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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效力的三十五年 Regin (周惠珍) 
福音事工督導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踏入三十五周年了，今年沒

有大型的慶祝活動，反之用更窩 心、更似一家人的方式共

聚，無論董事們、同工、義工、老友記，在不同時段、以

不同的形式參與，讓我們同心去數算神在這些年間所行的

一切，點點滴滴盡是恩寵！

能行到三十五年，除了從神而來的帥領保守和引導

教誨，還有多年來在不同時期出現盡心竭力的同工，一班

用生命去見證神的真實、並且走在這難行人生路中依然

屢敗屢戰的老友記。還有在我們面對任何風霜雪雨、陽光

明媚，或是前路跌宕起伏，一直陪伴、諒解的同行者—

一支從沒支薪的隊工—協會的每位義工。

除了二十多間合作教會外，還有超過二百多位弟兄姊

妹組成的義工隊，服侍範疇涵蓋機構董事、男女宿舍、惡劣

居所及露宿外展、導賞、牙科、中醫、敬拜隊等。面對服

侍對象各種實際需要，只靠協會二三十位同工實在是杯水車

薪。可幸多年來義工們的出現使整個服侍變成多姿多采和更

為到位。多少次是他們用心陪伴使無數已經失去盼望的靈魂

重新振作和甦醒；多少個失去親人的孤獨人生路客找到了家

人般相伴和溫暖；是他們沒有計算的付出；是他們將別人唾

棄的生命捧在手心之中，不是一次、不是一個星期、一個

月，不只是一年，是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

二十五年⋯⋯甚至更長。多少位可愛的兄姊在服侍過程中，

煉淨了純粹可憐和同情，更深體驗到生命的真實及相互之間

的需要，在蹣跚難行人生路途上能夠與老友記同行，知道彼

此是何等需要回歸天父的接納之中。

十多年前不同部門的義工成立了籌委會，多年來不單

輔助協會推動各項活動，也籌辦適切義工們的培訓、加油

站；今年更成立了義工團契，務求在同心服侍上有更多的

支持、同行和樂趣。他們用自己心思、時間、專業⋯⋯構

建一個個五餅二魚的神跡。

回首協會一間小小的機構三十五年來的點滴，由只探

訪露宿的朋友到發展到不同服務領域，絕對是上帝參與其

中，還有是同工們、義工們、老友記們，環環緊扣、缺一

不可的實況。



Cherie Ng：
疫情下老友記與我們同樣要面對著不同的限制及無奈，每次能出隊都特別珍惜，隊友們只可以按著自己和家人的狀況不定時地參與，當以為人手缺乏時，神卻預備不少有心又火熱的同路人加入，以自己的能力在各方面為老友記去奔走；在有限的出隊機會中，每次都發現神給我們新的學習場景，深深體會即使是初次探板房，還是已經與老友記同行多年的義工，總能在神裡見證新事而興奮。

曾燕燕：
感恩與老友記們建立了真。老友情

誼。每次見面就像找舊朋友一樣，不用刻
易找話題也能暢所欲言。即使是以往較內
儉的老友，也愈來愈願意開放分享自己，
感謝他們的信任。

曾燕燕：

Julia Lai：
感謝神帶領我到協會，在這裡我認識到願意活出

基督、活出信仰的同工和義工，讓我深刻體會到信仰

不是光用口說，而是可以實踐出來。服侍並不是一帆

風順，有灰心失意、缺乏力量和枯乾的時候，感謝天

父透過不同的同工、義工成為我的同行者，讓我看到

天父接納和體恤我的軟弱和不足，接受我並不是事事

完美，正如天父也接納和體恤老友記的不足和破碎，

我可以用本相與神相交，「能相愛，皆因被愛」。

義工感恩

易找話題也能暢所欲言。即使是以往較內
儉的老友，也愈來愈願意開放分享自己，
感謝他們的信任。

王振強：
很感謝協會，我在人生最絕境的時間來到協會，在這裏我認識了耶穌，經歷到神的恩典，令我的人生有很大的轉變；也很開心能夠與每一位街坊融洽相處，歡聚一堂，感覺就像一家人一樣。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造的人。」 
(羅8：28)

