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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手冊源起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簡介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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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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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縮短貧富懸殊之間的距離為長遠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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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凝聚社區網絡資源，幫助及充權前線伙伴接

觸更多有需要的群體，更有效地履行使命，教關的核心價值為扶貧、網絡及社區轉化

，找出服務空隙及開拓多個先導計劃作試點回應需要。 

 

 

愛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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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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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際行動去關懷社區基層人士，建立共融的社會，以下是「教關伙伴

」社區服侍點，鼓勵各界參與。 

 

 

教關社區轉化模式 

 

教關透過以下不同社區轉化、社會資本及網絡結連等模式，加強網絡服侍，轉化社區

，讓貧窮人活出生命。 

使一個社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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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改善社區的各方面（健康，教育，工作，關 係）。通過這個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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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的抗災能力 (community resilience)是指社區能夠動員和利用其綜合資源、恩賜和

能力， 來應對、抵禦不利環境並復原過來的持續能力。每個社區的教會都有機會和呼

召去成為 社區轉化的媒介。  

1. 促進社區凝聚力 – 教會被呼召去愛鄰舍、為社區謀求福祉  

2. 共同建設 – 教會的責任是探索和分享社區的能力，共同合作  

3. 在每個社區向地方政府、投資組織及企業倡議，期望能動員：  

a. 所需要的資源和能力，進一步使每個社區有更大的彈性和發展  

b. 消除任何限制或獲得基本服務和增強抵禦力的障礙  

4. 成為他人的祝福 - 教會是的重要示範和榜樣，並呼籲每個社區激發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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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起 

 

有一次在牧者分享會中有牧者分享到，他們有感動在社區舉辦補習社，但無奈各種資

源上都有所不足，當時在場有其他牧者回應能夠分享資源，在互補條件下計劃開展事

工。因此，教關希望為社區多走一步，連繫現時300多間伙伴教會，集結各方資源，

透過彼此學習和鼓勵，為社區創造更多可能。 

針對6個服侍群組，教關向5至10間教會進行訪問，集合豐富經驗牧者的意見，製作出

6本不同群組的服侍手冊，盼望讓教會能夠成為該群組的祝福。 

  



5 

基層類別（新移民）簡介 

 

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雖然數字，依然高企，但從2016開始便有下降的趨勢1。2019

年持單程證來港定居人數有3.91萬，數字乃2015年最低。但在香港整體人口增長方面

來說，內地人持單程證來港的人數佔整體人口淨增長約80%，是香港人口增長的重要

因素。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的整合，新移民住在私樓的百分比從2006年的37%，升至

2016的60%2。但這並不代表他們的收入較高，而是因本港公營房屋供不應求，他們大

多居住在租今高昂的改建劏房，才令租住私人房屋的比例攀升。 

 

實際上，新移民面對巨大的經濟壓力。數據顯示新移民的收入中位數比普通香港家庭

低3。根據扶貧委員會公布的《2018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新移民住戶的貧窮率達

到34.4%。社協幹事施麗珊指出其中一個原因。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主要靠跨境婚

姻來港，而過去中港跨境婚姻絕大多數是香港男性與內地女性結婚4。內地女性與香港

男性結婚後，因丈夫多數為階層勞工，而妻子因要照顧家庭和缺乏工作技能而職業發

展受限制，令新移民家庭面對經濟能力。2013年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指出，70%的新

來港人士任職低技術的工作5，他們比較注重自身的家庭生活，很少娛樂，亦缺乏社交

生活。 

 

在中港矛盾日益嚴重下，是次受訪的新移民家庭亦表示他們需要面歧視的問題。而根

據社企的研究顯示，超過七成的新來港人士曾受工作、生活甚至政府部門的歧視6。最

常見的歧視是因為他們新移民的身份。有約七成新移民曾被指分薄社會資源，對香港

沒有貢獻7，而受訪的新移民表示，香港人有這些的想法是因為他們不了解新移民，對

他們存有偏見和誤解。受訪的新移民家庭表示，剛來港的時候，由於缺乏社區網路和

朋友圈而他到很孤獨和無助。而由於害怕被歧視，他們變得較內向和封閉，甚至不敢

 
1 思考HK，「數讀香港：新移民搶奪公屋資源？僅32%人住公屋」，2020，取自於2020年7月25日，

https://www.thinkhk.com/article/2019-02/21/33103.html。 
2 思考HK。 
3 思考HK。 
4 政府統計處，「1991年至2016年香港的結婚及離婚趨勢」，2018，取自於2020年8月21日，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60_tc.jsp?productCode=FA100055。 
5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內地來港定居人士受歧視情況問卷調查報告」，2016，取自於2020年7月25

日，https://soco.org.hk/pr20161113/。 
6 香港01，「社協指七成新移民曾遭歧視 平機會：盡早爭取政府立法反歧視」，2020，取自於2020

年8月21日，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44649/%E7%A4%B
E%E5%8D%94%E6%8C%87%E4%B8%83%E6%88%90%E6%96%B0%E7%A7%BB%E6%B0%91%E6
%9B%BE%E9%81%AD%E6%AD%A7%E8%A6%96-%E5%B9%B3%E6%A9%9F%E6%9C%83-
%E7%9B%A1%E6%97%A9%E7%88%AD%E5%8F%96%E6%94%BF%E5%BA%9C%E7%AB%8B%E6

