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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扶貧委員會「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更多貧窮數據資料：http://www.hkcnp.org.hk/download/statistics/cop/

貧窮人口（貧窮率）

2014 2015 2016

香港貧窮情況
(政策介入前)

132.5萬
（19.6%）

134.5萬
（19.7%）

135.2萬
（19.9%）

長者貧窮情況
(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

29.4萬
（30.0%）

30.8萬
（30.1%）

33.7萬
（31.6%）

兒童貧窮情況
（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

18.2萬
（18.2%）

18.2萬
（18.0%）

17.2萬
（17.2%）

仰賴神如泉水湧流的恩典及帶領，教會關懷貧窮網
絡（「教關」）於2017年繼續關懷有需要的人，推
動轉化社區的工作。《2016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
揭示了香港貧窮問題仍未有改善的實情——仍有
135.2萬居民活在貧窮線以下，比往年還多了7,000
人。在每5個人就有1個貧窮人的社會當中，「教
關」與眾伙伴務須繼續拓展事工，加強各界的聯
繫，同心實踐關懷貧窮人的使命。

感謝主讓更多教會及社會團體認同「教關」信念，
願意參與及組成龐大的扶貧網絡，付出自己的資
源，回應社會需要。至今曾與「教關」同行，共
同發展抗貧運動，服侍社區的機
構及組織已逾千間。10月舉行的
「扶貧研討會」創造機會，幫助
近150間教會及25間機構互相連
結，讓資源及服務能夠有效地送
到有需要的人手上。我們相信只
要信徒、教會、機構和企業互相
配搭，分享資源和經驗，香港的
貧窮問題定必得到極大的改善；
此亦見證教會在主內合一，並以
基督的愛心與憐憫服侍人群。

香港的貧窮問題屬結構性，故此「教關」去年繼續
深化發展「兒童發展基金」及「青年向上流動嚮導
計劃」，幫助青少年建立社會資本，提升向上流動
的能力，長遠擺脫「跨代貧窮」。看見社會上不少
年青人孤身上路，且找不到人生的目標和意義，我
們感到極其難過。我懇請各位以禱告記念，並盼社
會上更多人肩負友師的職責，與青年人同行，讓貧
乏的心靈得以飽足，能夠尋見生命的方向和價值。

「教關」能夠專注履行使命、締結網絡服侍大眾，
全因上主的恩霖以及全港信徒及伙伴、各教會領袖
及牧者、各機構的領導及同工、企業伙伴、教關的

眾位委員及顧問，尤其是教關三大創
會機構（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香港
基督教協進會和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的禱告與支持。為此我致以衷心感
謝，您們在主內的合一服侍正彰顯上
主豐盛的慈愛和憐憫。願主報答各位
的愛心！

—— 李炳光牧師, SBS（教關主席）

主
席
分
享

香港貧富懸殊問題仍然嚴重，	
「教關」將繼續推動資產為本社區轉化運動，與各伙伴同作合一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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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時代，當感動化為行動時亦需要互相合作。沒有任何一個堂會、機構或專
業界別可以獨自去扶貧、滅貧和防貧。我們都是天父蒙愛的兒女，有相同的價
值，要將基督的愛和憐憫與世人分享，以致他們能得著福音真正的好處。

—— 林誠信牧師（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主任牧師）

向各界進行倡議教育，推動不同
抗貧課題及運動，鼓勵各界作出
響應，多關心社會貧窮情況，關
懷有需要人士，並形成力量影響
整個社會及政策轉變。

五大
使命焦點

組織及充權各區堂會、機構、
學校和企業，在各方面支援及
服侍該區有需要人士，動員更
多人關顧社區，創造社區共融
友愛、互相關心的健康文化。

推動信仰群體關心基層家庭成
員，邀請更多社會人士付出時
間成為嚮導，服侍及關心少年
人，以生命影響生命，達成
「跨代脫貧」。

地上教會同屬基督一個身體，
在關顧鄰舍、愛人如己的誡命
上應有同一心志。教關積極聯
絡各教會、機構及信徒，彼此
分享及合作，服侍社區，彰顯
上主豐盛的慈愛與主內合一。

連結教會與提供食物或不同物
資、服務援助的前線機構及企
業，支援伙伴於地區服侍基層人
士，並讓他們能夠以此為媒介和
起始點，長遠以服務、照顧及探
訪等方式關懷和服侍貧窮家庭。

架
構1300+ 1400+ 500,000+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積極聯合香港1,300多間堂會、1,400多間基督教機構和學校，
以及50萬基督教信徒，建立一個全港性的扶貧網絡。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倡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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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已經聽見香港貧窮人的呼聲，是祂呼召及招聚祂的子民，差
遣他們進到貧困人群中間：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行公義、好
憐憫；按真理發出聲音，以愛心的行動彰顯教會在三一神裡面
合一的見證。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透過建立香港眾堂會、前線福音機構及
各界信徒的伙伴關係網絡，搭建一個合一的平台：為貧窮人進
行倡議及教育活動；並以禱告及經濟支援前線的機構、堂會及
基督徒群體進行扶貧、脫貧及牧養貧困人士的行動。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集結各界的經驗、專業知識和資源，以
兼具知識與關懷、值得信賴的服務模式，促進及支持有志於服
務貧困人士的教會、基督教機構、學校、企業及政府部門之間
的合作，讓他們形式社區網絡，接觸更多有需要的群體，更有
效地履行職責和使命，共同改善貧困人士的身心靈全人福祉，
並以消減香港跨代貧窮問題為長遠目標。

