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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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 象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是一個網絡及連結伙伴的平台，並非以直接服務的方式，
而是透過各伙伴教會、企業、學校、機構合作以提供服務給貧困人士的機構。

定 位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教關）是由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香港基督教協進會、香港教會
更新運動及一群基督教關懷貧窮的前線機構與教會聯合成立的緊密網絡。教關是一個社區
網絡平台，與伙伴攜手合作同心關懷貧窮、網絡同行、轉化社區。我們致力與伙伴教會發
掘服務空隙，並發展多個先導計劃回應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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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堂會更有效地關懷貧窮，在社區實踐上主的天國使命。

使 命

轉化社區

1500+

‧教會

1500+

‧基督教機構
‧學校

800,000+

‧基督信徒

‧ 商界和
 專業人士

‧公共機構

關於教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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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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更多教關背景及
使命請瀏覽

	 最初階段	 由關懷社會異象開始
 1997	 牧者網絡同心為香港禱告和分享異象。

 2002	 創立「教會關注失業行動」。教育及宣傳關懷貧窮的理念。

 2006	 「教會關注失業行動」轉型並定名為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

 2007	 創立先導計劃回應跨代貧窮，及後發展成兒童發展基金成長嚮導計劃。

 2008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有限公司」正式註冊。

 2010	 開展愛心糧倉事工，與教會結成更緊密的伙伴關係，建立社會資本。

	 建立階段	 尋找伙伴、建立網絡
 2012	 響應聯合國「國際消除貧窮日」，推動10.10.10	及「1017	唔食都得」抗貧運動。

 2013	 成立顧問委員會，開發「教關社區轉化模式」。

 2014	 成立「愛心行動」，在社區分享資源、基督的關愛和福音，轉化生命。

 2016	 開展「青年向上流動計劃」結連職場和社會，轉化生命。	

 2018	 推行「兒童發展基金延續計劃」(Post-CDF	計劃 )。

	 拓展階段	 深化關係、網絡同行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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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教關開展「教會空間轉化」事工推動教會及信仰群體開放空間深化社區關係。

 2021	 充權各伙伴前線機構和教會，強化社區網絡與結連，共同拓展天國觀教關社區轉
化模式。

	 未來計劃	 加強伙伴攜手合作同心關懷貧窮、網絡同行、轉化社區
 2022+	 推 廣「國度觀的資產為本社區發展」	Kingdom	Asset	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KABCD)，以不同社區轉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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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關歷史

天國觀的結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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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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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 1 章 14 節記載：「耶穌動了憐憫之心，
就伸出手來摸他，說：『我願意，你潔淨了吧！』」
教關今年的主題是「動情·動心·動力」，就像
耶穌服侍貧窮人的工作，「看見」他們的需要後
被感動，以憐憫之心，及行動幫助需要被醫治的
人，以上主的愛潔淨他們的身心靈。

新冠疫情持續，已變為常態。雖然疫情未能即時
解決，但卻看見一眾教會在這個艱難的時間當中，
仍以神國為本，以社區為念，竭力與有需要的人
同行，實在感恩及深被感動。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教關）在變幻莫測的社會環
境底下，立志肩負起為貧窮人發聲，支援教會服
侍基層的工作，竭盡所能實踐關懷貧窮、網絡同
行、轉化社區的使命。近年教關提倡天國觀的社
區轉化模式（KABCD），在全港 18 區推動轉化
社區的行動，依靠從主而來的力量，相信我們受
造的每一位也是上主看為寶貴的生命，能透過發
揮恩賜而活出上帝創造的心意，同心貢獻社區，
撒播平安、喜樂和愛。配合教關的倡議教育工作，
例如舉辦了三屆的「信徒回應貧富不均使命課
程」，及舉行了兩屆的「社區大使服侍體驗計劃 -
進深班」，我們推動來自不同宗派及堂會的牧者
和信徒擁抱同一天國觀及異象，學效基督，帶領
整個教會一同走進社區，堂會不分你我，網絡同
行，彼此守望，服侍同一位主。

教關伙伴 910 多個單位，包括教會、機構、學校
及企業建立互信及緊密的溝通關係，發展多個先
導計劃填補服務空隙，即時回應社會需要，如愛
心行動的 20 多個關懷貧窮項目，包括愛心待用飯

