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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尤努斯社會事業中心聯同六間非政府機

構包括：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救世軍、香港社區組織

協會、聖雅各福群會、同路舍及Mercy HK於2021年10月

26日公布「全港無家者人口統計調查2021」結果。是次

研究顯示，2021年全港無家者人數為1,532人，兩年間無

家者的增長為18.1%。其中約有六成半(64.2%，983人)為

露宿者，一成半無家者(13.5%，207人)是新冠疫情下臨時

居住於賓館的租客，另外有約兩成多無家者(22.3%，342

人) 為居住於非政府機構宿舍。

調查於2021年7月9日至7月10日凌晨3時進行，由

超過300名來自19所大專院校學生及六間服務機構義工協

作，全港分為80隊義工訪問隊，訪問的對象包括在街上及

公眾地方的露宿者，居住在宿舍舍友，以及臨時居住在賓

館的無家者。

疫情持續，經濟未明朗，失業情況仍未有改善，令無

家者數量上升，其中女性無家者的人數及比率出現明顯上

升，佔無家者16.1％。受訪無家者的露宿期位數為18個月

(超1年半)，其中過半數露宿者露宿期超過2年。過去露宿

者資助宿位住宿期一般只得半年，但私人市場租金仍然高

企，我們期望政府能延長住宿期至2年，讓無家者有足夠

時間穩定收入來源，脫離露宿生活。

早前政府大幅加推過數千戶過渡性房屋，一般為家庭

而設，一人單位較少。露宿者多屬單身人士，若政府推行

過渡性房屋的同時，能預留一定比例給無家者，讓較有工

作能力的無家者能透過此房屋措施解決住宿問題。

全港無家者人口統計調查2021

此外，研究資料顯示，現時本港並沒有法例或政策

保障無家者的基本權益。近年政府的行政手段積極驅趕無

家者，包括圍封及清理天橋底、晚上關閉球場或看台、黃

昏時間於公園灑臭粉、甚至於清場時丟棄無家者個人物品

等。此等「驅趕政策」令受影響的無家者走到更隱蔽的地

方，大大增添了服務機構發現及接觸他們的難度，未能提

供及時支援服務。我們建議成立由政府及地區團體組成的

工作小組，具體探討無家者問題，逐步落實無家者友善政

策，保障無家者的基本權益。

露宿者露宿原因非單一性，他們面對不同程度的困

難。在這片經濟體系相對成熟的土地，相信我們能為無家

者做的還有很多，懇切期望政府能正面回應無家者有關住

屋、福利和工作等等的基本需要。

彩虹之約
回應禱告領受，今年中秋主題是「彩虹下的約定」，

七色燈籠正好貫穿中秋與彩虹立約。提醒我們主耶穌與我

們立了永恆的約，雨後必有繽紛的彩虹，衪看重每一個空

虛的心靈，為我們擺設了生命的盛宴，不再流淚。即使疫

情下生活及經濟上有很多限制，祂也看顧並賜下盼望，不

單給予貧困者生活所需，更聚集同伴一起分享關顧，滿足

他們的心靈需要，願這盼望給予老友記多一點點力量，讓