異象

定位

使命

李炳光牧師（主席）
蔡元雲醫生（副主席）
陳清海博士（17年6月安息主懷）
陳龔偉瑩女士
陳炎光先生
鄭家輝牧師
張洪秀美女士
趙漢文先生
蔡志森先生
周榮富牧師
關銳煊教授
鄺偉文博士

執行委員會成員常務委員會成員

李炳光牧師（主席）
蔡元雲醫生（副主席）
陳清海博士（17年6月安息主懷）
陳炎光先生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創會機構

陳炎光先生（召集人）
陳祖表先生
張國樑先生
方劉小梅女士
吳家耀先生

哈永安先生
羅志聰先生
蘇祖耀博士
司徒永富博士

顧問團

工業福音團契
新福事工協會
基督教勵行會
施達基金會

明光社
城市睦福團契
愛澤基金會
兒童發展配對基金	

參與機構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醫療及社福研究網絡

異
象
、
使
命
、
定
位

鄺玉婷博士
梁友東牧師
羅志聰先生
陸幸泉牧師
吳智威博士
吳思源先生
蒲錦昌牧師
冼少芬女士
司徒永富博士
胡志偉牧師
姚建興博士
余妙雲女士

周榮富牧師
陸幸泉牧師
蒲錦昌牧師
胡志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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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社區轉化模式的細節：
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transformation_model/

社
區
轉
化
模
式

為滿足貧窮人士的基本生活需要及消除使貧窮加劇
的不利條件，我們建立社區扶貧網絡，連結社會各
界以提供社會服務及物資，建立關愛文化。此外，
我們與伙伴募集友師及資金，服侍有需要的青年，
進一步消除跨代貧窮問題。

我們不只停步於滿足貧窮人士的基本生活所需，亦
透過推動技能提升課程，並在各個界別間進行倡議
教育工作，充權及動員社區中的每一個成員及團
體，運用自身資源回饋社區，建立關愛自助並可持
續發展的社區。

促進及
增權策略

社區
網絡策略

達致社區成果
社區互助和團結；社區參與；融和知識、
技能、財政資源及個人網絡；建立歸屬感

社區能力創造
知識、技能、財政資源、
個人網絡、歸屬感

促進社區經濟發展
開拓社區內的就業機會，如開辦社會企
業、社區借貸（供開設小本生意）、發展

自僱服務等

技能提升
提昇貧困者的個人技能，如職業技能及

其生活技能訓練等

滿足基本生活需要
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支援，例如食物、住

房、衣物及日用品援助等

清除障礙 
協助貧困者不因缺乏資訊等因素失卻獲得
社會資源的機會，例如提供就業資訊、轉

介至其他社會服務等 成長嚮導計劃

愛心行動

青年向上流動
嚮導計劃

倡議教育

拓展推廣

跨代脫貧

防
貧

滅
貧

扶
貧

為社會禱告及凝聚力量成為扶貧界的網絡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裡面，我在你裡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裡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約17:21）

促進
社會和諧

成為
社會運動

跨代脫貧傳福音滅貧 推動政府
扶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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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關10.10.10抗貧運動

聯合國大會在1992年通過決議，宣佈10月17日為「國際消除貧困日」，邀
請各國於當日記念生活在貧窮之中的人，共同致力克服赤貧，以實際行動

處理匱乏問題，同心協力使每個人的人權得到尊重，並增強貧窮人和弱勢社
群抵禦災害的能力。教關響應呼籲，自2012年起推動「教關10.10.10抗貧運
動」，鼓勵各團體以扶貧體驗及關懷行動等關注貧窮人的需要，為他們發聲。

約有650間教會、機構、企業、學校聯手合作，

同心服侍社區，合一見證基督愛心

「1017唔食都得」活動

教關與「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及「香
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聯合響應「國際消除貧
困日」的呼籲，於當日舉辦「1017唔食都得」活
動，內容包括教關主席李炳光牧師分享扶貧信息，
隨即啟動熱飯分享計劃，協助教會及學校連結社
區，更長遠及適切地與基層同行。

合一見證

教關10.10.10沙田區禧宴

十月初連結學校與堂會一同服侍基層人士，藉晚
宴、表演及攤位活動等，傳達基督的愛心和福音，
建立持續的關係；長遠地成為互助互愛的親密鄰
舍，轉化為共融社區。

教關扶貧研討會2017

詳見右頁。

「1017唔食都得」繪畫及攝影比賽

詳見頁9。

苦澀的咖啡只要加入少許砂糖，便能變成可口的飲品。每個人的一點
光，也能消滅黑暗。每個人都付出少許愛心，就能改變世界。

—— 李炳光牧師（教關主席）

參加第六屆「教關10.10.10	抗貧運動」的教會、學校、機構及企業名單
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101010/participation_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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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享

扶貧研討會鼓勵參加者發掘社區潛藏資源，用作充
權及動員社區中的合作伙伴，共同轉化社區。超過
240名參加者出席，一同為開展福音事工努力，創
造仁愛互助的社區。

教關扶貧研討會
臥虎藏龍 ── 創造可持續社區 共享潛藏資源

•	 邀請教關副主席蔡元雲醫生分享聖經中的扶貧信
息，以及金巴崙長老會牧民堂堂主任蘇達榮牧師
分享他在東涌的社區轉化工作，從先導計劃中發
展出運作模式，供其他區域參考及使用。