老友記感恩

朱紹偉：
感謝協會在我最無助時扶

我一把，有飯餐，也可入住宿

舍，有瓦遮頭，真的非常感激。

我在協會宿舍裏認識了很多好朋

友，大家可以互相扶持，我也因

此漸漸地開展了新的生活。

雷曼紅：
很高興能認識協會，過

程中得到不少幫助。我在這

裡參加了詩歌班、電話關懷

小組，以及延愛坊的各式活

動，有很多學習。力有所

及，也很想貢獻成為別人

的幫助。



我讀神學第一年就

來協會實習，畢業後進

入協會服侍，到今天離

開轉眼已經二十多年，

曾經在外展、宿舍、福

音部等不同部門事奉。

回顧這二十多年與老友

記同行，我覺得服侍最

重要是能 自我謙卑、實踐關顧、明白接納、亦親亦友、鼓

勵引導。

自我謙卑 
服侍無家者首先要

自我謙卑，不要自以為

救世者，也不要按內在

假設預定他們會有某些

行為或回應。曾經有一

次，我探訪一位露宿的老友記，想通知替他找到了宿舍床

位，誰知整個晚上都等不到他。後來找到他，不但一句感

謝的話也沒有，而且態度很惡劣，好像有人幫助他是理所

當然的。當時我心內很氣憤想要開口罵他，聖靈立即提醒

我：「正正因為他是這樣的個性，才需要你們去幫助他！

我那時候尋找你，你也是用這樣的態度回應我。」當時氣

就立即消了。

實踐關顧
關顧是與老友記建立關係的橋樑，當我們的關顧能實

際幫助到老友記時，我們就能與他們建立關係，當我們初

次探訪老友記時，他們不知我們是誰，但當我們一個月、

一季、一年、甚至數年恆常地探訪時，他們會清楚我們是

真正關心他們，就會願意與我們建立關係。透過實踐關

顧，包括長期的探訪關心、探病、協助申請福利事宜、搬

屋、裝修、維修等等，都是和他們建立關係。

明白接納
老友記的性格和嗜好與成長的環境有很大關係，特

別一些自少缺乏父母愛護的老友記，通常外在行為總是令

人覺得難以相處，但當我們明白及接納他的性格，真心關

顧他們時，他會體會到那一份愛，同樣也會尊重和關心我

們。有些老友記本身有些壞習慣，當他們認識耶穌和經歷

同工的關愛後會想改變、走一條正路，但如羅馬書7:18

所說：「⋯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惡

與老友記同行感想 羅雄峰
高級外展主任

者也會攔阻他們走上正

路，試探可能令他們一

次又一次跌倒，感到挫

敗，所以能夠明白他們

的掙扎、接納他們的軟

弱是很重要的，不離不

棄繼續與他們同行，好

讓他們能重新振作，有

力再走前面的人生路。

亦親亦友
我們服侍的老友記大多是孤家寡人，可能是世上已經

沒有任何親人，或是與親人斷絕來往。神安排我們像親人

般陪伴在他們身邊，時常陪伴老友記去看病、選購傢俱、

去銀行提款、一起飲茶，都有旁人問那些老友記：「那個

是你的兒子嗎?」神真的很愛惜他們，雖然在世沒有親人，

然而要叫我們成為他們的家人，使他們感到有情有愛。

我們另外一個角色就是他們的朋友，當他們得到支

援、生活和居住環境有所改

善後，會重投社會，自力更

生。但當他們在外面遇到困

難時，很多時會主動聯絡和

咨詢同工意見，彷彿就是他

朋友，聆聽他們的故事。

鼓勵引導
對於信了主的老友記，我們需要牧養他們成為神的兒

女、過聖潔的生活，行在神的心意中，當發現弟兄姊妹的

生活行為不符聖經教導，我們需要勇於指正。曾經有一位

弟兄，就是經過引導之後，回轉悔改，靈命不斷長進，後

來更成為小組核心領袖，在不同的事工崗位中事奉。

感謝神讓我能在協會服侍中學習愛，並使用老友記來

建立更新我的生命，使我能謙卑，成為祂的代表，用愛與

老友記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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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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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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七月至九月 | 收入支出表

社會福利署資助
$1,196,636 

中心開支
$749,449 

公益金
$530,100 

女宿舍開支 
$495,021 

行政開支 
$504,585 

捐款及籌款收入
$1,903,980 

男宿舍開支 
$967,667 

 外展服務開支  
$1,522,683 

服務發展*  
$901,790 

服務及活動收費
$303,993 

項目資助
$704,303 

其他收入
$12,507 

總收入：$4,651,519 總支出：$5,141,196 

盈餘／（虧蝕）：(489,676)

1 1 4期通訊

*服務發展支出包括導賞、無家者培訓、禧房及支持其他貧窮事工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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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國健．黃天祐

總編輯及督印：
羅瑞雲



移動中的教會 Fanny
中華傳道會中心堂義工

感謝主！去年中秋節與老友記在酒樓聚

餐；今年我們可以舉行郊遊活動與老友記一

同慶祝中秋佳節。

雖當下疫情仍在，我們教會卻「膽粗

粗」的舉辦了一個本地旅行團，與老友記開開

心心玩一日。離開他們所住的板間房，認識香

港不同的地方。當中籌備不容易，但經歷神的

帶領，加上教會同工，弟兄姊妹齊心協力，如

聖經所說：「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羅8：28)

