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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關懷貧窮網絡

1300+ 
  教會

各行各業的
商界代表和 

專業人士

政府部門

1400+ 
基督教機構
         和學校

500,000+
基督信徒

>> 關於教關

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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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命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有限公司」（簡稱教關）為社區伙伴建立網絡

平台，彼此協作服侍貧窮人，從扶貧、滅貧、防貧三方面轉化社區。

香港的貧窮問題屬結構性，教關致力透過結構性的解決方案，紓緩

全港十八區的貧窮問題。教關的服務強調充權過程和師友同行模式，

兼具知識與關懷，備受伙伴信賴，能夠幫助他們建立服務社區的能

力，以達致消減貧富懸殊和增強社會穩定的目標。

抗貧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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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記載主耶穌在世的使命：傳好信息給貧窮人、讓被囚禁的得到釋放、讓雙目無光的人重見光明、
讓被壓制的得到自由。上主向各人賦予力量，使一個社區的居民建立解決自身問題和管理自己生活的能力，從
而達致身心靈全人發展，並從各方面改善社區（健康，教育，工作，關係）。通過這個過程，不論貧窮人還是
富有人都能夠經歷生命轉化，活出上帝創造的心意，社區亦成為彰顯上帝國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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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 
重拾希望

脫離 
跨代貧窮

福音 
遍傳社區

遏止 
貧窮加劇

強化 
扶貧政策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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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及宣傳

拓展推廣

跨代脫貧

防
貧

滅
貧

扶
貧

福音轉化社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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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關懷貧窮網絡

聖經記述主耶穌的一段說話：「因為我餓了，
你 們 給 我 吃， 渴 了， 你 們 給 我 喝； 我 作 客
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
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裏，你們來看
我。……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
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
身上了。」（馬太福音 25 章 35-36, 40 節）

勿以善小而不為，簡單一杯涼水足以慰解乾
渴之人。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教關）一直鼓
勵社會各界了解本地貧窮問題，並將憐憫貧
窮人的感動化為實在的行動，那怕是對鄰舍
的噓寒問暖、派發熱飯，既祝福了他們，且
一一做在基督身上。與此同時，教關協助許
多扶貧和關懷社區經驗逐漸增加的教會和團
體擴展事工，配搭適合的伙伴單位，相輔相
承，讓服侍貧窮人的工作更見果效！

為幫助區內團體更了解身處地區的貧窮情況，
今年教關首次進行以地區為單位的調查，透
過問卷和訪問，了解中西區使用社區服務的
基層家庭的想法和意見，並促成區內團體合
一回應需要，更切合地服侍區內貧窮人，報
告內容可以細閱本年報。另外，我們感恩越
來越多主內牧者和信徒有志認識及參與更多
扶貧工作—每年舉辦兩次的「信徒回應貧富
不均使命課程」有近百人參加，非常踴躍交
流意見，強化事工。盼望未來一年，教關繼
續促成區內更多團體的並肩合作，結合社會
資產供應貧窮人身心靈的需要。

今年香港多經風雨，各區的教會、機構和學
校都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求上主記念他們
真誠服侍貧窮人、基層市民和青少年的工作，
並繼續加添智慧和力量。教關亦深感謝與我
們伙伴同行的教會、機構、學校、企業、義
工大使、捐獻者和信徒群體，各行各界的協
力共工使扶貧網絡更有效將上主的福氣帶給
貧窮人。教關的三間創會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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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領導，我們銘感五內。
但願上主在新一年感動更多人的心，擴大扶
貧網絡，讓更多家庭領受主恩！

李炳光牧師 , SBS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主席

>> 主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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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光牧師（主席）
蔡元雲醫生（副主席）
陳龔偉瑩女士
陳炎光先生
鄭家輝牧師
張洪秀美女士
張啟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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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健源律師

義務法律顧問

董事會

李炳光牧師（主席）
蔡元雲醫生（副主席）
陳炎光先生
周榮富牧師
雷慧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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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子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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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關成長嚮導組：蔡元雲醫生
教關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顧問團：司徒永富博士
兒童發展基金延續計劃：葉松茂博士
教關愛心行動：陳茂偉博士
「1017 唔食都得」運動：姚國杰先生、Ms. Pauline Chan

召集人

鄺玉婷博士
林誠信牧師
梁國全傳道
梁友東牧師
羅志聰先生
雷慧靈博士
陸幸泉牧師
吳思源先生
蒲錦昌牧師
冼少芬女士
司徒永富博士
謝子和牧師
胡志偉牧師

陸幸泉牧師
蒲錦昌牧師
司徒永富博士
胡志偉牧師

教關董事會與三位創會機構主席（胡明添牧師、蘇成溢牧師及陸輝牧師）共膳，交流扶貧工作及教關方向。

架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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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險峻艱難的時代裡，教關感恩能夠連繫各區人才和智慧、資源和物

資、服務和活動，共建扶貧網絡平台，讓各服侍單位推動社區工作事

半功倍，使貧窮人得到全面的支援，將平安和希望帶給基層！

>> 關懷貧窮網絡

元朗

64

屯門

54

離島

42

跨代脫貧

推動師友計劃
兒童發展基金成長嚮導計劃 (CDF)
◎	2019 年批核贊助8個計劃

◎	贊助金額達240,000元

◎	400基層兒童受惠三年，甚至一生受用

*每年計劃數目由政府決定

兒童發展基金延續計劃 (Post-CDF)
◎	為83位完成 CDF 的友員提供額外 2年的支援

教關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 (YUM)
◎	2019 年有32位 18-25 歲的青少年參加