艱難的日子彷彿變得沒有那麼艱難。

疫下七教會
今年另一亮點是因着疫情期間的社區飯券計劃，協會

與長沙灣和深水埗的教會加深了聯繫。其中七間堂會願意

起來回應服侍惡劣居所的街坊，甚至肩負起計劃統籌個別

活動，弟兄姊妹的參與實在是超乎我們的想望。有教會帶

同老友記到酒樓四人一圍吃飯過節，亦有教會舉行室內和

户外不同的限聚活動，感謝各合作教會的支持，細心安排

每個活動環節，有猜燈謎、見證分享、大抽獎等等，讓老

友記能歡度佳節。看見教會的義工們努力付出，把老友記

看為貴賓般招待，人與人有更多互動，像看見熊熊的愛火

在社區流動。大家都心情興奮，也如家人般珍惜疫情下難

得的相聚機會！

這年中秋恩典遍地 中秋籌委

神環繞看顧祂所愛的人
當然，教會不只關心惡劣居所的街坊，在街頭的露宿

者、臨時宿舍舍友們也有份參與中秋活動。今年同工與伙

伴教會及團體合作，結合了中秋和洗禮元素，別開生面地

在街頭「雙料慶祝」。當日所分發的珍饈美食不只是讓他

們裹腹，更是對他們的一種尊重，相信神也是這樣重祝每

一位老友記；也有教會來到協會活動中心為老友記預備豐

富節目，在同工精心佈置的月亮及七彩燈籠下「打卡」拍

照，記錄下每一個珍貴的相聚時間。

文章開初提及籌委們早已「打定輸數」，對疫情下的

環境及結果完全無法掌握。卻是神親自帶領，讓我們憑信

心經歷恩典遍地的過程。今次整個中秋活動幾近橫跨整個

九月，參與的各方義工超過一百人次，參與的老友記約有

450人，甚至比以往在酒樓聚餐還要多，實在超乎我們所

想所求！

疫情至今將近兩

年，限聚似乎已成常

態，籌委都不敢奢望今

年中秋節能夠如常在酒

樓筵開近40多席、舉辦

超過400位無家者及街

坊的聚餐。面對中秋佳

節用甚麼形式與無家者

度過是一大難題，然而

當我們禱告尋求時，神

給予我們這些領受：

1. 神從沒忘記衪與人的約- 彩虹之約；

2. 祂很重視我們的關係，即使在疫情中，祂也賜下恩典

讓我們如家人般歡度節日；

3. 祂環繞我們，是我們的保護

經過數次尋求，我們破框地建議今次化整為零、活動

由1次化為15次，並邀請了11間各區教會合作舉行中秋

節慶。能與教會一同接待基層朋友、露宿者返到教會、或

在街上一起歡度節慶，因我們深信神很愛貧窮人，而教會

正正是神在地上的見證，需要活出這份勝過恐懼的愛。憑

著信心、也感謝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願意繼續奉獻支

持，事就這樣成了，讓我們可在各種限制下，繼續每年與

無家者慶祝中秋。

Olivia (陳文珊)   
高級外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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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給予貧困者生活所需，更聚集同伴一起分享關顧，滿足

