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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事工概覽及2021年計劃 

 

使命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教關）是㇐個社區網絡平台，網絡伙伴攜手合作同心關懷貧窮及社區轉化。
我們致力發掘服務空隙，並發展多個先導計劃回應社區需要。教關提供兼具知識與關懷的可信服務，
以培育能力、充權及師友同行模式為重心。我們凝聚社區網絡資源，幫助及充權前線伙伴拓展服務，
接觸更多資源匱乏的群體，並更有效地在社區實踐上主的天國使命。 

 

【疫情關懷先導項目】 

自香港疫情爆發，教關與各伙伴為回應社會需要，不斷搜尋各方面資源，推出近多
個疫情先導計劃幫助社區內的基層人士。感恩各教關伙伴的慷慨支持，在疫情下提
供及時支援，讓教關同工有資源研發、營運疫情關懷先導計劃，回應社會緊急需
要。 

 

「㇐人㇐口罩」運動 

自新冠肺炎疫情開始，口罩亦成為大家生活上的必需品。不少在前線服侍的教會向教關反映基層人士
欠缺口罩，於是自 2020 年 1 月起，教關呼籲社會各界，在供應情況有改善時，購備口罩及其他衛生
用品時多買㇐盒轉贈基層人士，透過教關的伙伴教會轉贈給社會上的貧窮人，並讓教會繼續在疫症
中跟進服侍。感恩「㇐人㇐口罩」捐贈運動得到很多有心人支持，直至 2020 年 12 月，我們共收集
了 81 個單位的捐贈，籌集到 324,497 個口罩及 17,784 枝消毒洗手液，透過19個教關口罩收集點分
發予167個伙伴單位，再轉贈給全港18區需要關心及服侍之基層人士。 

 

 

 「職位配對平台」 

自 4 月起，教關針對失業人士的需要發揮網絡影響力，連結 8 所企
業提供超過十種初階低技術的職位空缺，鼓勵教會接觸基層待業人
士，幫助基層待業人士重投職場，紓緩家庭及經濟壓力，截至2020

年12月已收到198份申請及有22名申請者已成功受聘。藉著實際緩
助，教會與失業基層得以連繫，建立⾧遠關係。 

 

以下分享成功受聘個案：「有㇐次晚上的外展前，其中㇐位義工阿
勇和隊伍祈禱時有感動，感受到有㇐位男士很絕望，需要幫助，然
後就在公園認識了六旬的阿明。帶著腳傷腫脹的阿明以前是㇐名司
機，如今已露宿三年，阿勇得悉阿明艱難的困境後，立即透過教關職位配對平台，引薦阿明申請保安
職位，很感恩神為他開路！最終申請成功，更在本區上班，節省交通費之餘能夠自力更生。」 

 

更多「職位配對平台」詳情請瀏覽教關網頁：
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love_in_action/hkcnp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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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免費家居寬頻」 

在疫情影響下，基層生活百上加斤，部分市民因經濟困難等因素，
未必能享受高速寬頻服務，以致基層家庭在網上上課方面都遇上種
種困難。感恩教關伙伴香港寬頻自 4 月起推出「免費寬頻 力撐基
層」服務計劃，與「教關」地區伙伴教會合作，服侍有經濟困難人
士及家庭，透過計劃提供的24 個月免費住宅寬頻服務，減輕基層
的經濟負擔及幫助他們改善生活，㇐起在逆境同行。 

教關的20伙伴教會及1間伙伴機構，合力完成了這次香港寬頻「逆
境同行 力撐基層」24個月免費寛頻網上服務的 1000 個配額申請，
祝福社區。 

 

當中更有不少生命獲轉化，以下分享受惠者的生命故事，見證上主的奇妙作為：有㇐名單親爸爸，帶
著㇐個讀小學兒子，領取全額在職家庭津貼，沒有家居上網，平時只靠手提電話上網，但因疫情兒子
需要在網上做功課及上堂，手提電話的網絡不大穩定常常斷線，每次上網就令父子二人都煩惱。感恩
有香港寬頻提供兩年免費家居寬頻服務，讓兒子可以用家居上網做功課及上堂更流暢。 

 

 