%B3%95%E5%8F%8D%E6%AD%A7%E8%A6%96。 
7 社聯，「內地來港定居人士受歧視情況問卷調查」，2017，取自於2020年8月21日，

http://101.78.134.197/uploadFileMgnt/0_20173301401.pdf。 

https://www.thinkhk.com/article/2019-02/21/33103.html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60_tc.jsp?productCode=FA100055
https://soco.org.hk/pr20161113/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44649/%E7%A4%BE%E5%8D%94%E6%8C%87%E4%B8%83%E6%88%90%E6%96%B0%E7%A7%BB%E6%B0%91%E6%9B%BE%E9%81%AD%E6%AD%A7%E8%A6%96-%E5%B9%B3%E6%A9%9F%E6%9C%83-%E7%9B%A1%E6%97%A9%E7%88%AD%E5%8F%96%E6%94%BF%E5%BA%9C%E7%AB%8B%E6%B3%95%E5%8F%8D%E6%AD%A7%E8%A6%96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44649/%E7%A4%BE%E5%8D%94%E6%8C%87%E4%B8%83%E6%88%90%E6%96%B0%E7%A7%BB%E6%B0%91%E6%9B%BE%E9%81%AD%E6%AD%A7%E8%A6%96-%E5%B9%B3%E6%A9%9F%E6%9C%83-%E7%9B%A1%E6%97%A9%E7%88%AD%E5%8F%96%E6%94%BF%E5%BA%9C%E7%AB%8B%E6%B3%95%E5%8F%8D%E6%AD%A7%E8%A6%96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44649/%E7%A4%BE%E5%8D%94%E6%8C%87%E4%B8%83%E6%88%90%E6%96%B0%E7%A7%BB%E6%B0%91%E6%9B%BE%E9%81%AD%E6%AD%A7%E8%A6%96-%E5%B9%B3%E6%A9%9F%E6%9C%83-%E7%9B%A1%E6%97%A9%E7%88%AD%E5%8F%96%E6%94%BF%E5%BA%9C%E7%AB%8B%E6%B3%95%E5%8F%8D%E6%AD%A7%E8%A6%96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44649/%E7%A4%BE%E5%8D%94%E6%8C%87%E4%B8%83%E6%88%90%E6%96%B0%E7%A7%BB%E6%B0%91%E6%9B%BE%E9%81%AD%E6%AD%A7%E8%A6%96-%E5%B9%B3%E6%A9%9F%E6%9C%83-%E7%9B%A1%E6%97%A9%E7%88%AD%E5%8F%96%E6%94%BF%E5%BA%9C%E7%AB%8B%E6%B3%95%E5%8F%8D%E6%AD%A7%E8%A6%96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44649/%E7%A4%BE%E5%8D%94%E6%8C%87%E4%B8%83%E6%88%90%E6%96%B0%E7%A7%BB%E6%B0%91%E6%9B%BE%E9%81%AD%E6%AD%A7%E8%A6%96-%E5%B9%B3%E6%A9%9F%E6%9C%83-%E7%9B%A1%E6%97%A9%E7%88%AD%E5%8F%96%E6%94%BF%E5%BA%9C%E7%AB%8B%E6%B3%95%E5%8F%8D%E6%AD%A7%E8%A6%96
http://101.78.134.197/uploadFileMgnt/0_201733014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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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區機構尋求幫助。社聯的研究亦補充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感到受排斥和難過。而

有三成的則因歧視的問題對香港「文明社會形象幻滅」和長期懼怕被人侮辱8。 

 

 

 

 

新移民所需的服侍 

 

經濟和和動機需要： 

 

面對生活環境的轉變，新移民容易感動不適應和在生活中遇到各種困難。除了語言的

困擾，受訪的新移民家庭表示他們普遍缺乏職業技能與工作資歷，令他們有透過就業

和經濟的煩惱，繼而感到挫敗。根據超訊的訪問，在社福機構的幫助下，新移民要找

工作不難，但要找到一份穩定、待遇好而且不受歧視的工作非常困難9。受訪的新移民

人士亦與我們的訪問中表示，她覺得與土生土長的港人有一定的距離，同事會用有色

眼鏡看她。另外，有些新移民的婦女則因為要承擔照顧小孩的工作，而退出勞動市場

。研究指出她們來港後的就業概率和薪酬亦比本土的婦女低10。在未能就業的情況下，

新移民婦女更難投入香港的生活和透過工作來建立自我價值。另外，她們生命裡只有

丈夫和丈夫的家庭，由於缺乏工作機會，她們很難透過工作來認識別人而建立自己的

圈子。另外，新移民家庭亦面對住房壓力太大的問題11。比起內地的樓價和居住環境，

新來港人士難以適應香港高企的樓價和狹窄的房子。根據房屋署資料顯示現時輪候公

屋申請家庭中，有14%有新移民成員12。根據超訊的訪問，受訪者等待了五年便成功申

請上了政府提供的公屋。但根據他朋友的經歷，很多人等了超過十年以上才能成功「

上樓」，而在這之前依然要「捱貴租」。 
 
再者，新移民的學生也要面對教育制度和學習進度的差異，以及經歷與同儕磨合。他

們會面對學習和社交壓力。他們因此需要參與職業技能培訓和學業導向。受訪的堂會

表示，新移民孩子的英文水平會比同年的孩子低一兩級。這是因為他們四年級才會開

 
8 社聯。 
9 超訊，「新移民為何難以融入香港社會」，2017，取自於2020年8月21日，
http://www.supermedia.hk/10510/%E6%96%B0%E7%A7%BB%E6%B0%91%E7%82%BA%E4%BD%
95%E9%9B%A3%E4%BB%A5%E8%9E%8D%E5%85%A5%E9%A6%99%E6%B8%AF%E7%A4%BE%

E6%9C%83/。 
10 中文大學，「香港之跨境婚姻：其成因與後果」，2013，取自於2020年8月21日，
https://www.pico.gov.hk/doc/sc/research_reports/executive_summary_cross_boundary_marriages