券、職位配對平台、「一杯涼水」失業緊急援助
金、社關義工津助券計劃、Y	Carecation「關愛
度假」住宿計劃等。教關同樣亦重視「轉化生命」
的服侍，當中於兒童發展基金成長嚮導計劃作為
政府策略伙伴，推動「師友同行」文化及青年向
上流動嚮導計劃，塑造青年人的生命，同時使作
友師的信徒，生命得以更新，實踐主愛。

感謝主讓更多堂會及社會團體認同教關信念，願
意凝聚資源，發揮共享能力，令教關得以締結網
絡服侍大眾。最後我們更特別感謝教關三間創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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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托、同行支持、和
積極帶領。在此亦鼓勵你常為貧窮人禱告，關心
鄰舍的需要，以行動走進社區，靠上主的恩典和
大能轉化生命。但願上主在新一年大大使用教關
與全體伙伴和同行者，動情·動心·動力，讓更
多基層家庭看見上主所賜下的盼望。

李炳光牧師 ,	SBS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主席

主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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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創會機構

董事會
李炳光牧師（主席）
司徒永富博士（副主席）
陳炎光先生
周榮富牧師

何慶濂先生
梁國全傳道
陸幸泉牧師
蒲錦昌牧師

教關水泉澳網絡：連俊才牧師	
教關屯門網絡：羅旭生牧師

教關地區網絡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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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	唔食都得」運動：姚國杰先生、陳寶玲女士

召集人

蔡元雲醫生
榮譽董事

鄧萃雯小姐

教關關愛大使

顧問團
陳炎光先生（召集人）
陳祖表先生
張國樑先生
張洪秀美女士
方劉小梅女士

哈永安先生
羅志聰先生
蘇祖耀博士
孫德基太平紳士
司徒永富博士

教關網絡顧問
陳淑娟牧師	
蘇達榮牧師	
黎廣澤傳道	
陸少芬傳道	
黃瑞屏牧師	
黃滋瑞牧師	
連俊才牧師	
許仁豪牧師	

黎燕萍牧師	
吳振寧牧師	
陳明泉牧師	
黃木楨牧師	
施國榮先生	
陳士龍長老	
蕭烜醫生	
陳立德先生	

執行委員會
李炳光牧師（主席）
司徒永富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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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暉明博士
周榮富牧師
謝子和主教

何慶濂先生
關銳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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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兆威牧師

牧者網絡顧問
陳淑娟牧師
黎廣澤傳道

陸少芬傳道
蘇達榮牧師

倡議教育及研究小組核心成員
李允平博士

馬秀娟博士
總幹事

吳健源律師

義務法律顧問

義務研究顧問
賴文建博士

參與機構
新福事工協會
基督教勵行會
施達基金會
明光社

兒童發展配對基金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基督教迦南堂

教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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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感恩上主保守帶領，各個教關伙伴認同及
擁抱「天國觀的社區轉化」模式，2021
年拓展更大的關懷貧窮網絡，凝聚社區資
源，發揮更大的效能服侍社區，轉化生命，
為社會帶來信、望、愛。

關懷貧窮網絡

教關牧者網絡顧問連俊才牧師

「結連有國度觀的門徒群體 ( 跨堂會和機構 )，同心
合意⋯⋯建立並傳承有國度觀的門徒群體。」

分享
「甚願你賜福於我，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

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神就應允他所求的。
（歷代志上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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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願你賜福於我，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
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神就應允他所求的。

（歷代志上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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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2間共

推動師友文化
兒童發展基金成長嚮導計劃 (CDF)
◎ 2021 年批核贊助及支持 10個計劃
◎ 贊助金額達 300,000元
◎ 603名基層兒童受惠三年，甚至一生受用
*每年計劃數目由政府決定

教關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 (YUM)
◎ 2021 年有 68位 18-25 歲的青少年參加
◎ 累計有 161名友師參與計劃
◎ 六屆合共 247名學員先後加入計劃

PeaceBox祝福大行動
◎ 派出禮物數目：10,043份
◎ 參與派發伙伴教會數目：95
「一杯涼水」失業緊急援助金
◎ 受惠人次：316人
◎ 合共：$1,580,000