◎	同年共有25名友師

◎	四屆合共130名學員先後加入計劃

教關愛心行動
感謝伙伴慷慨捐贈，受惠人次達
◎	食物：18,724人

◎	服務：1,388人

◎	物資：7,539人

教關贊助經營愛心糧倉
◎	受惠人次：7,408人

PeaceBox 祝福大行動
◎	透過教關聯絡由13個伙伴捐贈合共

 2,778個禮物盒

◎	由53個伙伴派發合共7,145個禮物盒



7 2 0 1 9 年 度 工 作 報 告

各區曾參與「教關」項目
或伙伴合作的教會、機構、
學校、企業等團體總數：

1524間共

深水埗

149

黃大仙

58

油尖旺

158

九龍城

87 觀塘

150

沙田

141

荃灣

63

大埔

37

北區

46

葵青

75

東區

95
灣仔

72

中西區

101

南區

36

西貢

52

其他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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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貧 >> 愛心行動

「教關愛心行動」連結機構或個人群體，提供免費資源，例如食物、服務、物資或活
動等，與教關伙伴分享，藉著這些資源成為媒介和起始點，支援伙伴於地區向基層人
士作長線服侍，分享基督的關愛和福音，轉化生命。此外，推動社會各界參與愛心行
動的服侍，以實際行動關懷社區基層人士，建立共融的社會。 2020 年教關將推動「愛
心行動」標誌，認證社區內活躍於服侍貧窮人的團體，促進社會關心貧窮情況的風氣。

鼓勵不同界別共同回應貧窮問題，支援「教關伙伴」進行扶貧、脫貧及牧養貧困人士的行動

企業  教會

「民生無小事」計劃
*計劃由商社聚賢主辦

教關經計劃推動企業親歷基層生活中的難處，為基
層市民構思和實踐可行的方案，以解決他們每天面
對的日常困擾。其中一間參與的企業「新創建集團
公司」探訪教關在大角咀的伙伴教會「基督教宣道
會宣恩堂牧的地家庭服務中心」一直服侍的劏房
戶。有一個細小家庭放置大量凌亂雜物，公司想出
「伸縮頂天立地」掛衣連儲物掛架。針對空間狹小
且缺乏儲物設施的問題，善用居所上方位置，改善
收納，緩解雜物的困擾。即使面臨搬遷，亦可因應
新居自由拆解及再組合。公司義工此後也有繼續探
望家庭。

公司  機構  教會

智有「財」能教育坊
*活動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香港銀行公會主辦

教會

活動免費為低收入參加者提供理財講座，灌輸正面
理財觀念，助他們更正確地管理和運用金錢，從而
達致改善家庭財政狀況的目標。由專業人士提供該
界別的服務，相比教會負責該類別主題更深入及專
業，也可以幫助教會提供更多元化而又緊貼受惠者
日常生活面對的問題。

公司

銀行界別義工可以透過「教關」接觸不同地區的基
層人士，當中有基層長者、新來港婦女及基層青少
年，透過分組討論、互動遊戲，更深入理解基層人
士的生活艱難。

機構

明白教會服侍基層的方式，與其他傳統機構不同，
能夠補足機構服務的未盡之處。

分
享

受惠者

感到非常有幫助！因為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比較沒有計劃的人，東西覺得喜歡，價格又可接受時，
就一下子衝動買回家。有時買了沒有用的東西就只能堆積在家，我先生亦有時責備我。今次聽畢講

座後去超市購物，就算沒有時間寫購物清單也會心中有數，不再亂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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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關同行――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堂

自 2016 年 8 月，教關拜訪「聖道迦南堂」陸少芬傳道，陸傳道表示有感動服侍鄰近順利邨、順天邨、
順安邨及順緻苑（簡稱「四順」）一帶的長者。教關因應其需要，安排了「聖道迦南堂」拜訪同區「恩光

社會服務中心」，讓教牧同工分享交流，藉此認識社區服侍工作。此外，教關亦安排
了伙伴教會「信心恩典教會」的林子富牧師於「聖道迦南堂」崇拜
證道，於當中分享扶貧信息，同時讓教會更了解教關事工。於同年
12 月，「聖道迦南堂」便已與教關第一次合作舉辦社區活動，透
過「教關愛心行動」捐贈的肥皂，製作成福音包派給順天邨長者。

免費物資及服務 

教關繼續與「聖道迦南堂」一路同行，為其提供免
費物資及服務，如透過「愛心行動」捐贈月餅和糭
券。而其中一個最有力推動教會與街坊發展長線關
係的資源轉贈活動，是 2017 年年末的免費熱食服
務，讓 100 位貧窮長者可享用愛心飯盒。同月，教
會成功邀請 26 位領取免費飯盒的長者出席首次「喜
樂小組」活動，為日後建立長者團契打好了基石。

感恩 2019 年團契「喜樂小組」已由 20 人增至 50 人，今年 12 月也將有
3 位街坊受洗。教關透過提供各類支援、逐漸充權，引領「聖道迦南堂」由資
源有限、經驗不足開始，走到有能力以行動實踐使命，讓有需要者享溫飽之餘，
亦關懷受助者心靈。幾年間，於多個節日探訪及街頭佈道活動中，均有帶領街
坊決志信主的成功例子。「喜樂小組」的長者更成為義工，發揮自己的能力祝
福其他長者。上述見證了教會如何運用免費資源發展長期的社區服侍，藉一個
個飯盒及參與幫忙的同工，接觸及凝聚貧窮人，以關懷轉化人的生命。