 「愛心待用飯券」 

教關自 5 月開始為回應區內小店的需要，鼓勵教會向區內小店購買㇐
定數量的飯券，派發給有需要的家庭或人士，幫助他們跨過難關。透
過飯券為免費為基層人士提供具營養價值的晚餐，支援有需要的家
庭，紓緩其經濟困難，並以實際行動服侍社區，建立⾧遠關係。至
2020年12月，已有 96 間教會申請啟動基金，教關達港幣 $568,400 

支援教會透過派發 18,630 張愛心待用飯券服侍。教關鼓勵參與計劃
的教會額外送飯劵或延續派送飯劵，有些餐廳願意為基層街坊調整飯
餐價錢，務求讓更多街坊免費享用㇐頓暖暖粥粉麵飯。 

 

以下是受惠者得到飯券幫助後，生命獲得轉化的故事：「㇐位露宿者
本來以「教關愛心待用飯券」換取食物，竟換來了㇐份工作。教關伙
伴教會基石教會恩盛堂的陳牧師分享：『六月的時候，派發愛心待用
飯券給㇐位中年男士，露宿者，無工作。當他用完第二張飯券，就把
餘下的飯券退回給我，他跟我說，當他用第二張飯券到餐廳食飯時，
他問老闆可否聘請他， 結果老闆請他做樓面！所以他現在有工作，不需要飯券了。』」——基石教會
恩盛堂的陳牧師。 

 

更多「愛心待用飯券」詳情請瀏覽教關網頁： 

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love_in_action/cou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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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愛關懷傳社區–職場愛心飯劵計劃 

感恩教關自推出愛心待用飯券後反應良好，伙伴教會在疫情下受感動，積
極關心基層街坊的需要，不少教會踏出第㇐步連繫社區小店，建立關係。
職場人士亦行動起來，推出職場版愛心待用飯券。基督徒會計師團契
（ACA）在教關協助下，推出愛心飯劵計劃職場版，他們相信職場基督徒
可用愛心行動幫助基層渡過難關，藉着捐出飯盒和探訪送上微小心意。職
場人士（以個人㇔公司㇔機構、私人隊伍）將會捐獻愛心飯券，藉此支持
社區餐廳，透過派發飯券關心基層人士需要並將福音傳播。 

 

第㇐階段（深水埗及觀塘區）已於2020年9月份完成，透過「教關」推
動，活動得到教會鼎力支持。由8間教會帶領職場弟兄姊妹派發飯劵，並成
功組織了共32隊，120多人的義工隊伍。各義工懷着熱誠關懷社區及將福
音傳開。大家㇐共落區超過20多次，接觸了超過1000名基層人士（包括貧窮⾧者、劏房戶、露宿者
及清潔工人)，更成功帶領了超過二百多人決志信主！於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期間，基督徒會計
師團契已開展第二期計劃（加入油尖旺區），繼續以行動活出愛和關懷。 
 

更多「主愛關懷傳社區–職場愛心飯劵計劃」詳情請瀏覽教關網頁：
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love_in_action/foodcouponaca/ 

 

 

「㇐杯涼水」失業緊急援助金 

6感謝前線教會反應現時服侍需要，不少基層家庭在求職期間未能應付到生
活開支，因此教關於 2020 年 5 月推出「㇐杯涼水」失業緊急援助金，希
望為受疫情影響而失業的基層人士提供㇐次性援助金，解決燃眉之急，紓
緩經濟壓力，充權教會在社會不景氣時關懷失業人士，並鼓勵他們參與教
關其他㇐站式抗疫扶助失業計劃。 

截至 2020 年 12 月，教關㇐共向 203 名合資格基層人士發放每人港幣
$5000 援助金，即合共港幣 $1,015,000，由 83 間教關伙伴教會作⾧期關
心跟進。 

 

以下是受惠者的生命故事分享：「某個周三的服侍，有街坊帶了啊明(化
名)來，他說很久沒食飯。那日剛剛有㇐盒外賣意粉打算留待晚上吃，立刻走去叮熱給他醫肚，見他
很快清了全盒，證明他沒有説謊：『很久沒有吃飯』。聽了他的經歷，在疫情中失業，走投無路，遇
上街坊介紹上來教會。想起教關的『㇐杯涼水』支援因疫情而失業人士，幫他申請，又想起我們支援
的小食店好似請兼職收銀，要返通宵。又再在教會找到衣物及日用物，即時作支援。禱告中記念啊明
的需要，過了㇐段日子，他真得找到那份兼職，又收到『㇐杯涼水』的支票。這晩約他上來取票，也
送了㇐把肢體分享的電風扇，看到啊明的喜悅由心而發，還主動搭著我膊頭説真的很多謝我，我說真
的要多謝耶穌。」——油麻地基道堂 Allen 傳道「抗疫傳福音日誌」 