教關愛心行動
感謝伙伴慷慨捐贈，受惠人次達

◎ 食物和服務：7,286家庭受惠
◎ 物資：478,848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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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潛在伙伴

 階段目標
由教關牽頭開始在沙田區的網絡工作

 水泉澳使命
•	關懷貧窮
•	建立網絡
•	社區轉化

 行動步驟
•	2014年	 與核心小組成員分享異象
•	2015年6月	 與教牧同工行區視察祈禱
•	2015年6月	 與沙田福利專員午膳探討

服務水泉澳的計劃
•	2015年7月	 水泉澳服務資訊日
•	2015年11月	 關愛同行及流動探訪活動

 成功指標
•	有服侍水泉澳的清晰異象
•	6間核心教會同心參與
•	持續進行探訪、關心居民、隊
	 工多次溝通聯繫商討服侍內容。

水泉澳核心小組

 階段目標
水泉澳14個核心小組承諾以
①關愛②合一見證③資源共享，
建立關愛的社區。

 行動步驟
•	教關與連俊才牧師帶領教會從資產為本
的角度配搭服侍	

•	制定服侍計劃及時間表，與核心伙伴
定期開會及祈禱，聯合或個別伙伴合
作服侍，發掘社區資源，如一同參與
Peacebox祝福行動，與服侍對象建立
關係等等。

•	2020年10月與香港中文大學那打素護
理學院展開「ABCD	家泉戶曉齊結網計
劃」，把資源帶進水泉澳。

 成功指標
•	與核心伙伴建立信心，達成共識作服
侍，承諾共同服侍水泉澳居民，直接回
應他們的需要。

協
作

禱 告 透過社區發展
建立關係

通過倡議
作實踐

教關

催化 領導
教關牧者網絡顧問

連俊才牧師

時
間

教會結網社區轉化
服侍水泉澳超過 3 萬基層的個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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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計劃

 階段目標
•	根據共同目標為網絡制定行動，協調開放式對話，鼓
勵廣泛參與，建立共同擁有權。

•	為每一個項目成立個別工作小組，制定目標，分配角
色，一同決定時間表及持續評估項目進度。

•	2019年3月舉行水泉澳服務日問卷分析，持續評估居
民需求，及了解服務成效。

•	透過「ABCD	家泉戶曉齊結網計劃」建立了義工隊
伍，2021年舉行義工訓練結業禮，超過40位義工參
與。在水泉澳邨內開展為期3年的服務活動。

•	當中信主的義工，由教關水泉澳網絡教會跟進牧養。

 行動計劃
•	計劃行動步驟，部署行動。持續記錄、評估進度和慶
祝成果，建立有效的溝通和跟進。

•	領了部分義工歸主，令整個團隊增添更多屬靈氣氛，
注入更多禱告的探訪元素。

•	2020年疫情在邨內爆發，當時網絡同工未能親身上到
屋邨內作探訪服侍，但仍以各樣有創意的方式，把祝福
送到街坊當中，如拍攝為街坊打氣的影片，當中提供聯
絡方式，使有緊急需要的水泉澳街坊能向教會求助。

 成功指標
•	以水泉澳邨18座樓建立義工隊為目標，已成功建立
其中14座由網絡核心同工及義工組成的探訪義工
隊。與各座街坊緊密聯絡，關心需要；定時探訪及電
話問候，特別是獨居或雙老長者的需要。

•	增加了社區的韌力和生命力，以正面積極的態度及思
維回應挑戰。

•	疫情雖嚴重，但透過已建立的清晰架構，如核心
同工及義工的長期合作互信關係，街坊於疫境中
的需要迅速被辨認，即時與教會聯絡，得到適切
的支援，共渡難關！

疫情雖然使基層街坊生活百上加斤，然
而透過早已建立及反覆地實踐的結網社
區轉化行動，社區在挑戰期間仍存盼
望！即使未能即時解決問題，但卻增加
了社區的韌力和生命力，以正面積極的
態度及思維回應挑戰！當疫情嚴峻，網
絡同工未能親身上到屋邨內作探訪服
侍。然而因着惦念和關愛街坊，他們以
各樣有創意的方式，把祝福及溫暖送到
街坊當中，例如各個單位拍攝錄影片段，
剪輯成一條為街坊打氣的影片，當中亦
提供聯絡方式，使有緊急需要的水泉澳
街坊能即時向教會求助，街坊於疫境中
的需要迅速被辨認，得到適切的支援！

