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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雲醫生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副主席  

扶貧委員會小組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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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妙雲姑娘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執行委員  

工業福音團契榮休總幹事  

深水埗貧窮家庭宣教關注組 

 

目標：建立一個地區支援網絡平台 

 資源互通：提供有關社區各群體具體資料，協助教會團體明白所處社區

中群體的需要和敏銳環境轉變對社群的影響，以能隨時伸出援手，服侍

和關懷社群需要。 

 資源增加：擴大人力和物力資本 

 結集力量：互助互補，提供機會讓信徒接觸社區不同群體，共同參與實

踐關懷行動。 

 擴闊視野：引入新概念、新文化、新策略 

 成為一道橋樑：與區內其他機構聯結，共同關顧有需要群體或孤立人士

或家庭，主動走進社區辨認及支援弱勢家庭，將網絡可用資源與有需要

的個案連繫起來。 

 服務推廣：推介弱勢社群的需要、引起更多關注和支援、增強社會認

同、建立關愛社會 

 

組織成員： 

以區內基督教會和基督教機構為基本成員，亦歡迎區內地區團體、服務機構和

政府組織列席參與，提供建議、貢獻所長、增廣資源、參加活動。 

 

要達致功能發揮： 

 教會要有廣闊視野，願意尋找與外界 

接觸及合作機會 

 有具開放及具彈性的態度 

 明白地區的需要和動力 

 願意做一個織網的人，編織地區的網絡 

 有遠象：轉化社區，願上帝國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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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永安先生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顧問  

大嶼山發展聯盟主席  

大嶼山青年「全人發展」職業創路計劃 

 

 解決策略 (三角攻勢) 

 

 

 

 

 

 

 DADs Network 

成為香港培育心靈健壯的父親、 

健全的家庭及一個和諧社會的先鋒 

 

 

 

 

 

 以賽亞書 61:4 

 

 

 

 

 

 總結： 

1) 增加就業是解決貧窮的最佳方案 

2) 提升教育水平及職位層次是促成 

提升社會經濟的最佳途徑 

3) 三贏局面 (Win Win Win) 

  

官(政策、經濟)

商(就業) 民(師友輔導)

教育(學習)

就業(發展) 培訓(全人發展)

靈(精神、信仰)

心(愛心、內心、
信心)

身(生活、職業、
家庭)

重建(Rebuild)

恢復(Restore) 更新(Renew)

青年(Youths)

企業(Employer) 社會(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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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暉明博士  

突破機構臨床心理學家  

錦田青少年圖書館及領袖培訓計劃 
 

 在社區內設立一個青少年圖書館及空間匯聚年輕人及居民： 

– 成為教育、傳承及推廣社區文化資源的中心點 

– 成為讓青少年把夢想落實的根據地 

 透過行動研究發展一個跨文化、使命與行動兼備的“Glocal Impact 

Servant”培訓模式 

 

 服侍對象： 

 

 服侍模型： 

 

 

   

鄉事委員

教會

學校

NGO

區內義工

區外義工

青年工作者

培訓師

青年工作者、

家長及老師

青年領袖及義工 (GYC, 

CU students, LAMPers)

錦田區內青少年 (蒙養、英華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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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榮富牧師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常務委員  

聖公會聖約瑟堂主任聖品  

聖公會聖約瑟堂在錦田的服侍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區本計劃─「TIN」才教室  

本中心為錦田區內三所小學（香港聖公會錦田聖約瑟小學、通德學校、八鄉

中心小學）之清貧學生提供多一些支援和機會，以提昇他們的學習效能、擴

闊他們在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並增強他們對社會的認識和歸屬感，達致全

人發展。  

 

ARISE (1+1 友伴計劃) 

ARISE (1+1 友伴計劃) 是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於 2012 年

12 月起推行少數族裔青年服務，讓錦田及八鄉區的少數族裔青少年能夠發掘

不同興趣、發揮濳能，並與區內本地人士共融。  

 

中心每年會為區內長者提出多元化的活動，包括每年一度的錦田松柏盆菜宴

及探訪等。  

 

社會企業：帶記餐廳及錦華維修工程公司  

 

 服侍的發展  - 協同服侍：  

教堂傳道、幼稚園老師和中心社工定期探訪學生家庭；教堂牧者和信

徒定期探教友。遇有家境困難的，會幫助轉介或提供援助。教堂亦有

助學金資助清貧學生讀書和參加活動。  

  