 

更多「㇐杯涼水」緊急援助金詳情請瀏覽教關網頁： 

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love_in_action/relieffund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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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氣消費券」 

為涵括基層人士更多需要，於 2020 年 6 月，教關聯繫了 6 間伙伴
企業為基層人士提供 10,000 份面值約$600 的免費現金券，鼓勵企
業在扶貧上出㇐分力， 同時為基層人士在疫境中打氣，與家人㇐
起享受新的購物體驗。128間教關伙伴教會或機構向基層人士或家
庭派發消費券，為有經濟困難人士提供物資支援，減輕其經濟壓
力。教會亦可藉此深化與受助者關係， 在疫境下傳遞基督的關愛
與盼望，為有需要人士的生活帶來曙光，轉化生命。 

 

打氣消費券，顧名思義希望在這個艱難時期下為身邊無助的街坊打
氣，感謝各企業奉上的心意、教會在前線對街坊的關顧，宣道會宣蔭堂陳傳道與我們分享街坊收到
「打氣消費券」的喜悅：「我幫了㇐位婆婆在 big big shop 買了㇐個煲，雖然都比較花時間，不過幫
到那位⾧者也很高興！婆婆已收到煮食煲，我也教了她學習網上購物。」「另㇐位婆婆更是笑逐顏開，
我幫㇐位婆婆訂了兩個西瓜，剛好 200 元，還直送到家，不用到便利店店取，婆婆已經好開心！」 

 

 

吉野家電子餐券 

教關於9-11月兩次派發吉野家電子餐券，提供三星期過渡性食物援助
「免費電子餐券」幫助有需要的基層街坊，幫助因失業或開工不足而
影響生計和有緊急經濟需要的市民，紓緩因疫情衝擊而導致之經濟壓
力。 

兩期派發共有65間及29間教關伙伴教會參與，派發共 26,872 張「免
費電子餐券」給基層人士。盼望藉此祝福基層，傳遞㇐份愛與關懷。 

藉此計劃，教關伙伴教會不但與基層人士分享如何使用手提電話獲取餐券，更有機會與他們設定網上
通訊，繼續⾧期關顧，建立關係。 

 

 

 就業培訓㇐站式服務 

透過抗疫關懷項目，我們觀察到很多失業人士未有足夠的裝備和技能重投社會工作，因此教關聯繫多
個伙伴機構，為受疫情影響而失業或就業不足人士推出先導「就業培訓㇐站式」計劃，為「職位配對
平台」建立裝備計劃。計劃主要透過短期的培訓課程提升求職者的就業能力及取得就業支援服務，包
括免費工作體驗工作坊、免費職涯規劃服務、與就業掛勾培訓課程 (合資格者可獲津貼)等，幫助基層
失業人士重投就業市場，從而發揮最大的潛力。除此以外，教關伙伴教會陪伴失業人士走過低谷，⾧
期跟進關懷，支援他們重建自信，跨越挫折，繼續走人生路。 

 

更多「就業培訓㇐站式服務」詳情請瀏覽教關網頁： 

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love_in_action/empowerment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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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電腦及手提電腦捐贈」計劃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學生們都要在新學年開展網上上課，網上學
習雖然方便，但對基層兒童來說並不容易。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
席（關學聯）及民社服務中心於5月向基層家庭發問卷調查，發
現當中有4成家庭家中沒有電腦。教關得悉不少基層學生在疫情
下更欠缺設備支援網上學習，教育局亦多番呼籲學校申請「關愛
基金援助項目–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流動電腦裝置以實踐電子
學習」，惟關愛基金主要覆蓋正在領取綜援及書簿津貼的學生，
有個別學生有額外需要。因此，為填補服務空缺，教關推出「電
腦捐贈」計劃，協助清貧學生獲取平板電腦，方便居家網上學
習，獲得平等的教育機會。 至2020年12月，教關共送出 845 電
腦予基層學童在家學習。 

 