不單止是水泉澳邨，教關其他的地區網
絡亦是我們緊密聯繫的同行者，彼此支
援，使各教會在事奉的路上不感孤單，
更是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了解更多教關社區轉化模式如何在全港不
同地方散播愛、平安與喜樂：

通過倡議
作實踐

計
劃

管理
教關水泉澳核心小組

總結

觀看水泉澳區
打氣影片

教關社區
轉化模式

因為憐恤他們的必引導他們，
領他們到水泉旁邊。

（以賽亞書 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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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伙伴教會建立社區網絡

準備工作
2020 年於油麻地區牧會多年的教關牧者網絡顧問
黎廣澤傳道（Allen	Sir），與教關分享他體會區內
基層街坊身、心、社、靈的貧乏的龐大需要，及以
社區為中心的異象。這正配合教關推動的「天國觀
的社區轉化模式」，於是一同伙伴合作在油麻地地
區網絡教會、信徒一同開展服侍油麻地社區。

發掘資源
教關進行地區調查，了解油麻地區的需要和資源。
另外，教關亦匯聚了不同專業團契、伙伴教會、餐
廳及職場弟兄姊妹；而 Allen	Sir	聯繫了油麻地果
欄、民宿的老闆、酒店等不同持份者合作，連結各
方資源服務社區，建立了一個服侍的架構。經過對
社區的調查，再凝聚合適的人力和資源，建立「教
關社區大使服侍體驗計劃」，成為召集信徒服侍社
區的平台。

社區動員
由動員一次性的服侍體驗，邀請有潛力及相同異象
的信徒參與服侍體驗計劃的「進深班」，接受更全
面及有系統的裝備，不只停留在服侍層面，更學習
了解並掌握策劃長遠轉化社區的服侍理念和技巧，
傳遞異象及使命，訓練更多使命信徒支援堂會進入
不同社區參與服侍。

天國觀的社區轉化
Kingdom Asset 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KABCD)

準備工作 發掘資源 社區動員 充權自主 結網倍增

充權自主
不單轉化受助者的生命，同時亦充權參與服侍的信
徒，學習與社區中的基層人士同行，如何關心建立
他們的生命，訓練信徒實踐門徒生命於社區，見證
基督。

結網倍增
第一屆「進深班」有14位學員，第二屆則有19位，
他們來自 20 間堂會。期望他們會將學到的帶回自
己的地區，在自己堂會坐落的社區服侍，推動更多
人加入關懷貧窮人。本來油麻地區網絡由一開始只
有油基堂參與，現在已經有十二間教會於當中網絡
同行、轉化社區。願意這個服侍事工能繼續如五餅
二魚結網倍增。

教關牧者網絡顧問黎廣澤傳道

「教會不是以自己為中心，而是為他者而存
在⋯⋯關懷貧窮人不只是一間堂會去做，而
是要連結更多堂會參與，一同去回應的⋯⋯」

分享

奉獻

案例分享：在油麻地實踐	K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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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一：準備工作 階段二：發掘資源 2022 年展望

屯門 2021 年 7 月教關透過進行
「教關與屯門區教會地區結
網服侍」問卷調查連結了 15
間屯門區堂會組成核心團隊
結網服侍，團隊與超過 400
位屯門基層街坊進行問卷，
了解他們的需要，及屯門區
的獨特性，如何與基層同行。

山福堂羅旭生牧師成為教關
屯門區網絡召集人，教關與
團隊定期與行區禱告及交流
會議，堂會間透過此平台展
開了不少跨堂會服侍，甚至
連結教關其他地區的網絡進
行跨區服侍。

社區動員：

舉行教關與屯門區教會地區
結網服侍調查發佈會，讓有
心志服侍屯門區基層的人士
看見他們的需要，動員眾人
參與，以行動回應社區需要。
與網絡中的堂會實行針對區
內需要，在疫境中尋找窄縫
間欠缺的服侍方式，建立社
區中的網絡義工隊，幫助有
需要的基層。