教關
 同行

成果

起步

人力資源上的支援

除轉介資源，教關亦有轉介其他教會同工協助推動
服侍。如 2019 年的「賀中秋、顯主愛」活動，教
關就邀請了伙伴「香港佑寧堂」參與探訪長者，一
同與「聖道迦南堂」送上關心，更成功帶領三位長
者信主。另外，教關亦有轉介「國際基督徒生命堂」
有豐富服侍長者經驗的 Alan 弟兄，讓其協助牧養
「聖道迦南堂」週六長者「喜樂小組」，Alan 亦有
帶同 20 多位來自不同教會的三福學員參與服侍，
大大紓緩了教會前線服侍的壓力。

陸少芬傳道分享

三年前，上帝賜下異象—「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樣。」憑信，我們
承擔祂的呼召，在資源貧乏之下開展「四順」社區福音事工。上帝透過教關—我們

的同行者，令我們經歷上帝是耶和華以勒，必有預備及豐足的供應。兩年間，已有十位社區長
者受洗歸入教會，全是恩典。上帝所興起的工作是超乎我們的所想所求，祂讓「聖道迦南堂」
成為「四順」社區的明燈，照亮那些心靈貧窮的人，將他們的腳步引到基督所賜的永生路上。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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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一群來自教會、商界和慈善組織的有心人聯手發起
「PeaceBox 祝福大行動」，鼓勵社會各界每年在復活節這充
滿盼望的日子送出禮物。連續五年，有超過兩萬位義工合力把
45,000個帶著祝福的禮物盒，在慶祝復活節疊砌成展現盼望的
大型展品後，透過家訪及不同的活動，將禮物與基層家庭、獨居
長者及有需要人士分享。捐贈、接受及參與 PeaceBox 的人數不
斷增加，目前參與人數已超過二十萬。

祝福基層人士

透過小禮物，既讓基層人士或家庭感受到被關心，同時也讓彼
此接通連繫，擴大生活圈子，也讓教會可以持續地服侍他們。

祝福教會

參與捐贈 PeaceBox 禮物，踏進社區服侍基層人士，分享主
愛，讓教會開展社區服侍，或支援作恆常社區服侍之教會，同
時連結英語教會參與，同作合一見證。

祝福學校

讓學生參與捐贈PeaceBox 禮物，關心社會中資源匱乏的一群。

祝福企業

讓企業員工參與捐贈及派發 PeaceBox 禮物，關心貧窮群體；
與此同時，結連企業資源，將社會資本輸入社區。

祝福社區

結連學校、家庭、教會、企業、機構等，以地區資源服侍社區，
建立共融關愛社會。

>> 扶貧 >>PeaceBox 祝福大行動

製
作
禮
物
盒

基層人士

機
構

舉
辦
嘉
年
華
活

動

透過
教關

探訪

主辦單位 /

收集點

企業

教會

學校

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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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

同福堂在 3 月收集 PeaceBox 的階段，特別在教會大門
櫥窗內擺設 PeaceBox，呼籲弟兄姊妹製作禮物盒，送給

其他社區有需要的家庭。他們將適合不同類型人士的禮物展
示，方便會友思索預備什麼禮物。

分
享

城市睦福差傳學院及香港浸信教會祝福鄰舍小組

PeaceBox 行動在西營盤中山紀念公園嘉年華會當天，我們透過問卷接觸了十多
個基層家庭，之後與他們聯絡。暑假期間舉辦了一些活動給這些家庭，例如繪畫班、

宿營，加深了彼此的認識， 之後介紹了這些家庭給區內教會繼續跟進，透過功課輔導班，幫
助基層兒童學習上的需要，也繼續關心這些家庭，與他們同行。

分
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港福堂社關部的弟兄姊妹 6 月帶同 PeaceBox，探訪香港基督教會
宣道堂，服侍基層兒童家庭。當中有不少弟兄姊妹這幾年也分別參
與港島南區探訪長者及中西區的免費熱飯派送服務。他們是首次探訪基層兒
童的家庭，認識到這些社區中的婦女，透過教會提供給兒女的服務及婦女團
契，認識了教會一段時間，有些更預備受浸加入教會。

這些婦女都感受到信仰帶給他們喜
樂和支持，跨越她們初來港時語言
不通、未能建立朋友圈子、困在有
限的居住空間內的孤獨感和種種困
難，教會開放服侍，與社區居民同
行，轉化生命。

分
享

2019 年合辦機構：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馬鞍峰香港教會、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
會、香港城市大學、教會關懷貧窮網絡
有限公司、香港福音盛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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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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進其個人發展及協助他們脫離「跨
代貧窮」。

教關連結教會、機構、學校、政府部門，協助青少年實
踐個人發展計劃，建立社會資產，長遠達致跨代脫貧；
同時形成網絡，轉化社區。

教關榮獲長期支持機構獎項

政府勞工及福利局於 3 月 9 日舉辦兒童發展基
金「十年敢想」頒獎典禮，向眾多持份者展示
多年來的見證和社區改變。教關自 2007 年推
動先導計劃起，至今不遺餘力幫助友師和營運
機構更有效地服侍友員，獲政府頒贈「支持機
構獎」及「長期支持獎」，肯定教關在服侍青
少年方面的貢獻和努力。教關非常感謝眾多伙
伴教會、機構和學校的同行，十年來以師友計
劃祝福基層兒童。

