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徒回應貧富不均使命課程

陳淑娟傳道

由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愛鄰舍福音網絡合辦



（一）聖經中教會與信徒的角色

大家覺得自己是否是一個有使命的
信徒？大使命？大誡命是甚麼？



上帝公平的法則
➢利25：41-42

• 到了禧年，他和他兒女要離開你，一同出去歸回本

家，到他祖宗的地業那裡去。因為他們是我的僕人，

是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不可賣為奴僕。

➢利25：28、利25：23
28倘若不能為自己得回所賣的，仍要存在買主的手裡直

到禧年；到了禧年，地業要出買主的手，自己便歸回

自己的地業。
23地不可永賣，因為地是我的；你們在我面前是客旅，

是寄居的。



教會與信徒的責任
➢出22：27

• 因他只有這一件當蓋頭，是他蓋身的衣服，若是沒
有，他拿什麼睡覺呢？他哀求我，我就應允，因為
我是有恩惠的。

➢詩109：16

• 因為他不想施恩，卻逼迫困苦窮乏的和傷心的人，
要把他們治死。

➢箴14：31

• 欺壓貧寒的，是辱沒造他的主；憐憫窮乏的，
乃是尊敬主。



教會與信徒的責任
➢詩112：9

• 他施捨錢財，賙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他的
角必被高舉，大有榮耀。

➢太19：21

• 耶穌說：「你若願意做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
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

➢路12：33

• 你們要變賣所有的賙濟人，為自己預備永不壞的錢
囊，用不盡的財寶在天上，就是賊不能近、蟲不能
蛀的地方。



教會與信徒的責任

➢摩 2：6-7

• 耶和華如此說：「以色列人三番四次地犯
罪，我必不免去他們的刑罰；因他們為銀子
賣了義人，為一雙鞋賣了窮人。他們見窮人
頭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礙謙卑人的道路。
父子同一個女子行淫，褻瀆我的聖名。



（二）歷史上教會在社關的角色



初期教會

⚫凡物公用（徒四32）

⚫幫補缺乏的（徒四34-35）

⚫慷慨捐助（林後八1-2）

不患寡而患不均



•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 美國教會協會

• 世界福識宣教大會



世界福音宣教大會

洛桑信約(Lausanne Covenant)(1974)
第五段：傳福音與社會關懷都是基督徒的責任

馬尼拉宣言(Manila Manifesto)(1989)
第八段：我們確信我們必須藉關懷那些在公義、

尊嚴、食物和居住上受剝削的人來顯明
神的愛

開普敦承諾(Cape Town Commitment)(2010)
第一部份第七段C：我們愛這個世界上的窮人和

受苦的人



近代教會

⚫ 先知性：責備社會之不公義，剝削
貧窮人

⚫ 救贖性：藉服侍與宣講，扶貧成為
窮人得聞福音的管道



社關/扶貧組織的興起

⚫ 香港世界宣明會（1962）
⚫ 工業福音團契（1973）
⚫ 城市睦福團契（1983）
⚫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1987）
⚫ 施達基金會（1991）
⚫ 新福事工協會（1997）
⚫ 禧福協會（1997）
⚫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2002）



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委員會
於 2001年定義貧窮為「缺乏有
尊嚴地生活的基本能力」



（三）現今社會與教會的情況



港人居住面積愈住愈細，據差估署《香港物業報告2018》顯示，料今年落成迷你戶
（實面用積少於431平方呎）佔約38%，預計明年將達9,649伙，佔比升至47%。

新加坡面積為香港約6成，人口較香港少四分一，惟當地人均居住面積有323平方呎，
比香港大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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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本港人口的最新統計數字約744萬人。香港新聞處每年出版之《香港年報》2,3在

2016年估算香港約有884,000人信奉基督（以2016年人口約733萬人計，約佔12%），

包括約500,000名基督徒（約6.8%）及約384,000名已受洗天主教教友（約5.2%），當

中包括 166,000 菲律賓人。



教會的組成

➢加3：28
• 並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

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

➢西3：11
• 在此並不分希利尼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

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
切，又住在各人之內。

➢林前1：27-29
• 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

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神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
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氣
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四）不同群體的需要

• 獨居長者

• SEN（特殊學習需要）

• 無家者

• 新移民群體

• 基層工友

• 環保工作者



獨居長者

本港65歲以上長者10年增逾3成至
116萬，當中15萬為獨居長者。



SEN（特殊學習需要）

➢ 2016小學生主流學童 19829

➢ 中學生主流學童 19640 

➢ 接受康服服務 6759 

➢ 等候個案 6885



無家者

➢ 全港露宿者數目創新高

➢ 24小時快餐店無家者人數5年

增近7倍



新移民群體





基層工友

➢ 最低工資？



環保工作者

➢ 一公斤廢紙多少錢？

報紙5毫、紙皮3毫、汽水罐5仙



思考

➢我做過甚麼？

➢我能做甚麼？



問題討論



社區服務與福音的關係

（第二課）



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

◆ 位於大角咀的二樓教會

◆ 佔地七千尺



無牆教會

從中產教會

「變」成為

教會「無牆」



教會異象
走進社區為基層、新移民、單親家庭

提供服務及照顧其身心靈的需要，使他們能

認識神，融入教會，彼此服侍。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
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
不沾染世俗。（雅各書1:27）