他們的心靈需要，願這盼望給予老友記多一點點力量，讓

艱難的日子彷彿變得沒有那麼艱難。

疫下七教會
今年另一亮點是因着疫情期間的社區飯券計劃，協會

與長沙灣和深水埗的教會加深了聯繫。其中七間堂會願意

起來回應服侍惡劣居所的街坊，甚至肩負起計劃統籌個別

活動，弟兄姊妹的參與實在是超乎我們的想望。有教會帶

同老友記到酒樓四人一圍吃飯過節，亦有教會舉行室內和

户外不同的限聚活動，感謝各合作教會的支持，細心安排

每個活動環節，有猜燈謎、見證分享、大抽獎等等，讓老

友記能歡度佳節。看見教會的義工們努力付出，把老友記

看為貴賓般招待，人與人有更多互動，像看見熊熊的愛火

在社區流動。大家都心情興奮，也如家人般珍惜疫情下難

得的相聚機會！

這年中秋恩典遍地 中秋籌委

神環繞看顧祂所愛的人
當然，教會不只關心惡劣居所的街坊，在街頭的露宿

者、臨時宿舍舍友們也有份參與中秋活動。今年同工與伙

伴教會及團體合作，結合了中秋和洗禮元素，別開生面地

在街頭「雙料慶祝」。當日所分發的珍饈美食不只是讓他

們裹腹，更是對他們的一種尊重，相信神也是這樣重祝每

一位老友記；也有教會來到協會活動中心為老友記預備豐

富節目，在同工精心佈置的月亮及七彩燈籠下「打卡」拍

照，記錄下每一個珍貴的相聚時間。

文章開初提及籌委們早已「打定輸數」，對疫情下的

環境及結果完全無法掌握。卻是神親自帶領，讓我們憑信

心經歷恩典遍地的過程。今次整個中秋活動幾近橫跨整個

九月，參與的各方義工超過一百人次，參與的老友記約有

450人，甚至比以往在酒樓聚餐還要多，實在超乎我們所

想所求！

疫情至今將近兩

年，限聚似乎已成常

態，籌委都不敢奢望今

年中秋節能夠如常在酒

樓筵開近40多席、舉辦

超過400位無家者及街

坊的聚餐。面對中秋佳

節用甚麼形式與無家者

度過是一大難題，然而

當我們禱告尋求時，神

給予我們這些領受：

1. 神從沒忘記衪與人的約- 彩虹之約；

2. 祂很重視我們的關係，即使在疫情中，祂也賜下恩典

讓我們如家人般歡度節日；

3. 祂環繞我們，是我們的保護

經過數次尋求，我們破框地建議今次化整為零、活動

由1次化為15次，並邀請了11間各區教會合作舉行中秋

節慶。能與教會一同接待基層朋友、露宿者返到教會、或

在街上一起歡度節慶，因我們深信神很愛貧窮人，而教會

正正是神在地上的見證，需要活出這份勝過恐懼的愛。憑

著信心、也感謝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願意繼續奉獻支

持，事就這樣成了，讓我們可在各種限制下，繼續每年與

無家者慶祝中秋。

Olivia (陳文珊)   
高級外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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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包，從露宿街頭到現在生活有瓦遮頭，期間經歷