是次一日遊，教會包了團給19位老友記和5位義

工。導遊的細心安排，讓我們可以專心在旅途中跟老

友記建立關係。旅行社是專門經營福音旅遊，導遊在車

上、旅途中也透過互動，生活化地跟老友記宣講福音。

傳福音不只是在佈道會上，旅行也可以﹗

平時接觸老友記都只局限在板間房或教會裡，今次

跟老友記結伴一同旅遊，跳出四幅牆；同時老友記也可

以認識新朋友，天南地北，暢所欲言。

是次景點是粉嶺流水響、流浮山食海鮮、以及到

青馬大橋觀景。這些景點，大部分老友記都未到過。疫

情下生活艱難，平時的生活圈子都在住所附近，花費金

錢、時間去四處遊歷，實非一般老友記的選項，所以今

次可以結伴郊遊，有得玩，又有得食，當然是很享受和

興奮。旅行後，還記得有位老友記回應：「今日活動好

開心，下次再有活動一定出現，一齊去玩！」聽到這些

回應，真的很振奮！

回看教會與協會合作探訪板間房已有兩年。由最初

教會作為社區支援點，在教會定期派發餐券，慢慢發展

到義工探訪區內的板間房老友記，再進深到在教會裡辦

起老友記的小組。今次能外出走走，陪街坊一起出外郊

遊，又是服侍老友記新的一步。建立的關係，不再局限

在一座大廈之內。能一起玩一起吃，更容易打開話題及

進深關係。今次還認識之前未接觸的老友記，是一個好

好的經驗。

感謝主！整個參與過程真的經歷神的帶領，跟協

會和其他教會合作，服侍社區，真的有很多可能性。原

以為疫情下辦旅行是不可能，但神很愛我們，很愛老友

記，神的供應是超過我們所想所求。

事工報告｜二零二二年七月至九月

服務報告｜二零二二年七月至九月

異象分享會/事工推介
次數 6
參與人次 323

活動中心服務
總接觸人數 332
義工人數 34
總服務人次 6,977人次

外展服務
惡劣居所住戶

出隊次數 29次
義工人數 57人
總接觸人數 441人
總服務人次 1,910人次

露宿者(晚間及深宵)
出隊次數 55次
義工人數 56人
總接觸人數 377人
總服務人次 1,752人次

女士宿舍
恩福之家

申請入住 50人
接納入住 11人
住宿人數 32人
義工人數 12人

舉辦活動
次數 86
參與人次 1,032

無家者社區導賞
真人圖書館 6次 320人次
實體導賞團 11次 120人次

男士宿舍
豐盛之家

申請入住 44人
接納入住 12人
住宿人數 29人
義工人數 22人



禧房異象與發展 Angel (施慧玲) 
高級項目主任

「禧房1」異象源起： 
「禧房」是協會自2014年起的一份持續看見。這是一個有信仰元素的住屋服

務，除了為基層街坊建構住屋階梯，改善居住環境外，更希望住客可以與人、與

神、與社區重建關係。最重要是冀望透過推動「禧房」運動，能轉化社會上「賺到