與社區結連，建立無牆教會。



回應社會需要

◆ 設立睦愛中心／睦愛基金

◆ 社區服務成為傳福音的管道



社區服務
幼兒學前班（2014） English Connect（2016）

小學功輔班（2014） TEEN TEEN 向上獎學金計劃（2016）

食物銀行派發中心（2014） 專注力小組／情緒輔導小組（2016）

家庭小電器支助計劃（2014） 輔導中心（2016）

移民英文小組（2015） 愛裡同行計劃（2018）

中學功輔班（2015） 愛護站（2018）

睦愛飯堂（2015） 婦女義工隊（2018）

睦愛物資日（2015） 清潔特工隊（2019）

基督少年軍（2015）



靈命成長計劃

兒童英文聖經班

芥菜種成長計劃

婦女義工組計劃

愛燃亮計劃

波阿斯計劃



下週預告

• 實踐中的迷思與張力（一）

• 分題討論，落地實踐



實踐中的迷思與張力（一）

1. 人手、資源短缺

2. 無牆（安全性）

3. 新與舊的衝突

4. 福音的果效



1.人手、資源短缺



福音機構與教會
新福事工協會 飲食業福音團契

香港基督教勵行會 香港營養師協會

浸信會愛群社 播道書院

惜食堂 ICA（國際神召會）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 YMCA

伯特利神學院 同心圓

香港樹仁大學 香港教育學院



2.無牆（安全性）

以誰的眼光看事情



3.新與舊的衝突



4.福音果效



進入社區後帶來的改變



生命因「祢」改變
個案一：古怪的老人



個案二：
無助的單親媽媽

生命因「祢」改變



教會內質與量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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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更多人同心服事社區



社區的轉化



社會服務與福音的關係



社會服務與福音的關係

• 教會不是NGO

• 教會不能取代社福工作

• 政策倡導



不同群體服事策略（分組）

1.新來港婦女

2.SEN家庭

3.清潔工友

4.基層長者

5.基層青少年



新移民婦女



旺角宣道堂 睦愛中心 

 你有沒有發現子女有以下情況: 容易分心? 坐不定? 易發脾氣? 或子女已確診讀寫障礙、 過

度活躍/專注力不足等特殊學習需要? 本計劃將會透過不同支援協助相關的家庭改善問題。  

計劃目的 

 眼見區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有上升的趨勢， 而支援卻不足以應付所需， 藉此， 中心希望推行

「 愛裏同行」 計劃， 與相關的家庭同行， 活出基督的樣式。  

計劃目標 

透過實行三年計劃持續跟進情況， 學童能在計劃中尋找個人所長及喜好， 從中培養正確的自我認

同感， 建立適當的發展方向。 計劃亦會提供相關的輔導小組照顧家長的情緒壓力， 家長從不同活動中了

解中子女， 減輕相關憂慮， 希望家長在照顧子女的同時能維持心理質素， 務求達致家庭健康。  

學童支援 

根據不同情況提供訓練及輔導， 協助學生尋找個

人所長， 建立自信心， 提早作出規劃， 為未來奠

定基礎。   

1. 為未曾接受評估的學童進行初步評估 

2. 每年按學童不同需要提供不少於25節的輔導

或不同形式訓練 (如記憶、 專注力訓練)  

3. 為小五或以上的學童進行生涯規劃  

4. 提供師友計劃 (如一對二功課輔導) 

家長支援 

著重於舒緩家長壓力， 提供渠道讓家長表達情

緒和學習與子女相處溝通的技巧， 建立良好關

係。  

1. 定期進行個人會談 ， 了解子女進度 

2. 每年提供不少於10節的訓練， 學習相關技巧 

3. 推出家長小組， 互相交流照顧心得  

對象: K.1 - P.6 基層SEN(特殊教育需要)學童 

地點: 九龍大角咀福全街17-19號福康大樓2字樓  

電話: 2390 5722 

*報名後需進行面試* 

「愛裏同行」計劃 

SEN家庭



清潔工友



下週預告

怎樣開始

打破迷思（二）

Dos and Don’ts

延續性



怎樣在堂會中啟動教會無牆

（第三課）



怎樣開始？

◆ 一切從祈禱開始

◆ 由誰開始？

◆ 找誰同行？

◆ 怎樣得到堂委、兄姊支持？

◆用什麼形式服事社區？



懇切為在位的祈禱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

求、祝謝；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

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

事的度日。 【提摩太前書2:1-2】





1.用什麼形式來服事社區



2.怎樣動員兄姊參與？



3.找誰同行

◼ 建立有異象的核心團隊



4.怎樣得到支持？

◼ 異象的傳遞

➢講台訊息

➢家書

➢走進社區



DOs

我若死就死罷。
【以斯帖記4:16下】

勇敢（以斯帖的心）



DOs

決心 （耶利米的心）

你們要呼求我、禱告我、我就
應允你們。你們尋求我、若專
心尋求我、就必尋見。

【耶利米書29:13-14】



DOs

敏銳的心（以賽亞的心）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
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
我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

【以賽亞書6:8】



DON’Ts
◆ 空降式

◆ 節日／活動式

◆ 動機式

◆ 商業經營式

◆ Copy Cat



空降式



節日／活動式



動機式



商業經營式



Copy Cat



主的門徒

➢對神－至死忠心

➢對人－寬容有愛

➢處事－盡責認真



延續性
• 屬靈傳承

• 讓不同機構、教會參與

• 走進社區

• 向外宣講



延續性

同心承擔使命

忠心跟隨異象

愛心服侍鄰舍

耐心到主跟前



恩典總比困難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