•	 設有工作坊，邀請各界知名人士分享扶貧工作
的心得。工作坊涉獵甚廣，包括友師學員計
劃、倡議教育、社區基金、因感動而開辦食堂
的見證等，內容非常精彩。

•	 會後安排了展示會，共27個伙伴團體擺設攤
位，為參加者分享他們的工作，並創造合作機

教會應該是轉化性，城市轉化便可除去壓制，消滅貧窮。

—— 盧偉旗牧師（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九龍堂主任牧師）

有關教關扶貧研討會2017的內容及工作坊簡報：
http://www.hkcnp.org.hk/activities_review/pervious_acts/pf/pf2017/

會。機構和教會得到連結，互相分享資源，同
行勉勵，更有力服侍社區。

•	 透過扶貧研討會，參加者彼此溝通分享扶貧工作
心得，交換實用的知識與資源，產生協同效應，
發揮合一精神，更有效地幫助社區。

•	 會後教關與香港大學一研究隊伍接洽，於2018
年開展研究計劃，為扶貧工作注入更多實質數據
與個案分享。

在2017年教關扶貧研討會後，一位香港
區英語教會姊妹在聽過東涌區蘇達榮牧師

的分享後，內心十分感動，期望可以運用自己
的恩賜和網絡服侍社區。她透過教關介紹認識了蘇牧
師。彼此了解，溝通東涌區的需要，和堂會在發展上
的計劃。姊妹便將自己在籌備一間學習中心，和撰寫
基金申請撥款的專長，配合和支持教會。讓教牧人員
在聯繫政府、商界和行政事務上，得到專業性支援。
達到資源人才共享，跨區性合一同工，服侍社群。

——金巴崙長老會牧民堂

教關扶貧研討會2018預告

日期：2018年11月22日(四)

地點：聖安德烈堂

報名：https://goo.gl/EUadSa

請即報名，分享知識資源，
同行服侍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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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改善「兒童發展基金計劃」(CDF)：推廣
計劃和師友文化、肯定並加強執行機構的能力
建設、適度調整營辦CDF計劃金額、支援營運
者的需要、加強CDF的後續配套和長遠果效。

• 發展「兒童發展基金延續計劃」：增撥資源以
用於將「兒童發展基金延續計劃」在全港推
行，以讓過往推行CDF的機構可延續計劃，也
讓完成CDF的友員可繼續得到支援，有更大機
會達至「跨代脫貧」。

施政報告進言

倡議教育

一直以來，教關十分看重從源頭減貧，防止跨代貧窮的蔓延，積極推動
和發展關懷低收入家庭兒童和青少年的工作。因此，教關在2017年向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提交施政報告進言，期望政府在制訂未來幾年施
政計劃的時候，能吸納教關的經驗和意見，在資源和政策上能更多支持
「兒童發展基金」和「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

向各界進行倡議教育，推動不同抗貧課題及運動，
鼓勵各界作出響應，多關心社會貧窮情況，關懷有
需要人士，並形成力量影響整個社會及政策轉變。

倡議教育

「10.10.10.抗貧主日」

向教會及基督徒 向前線服務機構
及企業 向社會大眾向政府

• 推動關注及服侍
貧窮人

• 共同建構扶貧事
工

• 整合福音使命和
社會關顧

• 鼓勵交流及資源
分享

• 組成扶貧網絡
• 分享異象，同心

同工

• 提交施政進言
• 反映貧窮家庭的

需要
• 為伙伴機構爭取

資源

• 反映香港的貧窮
現況

• 透過媒體及網上
平台建立關顧社
區的文化

• 積極邀請社會各
界參與抗貧運動

• 繼續推行「職志嚮導師友計劃」：提供人力及
財政資源確保計劃能於全港學校推行，並繼續
支持計劃的研究及評估，增強青年向上流的能
力。

• 支援「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 (YUM)：將
「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納入未來「青年政
策委員會」恆常項目，撥款在全港推行，讓更
多企業、學校、地區單位結連合作，解決向上
流動問題。

更多有關政策倡議方面的工作：
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advo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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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講座、扶貧服侍

•	 教關在不同中小學分享扶貧信息，並聯絡教會
一同服侍社區

•	 幫助學生和家長跳出安舒區，認識並關懷社區
中有需要的人

「1017唔食都得」繪畫及攝影比賽

2017年為第四屆「1017唔食都得」運動，透過以下四大元素，鼓勵公眾關注10月17日聯合國
「國際消除貧困日」及「教關10.10.10抗貧運動」，以實際行動關注及處理香港貧窮問題。
活動由教關主辦，新世界及周大福集團基督徒團契與愉景新城協辦。

壁畫製作

•	 集合各參賽作品的創作精髓製作成壁畫，聳立
於九龍太子道啟基學校外牆

•	 向社會各界具體展現本地基層貧窮問題，鼓勵
大眾以實際行動關心社會中資源匱乏的一群

藝術創作比賽

•	 收到超過1,000份參賽作品，並於10月舉行頒獎典禮

•	 是次比賽逾50幅得獎作品於荃灣愉景新城、中環港鐵
站、中環新世界大廈、觀塘海
濱長廊及柴灣青年廣場展出

•	 得獎作品同時會作慈善義賣，
籌得善款將全數撥捐教關
「兒童發展基金成長嚮導計
劃」，幫助基層青少年向上
流動，實現他們的夢想

「1017唔食都得」最新消息：http://1017.hkcnp.org.hk/
Facebook	專頁：http://fb.com/hkcnp1017/

分
享

今次非常高興能夠參加教關「1017唔食都
得」繪畫及攝影比賽的壁畫創作，把比賽的
得獎作品製成壁畫，進行公民教育，以喚醒

社會人士關注資源匱乏的群體，意義非常重大。
因此學校非常樂意借出校外的圍板，進行壁畫創作。而
今次活動亦得到家長的大力支持，他們踴躍為子女報
名，讓同學有機會聯同比賽的其他參加者一同合作，透
過視覺藝術創作壁畫，參與社區服務，向社會大眾宣揚
關愛社區的精神。