_in_hong_kong_cn.pdf。 
11 超訊。 
12  BBC，「等待“團圓”的香港內地媽媽」，2018，取自於2020年8月21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5597922。 

http://www.supermedia.hk/10510/%e6%96%b0%e7%a7%bb%e6%b0%91%e7%82%ba%e4%bd%95%e9%9b%a3%e4%bb%a5%e8%9e%8d%e5%85%a5%e9%a6%99%e6%b8%af%e7%a4%be%e6%9c%83/
http://www.supermedia.hk/10510/%E6%96%B0%E7%A7%BB%E6%B0%91%E7%82%BA%E4%BD%95%E9%9B%A3%E4%BB%A5%E8%9E%8D%E5%85%A5%E9%A6%99%E6%B8%AF%E7%A4%BE%E6%9C%83/
http://www.supermedia.hk/10510/%E6%96%B0%E7%A7%BB%E6%B0%91%E7%82%BA%E4%BD%95%E9%9B%A3%E4%BB%A5%E8%9E%8D%E5%85%A5%E9%A6%99%E6%B8%AF%E7%A4%BE%E6%9C%83/
http://www.supermedia.hk/10510/%E6%96%B0%E7%A7%BB%E6%B0%91%E7%82%BA%E4%BD%95%E9%9B%A3%E4%BB%A5%E8%9E%8D%E5%85%A5%E9%A6%99%E6%B8%AF%E7%A4%BE%E6%9C%83/
https://www.pico.gov.hk/doc/sc/research_reports/executive_summary_cross_boundary_marriages_in_hong_kong_cn.pdf
https://www.pico.gov.hk/doc/sc/research_reports/executive_summary_cross_boundary_marriages_in_hong_kong_cn.pdf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559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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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學習ABC，但香港小孩很多從幼稚園便開始學。甚至很多香港有能力的父母會提前

在孩子學前教導他們英文。因此受訪堂會認為，新移民家庭最需要的是為他們的孩子

提供學習的機會，讓他們的孩子一至兩年內能追到香港其他學生的英文水平。 

 

關係和精神需要： 

 

受訪的堂會表示，新移民家庭面對生活的疲憊和缺乏家庭的支持，他們心靈需要比起

物質需要更緊迫心。心理上，由於缺乏社區網絡和機構的支援，或面對生活文化差異

和中港磨擦，受訪的新移民人士表示他們難以短時間融入社會並建立個人自尊心。嚴

重的，會直接面對「歧視」的問題。這樣會令他們容易感到無力和孤單，繼而令他們

面對情緒和生活壓力等問題。他們不但需要政府或社區機構提供服務來協助他們建立

社交網絡和了解香港的生活模式，更需要心理上的照顧。根據新家園協會2015年的調

查顯示，只有25%的受訪者認為自己能夠融入香港社會13，而香港近年更面對政治問題

而令港人對新來港人士的包容度大幅降低。 

 

受訪堂會亦表示，很多新移民家庭會面對夫妻關係不和睦的問題。過去20年間，內地

居民與香港居民結婚的人數節節攀升。據2016年政府的人口普查顯示，新登記的婚姻

中，有超過30％以上是內地和香港居民的結合14。受訪的堂會表示，由於新移民家庭面

對很多不同的心理壓力，例如受到歧視問題、擔心孩子學習情況、就業壓力等令新移

民夫婦很多時婚姻出現裂縫，而堂會侍工亦需要經常處理新移民夫妻吵架等問題。據

BBC的調查，因與配偶離婚後，來港的人士需要離開香港，而令香港有1000多個陸港

分開單親家庭15，很多是孩子留在香港，而母親卻要返回內地。面對與父母的分離，新

移民家庭的孩子亦需要特別的關注。 

 

 

 

 

 

 

 

 

  

 
13  社聯。 
14政府統計處。 
15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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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開展新移民服侍 

 
1. 開展新移民服侍方式 

 

1.1. 新移民家庭特徵與開展服侍應有態度 

 

針對新移民特徵，在進行新移民服侍時，由於他們沒有社區網路和朋友

圈，他們就像盲頭蒼蠅並不知道應該向哪裏尋求幫助。另外，面對環境

的轉變，他們很多不太適應香港的生活。例如他們講話會比較大聲，而

且在港的居住空間變很小。而且就好像上面所說的，他們因生活習慣的

不同而面對社區歧視的問題。他們不但會覺得被孤立和不被重視，而且

比起其他的基層組別，他們會因為怕被歧視而更為被動和不相信陌生人

。新移民家庭對生活感到非常的無助。 

 

除了透過社處轉介而認識到受助新移民外（見第3.1部分 - 「教會與同區

教會、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學校及社工的合作服侍」的補充），受

訪的堂會一開始只是希望服侍基層家庭而非針對新移民家庭。但在開展

基層服侍時，因某地區的人口結構，基層人士中新移民家庭佔一半。後

來，在接觸到的會員中，新移民人士更佔7成。堂會表示在寮屋和劏房區

，新移民人數較多，堂會更表示在劏房探訪的，有9成接觸到的受助者都

會是新移民人士。受訪的堂會表示，新移民的服侍「因區而異」，並不

是每區都需要新移民的服侍。有些區內新移民的人數很少，而且已經有

社區機構提供足夠的服侍，因此並不需要堂會的支持。接觸新移民家庭

後，堂會發現並不一定所有新移民人士都是基層，除了部分經濟有問題

需要物質外，更多是需要投入香港的生活和在港建立身分認同，因此堂

會需要活動來鼓勵他們參與社區工作（見第3.3部分 - 「同伴牧養：新移

民服侍的堂會領袖」的補充）。 

 

另外，堂會面臨受助者與堂會信徒融合的問題。由於堂會開辦初期吸納

的大多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而無論是非信徒還是堂會內的兄弟姊妹，

也會對新來港人士有一定的刻板印象。由於新移民人士和香港人生活方

式和習慣亦有所不同，在堂會活動中難免會有摩擦的情況。一位受訪的

教會同工表示在剛開展新移民工作時，堂會的兄弟姊妹雖然支持，但相

比其他的基層類別，只有很少量的信徒會身體力行地去幫忙侍奉的工作

。根據堂會的轉述，堂會的信徒表示，他們與新移民家庭「好難溝通」

而且不是太明白為什麼他們會有某種的想法。因此開展新移民服侍的堂

會要考慮堂會融合的問題，亦要清晰堂會信徒和同工們對堂會進行新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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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侍奉的意向，確保他們目標一致。（見第3.3部分 - 「同伴牧養：新移

民服侍的堂會領袖」的補充） 

 

 

1.2. 新移民孩子的功輔班，學前班和英文班 

 