不少。2013年（阿包）因病及賭欠租而露宿，第一次

入住協會宿舍。2016年他再次面對生活困境入住協會

宿舍。他說：「協會令我的人生由谷底升到谷面」，他

現在穩定地入住協會的共住屋，告別流浪的生活。 

祢恩典足夠
阿包2017年加入成為協會「深導行」社區導賞

員，2018年隨導賞團隊到訪台灣後回港，同工發現阿

包的身體有異常狀況並鼓勵求醫，後來證實患上胰臟

癌，聽他憶述個案社工如何陪伴他看報告、義工在百忙

中的陪診，都是觸動人心的經歷。必須一提的是阿包在

醫院之中經歷改變他一生的神蹟。醫院在最初只叫他到

外面私家醫生求醫，後來一位醫生一句「我幫你造大

無家到有家
佢」，一句似明非明的話，便為阿

包的癌症展開一連串的治療，也

平安地過度了生死邊緣的大手

術。正因如此，從前篤信彌納

教，拒絕福音的阿包，主動邀

請協會傳道人前來醫院帶領他

決志信耶穌。

從前為自己 現在為耶穌
「我要做D成績比人睇」，這句話道出阿包的個

性。今時今日阿包所說的成績是為主傳福音。最近他在

協會「傳信關懷小組」中認識了一位老友記，邀請他上

來協會，分享自己患病的經歷並向他傳福音，最後還帶

領那位老友記作決志祈禱。阿包的生命，讓我們看見神

的作為、同行的愛以及一個生命正在轉化的力量。

耶穌在我們生命當中也不斷進行一些我們似懂非懂

的工程，縱使我們或有很多的「為什麼」，卻可以用心

靈去細察神在當中妙不可言的臨在。

後記：
筆者在訪問中問阿包看到自己現在參與不同活動和

從前有什麼不同時，他才意識到現在自己正學習以耶穌

為中心的生命，不再單單為己活著，深信神會繼續在他

身上完成祂美好的善工。

猶記得第一節邀請老友記組員分享參加傳信關懷大使

義工的原因時，有些組員支支吾吾地表示在職員的邀請下

便試試看，其實心底裹沒有甚麼期望。

但郤在這份偶然當中，出奇意料的豐盛收獲是一個又

一個感人的故事；從患病中的痊癒，福音戒毒認識主耶穌

基督，甚或於協會服侍中接觸信仰。

當初大家或會疑惑信仰和傳信關懷小組的關連，但原

來一切是基督的愛驅使他們踏出第一步，接受這個全新的

挑戰。各自背著不同生命故事來到中心，本著一顆服侍的

心，一同踏出實踐信仰的第一步，天父就藉著這個偶然讓

大家一同經歷恩典。

經歷建立
無論組員還是同工，起初都帶著戰競的心情開展這個

試驗計劃。

預想用電話聯絡這種未能面對面的接觸方式需要相當

好的溝通技巧，組員都抱著忐忑不安又怕失敗的心情開始

嘗試關心街坊。

第一次接通電話時，組員連自我介紹都口窒窒，更

莫說是開展聊天話題。有些組員更笑說最初每當踏上前往

中心的樓梯都是拖著不情願的步伐，但到後來透過組員配

對，彼此分享鼓勵，逐漸掌握到關心街坊的技巧，便表示

對做電話義工好像上了癮一樣，期後更長出心得來跟大家

分享：膽大心細面皮厚！

傳信關懷小組

回應及捐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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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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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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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次捐款

． 劃線支票抬頭『基督教關懷
無家者協會』或『C h r i s t i a n 
Conce rn  Fo r  The  Home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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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264496-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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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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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PayPal作網上
捐款