——陳美顏女士（啟基學校校長）

我入住在板間房已有八年，雖然這裏空
間很狹窄，但我們每天一家人都能一起
吃飯、一起談天、一起看電視，使我
每天也感受到家庭的溫暖。

——初小組（主題：如果我住板間房）
得獎作品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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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教關」項目
團體累積數字

10.10.10抗貧運動

扶貧研討會

•	380間

•	為超過100位信徒舉辦貧富宴，體驗
貧窮生活

•	舉行「沙田區扶貧研討會」

20142007-2013

擴
展
方
向

2002	 •創立「教會關注失業行動」
2008		•更名並註冊成立「教會關懷貧窮網絡」

主要發展項目

合一見證

2012	•	228間
2013	•	265間

2012	•	定立「10.10.10抗貧運動」主
題，鼓勵教會參與

2011	•	舉行「深水埗地區扶貧研討會」
2012	•	舉行「觀塘地區扶貧研討會」

「1017唔食都得」運動

關懷貧窮課程及資源

關懷貧窮信息及資源出版

•	與漢語聖經協會合作推廣「如果你城
中有貧窮人」小冊子

•	出版具豐富內容的宣傳單張，並有英
文版本，讓教關能夠更進一步向英語
教會分享滅貧異象

倡議教育
2013	•	由伙伴沙田浸信會開發「信徒回

應貧富不均使命課程」

2012	•	於《時代論壇》刊登文章，鼓勵
讀者關懷弱勢；每年提交《施政
報告進言》表達民間的扶貧意見

2013	•	續於《基督教週刊》、《天使
心》及《明報》刊登文章

•	舉辦第一屆聚會，藉禁食、禱告和奉
獻回應社區

社區服侍
社區共融

2012	•	參加深關組會議，推廣抗貧運動
2013	•	觀塘區舉辦多次「東九龍扶貧網

絡會議」，建立深厚的教會網絡
一同服侍地區貧窮人，轉化社區

•	連結東涌區內企業/機構及其他地區
的教會、機構，提供資源支援

愛心行動

Peace Box 祝福大行動

愛心行動

•	成立「愛心行動」，以免費資源及服
務支援地區伙伴長線服侍基層人士

•	首次參與協辦，轉贈小禮物將關愛送
給基層家庭，讓他們感受互助關懷的
幸福

2009	•	成立「愛心糧倉」，由4間伙伴
機構舉辦短期食物援助計劃

兒童發展基金成長嚮導計劃

青年向上流動嚮導
（先導）計劃

向上流動

2007	•	推出「社區新一代成長嚮導先導
計劃

2008	•	政府採納模式，撥款3億元設立
「兒童發展基金」；翌年教關贊
助兩間機構參與政府第一期計
劃，並每年持續贊助多間機構

•	教關委託香港理工大學進行一項信仰
為本的師友研究計劃，了解信仰與師
友計劃的關係及互動

•	累積教關資助基層兒童：2,35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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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間

•	至今已有超過600團體參與抗貧運動

•	新設展示會，共27個團體擺設攤位
分享事工；更有來自約150間教會、
250人參加

•	536間 •	743間

•	為超過100位信徒舉辦貧富宴，體驗
貧窮生活

•	舉行「沙田區扶貧研討會」

•	舉行沙田區禧宴，匯聚堂會資源宴請
50席基層家庭

•	首次舉辦全港性扶貧研討會，並每年
進行

•	將抗貧運動延伸，邀請企業及學校參
與，為貧窮人發聲

•	首次同場用英語及廣東話雙語進行，
展現全港教會合一

2015 2016 2017

•	由孔維樂傳道教授「信仰與社區實踐
關懷貧窮課程」

•	製作「地區為本服侍貧窮」資源冊，
收錄教關及伙伴的資源、基金、計劃
等資料，鼓勵社會各界的朋友發展扶
貧事工

•	與漢語聖經協會合作推廣「如果你城
中有貧窮人」小冊子

•	出版具豐富內容的宣傳單張，並有英
文版本，讓教關能夠更進一步向英語
教會分享滅貧異象

•	由伙伴學基浸信會開發「簡約生活小
冊子」

•	推廣網上平台學習計劃，幫助基層學
生提升學習效率和興趣，藉此提高他
們自力改善跨代貧窮問題的能力

•	與建道神合院合辦「關懷貧窮事工證
書課程」

•	參與撰寫第九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
「社區服務與差傳」以行動研究為基
礎報告，鼓勵信徒以社區服務和宣教
的結合使命為己任