受訪堂會表示功課班，小孩的學前班，英文班是開展新移民服侍必不可

少的服務。在堂會剛接觸到新移民家庭時，他們表示雖然他們很多亦面

對經濟的困難，但他們更緊張的依然是孩子的學業問題。新移民孩子的

英文水平會比同年的孩子低一兩級。這是因為他們四年級才會開始學習

ABC，但香港小孩很多從幼稚園便開始學。甚至很多香港有能力的父母

會提前在孩子學前教導他們英文。因此受訪堂會認為，新移民家庭最需

要的是為他們的孩子提供學習的機會，讓他們的孩子一至兩年內能追到

香港其他學生的英文水平。受訪牧師指出由於新移民家庭於香港本地人

的經歷不同，因此在他們來港後會無所適從，亦會面對很多障礙。堂會

的目標除了為他們提供生活上的實際支持，例如短期食物援助服務外，

更重於的是讓他們於本地人「機會睇齊」，擁有公平的機會。例如為新

移民孩子開展學前班的目的是讓他們不會因為英文不好而獲得不一樣的

學業待遇，讓孩子擁有公平學習的機會。 

 

受訪堂會提醒剛開展新移民服侍時，不用顧慮資源不夠。以新移民孩子

的功輔班，學前班和英文班為例，堂會開始時也是由一個有教育背景的

同工和2-3個義務的兄弟姊妹幫忙。她憶述，當時堂會地方小，甚至沒有

地方進行課室形式的功輔班讓受助者來到堂會補習。當時他們一星期只

有一小班的學前班，而功輔班便透過電話舉行。受助的學生可以在每天

某段的時間內隨時打電話給義務的兄弟姊問功課。到後來堂會擴展後，

他們才能在堂會場地每星期舉行功輔班。堂會表示，與一般的功輔班不

同，新移民的功輔班在暑假較不普遍。這是因為新移民家庭會於暑假返

回大陸，因此暑假前或學期考試前才是功輔班的高峰期。 

 

1.3. 服侍基金 

 

受訪堂會亦提醒在堂會開展服侍前，可以成立服侍基金，例如牧愛基金

來資助堂會整體的社區服侍。例如有堂會表示他們只會在堂會的戶口存

三個月的行政費用，例如薪水和堂會租金，而其他所有的即會撥入他們

的牧愛基金來服侍新移民家庭。堂會提醒若要進行社區的服侍，堂會應

該盡量投放所有已有的資源到受助者的身上，不應有所保留。而由於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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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政府或社福機構的基金支援也採取實報實銷的模式，因成立基金也可

以確保堂會進行服侍的穩定性，以免出現服侍斷層的狀態。 

 

而在服侍的中期，堂會亦可以考慮成立了擴展中心基金，為擴展新移民

服侍作準備。例如有受訪堂會表示他們的堂會只能服侍10幾個新移民家

庭，因為他們的地方只可以每次容納30幾個人。但在教會的兄弟姊妹開

始在社區工作來拓展新移民家庭服侍後，他們已成為區內的家庭中心，

並成功吸納500-800人，而新移民更佔六至七成。他們認為若要長期進行

新移民的服侍，地方的擴展是必須的。 

 

2. 現時侍奉方式和建立關係 

 

2.1. 現時服務列表： 

2.1.1. 短期食物援助服務 

2.1.2. 轉介服務 

2.1.3. 崇拜、團契 

2.1.4. 上門探訪 

2.1.5. 節日活動：父親節，母親節 

2.1.6. 新移民家長 

● 親子旅行 

● 家長學堂 

（見第3.2部分 - 「以家庭為服侍單位」的補充） 

● 親子營 

（見第3.2部分 - 「以家庭為服侍單位」的補充） 

 

2.1.7. 新移民婦女 

● 婦女小組 

○ 為婦女開設「婦女小組」並融入敬拜和祈禱班。透

過小組聊天、分享的形式，希望能更深入走進婦女

的心，並讓教會更貼身了解她們真實的想法和需要

。是將生活融合信仰的方法。 

○ 培訓她們參與「長者的探訪計劃」。牧師指出，透

過「一起幫助別人」和讓她們於小組中成為「領袖/

組長」，能令她們靈性充滿、推動互助的精神，同

時亦能增加她們對堂會的歸屬感，更投入教會的信

仰活動。另外，這樣也能令婦女們集合一起，認識

新朋友，建立她們的社區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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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第3.3部分 - 「同伴牧養：新移民服侍的堂會領

袖」的補充） 

● 讚美操 

● 婦女門訓 

● 全年性的新移民婦女訓練 

○ 大概30個名額，全年有不同為新移民婦女所設的活

動，例如家長講座、烹飪班等 

 

2.1.8. 新移民孩子 

● 多元智能活動 

○ 體操，英文，到戶外認識大自然，講故事，訓練他

們紀律，早上10點至晚上5點，改善偏食， 

● 功輔班、學前班、英文班 

（見第1.2部分 - 「新移民孩子的功輔班，學前班和英文班 

」的補充） 

 

2.2. 認清堂會應有的角色 

 

新移民來港後，他們會向社區福利處申請不同種類的援助，例如短期食

物援助服務計劃，而社區亦會酌情向他們發放綜援金及部分安排入住公

共房屋。但由於申請人數眾多，與很多其他的基層類別一樣，他們往往

需要等待一段頗長的時間才可以正式接受社處的幫助。受訪堂會表示，

受資源和經濟限制，堂會很多活動在走實報實銷的模式，因此未必能像

政府或其他社福機構一樣向受助者提供長遠以及多方面的服侍。 

 

堂會應認清自己的角色，除了提供實際的服侍外，堂會亦可以以填補服

侍空隙為主要服侍目標。例如在新移民家庭排社處的服務銀行或功輔班

時時，他們可以拿著社處發所出的轉介信件來到堂會享用堂會的資援，

例如領取食物或免費上課等。而在他們成功等候到社處的食物銀行和補

習班時，堂會便會接到社處的通知，並同時停止對以獲社處幫助的家庭

提供幫助。堂會與社處之間的互相溝通能填補服務上的空隙，並避免資

源重疊來幫助更多新來港的人士。除了以上所說的食物銀行和功輔班外

，受訪堂會亦均表示政府針對新移民家庭舉辦的學前班也是很難排的。

很多新移民家庭排到孩子需要上學的年齡還沒有排到學前班，因此有意

開展新移民服侍的堂會可以考慮提供學前班等的服侍。但因學前班涉及

到專業教育的層面，堂會應先研究如何開展，向教育機構查詢，並聘請

專業人士幫忙。 

 