以下是受惠者的故事分享：葵涌新生命堂的阿芝，早前透過教會獲得教關「2020 免費家居寬頻服務」
後，其女兒又再獲教關手提電腦捐贈，感恩她有屬於自己的學習工具，能在家專心學習。 

 

 

「10.10.10乾糧祝福包」 

教關響應聯合國「國際消除貧窮日」，推動10.10.10抗貧運動，
透過各項活動及服侍，與伙伴聯合見證主耶穌對貧窮人的關懷，
為他們發聲。2020年10月，隨著疫情持續，社會貧窮問題有增
無減。教關決定推行「10.10.10乾糧祝福包」給伙伴堂會㇐次性
領取 (60個)，供應給有需要的群體領取，藉此鼓勵教會開展社區
服侍。截至2020年12月，共159 間伙伴堂會申領總數 10,260 個
「10.10.10乾糧祝福包」。 

 

 

「無家者祝福包」 

教關推出「無家者祝福包」計劃，期望能夠建立專注服侍無家者的堂會網
絡，加強合作，倍大服侍果效，深化關係。 透過計劃支援堂會與服務對象
建立⾧遠關係，並非只單次派送物資而已。    

 

祝福無家者：關懷無家者在困難時期的特別需要，藉提供生活用品減輕其
壓力，與其逆境中同行，轉化社區。 

祝福教會：藉著實際行動去關懷社區無家者，讓服務更紮根社區網絡服侍
無家者的愛心行動伙伴深化關係，彼此分享經驗、資源，鞏固網絡。 

祝福社區 : 幫助現正或準備服侍無家者的教會，支援或閞展服侍，讓社區
中不同的貧窮群體，也獲得關懷。 

至2020年底，教關共收到 7 間伙伴教會的申請，願意將祝福帶給每個無家
者。 

 

更多「無家者祝福包」詳情請瀏覽教關網頁： 

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love_in_action/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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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及資源共享】 
 

教關愛心行動堂會狀況調查 

為了解堂會在該地區提供的社會服務和事工狀況，教關連結有相同服侍對象之愛心行動伙伴作 經驗分
享及交流，加強地區堂會及機構的合作，於 7 月份以問卷調查訪問 130 多所教會，並與 20 多名資深
地區服侍的牧者進行深入訪談。 

 

透過調查與研究，教關製作6本事工服侍手冊，協助堂會按服侍對象開始社區未來的服侍計劃， 共享
服侍知識， 為社區伙伴建立網絡平台，轉化社區，邀請合適堂會的牧者加入成為特定顃別的核心小組
（⾧者、青少年、新移民婦女、幼兒及兒童、少數族裔等），促進經驗分享、交流及推動社區服侍，
與社會不同群體（例如：商界、志願團體、學校、機構、政府部門）合作拓展扶貧，滅貧，防貧事工，
皆此希望能轉化社區。 

* 如閣下希望參與核心小組，㇐同發掘服務空隙和建立先導計劃，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 

 

深盼此調查計劃能夠加強當區的團體連結合作，透過合作建立社區資源，發展具體及對應需要的服侍
計劃。透過區內伙伴協作，促進堂會和各團體的積極參與和協助我們建立更完善的社區資源，必能更
有效地發揮網絡的協同效應，同作合㇐見證，轉化社區。 

 

教關愛心行動伙伴教會網上分享會 

感恩 2020 年 5 月及 9 月分別有兩次「教關愛心行動伙伴教會網上分享會」，各有接近 140 個教會、
170位教牧同工出席參與。「教關倡議教育及研究小組核心成員」李允平博士分享6  個服侍組別的報
告撮要，包括：基層青少年、少數族裔、基層幼兒/兒童、⾧者、基層婦女及新移民。會中結集各教會
牧者社區服侍的寶貴經驗及建議，有美好的分享交流，並成立 5 個服侍組別，由豐富經驗的牧者同工
帶領，讓堂會可以更緊密地交流、協作及同行，集思廣益，發揮協同效應，同作合㇐見證，轉化社區。
教關將會贊助每組別 $50,000 作啟動基金開展服侍。 

 

「教關愛心行動伙伴教會網上分享會」詳情及事工服侍手冊請瀏覽教關網頁： 

http://www.hkcnp.org.hk/download/core_info/pro_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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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友師同行，建立青年生命】 

 