•	第二屆比賽新設學校外牆壁畫製作，
推動社區關注。得獎作品於5個地區
展出，吸引公眾關注

•	舉辦第一屆聚會，藉禁食、禱告和奉
獻回應社區

•	第二屆聚會邀請商界團契參與，把抗
貧異象散開

•	首辦藝術比賽，到學校舉辦講座分享
本地貧窮狀況。收逾千學生的作品。
同年更被列入政府「欣賞香港」活動

•	連結東涌區內企業/機構及其他地區
的教會、機構，提供資源支援

•回應新屋邨的落成，教關連結沙田區
教會服侍水泉澳居民，幫助他們適應
新環境

•	透過「愛心行動」持續支援慈王區
網絡發展社區工作

•	完成慈王區地區服侍報告，幫助籌劃
網絡長遠事工發展

•	組織伙伴優化基層人士的生活環境，
改善身心靈健康

•	合共派出6,865個	Peace	Box，覆蓋
港九、新界及離島區基層人士。被列
入香港福音盛會其中一項活動。

•	成立「愛心行動」，以免費資源及服
務支援地區伙伴長線服侍基層人士

•	首次參與協辦，轉贈小禮物將關愛送
給基層家庭，讓他們感受互助關懷的
幸福

•	以「愛心待用飯券」及活動津貼推動
跨堂會及社區資源互相配搭

•	更多伙伴（26間）加入透過探訪、
免費熱食服務、愛心糧倉服務，將盒
子送給基層人士

•	推動「愛心飯堂」，協助教會成立免
費熱食物服務

•	由支持單位轉為其中一個主辦單位。
同年更被列入政府「欣賞香港」活動

•	教關委託香港理工大學進行一項信仰
為本的師友研究計劃，了解信仰與師
友計劃的關係及互動

•	累積教關資助基層兒童：2,351名

•	全力推動計劃，包括向特區政府重點
解釋計劃的改善空間，以改良施政報
告的青少年行政方針

•	累積教關資助基層兒童：4,481名

•	為回應社會青年上流的需要，籌備
YUM計劃並舉行異象分享晚宴，逾
100名商界領袖參加，反應熱烈

•	推動教會與學校參加「校本計
劃」。共有6間堂會和機構的友
師，與6間學校近400個學生同行

•	累積教關資助基層兒童：4,851名

•	推出「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
兩所企業參與計劃

•	教關一直致力推動及贊助計劃，至
今共有20個伙伴單位參與60多個計
劃，超過6,000名兒童受益

•	籌備延續計劃，更長遠幫助基層兒童

•	七所企業參與，多個教會及基督徒小
組的友師支援，共幫助38位18-22歲
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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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支援地區發展扶貧網絡

沙田區：

•	 持續舉行行區祈禱

•	 協助網絡教會舉行音樂會、聖誕活動等

•	 連結教會與學校，推行校本兒童發展基金計
劃，讓教會更有效接觸社區

慈王區：

•	 提供愛心行動的物資

•	 回顧現有的事工和資源，評估和分析事工的成
效，探討可發展的方向

•	 探討慈王區申請政府資金的空間

•	 撰寫研究報告，幫助區內或區外團體認識地區
並策劃事工

以及其他地區

西貢
37

沙田
112

北區
34

大埔
23

元朗
42

屯門
38

離島區
27

九龍城
49

黃大仙
38

觀塘
105

油尖旺
118

深水埗
107

葵青
56

荃灣
35

東區
70灣仔

48

中西區
56

南區
27

其他
19

每區曾參與「教關」項目的
教會、機構、學校、企業等團體數目：

1041間共

社區事工方向及地區工作
社區共融 確信上帝把生命意義和才能都給

予每一個人，以「社區的貧窮人可
以怎樣活出他們的生命，發揮他們的

才能」為起點發展事工，強調及動員他
們「擁有」的。尋找貧窮人與社區本身的

能力和資源，以教會和機構為中介，使他們的
「資產」能夠在社區內互相配搭使用。在這種模式
下，已有具體能力的能夠盡情發揮，未有的則幫助
他尋找，不久「受助者」便能夠變成「助人者」，
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力量能夠祝福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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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流動

教關於2007年首先推行「社區新一代成長嚮導先導
計劃」，政府於2008年採納了此模式，至今已累積
撥款九億元訂立並推行「兒童發展基金」，長遠且
可持續地幫助下一代。此政策有效運用和結合從家
庭、私人機構、社會及政府所得的資源，為弱勢社
群兒童的較長遠發展提供支援，以促進弱勢社群兒
較長遠的個人發展及協助他們「跨代脫貧」。

兒童發展基金
成長嚮導計劃（CDF）

與10-16歲基層青少年師友同行

教關主要是透過協助招募友師、贊助友員配對基金
及統籌聯合活動等，推動伙伴單位（機構、教會、
學校）參與兒童發展基金計劃。至今在6期區本及4
期校本計劃中，教關共贊助20個伙伴單位參與60多
個計劃，參加友員達6,000多位。

為期三年的「信仰為本兒童發展基金研究計劃」
亦完成並發表報告，可參考簡報：https://goo.gl/
ade3yJ

2017年第6期區本及第4期校本計劃詳情及教關贊助的項目：
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mentorship/newstage/

三年裏學員逐漸成長，漸漸能夠與自己討
論人生方向等較成熟的話題。有一次我致

電他家中，他應了電話，我才發現他已經變聲
了。從一個小孩長大成為一個少年人，我深深體會到原來
自己真的陪伴着一個青年人成長。我也與他的媽媽保持聯
絡，了解並報告學員的近況。母親對於我能時常抽時間陪
伴學員表示非常感謝，並覺得學員在CDF計劃中變得乖
巧。今天我們三年的師友計劃已經完結，但關係不會因而
停止，我們仍會保持聯絡，相伴同行。

——友師羅志聰先生（教關執委、香港基督徒會計師團契主席）

學生在升中後身心開始出現變化，有自己的想法，想脫
離家長的操控……有一次學生因在家中經常被責罵而寧
願流連街上，連群結黨，甚至選擇離家出走。在學生離
家過程中，爸爸當然既憤怒又擔心，而友師是唯一可以
與學生聯繫上。她鼓勵學生回家，但回家後學生又害怕
爸爸，只有反鎖自己在洗手間痛哭，打電話給友師求救
成為她的出路，友師好不容易才遊說爸爸給予一個讓大
家冷靜和喘息的空間。事後友師繼續無私地付出愛和時
間，關顧學生及家庭的需要，鞏固學生在教會群體生
活，讓她逐漸遠離「黨友」，並且改善親子關係，重回
正軌生活。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CDF營運機構）的友師