北區 2021 年 11 月教關與北區華
人聯會合辦了「進入社區，
轉化生命，堂會更新，轉化
北區國度觀的資產為本社區
發展 KABCD 課程」，有 17
間堂會參與。參與堂會完成
課程後將提交社關服侍計劃
書，由教關作跟進及支援堂
會開展社區服侍工作。

發掘資源：

進行「教關與北區教會地區
結網服侍」問卷調查，與教
關義務研究顧問黃洪教授透
過調查了解北區基層人士的
需要，填補服務空隙。

灣仔 教關港島區牧者網絡團契 發掘資源

2022 年拓展社區：

荃灣 1961 年荃灣被列為新界區第一個新市鎮，六十年間荃灣由昔日鄉村發展成新市鎮，荃灣人口
三十萬，擁有最長的行人天橋網絡、數十個大小商場、傳統屋邨、大型新屋苑互相對照。

馬鞍山 「馬鞍山並不算是一個經濟貧窮的區域（居民多屬中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遷入本區新
落成屋苑的家庭，多是於外區遷入，對本區認識不多，而新落成公屋配套仍在改善，因此，對於
新遷入的家庭來說，容易感到求助無門。曾有一新遷入的婦女表示，自己只敢到對面屋邨買餸，
再遠一點的市中心都不敢踏足，而這區有甚麼可以支援也不太清楚。」 

教關牧者網絡顧問、香港九龍基督教中華宣道會耀頌堂堂主任——吳振寧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山福堂羅旭生牧師

「在同一個上帝的國度觀底下，我們都是同一個教會的弟兄姊妹，我們需要一起合作
走進人群中，同心事奉，而非各有各做，互不關心。『結網』是擴張神國重要的一步！」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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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全福音」包括「社會服務」與「生命救贖」。不只是物資，更是
接待的心。被主的靈觸動的心，以溫暖的情，盡力獻上，以愛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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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教關使命：關懷貧窮、網絡同行、轉化社區。

教關愛心行動

了解更多各項目
介紹及見證分享

社關義工津助計劃參加者屈姊妹
（基督教主恩會）	

「疫情影響我們的經濟，一家五口只有丈夫工作，有收入。後來
牧師邀請我參加社關義工津助計劃。很感恩！服侍時間上俾到我
好大的彈性，我仲可以帶埋阿仔一齊去做義工，關顧有需要的人。
過程中，孩子看見我們以行動去關心別人，他也被感染，要作一
個有愛心的人，嘗試學習了解別人的需要。」

社關義工津助計劃參與教會溫牧師
（基督教宣道會活石堂）	

「要建立生命絕對不是因『津助券』的資助，更重要是教會與生
命的同行，同工投入參與就是活出基督的證明，而更重要是仰望
基督。若主許可，便歡呼收割，不然亦不氣餒，我們所撒的道種
在上帝手裏必自有祂計劃，上帝必按時成就祂的工。」

分享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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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常設項目
• 教關愛心待用飯券：
2021 年參與教會數目 127 間，參與餐廳數目 149
間，派出飯券數目 28721 張。

• 跨堂會一次性活動津貼
• 社區大使服侍體驗計劃
（合辦機構：油踐入心）培訓一群有心志服侍社區
的大使

• 社區大使服侍體驗計劃——進深班
（合辦機構：油踐入心）現時畢業學員：33 位，參
與堂會：20 間。

• HKTVmall 物資捐贈 
• 2021-22 免費暢遊挪亞方舟
• 金朝陽免費迷你倉
• PeaceBox 2021 
（合辦單位：Saddleback	Church	Hong	Kong、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教會關懷貧窮網絡、香港福音
盛會、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
會服務部、香港城市大學、鴻福堂、加減乘除）