二零二一年七月至九月 | 收入支出表

社會福利署資助
$1,658,225

中心開支
$515,199服務發展 

$444,984

公益金
$530,100

女宿舍開支 
$617,663

行政開支 
$484,662

捐款及籌款收入
$1,217,281 男宿舍開支 

$906,347
露宿部服務開支 

$670,989

 惡劣居所服務開支 
$740,536

服務及活動收費
$391,384

項目資助
$718,841

其他收入
$27,965

總收入：$4,543,796 總支出：$4,380,380

盈餘／（虧蝕）：$163,416

Sunday (周逸) 
社工

Carmen (蘇家文)   
高級外展主任

1 1 1期通訊

佢」，一句似明非明的話，便為阿

包的癌症展開一連串的治療，也

平安地過度了生死邊緣的大手

請協會傳道人前來醫院帶領他

Carmen (蘇家文)   
高級外展主任

喂！請問係咪
陳伯啊？

係啊！你係芬姐啊？
我記得你之前打過俾
我啊！你最近點啊？

☆ 一個由老友記組成的義工小組，以電話
問候關心區內居住在惡劣居所的街坊

☆ 一段簡短的對話連繫了街坊與義工
的彼此

☆ 一切互相的交疊改變了義工的生命

組員由曾經的受助者成為助人者，現在懂得主動關心

和聆聽街坊需要，他們的投入參與造就了這個又真實又奇

妙的歷程。

了解對方 認識自己
組員所接觸的街坊背景各有不同，因此組員需要靈活

應對每一次的通話。義工服務卻讓他們在對方的故事中遇

見往昔的自己。

因著街坊與自己一些類似的經歷，組員不時能夠在對

話中尋找那份說不出的共鳴，不單相互理解到對方的難處

甚至感受，在疏解對方的感受時亦讓自己重新理解己身過

往的經歷，在被信任甚或是互相聆聽的過程中，組員更自

覺自己從助人者轉變為自助者。

一個又一個的電話，組員們述說猶如經歷一次又一

次的互相解結，得已從過往痛悔的缺失中一下又一下的放

下。

面對離別 更感同行 
經歷建立及轉化的過程中，小組卻發生了一件意想不

到的事—一名組員突然離世。

或有懊悔沒有多一點關心組員，或有不捨再不能一同

服侍，突然的離別對於組員來說是個相當大的打擊。組員

們縱然懷著不捨和憂傷的心，但仍繼續盡心盡力去服侍。

然而，那刻彼此的同行分享卻讓組員感受到小組成員的同

在及緊密。憂傷的共鳴促成一個契機使他們重新思索組員

間關係的重要性以及生命的意義，小組的目的不單是關心

街坊，還有是身邊彼此的每一位。後來同工邀請組員以圖

卡形容自己的狀態，有組員選了一張婆孫

的合照，喻意天使在旁與他同行。另外兩

位組員則選了彩虹相片，對比心情前後的

轉變，由灰暗變為色彩。

或許離別是不捨，但最寶貴的是他

們的生命裡有彼此同行，一同的經歷和美

好的服侍片段也化為滋養自己和他人的養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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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工報告｜二零二一年七月至九月

服務報告｜二零二一年七月至九月

異象分享會/事工推介
次數 15
參與人次 983

活動中心服務
總接觸人數 416
義工人數 28
總服務人次 9,445人次

接待外間探訪
次數 3
參與人次 11

外展服務
惡劣居所住戶

出隊次數 29次
義工人數 63人
總接觸人數 436人
總服務人次 2,402人次

露宿者(晚間及深宵)
出隊次數 52次
義工人數 60人
總接觸人數 343人
總服務人次 1,6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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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
住宿人數 35人
義工人數 10人

舉辦活動
次數 102
參與人次 1,531

男士宿舍
豐盛之家
恩典之家
亞杜蘭家舍

申請入住 43人
接納入住 11人
住宿人數 54人
義工人數 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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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包，從露宿街頭到現在生活有瓦遮頭，期間經歷