12 

受訪的堂會提醒，堂會並不是專業的機構，我們不能亦不一定要為受助

者提供專業的服務，例如精神治療等。其實，坊間也有很多非政府組織

在為新移民家庭提供專業服務，例如新福事工協會、香港新來港人士服

務基金、香港新移民服務協會等。堂會應該學會向其他的社福機構尋求

幫助和合作（見第3.1部分 - 「教會與同區教會、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

、學校及社工的合作服侍」的補充），好好評估自己的物資和人力資源

，並針對自己所長進行服侍。進行新移民服侍切忌「攬曬嚟做」，一定

有。千萬不要開始了活動，卻無能力拓展下去，令對受助的新移民家庭

所下的承諾無法兌現。 

 

其中一個受訪堂會表示，其實對於其他社區機構來說，堂會另外一個角

色便是為社福機構或政府團體提供資訊，反映政策。這是因為，堂會透

過探訪服侍、長期的陪伴、幫助他們看醫生、租房、購物等生活瑣事中

，比起其他機構更能與新移民家庭建立深厚關係並1走進的內心世界，從

而了解到他們的真實需要。有堂會舉例，有機構轉介給堂會的受助者資

料顯示她的丈夫常常欺負她，令受助婦女十分困擾，並希望和他離婚。

透過堂會的介入和上門探訪了解雙方的想法後，堂會發現情況並不是受

助者所形容的，甚至發現其實丈夫對妻子十分的包容。例子可見，堂會

往往能更「貼地」和深入的了解新移民家庭。因此，堂會能擔任輔助的

角色，向其他更有資源的機構提供社區內真實的情況，並反映現時社區

服侍上的不足。例如能參與「草聯」的政策諮詢，來提供更多資訊去組

織及研究新移民家庭的需要。 

 

2.3. 以家庭為服侍單位 

 

受訪堂會表示，與其他基層的類別不同，新移民服侍要以整個家庭為服

侍單位，為他們家庭裏不同的成員提供服侍。而主要的服侍範疇為：婦

女、孩子、夫妻關係以及孩子與父母關係。有些堂會更發現其實新移民

家庭內的丈夫也很需要教會的服侍。因為他們通常要擔起整個家庭，有

很大的經濟以及精神壓力。根據受訪堂會的分享，他們會從探訪和社處

轉介等途徑接觸到新移民家庭，而在決定要開展新移民服侍後，他們需

要提供，功輔班、探訪、聊天、團契、親子營、家長小組等一連串的活

動。 

 

有受訪的堂會會每年為新移民的孩子與父母舉辦親子營。親子營於香港

的教育營場地舉行，為期3-4天，互動包括親子活動、歷期訓練等活動來

幫助孩子和家長建立關係。另外，在開展家長學堂方面，堂會表示，由

於很多新移民婦女不了解香港的教育文化，而他們的丈夫很多也是教育



13 

程度較低的技術工人，因此未能在學業上幫助他們的子女。再加上很多

新移民父母在內地的時候未有了解到SEN學生的資訊，因此很多新移民

的SEN學生的家庭未有照顧他們孩子的經驗。堂會所開辦的家長學堂會

請外來人士向新移民家長提供管教孩子的資訊，例如如何設定孩子的學

業時間表，以及香港與內地的文化差異等。除此以外，家長學堂也能成

為新移民家長的「小組研討會」，讓他們交換資訊和互相分享他們來港

後的經歷。另外，受訪堂會亦可以提供一些參與義工服侍地機會，鼓勵

新移民家庭一起參與社區工作。例如，小孩可以與父母一起在堂會一起

幫忙派發傳單，貼郵票。 

 

其中一個受訪堂會表示，在他們開展新移民服侍的時候，他們會請在堂

會的兄弟姊妹幫忙開展不同種類的社區工作，讓堂會成為組成了「家庭

中心」。而在堂會紀錄會員時，也應該一整個家庭為單位。例如紀錄家

庭的所有成員和個別的需要。根據堂會以家庭為單位的統計，剛開展的

堂會時能大概服侍10-20個家庭，而超過10年以上的堂會更會有100-300個

家庭。 

 

3. 如何深化關係及進入教會 

 

3.1. 教會與同區教會、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學校及社工的合作服侍 

 

進行新移民家庭服侍的堂會除了向其他基層服侍一樣應與同區教會保持

合作關係外，他們還應與非政府組織、學校以及社工保持密切的聯繫。

這是因為新移民家庭服侍內還包括了兒童、青少年甚至是老人的服務。

在與社處的合作上，受訪堂會表示他們一開始要用4-5年才能取得社處的

信任。在過程中，堂會要讓社處了解堂會的侍奉同工、堂會的服侍工作

以及所擁有的資源。在取得社處的信任後，社處會將堂會的名字登記到

社處派發給新移民家庭的小冊子裏。受眾來港後會主動聯絡向社處申請

，大部分被登記的的新移民家庭會受到社處派發的小冊子自行尋求幫助

或有緊急需要的會受到社處的轉介服務，讓新移民人士可以主動向堂會

尋求幫助。根據經驗較豐富的堂會，每年大約會有20-30個新移民家庭走

上們找堂會幫忙。 

 

而在與其他堂會合作方面，有堂會表示因新移民服侍本來就已經比其他

基層類別的服侍忙，因此因他們並沒有與其他機構共同舉辦新移民的活

動。但他們區內的堂會會保持資訊上的交流。例如他們區內網路會員（

各堂會的代表）會有一個月一次的聚會來分享他們侍奉所版成的活動給

其他堂會參考。他們亦有通訊群組來分享社會的資訊、代禱和求助的轉



14 

介者等。正如2.2部分所說，堂會非專業的社福機構，而其實在新移民家

庭集中的地區也會有很多其他的機構做新移民的服務。堂會應與他們和

區內堂會互相分享新移民家庭的資訊，然後根據自己堂會的經濟和人力

資源的能力來「認領」新的新移民家庭。這樣能避免某堂會負擔太大或

受助者重複使用資源而而浪費，讓資源可以留給其他有需要的人。（見

第2.2部分 - 「認清堂會應有的角色」的補充） 

 