分
享

跨代脫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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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四大內容：

1. 為文憑試成績未如理想的青少年人，提供有晉
升階梯的全職就業及向上流動的機會。

2. 回應各行業中對人力資源的需求。

3. 透過師友計劃裝備青年人進入職場，建立正向
人生。

4. 促成政府、民間機構、學校及商界四方合作，
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優化現有青年政策。

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
（YUM）

與18-22歲尋求出路的青少年師友同行

YO
UTH UPWARD MOBILITY MENTORSHIP

 P
RO

GR
A

M

青

年向上流動嚮導計

劃

•	 2017第二屆YUM計劃由7間伙伴企業提供多
元化選譯，共幫助了38位18-22歲的基層青少
年，得到學習及全人發展機會。

•	 在各中學舉辦40場計劃簡介會，接觸人數達
2,000	師生；並於文憑試放榜當日，在全港40
多間中學設置YUM資訊站，鼓勵有需要的同
學報名YUM計劃。

•	 2018年第三屆提供YUM的名額超過100名，讓
更多青年人受惠。

YUM最新消息：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mentorship/yum/

2017年
第二屆YUM

共幫助38位青少年
得到全人發展及
向上流動機會

多間教會及基督徒團體的友師，與青
少年同行，建立他們的自信與能力：

宣道會美孚堂、播道會天泉堂、循道
衛理聯合教會沙田堂、基督教會純恩
堂、Saddleback Church、香港寬頻
團契小組

伙伴企業由16年的2間增至17年的7間，
提供更多元化選擇：

•香港寬頻有限公司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美心集團（中菜部）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

•萬豪國際集團香港區

•「零售業」職學計劃

資 助 就 讀 受 認 可 的 進 修 課
程，增強學員的競爭力

•基礎課程文憑（工程、安老及
康復服務、零售）

•物業及設施管理課程

•中式廚藝文憑課程

•航運及物流證書

•酒店管理文憑等

評
估

評估

評
估

贊助機構：	主恩澤森慈善基金會
	 香港寬頻人才CSI	基金
策略伙伴：	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

向上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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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享

兒童發展基金延續計劃（Post CDF）
與13-19歲完成CDF的青少年同行

CDF計劃完結後，教關盼望延續培育青少年生命成長直至中學畢業，升讀大專或
進入職場學習，發揮潛能，協助他們規劃生涯，引導他們成長，使未來有更美好
的成就並共融互助，提升向上流動的能力，真正脫離「跨代貧窮」的問題。

在沒進來公司之前，我是個中六畢業生。放榜之際也是
很迷茫的。那時候的我依然沒有想到自己之後的發展，
跟很多畢業生一樣很彷徨無助，但幸運的是，在這彷徨
無助之際我進了這個計劃。計劃的特性吸引了我，一邊
讀書，一邊實習，還有工資拿。這份工作也很吸引人，
做領隊能夠去很多地方，見識不同的東西。

	……在這快完結計劃之際，我很感激公司對我的栽培，
感謝同事們的教導。在這一年多裡，自己也在迅速地成
長，慢慢地融入社會。

——YUM學員分享

在人生旅途上尋得方向的故事

因英文這一科目，令我人生的計劃都打亂了，一些本來
想讀的文憑課程都一一拒絕了我。正當我徬徨之際，
YUM的一個櫃檯擺放在我們的學校，失意的我看到了其
中一項東瀛遊合作的計劃，我深感興趣，二話不說就報
讀了這項計劃。到現在，我仍認為這是我人生中的一次
轉捩點。

在18個月的計劃中，我認識了一班與我一同選擇了這項
計劃的戰友，以及一眾亦師亦友的同事。一開始，毫無
工作經驗的我需要更多的時間去學習，幸得主管及同事
們耐心的教導，我才可以一步一步的走到現在，成為一
位可以掌握到分行銷售工作的員工。於分行一年的工作
中，面對各式各樣的客人，有的和藹可親，有的吹毛求
疵，接觸過這麼多類型的客人，令我溝通的技巧大為長
進，幫助我人生的履歷添上重要的一筆。

——YUM學員分享

關係物質

兒童發展基金

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

兒童發展基金延續計劃

貧窮四個向度

找到人生方向

升學及就業規劃

領導技能訓練

預備職場發展

有動力但無方向 透過多元活動
發掘自己的目標

師友同行
包含於教關全部青少年事工中

靈性 動力

完
成
後
的
三
種
狀
況

跨代脫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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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食堂」不單可接觸未信主的基層年青婦女及其家
庭，她更是一個讓我們一班義工一起學習服事的平台，	
而我們一班義工大都來自基層家庭。在食堂裏每人都有
不同的崗位，初接工作的時候，大家都說不知如何做，
但當工作派到大家手上時，大家就懂得如何做了，並且
越做越好。

—— 基督教會活石堂石梨堂義工

捐贈

聯絡及統籌

教會

食物+物資+服務 
+關愛 +福音 

發展不同長期服務模式

伙伴機構及企業
推動+充權

推動關愛文化

聯絡供應食物的機構，幫助教會開設飯堂及糧倉接待基督市民

愛心行動

教關參與由「Rise	Against	Hunger」舉行的Rice	Meal	
Packing	Day，共包裝了50000餐飯份量的米給有需要的
人士。活動由一間電腦網絡公司贊助，當天上午由公司
的員工及教關21位教關大使完成包米行動，下午由16間
伙伴教會領取作社區服侍，當中有來自「愛心糧倉」短
期食物援助服務、教會免費熱食飯堂、定期社區探訪關
懷服務及聖誕節期社區服侍的教會。

