 	

梁麗萍	 吳少容	 莊宏希	 吳約翰	 劉鳳英	 張莉妮	 連詩敏	 李文俊	 蘇麗嬋 	

陳慧莊	 蕭仁隆	 陳力航	 程妍姡	 羅富榮	 蘇渭倫	 李建昌	 王勝武	 馮永輝 	

Irene	 Tony	 Marcus	 Michelle	Au　	 Michelle	Au先生	 Eva	 Roy	Law

惡劣居所人士探訪　　

趙善業	 石偉珍	 梁穎雯	 梁秀慧	 布倩心	 吳約翰	 李俊豪	 馮學麟	 李文俊	

劉祥發	 馮敬賢	 李恩霖	 張金花	 黃嘉俊

1.	特別鳴謝

香港公益金	 GE	Foundation	 社會福利
署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余兆麒醫療基金	 香港影視

明星體育協會慈善基金	

信興教育及慈善基金	
呂氏基金	 中銀暖心愛港基金

2.	機構

合一堂幼稚園	 合一堂陳伯宏紀念幼稚園
	 合一堂單家傳紀念幼稚園

	

九龍靈糧堂幼稚/幼兒園	
筲箕灣崇真幼兒學校	

聖馬可中學	

信義會榮光堂	 中國播道會恩福堂	
中國播道會同福堂	

基立浸信會	 愛梨巴運動	 鴻福堂集團	

香港伯特利教會慈光堂	
盈豐食品	 Feed	The	Hungry

3.	個人

黃雄生先生

MS	HA	GA	HAY

MR	MICHAEL	STOCKFO
RD

各部義工芳名

露宿者

板房義工

宿舍義工

牙醫服務



【報名回條】

我們欲邀請協會（可選擇多於一項）：

□	1.	主領事工推介（於主日或團契等）	 □	2.	探訪協會中心及宿舍(可安排聚會)	 □	3.	參與外展關心無家者

□	4.	借用事工介紹展版	 □	5.	索取事工介紹光碟及通訊（　　份）	□	6.	協助籌募：銷售「上帝不會忘記」音樂光碟

1-5項之選擇日期：	第一選擇　　　　　年　　　　　月　　　　　日，時間：	 	 	

	 	 第二選擇　　　　　年　　　　　月　　　　　日，時間：	 	 	

可先報名，後再補回日期

教會／團體名稱：	 	 	 	 	 	

教會／團體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子郵箱：	 	 	 	 填表日期：	

各位弟兄姊妹，如欲在金錢上支持「協會」，可使用如下辦法：
【支　　票】用劃線支票，抬頭請寫「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	或	「CHRISTIAN CONCERN FOR THE HOMELESS ASSOCIATION」
【現　　金】奉獻可直接存入「協會」在香港匯豐銀行之來往戶口，賬戶號碼：A/C	144-264-496-001，存款收據寄回「協會」以便記錄及簽予正式收據。
【自動轉賬】每月自動轉賬，請與協會行政部同工聯絡領取自動轉賬授權書。

附註：所有奉獻憑協會收據可向香港稅務局在課稅年度所作出認可慈善捐款申請中扣除，總額最高可達應評稅入息或利潤的35%，但捐款總額不得少於100元。
　　　特別奉獻需註明。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
CHRISTIAN CONCERN FOR
THE HOMELESS ASSOCIATION
九龍中央郵政局信箱72610號

Kowloon	Central	Post	Office	72610

STAMP

通訊處：九龍中央郵政局郵政信箱72610號

辦事處／活動中心：九龍深水埗南昌街203-211號昌華新樓三樓

網址：http://www.homeless.org.hk　　		電郵：homeless@homeless.org.hk

電話：2788	0670　　　　　　　　　　傳真：2779	2468

協會聚會及關懷行動
協會為一間服侍露宿者及惡劣居所人士的基督教服務團體，於一九八七年因應聯合國倡導為「國際露宿者

年」而成立，輾轉間已踏入廿五年的歷史。我們的異象是藉信仰與服務結合，為無家者提供全人關顧的服

務，回應他們身、心、靈和社交需要。靠著福音的大能，讓他們活出整全的生命。

主透過聖經多次提醒我們顧念貧乏人的需要，耶穌更將自己比作最卑微的一個，服侍這些既餓且渴，赤身

露體，生病下監的無家者，就等於作在主身上。故此，我們呼籲教會及弟兄姊妹一起關心服侍無家者。鼓

勵你們選擇以下參與途徑，請填好後傳真予協會，我們會有專人與你們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