共同探訪亦是受訪堂會合作的主要活動。在疫情期間，由於受助者攀升

，區內網路有堂會牽頭統籌並開放堂會的場地，讓區內堂會們將籌集到

的物質集中在同一間堂會中。之後他們會透過通訊群組來約時間共同探

訪，並各自通知自己堂會的義工或同工幫忙。他們會相約到統籌的堂會

領取物資，並合作與其他堂會的同工一起去探訪新移民家庭。有些堂會

因人手不足未能透過探訪活動接觸到新移民家庭，但透過共同探訪的活

動，他們能得到其他堂會的人手和物資的幫助而有機會進行攤販的活動

。而共同探訪亦能令該區的物資和人力資源集中來使探訪的效用最大化

。比起堂會獨立進行探訪活動，受訪的堂會表示共同探訪能接觸到更多

有需要的家庭後，而堂會可以分享所收到的求助者或轉介他們到其他合

適的機構接受服務。 

 

3.2. 新移民的「第二個家」 

 

在建立深厚關係上，受訪堂會表示應該讓新移民人士覺得教會是他們的

「第二個家」。受訪堂會相信堂會提供的只是即時物資的服侍，而更多

的心靈的幫助和為新移民家庭建立自信。新移民家庭可以在堂會一起崇

拜，互相幫助，而兄弟姊妹之間也不分階層。無論是中產、基層人士、

本地人還是新移民他們都應該受到同樣的待遇，和非信徒的受助者也應

該是一樣。例如，堂會繁文和廚房共用。有堂會舉例，除了利用堂會的

活動和同工的關心來進行牧養工作外，堂會亦能提供場地和空間讓他們

隨時可以來教會聚會，讓堂會的新移民受助者自己建立朋友圈。有受訪

新移民婦女表示，在她接受堂會侍奉前，她吃了八年的抗抑鬱藥也沒有

好轉，但來教會兩年後，她便好了。這是因為，她在教會認識了有共同

興趣 - 來教會團契，的好朋友。於他們的相處讓她的心情不但更開朗，

而且有人可以與她傾訴令她不再感到徬徨無助。她表示十分喜歡喜歡在

活動以外的時間來教會，他們很常3-4個家庭聚在一起在教會煮飯，經常

煮十幾個菜一起品嚐。這讓她常常感受到愛，有很多愛她的家人和堂會

兄弟姊妹在身旁，比起以前的生活更感到幸福。 

 

3.3. 同伴牧養：新移民服侍的堂會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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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會表示其實在剛開始新移民服侍時（大概10-20組家庭），不一定要有

兄弟姊妹的幫忙，反而3-4名同工幫忙便足夠。在進行新移民家庭的小組

崇拜和團契時，受訪堂會提醒一定要「人夾人」，並鼓勵堂會中兄弟姊

妹的以「認頭」的方式選擇他們的組員，分配好要聯絡的受助者。小組

組長也可以成為新移民家庭於小組以外事後的固定傾訴對象，個別關心

他們所分得的新移民家庭的經濟和家庭狀況，讓受助長者感受到有同一

個同工持續關心他們從而建立信任和深厚的關係。而堂會有什麼活動，

固定同工可以打給他們邀請，平時也何以周不時主動關心他們的狀況。 

 

而如果人手允許的話，兄弟姊妹其實也可以參與新移民家庭的服侍。例

如有堂會亦會讓信徒成為新移民婦女門訓的帶領。堂會表示侍奉的工作

不一定要由堂會同工帶領，其實堂會的信徒也能擔起牧養等活動。但根

據經驗，堂會認為信徒主要願意幫忙含有有宗教性質的活動，例如團契

等，如果是親子課、功輔班或新移民孩子的夏令營便主要靠堂會同工或

外面的人幫忙。 

 

針對新移民特徵，在進行新移民服侍時，堂會面臨受助者與堂會信徒融

合的問題。由於堂會開辦初期吸納的大多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而無論

是非信徒還是堂會內的兄弟姊妹，也會對新來港人士有一定的刻板印象

。由於新移民人士和香港人生活方式和習慣亦有所不同，在堂會活動中

難免會有摩擦的情況。一位受訪的教會同工表示在剛開展新移民工作時

，堂會的兄弟姊妹雖然支持，但相比其他的基層類別，只有很少量的信

徒會身體力行地去幫忙侍奉的工作。根據堂會的轉述，堂會的信徒表示

，他們與新移民家庭「好難溝通」而且不是太明白為什麼他們會有某種

的想法。而堂會的同工亦表示：「其實怎麼做都會有代溝，如果你不是

新移民，你真的很難感受他們來香港所面對的障礙和無助感。」 

 

因此，除了訓練同工和兄弟姊妹成為侍奉者外，最重要的是訓練受助新

移民成為堂會領袖。堂會牧者提出 “train the trainer” 的概念：不要常常

去想到底要怎麼去增加堂會的資源，應該去盡量發揮已有的資源，特別

是人力資源。因此，同工主要是應該訓練有擔當的新移民受助者成為新

的小組組長，讓新移民服侍新移民，而非堂會的其他兄弟姊妹。這是因

為，同伴的牧養最能讓新的受助者和堂會之間建立互信因為新移民的組

長在能更了解新移民的內心世界。而在進行心理輔導的過程中，同伴的

牧養能讓新移民受助者更容易打開話題和切下心防到最後的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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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堂會會每星期舉行家長小組，在將受助的新移民人士分割成四個

小組，並分別找到4-8為曾受該堂會幫助而現在以能成為組長的新移民婦

女向新的受助者教導生活、分享生活經歷以及信仰對他們人生的改變等

。堂會牧師表示要訓練新移民成為組長，堂會同工需多花功夫。同工可

以個別注意比較有擔當和生活經驗豐富的人士，並個別向他們傳福音、

聊天、教導他們說話技巧和傳遞「助人為樂」的精神。 

 