>> 滅貧 >> 兒童發展基金嚮導計劃（CDF）

2008 年至今：

•教關共贊助 36個伙伴參與 78個計劃
•超過 7,000位年屆 10-16 歲友員經教關伙伴參加計劃（佔總人數逾半）
•總贊助額達 700多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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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貧富懸殊問題嚴重，為從根源解決跨代貧窮問題，教關積極推廣師友計劃益處及強化友師服侍能力，幫助基
層青少年活出希望，於 5 月 18 日假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舉辦「友師發展日」。活動有逾 400人參加，超過
一半是現任友師或曾經擔任友師，另約有兩成有興趣了解師友計劃及成為友師。

活動由勞工及福利局副局
長徐英偉先生 , JP 擔任主
禮嘉賓。勞福局作為「兒
童發展基金」的政策及督
導部門，徐先生分享了計
劃十年以來的成果，並且
勉勵在場眾多友師和「準
友師」繼續將同行的喜樂

傳揚出去。他亦分享說：「除了我們向青少年說『你
們並不孤單』，其實我們的友師也『並不孤單』」，
鼓勵參加者投入友師的網絡當中。

EQ 研究訓練顧問余德淳
博士作為大會講員，分享
了 他 多 年 的 師 友 同 行 經
驗。他分享了十個與人相
處的經歷和道理。其中他
說每個人能夠幫助的可能
只有數人，但這數個人又
會願意幫助其他人，這就
是師友計劃的真諦。

大會亦特別邀請了四位友員，他們各自在計劃中的
不同階段，包括新參加計劃、剛開始計劃第三年的
發展計劃、剛完成三年計劃，以及完成計劃後的友
員成為了另一個兒童的友師，讓參加者親身經歷師
友計劃的每一個步伐。

友師發展日 << 滅貧 <<

2020 年友師發展日 現已接受報名
合辦：城市睦福團契、基督教勵行會、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中聖書院、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日期：2020 年 11 月 21 日（六）
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 30 分
地址：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增強友師服侍兒童及青少年友員的質素，同時鼓勵未成為友師的朋友加入師友計劃
•內容包括專題講座、工作坊、加油站、角色扮演等
•資深 EQ 研究訓練顧問余德淳博士將擔任講員
•多位講員負責不同有趣工作坊，包括桌遊、特殊教育、情緒支援、社交媒體等

如有查詢請聯絡教關同工何先生 (3689 9810)

請即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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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M 
計 
劃 
的 
六 
大 
目 
標

1

2

3

4

5

6

引導青年認識自我、探索個人前路，並為自己訂立未來實踐計劃

協助青年順利由學校過渡至職場，從工作中獲得向上流動能力的技能和經驗

為學員安排持續的專業訓練，為晉升作好準備，以擺脫跨代貧窮

由具備豐富社會經驗的基督徒以個別及小組形式進行互動交流，並藉此向社
會推廣師友文化

鼓勵企業積極參與並回饋社會

向政府倡議青年向上流動及支援貧窮人士滅貧的政策

計劃源起

YUM 計劃源自蔡元雲醫生及已故陳清海博士的構思，希望能凝聚各界有識有能之士，
不論是有社會責任心的企業及機構，或是信仰群體，一同關愛青少年，提升他們向上
流動的機會，並同時回應各行業中對人力資源的需要。計劃自 2015 年 11 月的分享會
正式開始籌備，當日有眾多來自商界的友好，響應關注青年人的呼籲，作出積極回應。
於是計劃在 2016 年 7 月正式招收第一屆 YUM 學員，並每年進行實證研究，改善計劃
以更貼合青年需要。

>> 滅貧 >> 教關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YUM）

教關推動
師友文化

由專業在職人士，經系統化的
培訓及支援，成為計劃中的友
師 (mentor)，與學員同行。透
過每月一次的師友同行小組和
個別接觸，傳遞職場良好的價
值觀，從自我認識、自我管理
到自我規劃三個階段，助學生
培養積極及自信，適應職場文
化、提高留職率。

對象：18 至 25 歲待業的青年人

企業

提供有晉升階梯的工作機會，
並配合完善的在職培訓。讓學
員可以發揮所長之餘，亦可發
展專業。

YUM 三大元素 
建立一個可操作、可持續、可擴展的青年向上流動計劃

進修課程

企業資助學員進修相關行業的
專業課程，培養學員持續學習及
自我增值的習慣，提升競爭力。

策略伙伴：

贊助機構：

主恩澤森
慈善基金會

2019 YUM 核心團隊 李謝靄華女士（組長）、鄭家輝牧師、賴文建博士、
 李卓傑先生、李振華先生、陸建平先生、彭慧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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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學員

不經不覺加入 YUM 這個大家庭已經兩年了，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在這兩年裡很感激友師及一班
同學一起走，再艱難都一起手牽手走下去。回想當初，記得剛考完文憑試，當時已經知道成績未如

理想，繼續讀書？不行！自己對讀書真的是興趣不大，就算下定決心都可能半途而廢。既然這樣委屈自己，不
如尋找另一個方向，就是找一份好工作……但這樣的成績到底誰會聘請呢？就算努力尋找，都可能沒有好結
果……於是，我不顧一切，下定決心選擇 YUM 這個計劃。後來認識到不少友師，他們很願意聆聽我的說話，
我心裡面想什麼，我都會願意跟他們說，他們亦很樂意聆聽，真的非常感激他們。他們亦舉辦了不少活動，令
大家互相認識……

友師亦很鼓勵我，不斷為我打氣，真的很感激……不經不覺我工作都一年半了，從一張白紙，什麼都不懂，慢
慢累積知識，與同事、長者打好關係。每天都遇到不同的事，不斷學習。一生人中，永遠都有學習相附著，在
工作單位內，每天都學習……