不少。2013年（阿包）因病及賭欠租而露宿，第一次

入住協會宿舍。2016年他再次面對生活困境入住協會

宿舍。他說：「協會令我的人生由谷底升到谷面」，他

現在穩定地入住協會的共住屋，告別流浪的生活。 

祢恩典足夠
阿包2017年加入成為協會「深導行」社區導賞

員，2018年隨導賞團隊到訪台灣後回港，同工發現阿

包的身體有異常狀況並鼓勵求醫，後來證實患上胰臟

癌，聽他憶述個案社工如何陪伴他看報告、義工在百忙

中的陪診，都是觸動人心的經歷。必須一提的是阿包在

醫院之中經歷改變他一生的神蹟。醫院在最初只叫他到

外面私家醫生求醫，後來一位醫生一句「我幫你造大

無家到有家
佢」，一句似明非明的話，便為阿

包的癌症展開一連串的治療，也

平安地過度了生死邊緣的大手

術。正因如此，從前篤信彌納

教，拒絕福音的阿包，主動邀

請協會傳道人前來醫院帶領他

決志信耶穌。

從前為自己 現在為耶穌
「我要做D成績比人睇」，這句話道出阿包的個

性。今時今日阿包所說的成績是為主傳福音。最近他在

協會「傳信關懷小組」中認識了一位老友記，邀請他上

來協會，分享自己患病的經歷並向他傳福音，最後還帶

領那位老友記作決志祈禱。阿包的生命，讓我們看見神

的作為、同行的愛以及一個生命正在轉化的力量。

耶穌在我們生命當中也不斷進行一些我們似懂非懂

的工程，縱使我們或有很多的「為什麼」，卻可以用心

靈去細察神在當中妙不可言的臨在。

後記：
筆者在訪問中問阿包看到自己現在參與不同活動和

從前有什麼不同時，他才意識到現在自己正學習以耶穌

為中心的生命，不再單單為己活著，深信神會繼續在他

身上完成祂美好的善工。

猶記得第一節邀請老友記組員分享參加傳信關懷大使

義工的原因時，有些組員支支吾吾地表示在職員的邀請下

便試試看，其實心底裹沒有甚麼期望。

但郤在這份偶然當中，出奇意料的豐盛收獲是一個又

一個感人的故事；從患病中的痊癒，福音戒毒認識主耶穌

基督，甚或於協會服侍中接觸信仰。

當初大家或會疑惑信仰和傳信關懷小組的關連，但原

來一切是基督的愛驅使他們踏出第一步，接受這個全新的

挑戰。各自背著不同生命故事來到中心，本著一顆服侍的

心，一同踏出實踐信仰的第一步，天父就藉著這個偶然讓

大家一同經歷恩典。

經歷建立
無論組員還是同工，起初都帶著戰競的心情開展這個

試驗計劃。

預想用電話聯絡這種未能面對面的接觸方式需要相當

好的溝通技巧，組員都抱著忐忑不安又怕失敗的心情開始

嘗試關心街坊。

第一次接通電話時，組員連自我介紹都口窒窒，更

莫說是開展聊天話題。有些組員更笑說最初每當踏上前往

中心的樓梯都是拖著不情願的步伐，但到後來透過組員配

對，彼此分享鼓勵，逐漸掌握到關心街坊的技巧，便表示

對做電話義工好像上了癮一樣，期後更長出心得來跟大家

分享：膽大心細面皮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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佢」，一句似明非明的話，便為阿

包的癌症展開一連串的治療，也

平安地過度了生死邊緣的大手

請協會傳道人前來醫院帶領他

Carmen (蘇家文)   
高級外展主任

喂！請問係咪
陳伯啊？

係啊！你係芬姐啊？
我記得你之前打過俾
我啊！你最近點啊？

☆ 一個由老友記組成的義工小組，以電話
問候關心區內居住在惡劣居所的街坊

☆ 一段簡短的對話連繫了街坊與義工
的彼此

☆ 一切互相的交疊改變了義工的生命

組員由曾經的受助者成為助人者，現在懂得主動關心

和聆聽街坊需要，他們的投入參與造就了這個又真實又奇

妙的歷程。

了解對方 認識自己
組員所接觸的街坊背景各有不同，因此組員需要靈活

應對每一次的通話。義工服務卻讓他們在對方的故事中遇

見往昔的自己。

因著街坊與自己一些類似的經歷，組員不時能夠在對

話中尋找那份說不出的共鳴，不單相互理解到對方的難處

甚至感受，在疏解對方的感受時亦讓自己重新理解己身過

往的經歷，在被信任甚或是互相聆聽的過程中，組員更自

覺自己從助人者轉變為自助者。

一個又一個的電話，組員們述說猶如經歷一次又一

次的互相解結，得已從過往痛悔的缺失中一下又一下的放

下。

面對離別 更感同行 
經歷建立及轉化的過程中，小組卻發生了一件意想不

到的事—一名組員突然離世。

或有懊悔沒有多一點關心組員，或有不捨再不能一同

服侍，突然的離別對於組員來說是個相當大的打擊。組員

們縱然懷著不捨和憂傷的心，但仍繼續盡心盡力去服侍。

然而，那刻彼此的同行分享卻讓組員感受到小組成員的同

在及緊密。憂傷的共鳴促成一個契機使他們重新思索組員

間關係的重要性以及生命的意義，小組的目的不單是關心

街坊，還有是身邊彼此的每一位。後來同工邀請組員以圖

卡形容自己的狀態，有組員選了一張婆孫

的合照，喻意天使在旁與他同行。另外兩

位組員則選了彩虹相片，對比心情前後的

轉變，由灰暗變為色彩。

或許離別是不捨，但最寶貴的是他

們的生命裡有彼此同行，一同的經歷和美

好的服侍片段也化為滋養自己和他人的養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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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報告｜二零二一年七月至九月