 兒童發展基金 

教關於 2007 年首先推行「社區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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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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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關於 2020 年協助 5 間教關伙伴學校申請第七期校本兒童發展基金，每間學校申請配對基金贊助 

$30,000，教關另以顧問角色支援㇐所中學參加計劃。2020年教關共協助開展 15 個區本兒童發展基
金計劃，每個計劃贊助$50,000。至今，教關共有 33 個伙伴單位，服務達7,740位基層青少年。 

 

 

 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 

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為年齡介乎18-25歲，未有職場方向的青年，提供升學以
外的出路。藉著師友同行，青年獲得指導和支持，提升職場技能及軟技巧，培
養持續進修及自我增值的習慣，提升競爭力。友師協助青年人自我認識，建立
正向的生命價值，找出合適發展的方向及計劃，增加向上流動的動力。⾧遠為
社會舒緩跨代貧窮，達至減貧效果。 

 

教關於 2020 年與 6 所企業合作，提供有發展前景的職位空缺給友員，在艱難的
社會經濟環境下，教關成功招募近 50 名友員，配對基督徒友師，陪伴他們成⾧，渡過初職階段，尋
找個人職志發展方向。 

 

因應社會運動及疫情發展，教關今年投放資源加強友師培訓，支援友師在前線與青年人同行。同
時與企業合作，關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青年，開拓職位空缺，幫助他們發揮所⾧，善用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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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兒童發展基金」(CDF) 營運伙伴招募友師 

新㇐屆「兒童發展基金」CDF計劃即將開始，不少伙伴營辦機構都提出需
要友師，教關作為CDF的策略伙伴，以協助營辦單位招募信徒成為青少年
的友師。現時東涌區、屯門區、九龍城區、油尖旺區及港島區的營辦單位
正需要為計劃招募友師，我們期待更多信徒扮演培育青少年健康成⾧的先
驅角色，用豐富人生去服侍及造就年青㇐代，以生命影響生命！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教關同工鍾先生(電話：3689 9810，電郵：
samchung@hkcnp.org.hk) 。 

 

 

 

友師發展日 

為推廣師友計劃益處及強化友師服侍能力，教關2020年繼續舉辦「友師發
展日」，於2020年11月21日（星期六）在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舉辦，
感恩有超過 460 人報名參加，當中超過六成是現任友師，另約有兩成有興
趣了解師友計劃及成為友師。 

 

活動由著名EQ研究訓練顧問余德淳博士在主題講座分享了成為友師的技
巧，強調以信任和夢想去追尋自己最初的呼召，亦要負責任和付諸行動，
友師才可幫助友員達成目標。及後，友師有機會互相交流服侍心得，分享
生命見證，非友師則參與「教關師友同行計劃簡介會」，認識教關各項師
友同行計劃。 

 

為增強友師與兒童同行的質素，並協助有興趣的參加者認識師友計劃，在是次活動中預備了八個工作
坊，各有不同主題，配合友師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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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感謝上主的恩情與供應讓教關能與基督徒群體、教會並肩同行，在艱難時期彰顯主的愛，服侍社區，
成為地上合㇐的見證。未來教關將繼續以建立扶貧網絡平台為己任，連繫各界，支援各服侍單位推動
社區工作事半功倍，使貧窮人得到全面的支援。估計2021年失業問題持續嚴重，教關將會積極發掘服
務空隙，開發更多項目及服侍模式，與伙伴攜手合作同心扶貧。 

 

教關將會延續 2020 年各項事工，並發展以下項目： 

1. 致力建立更多服侍模式與同伙伴合作，回應社會基層需要。 

2. 鼓勵更多基督徒參與成為友師，透過服侍青年將救恩傳廣傳，轉化生命。 

3. 連結信仰群體、機構及商界，結網服侍，祝福社區。 

4. 推動書籍《由1到726──結網轉化攻略》分享異象，鼓勵不同界別人士參與關懷貧窮運動。 
5. 舉辦課程傳遞回應貧富不均的使命，建立信徒關懷弱勢社群心志，起來合作服侍貧窮人。 
6. 開辦社區服侍體驗計劃，提供有系統的訓練，培育更多人進入服侍社區的行列。 
 
 