雖然新移民的組長最能有效的服侍新移民的受助者，但受訪的堂會亦提

醒千萬不要讓新移民群體在堂會中自成一角，也不應把他們當成特殊團

體，與其他的信徒分開。對他們所有人平等。 

 

3.4. 受助基層新移民家庭個別分享 

 

受訪的堂會表示在堂會幫助受助的新移民人士後，其實他們的家庭狀況

沒有什麼轉變，但心態上卻有十分明顯的進步。堂會牧功表示很多新移

民人士在剛來堂會的時候對他們的生活有很多的不滿。特別是新移民的

婦女。她們在來港後感到事事不如意並有很大的期望差距。她們會將生

活的不如意歸咎於丈夫不夠努力。堂會亦表示大部分的新移民受助者會

面對婚姻問題。在接受堂會的服侍後，堂會牧師表示，比起其他的基層

類別，新移民家庭的轉變最為明顯。他們學會不怨天尤人並改變自己的

心態來接受生活的困難，他們亦會學會懂得感恩和願意成為施予者去幫

助其他更有需要的人。 

 

有堂會指出他們有50-60個新移民婦女義工可以在堂會有需要的時候隨傳

隨到。在疫情期間，她們依然堅持回來堂會做義工和進行小組崇拜。更

有一位失業婦女雖然已經找到了清潔的工作，但為了在疫情期間能向教

會提供更彈性的服侍時間，她便放棄了就業的機會。她也放棄 

拿$3000的援助基金的機會，她認為有很多人在這段時間亦同樣面對經濟

問題。但她比他們幸運是因為她有堂會的幫助令她聖靈充滿，因此她希

望讓不是信徒的家庭先拿援助基金。另外，有一位做地盤的男受眾已經

半年沒有工作。在申請教關「一杯涼水」的失業緊急援助金後，他感到

十分感恩。近日，在得知有其他受助者需要冷氣後，他便奉獻了自己家

裡的冷氣給堂會。 

 

雖然堂會並不一定能改善受助者的經濟情況，但心靈上的支持能讓他們

不但感受到愛和關懷，更能透過義工的服侍讓他們明白施予的快樂。另

外，進行義工服侍能讓令新移民人士確定自己的價值，而透過於堂會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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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姊妹互相合作和同工的稱讚，能提高新移民人士對堂會的身分認同和

歸屬感。 

 

4. 可持續發展及擴展 

 

堂會在未來，還有什麼可以做的呢？ 

 

4.1. 重新檢討新移民家庭需要 

 

堂會提醒其實每區都會面對人口的轉變。例如某些區有新樓盤落成或社

區重建計劃，令有很多中產家庭住進本來較貧窮的地區。而本來比較有

需要的新移民人士亦有可能因上樓或抽到公屋而離開該區。除了面對會

員停留時間不長等問題外，所需要的服侍，甚至是所需要服侍的基層類

別也會有所轉變。 

 

因此堂會提醒社區服侍並不能一成不變。堂會應定期重新向機構調查區

內所集中的年齡層和分佈，並評估到底新移民服侍還可以做多久，來貼

近他們的需要。他們會因人口的改變而面臨新的問題嗎？例如，新樓盤

和商場的落成會令該區物價提升嗎等。 

 

4.2. 培訓更多新移民的侍工 

（見第3.3部分 - 「同伴牧養：新移民服侍的堂會領袖」的補充） 

 

4.3. 培訓更多新移民的男性的侍工 

 

受訪堂會發現以前新移民家庭服侍的對象大多為婦女和孩子。但近年，

透過更多次數的探訪，堂會接觸到了很多新移民家庭的男性的會眾。他

們大多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但教育程度較低，主要為技術性勞工，例

如廚師、地盤工人等。由於新移民婦女因沒有社區連結、要照顧小孩、

教育程度低等因素難以找工作，新移民家庭的丈夫通常是家裡的經濟支

柱，面對一定的心理壓力。但礙於面子和性別特徵，比起女性，他們不

常會到堂會主動尋求幫助。透過不斷的服侍和經驗，堂會發現其實男性

的會眾也需要信仰的牧養和心靈上的支持。 

 

因此受訪的堂會提醒有意發展新移民服侍的堂會可以為性的會眾設計活

動，例如除了開展「婦女會」也可以設立以新移民男性為主的團契活動

，讓他們能夠跟與自己有共同經歷的人聊天。而堂會表示這樣的活動最

好由男同工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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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拓展堂會讓受助者發揮所長 

 

有堂會表示希望受助者在堂會內有一定的角色，例如義工服侍，來肯定

其價值外，未來堂會亦期望能自己製造機會，拓展堂會的場地來讓新移

民受助者能發揮所長來增加他們的自我認同感和對堂會的歸屬感。同時

，亦為他們在社會就業做準備。因此，有堂會初步構思，希望能擴展堂

會成為餐廳，讓新移民婦女能在餐廳練習廚藝和服務技巧，讓他們以後

能到外面的地方工作。 

 

5. 資源 

5.1. 物資：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計劃 

5.2. 免費服務：綜援金、社處安排入住公共房屋 

5.3. 機構/網絡社福機構： 

5.4. 基金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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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 and Don'ts 

 
Dos： 

 

- 盡量發掘他們的特點和優點，並好好利用 

（見第3.3部分 - 「同伴牧養：新移民服侍的堂會領袖」的補充） 

 

- 定期了解他們是否有從其他堂會或機構重複拿物質，以免浪費資源 

 

- 根據受助者的緊急性來服侍 

 

- 聘請有教育背景、生活經驗豐富、與受助者有共同經歷的兄弟姊妹成為堂會同

工 

 

- 培訓更多新移民的男性的侍工 

 

 

 

 

Don'ts： 

 

- 並不是所有新移民也有經濟問題，不要把所有求助者當成基層人士 

 

- 不要當他們是特殊團體，要侍奉平等 

 

- 在進行社區服侍時，不要忘記信徒的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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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教會侍奉故事分享 

 