兩年了，時間過得很快，與友師、同學、同事、長者、家人都建立了一個關係。最後在此祝各位同學、友師身
體健康，事事順利，工作加油，萬分感激！

分
享

鄧女士

人生旅程中慶幸有彼此作同路人，友師也是得益者。我去年產子當天正值每月聚會，他們拍攝短片
為我和寶寶送上祝福很是窩心，謝謝你們。 

計劃來到尾聲了，無論是升學或繼續就業，我都祝福每一位學員找到自己的方向，希望你們一直保持笑容。

分
享

2017 年度第二屆畢業

第二屆 YUM 計劃於 2017 年 7 月啟動，為企業伙伴—香港寬頻、美心集團 - 美心中菜、康業服務有限公司、循道
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萬豪國際集團招募了 37位青年人入職。

在這一年半至兩年的時間裡，YUM 學員除了需要滿足工作要求之餘，又需同時進修，付出很大的努力。在 4 間伙
伴教會——基督教會純恩堂、基督教宣道會美孚堂、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沙田堂和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泉堂的友師
定期會面及師友同行小組 (Mentor Peer Group) 的協助及各伙伴企業大力支持下，當中有 25名學員們終於完成全
期計劃，達至三份之二的人數，並正向著下一個目標繼續邁進。我們為他們的努力及成長感到欣喜，並且衷心感
謝每位的同行及支持。

第二屆

學員

第二屆

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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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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採納了這模式，訂立及推行「兒
童發展基金」(CDF 計劃 )，為弱勢社群兒童提供為期三年的支援。教關盼望延續培育友員成長的生命工程直至
中學畢業，協助他們為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及個人未來升學就業作準備；故此自 2018 年開始在 4 個地區連結地
區伙伴教會，配搭宣道會宣基堂雅比斯社區中心、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城市睦福團契及基督教勵行會參與
推行「兒童發展基金延續計劃」，為「兒童發展基金」友員提供額外兩年的支援。

現時共招募 83 位完成 3 年 CDF 的青少年參與計劃，當中近 60 位是高中生

Post-CDF 計劃 參與機構 Post-CDF 計劃友員 推行地區 友員人數

第一期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F.3 – F.6 學生 油尖旺 / 九龍城 14

城市睦福團契 F.2 – F.5 學生 荃灣 / 青衣 / 葵涌 22

基督教勵行會 F.3 – F.6 學生 觀塘 15

第二期 宣道會基石堂雅比斯社區中心 F.4 – F.6 學生 將軍澳 / 彩虹 32

>> 滅貧 >> 兒童發展基金延續計劃（Post-CDF）

每 屆 Post-CDF 計 劃 為
期 2 年， 延 續 並 鞏 固
CDF 計劃「個人發展規
劃」、「目標儲蓄」及「師
友配對」的三項元素。

透過行業探索座談會、
短期企業實習及分享會，
助本地中學生認識不同
行業發展機會，在持續
升學前瞭解如何在有興
趣的事業方向脫穎而出。

增強本地中學生認識開
始踏入職場的需要，聯
合商界及學校提升基層
青少年的就業能力。透
過實地參觀，增進他們
對各行各業的認知，引
導認識職場的要求。

提供支援，並安排友師
與友員結連和同行，與
他們共同面對從中學選
擇升學或進入職場期間
所面對的挑戰及難關，
走過生命關鍵的轉變時
刻。

Post-CDF 計劃友員阿強（化名）

求學時期我參加了 CDF 計劃，期望能夠拓寬自己的視野。我的友師是一位來自金融界的熱心男士，
從他的身上學到很多的人生哲理、人際社交的技巧。隨著關係的建立，逐漸他成為了一個可以依靠、

傾訴的成年朋友。與友師的相處亦是我在 CDF 計劃中最深刻的部分；而友師生命的花火燃亮了我的生命。

CDF 計劃完結後，我參加了 Post-CDF 計劃。認識到一位擅於「規劃」的友師。起初，大家的關係都不深，顯
得有點生疏。但在每次參加友師準備的活動後，漸漸關係開始破冰，亦逐步建立互信。而這個友師的身教推動
我改善生活習慣。我開始正視自身常「學業拖延」的情況，開始主動地安排時間溫習及準備公開試。期望日後
在擇業過程中，友師能繼續與我同行。感謝 Post-CDF 計劃為我結連這位點燃我生命的友師。

分
享

核心籌委 葉松茂博士、馬秀娟女士、賴文建博士、曾子聰先生、姚小鳳女士、
 鍾凱盈女士、陳詠茵女士、周靄婷女士、黃美嫻女士、鍾偉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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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服侍基層，合一見證基督愛心

聯合國大會在 1992 年通過決議，宣佈 10 月 17 日為「國際消除貧窮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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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關懷貧窮網絡響應呼籲，自 2012 年起推動「教
關 10.10.10 抗貧運動」，鼓勵各團體同心協力，使每個人的人權都得到尊重，增強貧窮人和弱勢社群抵禦災
害的能力；並以扶貧體驗及關懷行動等關注貧窮人的需要，為他們發聲。