今次活動中我最深感受是合作機構的熱誠，它們不單獻
出地方、物資等資源，而且還有一大班熱心的同事一起
完成這次的包裝活動，能跟他們合作，我感到非常榮幸
呢！當我每包裝好一包米時，我的腦海就閃出被關心人
的喜悅和溫暖，心中就有一種幸福的感覺，這就是我喜
歡做義工的原因。

—— 義工Almond

分
享

「愛心行動」盼望能夠滿足貧窮人士的基本生活需
要，作為「扶貧、滅貧、防貧」的基石，逐漸為他
們充權，最終轉化整個社區。「愛心行動」歡迎各
界同心參與，獻出各自的能力祝福基層有需要人
士，為他們送上暖流，並促進社區凝聚力，持續及
長遠幫助他們脫貧。

愛心行動

最新「愛心行動」資源及消息：http://www.hkcnp.org.hk/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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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享

擴闊兒童眼界，

鼓勵兒童不受環境限制 協作滿足基層物質和心靈上的需要

協辦Peace Box祝福大行動，轉贈愛心予基層人士

分
享

Rainbow	Foundation籌辦了「五餅二魚愛心大行動」，
讓基層家庭有機會參觀挪亞方舟，其中一個受惠機構基
督教宣道會宣恩堂成立的社會服務機構參觀了挪亞方
舟，公園提供了崇拜及愛筵的場地，讓超過120名參加者
受惠！活動的參加者大部分都是低收入家庭或新來港人
士，平時較少機會可以參加親子旅行，今次本堂教會的
弟兄姊妹就擔任義工組長的角色，陪伴組員一起遊玩，
如同一家人，氣氛溫馨。是日聚會的宴會廳很舒適，午
膳也十分豐富。

最後我們透過唱詩歌及信息分享，讓未信主的參加者也
可以感受教會崇拜的模式，相信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好
的體驗。深盼在往後的日子能有機會可以再次合作，將
愛心與關懷帶給有需要的人！

—— 基督教宣道會宣恩堂
牧的地家庭服務中心

半年前義工曾探訪一位婆婆，她家徒四壁，大門和鐵閘
的鎖都已損毀，廁所也沒有燈光，情況惡劣。教會知道
了婆婆的情況卻苦無對策，也沒有資源能夠幫助婆婆改
善家居問題。

後來在教關的介紹下，教會義工認識了「建祝義工
隊」。透過他們和「足印義工團」的物資收集計劃及維
修工程，把社區中的物資重新分配給有需要的人，改善
了婆婆的家居。維修完成後，教會義工也再次接棒，跟
進婆婆的個案，提供心靈上的照顧。

——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黃埔堂Gary

感恩在今年復活節期間，教會收到由「教
關」提供的PEACE	BOX，雖然只是小小
的禮物盒，但對這些被邊緣化的一群，卻
使他們感受到被愛與關注。當各人收到
PEACE	BOX的時候，從臉上所流露的燦
爛、滿足的笑容，就知道，這不是禮物盒
裡的東西是多麼的貴重，而是這PEACE	
BOX所帶來的意義──愛與關懷。這不單
是對基層家庭的關懷，這些物資也是對教
會的支持與支援，使教會能夠持續地作關
懷社區的服侍，連結有需要的群體！

——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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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後

感謝各界的慷慨奉獻，讓教關能夠專注發展「扶貧、滅貧、防貧」的事工，並使之成功！

個人
孔慶源

尹志衡

王主愛

王雅芬

伍劉麗冰

何慶鋒

余家曄

李美嫦

周國全

林瑞昌

林學之

林錦常

袁文得

張文偉

張寶珠

梁月美

莊明偉

許咏華

許偉利

郭志權

郭富榮

郭惠英

機構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欣苗幼稚園

青牧基金有限公司

美術堂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香港航空業基督徒聯盟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啟思幼兒園

教會
上環浸信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泉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望福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樂泉堂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尖沙嘴浸信會

西環靈糧堂

沙田浸信會

旺角浸信會

宣道會元基堂

宣道會希伯崙堂以斯帖團

宣道會國語堂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大坑東堂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大圍堂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長沙灣福盛堂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鞍盛堂

香港伯特利教會恩光堂

香港浸信教會

香港浸信教會好鄰舍福音堂

恩薈使命教會

真理基督教會協英堂

神召會禮拜堂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九龍迦南堂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大埔迦南堂恩典小組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尖沙咀迦南堂(兒少級主日學)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感恩堂

基督教牛頭角潮人生命堂

基督教以便以謝堂

基督教以便以謝創新堂

基督教協基會馬可堂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黃埔堂

基督教恩霖堂

基督教恩臨堂

基督教會純恩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北角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沙田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救主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禧恩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九龍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天水圍堂

港島敬拜會

葵涌新生命堂

Community	Church	Hong	Kong

Hong	Kong	Korean	Church

International	Baptist	Church

Saint	Andrew's	Church

Union	Church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

基督教迦勒保健中心有限公司

W.K.	Mak	&	Stella	Ho	CPA	Limited

CWM/Nethersole	Fund

Delia	English	Primary	School	&	Kindergarten

Delia	English	Primary	School	&	Kindergarten	(Kindergarten	Section)

Delia	Memorial	School	(Broadway)

Delia	Memorial	School	(Hip	Wo)

Delia	Memorial	School	(Matteo	Ricci)	

Faith	Hope	Love	Family	Foundation	Limited

HKBN	Talent	CSI	Fund	Limited

Hung	Fook	Tong	Holdings	Limited

Lap	Well	Limited

MTR	Corporation	Limited

New	World	Facilities	Management	Co	Ltd

New	World	Group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Warmview	Company	Ltd.