《由孤獨的外來人士脫變成性靈充滿的堂會同工 - 建芬同工的故事分享》 

 

受助者背景： 受助者03年來港，以來港接近20年。育有一兒一女。雖然沒有感

覺到困難和歧視，但由於兒子是SEN學生，受助者並未能幫助兒

子功課。剛來港時，因經濟困難而未能負擔功輔班。後來經過幼

稚園同學的介紹來到堂會參與參與教會功課輔導班和SEN學習小

組。 

受助經歷： 從堂會的功輔班，漸漸開始參與堂會每週的崇拜。受助者表示因

為兄弟姊妹會互相彼此關心，因此覺得教會很溫馨，有「家」的

感覺。另外，由於在堂會沒有小圈子或歧視，因此她和家人也很

願意留在堂會中。在上崇拜的過程中，她慢慢明白感受到信仰對

她的改變，並明白洗禮的意義。於2015年與女兒共同受洗。 

受助後改變： 在價值觀上，受助者覺得信仰為她帶來了很多的改變。比起以前

，她對於生活上的事情不會太執著，學會更謙卑，不會與人比較

。她會將神放首位，而生活面對困難時她不再感到孤單而是有神

陪伴她一起同行。 

 

在兒子的學業上，由於兒子是SEN學生，他初時並不敢獨自上崇

拜。在學校裡他較固執和自我，容易與同學發生衝突。而且

Asperger’s和ADHD的情況更令他有學習困難 ，難以追上學業進

度。在返堂會後，兒子逐漸與堂會同工建立熟悉感。由本來不懂

與人溝通變得學會與人溝通和守規矩。在畢業後，兒子亦常回來

堂會聚會，將堂會視為他的「第二個家」。 

 

在兒女關係上，以前受助者與女兒關係很差，經常會有衝突，她

甚至會將女兒趕出門外。但在參加堂會的興趣班和團契討論後，

她明白到自己無力的時候，應該將兒女與自己交托給神。後來便

學會放手，不應太執著管教模式，亦放棄了用過分嚴厲的方式管

教子女。她把更多時間投放於教會服侍，放鬆自己。而女兒也沒

有因為受助者的放手而誤入歧途，反而更願意與母親談話。現在

與女兒關係大有改善。 

侍奉的經歷： 剛開始來堂會，因陪伴兒子上堂會的功課班而多了時間在教會，

漸漸便參與了堂會的義工事奉，例如： 

- 飯堂義工 

- 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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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會兼職同工：與小組活動關心婦女和新移民 

 

後來堂會的傳道邀請受助者成為全職事奉的同工。雖然受助者當

初也很擔心自己不能擔起如此大任，也不知道實際的工作，但受

到堂會其他兄弟姊妹和家人的支持，她接受了挑戰。 

起初受助者表示她只視這為一份工作而已。但後來透過侍奉，她

明白到「助人為樂」的道理，而看到了別人的改變，她更肯定了

自己的價值。她把教會視作自己的家，而後來投入更多時間全心

全意地事奉。在侍奉的過程中，她表示亦面對過很多問題，例如

起初聯絡婦女義工時她們會不跟安排來教會幫忙，但她將一切交

托神，並相信神會幫忙解決的。 

對於對未來的期望，她表示期望將自己的經歷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身為新移民家庭，他表示期望她的例子能鼓勵現在處於迷茫的

家庭，令他們明白社會上會有很多願意幫助他們的人。她亦希望

更多婦女們能夠信主、受洗並加入教會來分享信仰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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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分享 

 

我們堅固的人應該擔代不堅固人的軟弱，不求自己的喜悅。 

我們各人務要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處，建立德行。 

（羅馬書15:1-2） 

 

願神的話語幫助並啟發我們，讓我們倚靠祂，運用諸般的智慧在崗位上服侍。 

如您在神的話語上有所領受，歡迎與教關聯絡分享。 

 

 

 

 

總結 

 
教關一直致力提供緊密的網絡，為伙伴教會建立網絡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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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持服侍的教會不但能共享資

源，更能分享侍奉的經驗來完善侍奉。 
 

這本服侍手冊介紹了教關伙伴教會中，現時於新移民侍奉經驗較豐富的教會進行分享

。透過手冊，有興趣開啟新移民侍奉的堂會能參考現時侍奉的狀況和堂會提供的一些

小撇步啟動您們的新移民侍奉。 

 

此手冊只是一個初階，願我們繼續為新移民事工禱告，又願更多堂會能參與成為工作小組，共

同服侍不同社區的新移民。 

 

如您對手冊內容有任何疑問或查詢，歡迎聯絡教關。 

負責同工: 李妙如Brenda Li  

電話: 3689 9810 

電郵: info@hkcnp.org.hk 

網址: http://www.hkcnp.org.hk 

 

 

 

  

mailto:info@hkcnp.org.hk
http://www.hkcnp.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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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遇到的問題 

 

1.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2016）。《內地來港定居人士受歧視情況問卷調查報

告》 

- 新移民面對嚴重的歧視問題 

- 五成半的受訪本地居民認為新移民分薄本地人的社會福利 

- 新移民不受種族歧視條例的保障 

 

 

2. 報導者，（2019）。《「香港人」是誰值得擁有的身分？ 專訪中國新移民、

香港教大講師黎明》 

- 作為新移民的香港教大講師黎明談對社運的看法 

- 「香港留給陸生和港漂瞭解香港的機會非常少，容忍他們犯錯的機會也

非常地少」 

- 港人對新移民有錯誤但深度的刻板印象 

 

社區服務熱線： 

 

1. 社聯，（2019）。《新來港人士》

http://webcontent.hkcss.org.hk/hotlines/service.asp?ser_code=3.4 

- 所有熱線列表  

http://webcontent.hkcss.org.hk/hotlines/service.asp?ser_code=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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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機構名稱 同工姓名 

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 陳淑娟傳道 

基石教會恩盛堂 陳蕙芳牧師 

基督真光教會 陳桂鳳傳道 

基督教宣道會宣恩堂 

牧的地家庭服務中心 林顯紅姑娘 

（以上按教會/機構名稱筆劃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