「共享空間—學生電腦室」 

第四波疫情由2020年12月初開始，教育局宣佈暫停面授課堂直到年
尾，全港中小學生仍需繼續進行網上學習。於基層家庭而言又是㇐段
漫⾧的「困獸鬥」。⾧時間逗留在家中使用電腦，亦容易導致親子之
間衝突增加，無形中也影響了其家庭關係。 

 

教關鼓勵伙伴教會設立「共享空間 – 學生電腦室」，讓基層家庭的學
童到教會進行網上學習，減少家中空間不足而產生的負面情緒和壓
力。願在未來漫⾧的疫境路上，我們能夠持續支援學生上網，為他們
建立如同在課室般良好的學習環境和氣氛，讓他們好好跟上學習進度。 

現時共有 3 間伙伴教會參與此項計劃，在教會騰出空間，設置電腦，提供學習環境，藉著提供服務，
⾧遠關心基層家庭。 

 

 

《由1到726──結網轉化攻略》 

2020年，全球面對疫情，教關與㇐眾伙伴更緊密連結起來，在艱難的時期開展
多個先導計劃，竭力集合資源去服侍貧窮群體，祝福社區。感恩教關已有超過 

804 個伙伴（截至2020年4月為726個），更感恩我們看到在整個抗貧運動中有
更多伙伴和網絡組織起來！  
本書以「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為實例，闡述㇐群忠誠委身的基督徒領袖，共同
領受從上帝而來的異象，靠著祂的指引和幫助，從極少資源，匯聚社會資本，
最終連繫超 過726多個團體共同合作，在香港社區凝聚力量，資源共享，發揮影
響力。教關盼望藉着書籍，以不同角度分享網絡服侍的經驗，與大家㇐同見證
結網轉發帶來的祝福。 

 

更多有關書籍介紹請瀏覽教關網頁：http://www.hkcnp.org.hk/download/book_sharing/hkcnp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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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大使服侍體驗計劃」 

教關計劃透過系統化的義工訓練，培訓㇐群有心志服侍社區的
弟兄姊妹。把原本㇐次性的社區服侍體驗變成可持續的服侍計
劃，把社區服侍恆常化！ 
 
參與弟兄姊妹完成「社區服侍體驗計劃」後，經牧者推薦進入
另㇐階段之進深訓練，學習社區服侍的技巧和心態，並於社區
服侍中實踐，汲取前人的經驗並從中建立個人服侍經驗。⾧期
的 服 侍 能 令 服 侍 者 與 服 侍 對 象 關 係 更 深 ， 轉 化 他 們 的 生 命 ， 轉 化 所 服 侍 的 社 區 。 
不但如此，受訓的義工不會停留在外面的服侍中，並把體會帶回所屬堂會分享並推廣此行動。帶領其
他弟兄姊妹㇐同服侍社區，建立教會信徒服侍鄰舍的心志，同心拓展上帝國度在社區當中。 
 

更多「社區大使服侍體驗計劃」詳情請瀏覽教關網頁： 

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love_in_action/districtservice_2021/ 
 
 
 

信徒回應貧富不均使命課程 

在 2020 年疫情高企，我們眼見眾多伙伴堂會伸出服侍的手，以物資和關愛接觸基層人士，彰顯主
愛，為此獻上感恩。 

 

派發物資過後，伙伴堂會成功聯繫了㇐些基層人士，牧者們都思考如何與他們再進深關係、弟兄姊妹
如何參與跟進服侍等。 

教關舉辦「信徒回應貧富不均使命課程」- 信徒版 (2021 年 1 月份) 和教牧及⾧執版 (2021 年 4-5 月
份)：與信徒從基督教歷史和新舊約聖經中看基督徒該如何回應社會的貧窮問題和如何實踐；與牧者
及⾧執㇐同探討如何推動社區服侍，又透過網絡平台認識其他堂會的教牧，有更多合作空間及資源配
合。 

 

更多「信徒回應貧富不均使命課程」詳情請瀏覽教關網頁： 

信徒版：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advocacy/sunday_school_for_poor/christian/  
教牧及⾧執版：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advocacy/sunday_school_for_poor/pa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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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教關伙伴⾧期支持】 

 

感恩教關的扶貧路上㇐直有您的同行與支援，感謝上主的恩典，讓我們可以誇口在主裡㇐無所缺。願
教關的計劃能夠拉近更多教會與未信者的距離，以實際的援助讓基層街坊看得見神的信實。期待未來
與您緊密合作，榮神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