陳思明

陳曉民

陳觀娣、魏智君

麥展誠

麥偉鵬

麥溢華

彭貴枝

彭趙維萱

曾遠帆

馮景賢

楊景正

溫逸文

葉少存

廖淳一

甄美蘭

歐訓權

潘其耀

鄧泳蘭

鄧瑞心

鄧麗文

賴博淵夫婦

鍾卓然

鍾錦榮

羅志聰

嚴汝洲

Agnes	Lee

Alexander	Chu

Au	Yiu	Po

Carmen	Cho

Chan	Ching	Yee

Chan	Kwok	Keung	Charles

Chan	Sau	Wai

Chan	Shuk	Yee

Chan	Suk	Han

Chan	Weng	Tak

Chan	Yuk	King

Cheung	Chi	Kin	Paul

Cheung	Suk	Ming

Chong	Lin	Na

Chris	Liu

Dave	Ang

Debra	Rose	Oxford

Fok	Chun	Data

Fung	Wai	Man

Ho	Hing	Fung	Terence

Ho	Kwan	Pak

Ho	Wun	Man	Terence

Hui	Po	Chu	Kitty

Hui	Russel

Hung	Tin	Wah

Ip	Alexandra

John	Y.W.	Louie

Lam	Tsz	Sum

Lam	Yuet	Oi

Lau	Kit	Ling

Lau	Mei	Chi	Candy

Law	Chi	Kin

Lee	Cheung	Pui	Yin	Edwina

Lee	Nim	Yee	Helen

Lee	Wing	Kwan	Carol

Lena	Lam	

Leung	Chung	Tat

Li	Choi	Ha

Linda	Lee

Liu	Show	May	Helen	Fong

Luk	Kit	Mei

Ma	Chiu	Hoi	Sanford

Ma	Yuen	Fong,	Fiona	

N.N.

Ng	Yuk	Kuen

Paul	Jackson

Poon	Kwong	Wing

Roy	&	Virginia	C.	Huang

Siu	Foon	Sim

Susanna	Ma

Tam	Tak	Yu

Tsien,	Amy	Paula

Wan	Lai	Yau	Deborah	

Wong	Jing	Yi	Ella

Wong	Kwan	Moon	Mary

Wong	Sze	Sze

Wu	Ching	Kuen	Herita

Wu	Ching	Kuen,	Herita

Yau	So	Chun	

Yeung	Chu	Kwong

Yiu	Pui	Tik

奉
獻
名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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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2017年核數報告，請瀏覽教關網頁：
		核數報告：http://www.hkcnp.org.hk/about_hkcnp/audit/

2017
支出

254,585

愛心行動

師友計劃

行政開支

網絡及倡議
1,156,994

1,412,292
2017總支出 

$3,250,626

426,755

如有興趣了解更多教關的事工，認識香港貧窮資訊，或緊貼教關近況
歡迎瀏覽網站、Facebook及instagram

基督教恩臨堂

基督教會純恩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北角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沙田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救主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禧恩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九龍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天水圍堂

港島敬拜會

葵涌新生命堂

Community	Church	Hong	Kong

Hong	Kong	Korean	Church

International	Baptist	Church

Saint	Andrew's	Church

Union	Church

支
持
教
關

奉獻支持
在禱告和奉獻上支持我們，繼續深化各項事工的服侍接觸面和形式，強化與伙伴教

會、機構、商界、學校和個人的合作，讓更多窮乏人能夠藉關懷行動領受上主的愛

和憐恤，身心得到溫飽。

奉獻方法：http://www.hkcnp.org.hk/your_response/offering/

支票抬頭：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有限公司

匯豐銀行賬戶：168-523-470-838

捐款HK$100或以上，憑捐款收據可向香港政府申請稅務減免。

成為大使
歡迎有扶貧心志的弟兄姊妹登記成為「教關大使」，

負責於教會或團體內推廣教關抗貧運動，並協助教關

的活動舉行，為貧窮人發聲！

登記成為大使：https://goo.gl/Fh1nSb

成為伙伴
我們誠意邀請貴教會、機構、學校或企業加入成為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的伙伴，共同轉化社區，包括：

•	認同教關的使命及工作，願意在你的團隊內推動參與關懷貧窮事工

•	積極參與有關扶貧倡議及教育活動，促進社會公義，影響社會政策

•	在刊物及媒體上認同及支援教關轉化社區的工作

•	為教關各項事工禱告，願神大大使用各網絡伙伴，同心服侍社區

登記成為伙伴：http://goo.gl/xqbEOy



我實在告訴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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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25:40)

地址 : 九龍石硤尾大坑東棠蔭街15號
郵寄地址 : 上環郵政局信箱33506號
電話 : 36899810         Whatsapp : 67602025         傳真 : 30138950
電郵 : info@hkcnp.org.hk         網址 : www.hkcnp.org.hk 
Facebook : http:// fb.com/hkcnp         instagram：@hk.cnp

請支持資產為本社區轉化運動，使人們建立解決自身問題和控制自己
生活的能力，從而達致身心靈全人發展，改善社區的各方面。藉此，
人們將會活出上帝創造的心意，社區亦成為彰顯上帝國度的地方。

成為伙伴 成為大使 奉獻支持

化感動為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