盡」的主流價值，讓我們的社會恢復「慷慨、均平」的價值。

協會由一份對基層住屋困境的「看見」和對教會使命堅定的「相信」，領受

「禧房」異象。自2015年協會開展了第一間禧房，都是摸著石頭過河，邊做邊整

理出不同的營運模式。從中協會發現若要營辦更多「禧房」單位，必須有更專業

的管理團隊代替機構去營運管理，讓地區教會可以發揮關懷鄰舍的角色。（見下

圖）

坦白說，要讓社企達至自負盈虧真是艱難，每當與有心人

討論營運模式（business model）總發現難以持續營運。

感恩，神讓協會遇見三位從事房地產事業、非常認同「禧

房」理念、價值的弟兄姊妹。一起同行五年，期間我們遇

到很多社企達人及專業人士，對我們提供不少實貴意見，

以致今天三位弟兄姊妹願意投入金錢、時間，申請社企的

公司註冊，也覓得合適單位準備投入服務。

期待更多不同形態的住屋服務，讓福音入屋，轉化社

會價值。

「禧房」是借用聖經裡「禧年」的均平原則、人

與土地都要被釋放。鼓勵擁有資源的人提供可負擔

租金的房產予有需要人士，達致資源分享及重新分

配，改善弱勢群體的居住環境和質素。協會則負責

動員及鼓勵教會參與。

「女  男  板間房」：
近五年，隨著坊間的過渡性房屋供應增加，受惠的

單身女士及單親家庭的選擇增多。協會遂將「禧房」的受

惠對象擴展至被忽略的單身男士，讓入住單身男士宿舍的

舍友，離宿後可入住共住式的禧房單位。今年，我們更首

次將閒置的舊樓單位翻新，增加供應給基層街坊，此外也

夥拍有心的捐獻者參與設計裝修及籌募經費，成為種子基

金。將來收到的租金，可以成為裝修下一間「禧房」的費

用，希望可以惠及板間房街坊，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

「推動網絡與社企」：
要讓「禧房」發揮影響力，必須有更多理念相近的夥

伴參與營運。感恩，過去數年，曾經有「城市睦福團契」

及「小小生命」參與營辦「禧房」；教會方面也有青山浸

信會及旺角浸信會先後加入營運。網絡夥伴定期聚集交流

營運心得及祈禱，有神有人的激勵同行。

在推動地區教會參

與營辦「禧房」時，我

們發現教會在處理租客

事務上面對不少困難，而

協會的定位也並不是處理

租務、維修管理。因此，

推動「禧房」異象的方向

開始轉向呼籲有心的弟兄

姊妹成立「禧房社企」。

營運機構/社企
分租承租

關顧、支援

業主 租客

地區教會

此「營運機構」的角色也可由其他認同「禧房」理念的非牟利社福機
構/社企等擔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