>> 滅貧 >> 兒童發展基金延續計劃（Post-CDF） 教關 10.10.10 抗貧運動 << 防貧 <<

中國基督教佈道會九龍迦南堂

今年教會參與「兒童發展基金」的師友計劃，所以 10 月份有主
日見證分享。另外，明年教會再次用關懷貧窮的課程來推動教會

貧窮工作，謝謝教關一直支持。

教會在扶貧上不敢有什麼誇口，抗貧更加談不上，只是在社會服事上有參
與，例如幫助新來港婦女學英文，透過基督少年軍幫助青少年人成長，以師
友計劃用三年與少年人同行，「迦嚐便飯」中與街坊在一起食飯，還有節期

探訪等等。教會必須學效主耶穌，
道成肉身，來到世間尋找罪人，使
人與神和好！教會就是主耶穌在世
上的代表，我們也要與人同行，讓
主愛改變世界，讓世界歸向主！

分
享

神召會禮拜堂

10 月 13 日是神召會禮拜堂本年度的「社關主日」，當日
由我們社會服務部的委員及幹事報告教會社會服務部於過去
一年的工作，及分享以基督徒身份如何回應社會貧窮的訴求。我們在
社關主日前兩星期，向教會小組介紹教關的「簡約生活」小冊子，鼓
勵教友以簡約生活回應訴求，以節省到的金錢用作捐獻，幫助社會有
需要的社群。

神召會禮拜堂每年都會運用扶貧基金舉辦多項扶貧活動，包括開學祝
福大行動、新春福袋祝福大行動、中秋丶端午節期探訪，關懷對象包
括本堂及油塘自修室有需要的家庭丶長者及學生，致力扶助及關愛弱
勢社群以及傳揚福音，以基督的愛去服侍，從而活出信仰。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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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探訪 —— 中五學生

很開心能夠參與這次探訪獨居長者活動，這活動令我獲益良多。我探訪
了兩戶的長者，他們都是獨居，他們的子女因為家庭或工作的需要而很

少關心自己的父母。一開始我也很擔心因為他們長期
孤獨，可能心情會不太好，較抗拒與別人交流，但事
實並不是如此。他們十分熱情和開朗，反而更關心我
的學業如何，令我感到很窩心，就像我的家人一樣。
從探訪過程中，得知他們需要長期覆診，每天也要按
時吃 10-20 粒的藥，但他們並沒有因此感到氣餒。我
反而認為我更應該向我所探訪的長者們學習，雖然他
們獨居和長期服藥，但是並沒有因此感到悶悶不樂。

分
享

運動三大元素：

1. 扶貧講座：讓學生進一步認識香港貧窮問題及扶貧現況，了解如何
實踐資源共享，一起關愛社會，為貧窮問題出一分力。

2. 社區探訪、地區服侍：可以因應需要連結教會團體及機構，安排各
種社區服侍，如探訪、派飯、為長者清潔家居及製作生命小冊子、
收集 PeaceBox 盒子禮物等等；除了讓參加者進一步認識如何幫助
基層人士外，也藉此連結地區資源，祝福社區。

3. 藝術作品比賽：藉上述的講座及體驗，幫助參加者透過藝術創作並
參與繪畫及短片比賽表達表達，以提高他們的藝術創作創造力及對
香港貧窮問題的關注，優異作品於各區展出，為貧窮人發聲。

1

2

3

>> 防貧 >>「1017 唔食都得」扶貧運動
         繪畫及短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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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關 1017
少食一餐

目標

提高對香港貧窮問題的
關注，為貧窮人發聲

深化與企業伙伴的合
作，以行動轉化社區

推動公眾關懷社會，
將感動轉化為行動

連結企業參與地區伙伴教會的社區
服侍，以實際行動處理匱乏問題

為響應 10 月 17 日聯合國「國際消除貧窮日」，喚起本地對因各種歧視與財富集中化引致
的貧富懸殊，和對跨代貧窮問題的注意、檢討與援助，教關推動「1017 少食一餐」扶貧運動，
透過各種活動以提高企業、機構和團契等的滅貧意識，減除跨代貧窮。 2019 年共有 39間
企業及基督徒專業團契透過以下方式參與運動。

「教關 1017 少食一餐」扶貧運動 << 防貧 <<

活動內容 

少食一餐

於 10 月份鼓勵員工減
食一餐，或組織以關注
本地貧窮狀況的講座。

員工捐助

鼓勵員工參與「少吃一
餐 」 扶 貧 行 動， 節 省  
午餐費捐助教關「愛心    
行動」。

地區關懷服侍

推動員工參與教關伙伴
教會的社區服侍，或由
其他扶貧組織舉辦之本
地扶貧服侍。

扶貧資訊

用 15 分鐘閱讀本地有
關扶貧服務 / 項目新聞
報道或電子媒體節目。

彌敦酒店

我們很高興可以與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合
作，為小朋友舉辦聖誕聯歡會，希望我們

可以為社區付出，為基層小朋友帶來歡樂和溫暖，一
同慶祝聖誕節。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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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位於港島西北部，是香港的經濟中心。這個區通常給人富裕和進步的印象，但繁榮
背後卻隱藏著貧窮問題。為此，教關在 2019 年進行研究調查以了解中西區基層人士的實
際處境和需要；並藉此加強當區的團體連結合作，發展具體及對應需要的服侍計劃，幫助
貧窮人士脫貧。

形式：
是次研究共獲 16間教會、14間機構及 1間學
校參與調查工作或接受訪問。

質性：
深入訪問基層家庭代表及青少年；並邀請了來
自不同堂會或機構的負責社區關懷事工的傳道
同工（2 組）、有參與事工的信徒（2 組）、地
區人士（區議員、社福機構、街坊會、互委會、
地區領袖等）（1 組）進行聚焦小組，每組平
均 6-8 人。