堂會 學校 機構 社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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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永強先生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執行委員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總幹事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現有服務： 

 

 

童心飯堂 ($10熱飯服務) 

僱員再培訓局(ERB)「人才發展計劃」課程 

 

 未來發展-服務整合： 

 

  

自力更生 綜合就業援助計劃(IEAPS) 

(綜援人士就業服務) 

增
加
向
上
流
動 

強化安全網 

FoodNET 

Hotmeal 

ERB 

IEAPS 

機構

政府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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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關懷貧窮網絡 

各區聯絡人資料 

 

 

*「教關」電話：3689 9810  

區域 聯絡人 

中西區 請聯絡「教關」何國傑先生 

灣仔區 請聯絡「教關」何國傑先生 

東區 筲箕灣：林國璋牧師 25608964/info@senlok.com 

南區 陳茹九牧師 28711683/ltchurch@ymail.com 

油尖旺區 

陳誠東牧師 27804620/kwokchuenleung@gmail.com 

大角咀：鍾耀文牧師 23920224/tktpn2006@gmail.com 

旺角：歐醒華牧師 23938356/kwokchuenleung@gmail.com 

深水埗區 余妙雲女士 27456383/iefncc@hkief.org.hk 

九龍城區 請聯絡「教關」何國傑先生 

黃大仙區 王康會牧 23241890/tws_dge@yahoo.com.hk 

觀塘區 李炳南牧師 27758145/office@ykbc.org.hk 

葵青區 姚小鳳女士 24169169/elsayiu@peacemaker.org.hk 

荃灣區 梁國全先生 24091193/info@goodnews.site.hk 

屯門區 鄺玉婷博士 24169169/catherine@peacemaker.org.hk 

元朗區 天水圍：王寶玲牧師 24453726/tcc@hkcccc.org 

北區 請聯絡「教關」何國傑先生 

大埔區 請聯絡「教關」何國傑先生 

沙田區 蘇家輝牧師 26325000/shatinch@hkstbc.org 

西貢區 呂寶明博士 24169169/luipoming@peacemaker.org.hk 

離島區 東涌：黃滋瑞宣教師 21091738/mmcpc@cumberland.org.hk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A5%BF%E5%8D%80_(%E9%A6%99%E6%B8%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1%A3%E4%BB%94%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5%8D%80_(%E9%A6%99%E6%B8%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8D%80_(%E9%A6%99%E6%B8%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B9%E5%B0%96%E6%97%BA%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7%B1%E6%B0%B4%E5%9F%97%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9%BE%8D%E5%9F%8E%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5%A4%A7%E4%BB%99%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7%80%E5%A1%98%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1%B5%E9%9D%92%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D%83%E7%81%A3%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AF%E9%96%80%E5%8D%80
mailto:catherine@peacemaker.org.hk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8D%80_(%E9%A6%99%E6%B8%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F%94%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7%94%B0%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8%B2%A2%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A2%E5%B3%B6%E5%8D%80


 

 

11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 

「愛心行動」跨堂會扶貧活動津貼申請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轄下的「愛心行動」透過連結教會及提供食物援助、物資、

免費活動的前線機構，以派發食物、物資或免費活動為媒介和起始點，將基督的

關愛和福音傳給貧窮人。2013 年「愛心行動」與教會結成更緊密的伙伴關係，因

應教會的需要，開拓多元化的服務模式，幫助教會以食物+物資+關愛+福音祝福

更多貧困社群。為了支持更多教會進行社區服侍，「愛心行動」現開放跨堂會一

次性活動津貼申請。 

 

申請人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1) 已加入成為「教關伙伴」的堂會 

2) 需由兩間或以上堂會合辦 

3) 包括派發食物、物資或提供免費活動予基層人士 

4) 活動需帶有福音訊息 

5) 受惠者是基層或社區有需要人士 

6) 活動完畢後，教會需向「教關」提交一篇是次活動的文章及相片 

7) 填寫以下表格並交回「教關」，或填妥網上表格：http://goo.gl/V7Z9Ol 

 

***津貼上限為$5,000，需實報實銷 

***額滿即止，「教關」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成功申請者需標記活動為「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愛心行動資助項目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教關」職員何國傑先生聯絡(3689 9810)。 

---------------------------------------------------------------------------------------------------------------- 

 

堂會名稱：(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金額：_____________ 

 

用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人數：____________   地區：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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