服務報告｜二零二一年七月至九月

異象分享會/事工推介
次數 15
參與人次 983

活動中心服務
總接觸人數 416
義工人數 28
總服務人次 9,445人次

接待外間探訪
次數 3
參與人次 11

外展服務
惡劣居所住戶

出隊次數 29次
義工人數 63人
總接觸人數 436人
總服務人次 2,402人次

露宿者(晚間及深宵)
出隊次數 52次
義工人數 60人
總接觸人數 343人
總服務人次 1,6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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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
住宿人數 35人
義工人數 10人

舉辦活動
次數 102
參與人次 1,531

男士宿舍
豐盛之家
恩典之家
亞杜蘭家舍

申請入住 43人
接納入住 11人
住宿人數 54人
義工人數 28人



E

POSTAGE PAID
HONG KONG

CHINA
中國香港

郵資已付

Permit no.
特許編號

06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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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室及中心地址 | 九龍深水埗南昌街 203-211 號昌華新樓三樓 電話 | 27880670 電郵 | info@homeless.org.hk
通訊處　　　　　 | 九龍中央郵政局郵政信箱 72610 號 傳真 | 27792468 網址 | www.homeless.org.hk

阿包，從露宿街頭到現在生活有瓦遮頭，期間經歷

不少。2013年（阿包）因病及賭欠租而露宿，第一次

入住協會宿舍。2016年他再次面對生活困境入住協會

宿舍。他說：「協會令我的人生由谷底升到谷面」，他

現在穩定地入住協會的共住屋，告別流浪的生活。 

祢恩典足夠
阿包2017年加入成為協會「深導行」社區導賞

員，2018年隨導賞團隊到訪台灣後回港，同工發現阿

包的身體有異常狀況並鼓勵求醫，後來證實患上胰臟

癌，聽他憶述個案社工如何陪伴他看報告、義工在百忙

中的陪診，都是觸動人心的經歷。必須一提的是阿包在

醫院之中經歷改變他一生的神蹟。醫院在最初只叫他到

外面私家醫生求醫，後來一位醫生一句「我幫你造大

無家到有家
佢」，一句似明非明的話，便為阿

包的癌症展開一連串的治療，也

平安地過度了生死邊緣的大手

術。正因如此，從前篤信彌納

教，拒絕福音的阿包，主動邀

請協會傳道人前來醫院帶領他

決志信耶穌。

從前為自己 現在為耶穌
「我要做D成績比人睇」，這句話道出阿包的個

性。今時今日阿包所說的成績是為主傳福音。最近他在

協會「傳信關懷小組」中認識了一位老友記，邀請他上

來協會，分享自己患病的經歷並向他傳福音，最後還帶

領那位老友記作決志祈禱。阿包的生命，讓我們看見神

的作為、同行的愛以及一個生命正在轉化的力量。

耶穌在我們生命當中也不斷進行一些我們似懂非懂

的工程，縱使我們或有很多的「為什麼」，卻可以用心

靈去細察神在當中妙不可言的臨在。

後記：
筆者在訪問中問阿包看到自己現在參與不同活動和

從前有什麼不同時，他才意識到現在自己正學習以耶穌

為中心的生命，不再單單為己活著，深信神會繼續在他

身上完成祂美好的善工。

猶記得第一節邀請老友記組員分享參加傳信關懷大使

義工的原因時，有些組員支支吾吾地表示在職員的邀請下

便試試看，其實心底裹沒有甚麼期望。

但郤在這份偶然當中，出奇意料的豐盛收獲是一個又

一個感人的故事；從患病中的痊癒，福音戒毒認識主耶穌

基督，甚或於協會服侍中接觸信仰。

當初大家或會疑惑信仰和傳信關懷小組的關連，但原

來一切是基督的愛驅使他們踏出第一步，接受這個全新的

挑戰。各自背著不同生命故事來到中心，本著一顆服侍的

心，一同踏出實踐信仰的第一步，天父就藉著這個偶然讓

大家一同經歷恩典。

經歷建立
無論組員還是同工，起初都帶著戰競的心情開展這個

試驗計劃。

預想用電話聯絡這種未能面對面的接觸方式需要相當