交流會及發佈會
教關分別於 9 月 27 日和 12 月 3 日舉行交流會及
發佈會，邀請中西區教牧、機構同工和師長參加。
研究團隊除了發佈研究結果外，亦邀請了機構同工
和基層人士分享，積極鼓勵參加者提問、分享和交
流。期間，教關分享後續工作的建議，包括社區導
賞、教會與機構的合作等，均獲不少教會牧者支持。

2020 年教關將與基督徒醫生網絡合作，訓練香港
大學醫學生進行社區調查，幫助教會及區內團體合
作，更有效回應社區需要。

>> 防貧 >> 教關中西區基層人士狀況研究

量性：
由參與團體的義工擔任訪問員，透過區內的伙
伴教會與社福機構接觸基層家庭及發放問卷。

核心團隊：
召集人：劉麗琼傳道
中西區教牧同工會主席：蔡宗正牧師
研究顧問：葉兆輝教授
研究項目主任：李允平博士
協辦：城市睦福差傳學院鄺玉婷博士

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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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推廣 << 防貧 <<

請即報名

信徒回應貧富不均使命課程

與香港航空業基督徒聯盟合辦
•講員：陳啟興牧師（銀行同業福音團契總幹事）
•共 50多位牧者及信徒參加

講員陳牧師鼓勵參與者不要做一個貧窮的富者—只有錢財帶
來的物質，卻忘記在信仰和道德上建立自己。陳牧師呼籲各
位「自願貧窮」，因為當自己甘心為貧窮人放棄所有時，便
在天上積聚財寶；又要追求清潔、真正的敬虔，就是看顧在
患難中的孤兒寡婦。

與愛鄰舍福音網絡合辦
•講員：陳淑娟傳道（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主任）
•共 140多位牧者及信徒參加
•課後按特殊兒童、基層青年、基層長者、新來港婦女及拾荒者幾項事工分組討論

陳傳道強調，教會不是 NGO，不是政府，只是做中間連接位或服務斷層，最終是要
把街坊帶到福音，生命被建立。貧窮是結構性的問題，街坊的生活狀況不一定會有
很大改變，但因為接受福音，內在生命得到改變，是叫他們更有能力面對不同境況。

When Helping Hurts 研讀 

2019 年第二季，教關與英語伙伴堂會 Saddleback Church 合作，透過三堂 When Helping 
Hurts 研讀，探討扶貧工作如何更集中在以神為中心、重建個人尊嚴和以愛為主的三個重點。
參加者反思貧窮的意思和根源—當受造物與神的關係破裂時，帶來連鎖效應，物質、情感、
人際和地土都墮入孤獨無望；同時思想如何更有效和有意義地幫助貧窮人。2020 年 5 月教關
會與 St. Andrew’s Church 再次合辦研讀會，歡迎有興趣建立生命的信徒參加。

大齋期祈禱小冊子—為貧窮人禱告  

為推動信徒守望香港教會服侍貧窮人的工作，教關自 2018 年起收集伙伴教會的社
會服侍代禱事項，製作成祈禱小冊子，鼓勵信徒在大齋期思念基督受苦犧牲的救贖
工作時，也為三餐不繼、艱難度日的貧窮家庭和服侍他們的教會禱告。此禱告守
望的事工受到不少伙伴的支持，同心禱求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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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賜種給撒種的，賜糧給人吃的，必多多加給你們種地的種子，又增添你們仁義的果子；

叫你們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捨，就藉著我們使感謝歸於神。
（哥林多後書9:10-11）

>> 奉獻名單

教會
上環浸信會
天水圍堂七七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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褔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望福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褔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樂泉堂
中華基督教會長老堂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灣仔堂
北角浸信會
西環靈糧堂

沙田浸信會
旺角浸信會
神召會禮拜堂
宣恩浸信會
宣道浸信會佐敦堂
宣道會元基堂
宣道會希伯崙堂以斯帖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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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安素堂

恩薈使命教會
深恩浸信會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尖沙咀迦南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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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望堂
基督教宣道會愛光堂
基督教恩霖堂
基督教聖恩會
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香港靈糧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九龍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天水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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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愛華村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禧恩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鴨脷洲堂
港澳信義會恩青堂
Solomon's Porch 
St. John's Cathedral
Union Church

* 按筆劃及字母排列機構

Canvas Belong Ltd
Celebre Co Ltd
Cheng & Cheng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Delia (Man Kiu) English Primary School & parents
Delia English Primary School & Kindergarten & parents
Delia Memorial School (Broadway) & parents
Delia Memorial School (Glee Path) & parents
Delia Memorial School (Hip Wo No.2 College) & parents

Delia Memorial School (Hip Wo) & parents
Faith Hope Love Family Foundation Limited 
Grace Aim Limited 
Hayco Manufacturing Ltd
HKBN Talent CSI Fund Limited
Hong Kong Aviation Christian Union Ltd
Inglory Limited 
New World Group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地利亞英文小學暨幼稚園 ( 小學部 ) 及家長
欣苗幼稚園及家長
迦南搬屋有限公司
建泰工業有限公司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航空業基督徒聯盟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啟思幼稚園幼兒園及家長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基督教迦勒保健中心有限公司
無名氏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新輝 ( 建築管理 ) 有限公司
團結香港基金
播道書院

Rotary Club of Star Avenue Ltd
Suntory Beverage & Food Hong Kong Ltd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Banks
Toyo Mall Limited
United Chinese Plastics Products Co. Ltd.

個人
王主愛
王緯彬 
尹志衡
孔慶源
朱麗霞
宋子豪
李彩霞
周悅容
吳家輝
吳健源
林學之
施祁春霞
馬安娜
莊明偉
麥展誠
陳亞仙
張進能

郭富榮
馮鈺聲
曾智聰
曾遠帆
楊兆安
楊景正
鄧家和夫婦
歐訓權
關浩然
蟻穎生
龔國維
Adrian Lau & Yim Lawyers
Anderson Paul Wesley
Chan Ching Yee
Chan Sau Wai
Chan Shuk Yee
Chan Weng Tak

Cheung Suk Ming Winnifer
Cheung Wai Man
Christopher Fung
Chu Lai Yee
Chuck Kit Man Alice
Chui Sin Yee & Ho Ka Yiu
Chui Wan Man
Chung Hil-Lan Eric
Fok Pui Chu Joan
Francis Law
Fung So Ka Wah
Fung Zhing Yi Petrina
Helen Wong
Hirs Peter Christian
Ho Hing Fung Terence
Ho Wing Sze
Ho Wun Man Terence

Hung Tin Wah
Ip Alexandra
Ip Daniel John
Isabelle Yeung
Jenny Shek Yuen Fan
Jimmy, Lau Fu Shing
Jonathan Guyett
Kwan Wai Yin Ivory
Kwok Chi Kuen Philip
Lai Hau Yan
Lai On Kei
Lam Tsz Sum
Lau Chi Man
Lau Hei Man
Lau Kit Ling
Lau Pui Mee Grace
Law Ting Kwok

Lee Tsz Kwan Elsa
Li Pui Cheung Peter
Li Yuen Yu Alice
Lo Ka Wun
Lo Mei Yu
Luk Kit Mei
Ma Chiu Hoi Sanford
Ming Lam Miriam Hou
Mok Wai Che Lena
Natalie So Pik Wah
Olivia Wong 
Pang Wai Yin
Roy & Virginia C. Huang
Seto Wood Hung Andy
Simon Chan
Tam Yi Ping Amii Tam
Tang Wing Lan

Tang Yin Fong
Tong Kui Wang, Kenny
Tong Peck Kun Sabina
Tong Sidney Pui Keung
Tony Ng
Tsang Mei Mui, Flora
Tsang Po Wan
Tung Kam Sing & Chan Suk Han
Wong Hoi Ming
Wong Man Yi
Wong Suk Ying Peggy
Wu Ching Kuen Herita
Yiu Mi Ling Karen

特別鳴謝：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如有錯漏，祈為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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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師友計劃

愛心行動

網絡及倡議

2019總支出 
$3,735,395

如有興趣了解更多教關的事工，認識香港貧窮資訊，

緊貼教關近況，歡迎瀏覽網站及Facebook

成為伙伴，加入扶貧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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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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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注教關資訊及各項事工，積極邀請其他伙伴參與服侍

• 加入扶貧網絡，分享教關資源，加強轉化社區的扶貧工作

成為大使和實習生，實踐愛人如己
教關誠邀有扶貧心志的弟兄姊妹領受神的帶領，加入抗貧網絡，並登記成為

「教關大使」或參與「實習計劃」，負責於教會或團體內推廣教關抗貧運動，

及協助教關推動抗貧工作，為貧窮人發聲！

登記成為伙伴：
http://goo.gl/xqbEOy

登記成為實習生：
https://goo.gl/mwks4T

登記成為教關大使：
https://goo.gl/Fh1nSb

支持關懷貧窮運動 <<

我素來對本地貧窮議題了解不
深，一直只是從課堂和書本上看
到有關現時貧窮狀況的文獻和數
據，甚少能親身接觸基層，明白他們切身的困難和需要。
在熱飯服侍及兒童服侍中，我皆有和活動負責人及受惠
者進行簡單訪談，得知很多長者和新來港家庭正面對無
法負擔基本衣食住行花費，生活質素惡劣，卻礙於面子
問題而不願向人求助的困境。慶幸很多有心人一直致力
關心弱勢社群，恆常舉辦上門探訪、派發免費物資及英
文班等活動主動向有需要人士提供支援，活用社區資源
協助基層改善生活。

—— Natalie（大學實習生）

暑期實習生分享：

除了更加明白基層人士的狀況以
外，我亦更進一步了解自己。我
發現自己比較喜歡做訪問與調查
的工作，例如是直接採訪中西區的基層居民， 因為我很
想聽到他們的故事與經歷，從而去關心他們，讓他們可
以把心中的擔憂與痛苦抒發出來。我記得在一次的訪問
中，當訪問進入尾聲時，受訪者竟然向我表示謝意，告
訴我說自己感覺舒服了一點，因為他剛才都把心中的痛
苦表達出來。雖然生活為這些基層人士帶來了種種的痛
苦，但是單單的聆聽他們的故事與經歷已經能夠為他們
帶來安慰。

——Alvah（大學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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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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有限公司 
創會機構：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香港基督教協進會、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地址 : 九龍石硤尾大坑東棠蔭街15號
郵寄地址 : 九龍深水埗郵政局信箱88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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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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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自己
生活的能力，從而達致身心靈全人發展，從各方面改善社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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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方法 

支票抬頭：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有限公司

轉賬至香港匯豐銀行戶口：168-523-470-838

轉數快：2334688

請連同個人資料，將支票或存款收據透過
WhatsApp、電郵、傳真或郵寄地址交予教關
* 捐款 HK$100 或以上，憑捐款收據可向香港政府申請稅務減免。

詳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