好的溝通技巧，組員都抱著忐忑不安又怕失敗的心情開始

嘗試關心街坊。

第一次接通電話時，組員連自我介紹都口窒窒，更

莫說是開展聊天話題。有些組員更笑說最初每當踏上前往

中心的樓梯都是拖著不情願的步伐，但到後來透過組員配

對，彼此分享鼓勵，逐漸掌握到關心街坊的技巧，便表示

對做電話義工好像上了癮一樣，期後更長出心得來跟大家

分享：膽大心細面皮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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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周逸) 
社工

Carmen (蘇家文)   
高級外展主任

1 1 1期通訊

佢」，一句似明非明的話，便為阿

包的癌症展開一連串的治療，也

平安地過度了生死邊緣的大手

請協會傳道人前來醫院帶領他

Carmen (蘇家文)   
高級外展主任

喂！請問係咪
陳伯啊？

係啊！你係芬姐啊？
我記得你之前打過俾
我啊！你最近點啊？

☆ 一個由老友記組成的義工小組，以電話
問候關心區內居住在惡劣居所的街坊

☆ 一段簡短的對話連繫了街坊與義工
的彼此

☆ 一切互相的交疊改變了義工的生命

組員由曾經的受助者成為助人者，現在懂得主動關心

和聆聽街坊需要，他們的投入參與造就了這個又真實又奇

妙的歷程。

了解對方 認識自己
組員所接觸的街坊背景各有不同，因此組員需要靈活

應對每一次的通話。義工服務卻讓他們在對方的故事中遇

見往昔的自己。

因著街坊與自己一些類似的經歷，組員不時能夠在對

話中尋找那份說不出的共鳴，不單相互理解到對方的難處

甚至感受，在疏解對方的感受時亦讓自己重新理解己身過

往的經歷，在被信任甚或是互相聆聽的過程中，組員更自

覺自己從助人者轉變為自助者。

一個又一個的電話，組員們述說猶如經歷一次又一

次的互相解結，得已從過往痛悔的缺失中一下又一下的放

下。

面對離別 更感同行 
經歷建立及轉化的過程中，小組卻發生了一件意想不

到的事—一名組員突然離世。

或有懊悔沒有多一點關心組員，或有不捨再不能一同

服侍，突然的離別對於組員來說是個相當大的打擊。組員

們縱然懷著不捨和憂傷的心，但仍繼續盡心盡力去服侍。

然而，那刻彼此的同行分享卻讓組員感受到小組成員的同

在及緊密。憂傷的共鳴促成一個契機使他們重新思索組員

間關係的重要性以及生命的意義，小組的目的不單是關心

街坊，還有是身邊彼此的每一位。後來同工邀請組員以圖

卡形容自己的狀態，有組員選了一張婆孫

的合照，喻意天使在旁與他同行。另外兩

位組員則選了彩虹相片，對比心情前後的

轉變，由灰暗變為色彩。

或許離別是不捨，但最寶貴的是他

們的生命裡有彼此同行，一同的經歷和美

好的服侍片段也化為滋養自己和他人的養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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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象分享會/事工推介
次數 15
參與人次 983

活動中心服務
總接觸人數 416
義工人數 28
總服務人次 9,445人次

接待外間探訪
次數 3
參與人次 11

外展服務
惡劣居所住戶

出隊次數 29次
義工人數 63人
總接觸人數 436人
總服務人次 2,402人次

露宿者(晚間及深宵)
出隊次數 52次
義工人數 60人
總接觸人數 343人
總服務人次 1,6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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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
住宿人數 35人
義工人數 10人

舉辦活動
次數 102
參與人次 1,531

男士宿舍
豐盛之家
恩典之家
亞杜蘭家舍

申請入住 43人
接納入住 11人
住宿人數 54人
義工人數 28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