• 5 大事工服侍小組
基層長者事工服侍小組、基層青少年事工服侍小
組、基層兒童事工服侍小組、基層婦女 / 基層家庭
及新移民事工服侍小組、少數族裔事工服侍小組

2021 年抗疫關懷項目
• 「一杯涼水」 失業緊急援助基金
為 133 名受疫情影響而事業的基層人士提供一次
性援助金，解決燃眉之急，舒緩經濟壓力。

• 「平板電腦及手提電腦捐贈」計劃
送出 919 部平板及手提電腦，協助清貧學生方便
居家網上學習，獲得平等的教育機會。

• 共享空間——電腦學習空間
感謝鄧陳教育基金基金致力協助社會基層家庭及
學童，使用教會的空間設立一個有	Wi-Fi 及電腦
設備的共享空間，讓基層家庭學童到教會進行網
上學習。

• 收集口罩及抗疫物資行動
疫情嚴峻，教關以行動呼籲社會各界購備口罩及
抗疫物資轉贈基層人士。

• 社關義工津助計劃 
鼓勵更多教會接觸受疫情影響之基層人士，堂會
與他們同行，使他們由受助者變成助人者轉化社
區。

• 教關職位配對平台（完結）
教關推出職位配對平台，邀請商界及機構提供工
作的空缺，緩解基層人士壓力。

• E-Concept 免費網上補習 
2021 年 4 月（合辦機構：E-Concept）申請教會
數目 18 間，已配對導師的學生人數 51 人，總申
請補習 71 個。

• 主愛關懷傳社區
    ——職場愛心飯劵計劃 ( 第三期 ) 
2021 年 4 月（合辦單位：基督徒會計師團契、金
融業福音團契、Lawyers	Christian	Fellowship、
工程及建造業福音團契）職場人士捐獻愛心飯券，
藉此支持社區餐廳，透過派發飯券關心基層人士
需要。

• Y Carecation「關愛度假」住宿計劃 
2021 年 7 月（合辦機構：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祝福了41位處於困苦中的基層家庭，從困迫中得
到喘息的空間，同時得到教會關顧者的陪伴和關心。

• 萬寧免費搓手液及濕紙巾

社區大使服侍體驗計劃

Y Carecation「關愛度假」
住宿計劃

受助街坊阿偉（化名）

「老實講我以前唔信耶穌㗎，但信咗耶穌之後
我似乎愛上咗耶穌！以前覺得啲人個個信唔過，	
但義工好真心，（帶）俾我嘅改變好大。聖經
教我要寬恕人，改變咗我對人嘅睇法。」

分享

進深班義工

「其實區區都有教會，點解每一區嘅教會唔可
以大家去承擔，	去（做）關懷社區的工作呢？」

分享
主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祂用膏膏我， 

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差遣我報告： 
被擄的得釋放， 瞎眼的得看見， 

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報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
（路加福音 4: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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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發展基金（CDF）成長嚮導計劃		
教關自 2020 年成為政府兒童發展基金策略伙伴，教關於計劃中的
角色包括：充權前線伙伴、贊助友員配對基金、協助招募友師、提
供資源、統籌聯合活動、分享知識與經驗、推動證實研究、促進教
會參與社區服侍。

保羅是提摩太的友師，兩人經歷上帝，保羅更是
看見提摩太身上的特質，加以鼓勵、與他同行、
甚至動之以情，叫他學效自己的屬靈生命，實踐
從主而來的使命。「我兒啊，你要在基督耶穌的
恩典上剛強起來。」（提摩太後書 2:1）

「生命師傅」—是難能可貴的角色，兩代彼此連
結，跨代同行，是彼此放下自我互相了解的心，
友誼及師徒關係的情，彼此以行動實踐夢想、目
標和使命的美好見證。

教關致力協助基層青少年成長，讓青少年發掘他們
的潛質，尋找他們的熱情，實踐他們的夢想，提升
青少年持續向上流動的機會，長遠達至跨代脫貧。
為幫助青少年，教關一直推動師友文化，鼓勵信徒

推動師友文化

成為友師，與主同工，與青少年同行，以基督的愛
為本，實踐以生命影響生命，牧養青少年。

教關於 2007 年首先推行「社區新一代成長嚮導先
導計劃」，特區政府於 2008 年採納了此模式制定
兒童發展基金計劃（CDF），為弱勢社群 10-16
歲兒童的較長遠發展提供支援。在 2016 年，教
關再推出出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YUM），目
的是要幫助 18 至 25 歲青年面對向上流動困難的
問題，特別是對基層及較低學歷的一群。在 2018
年 教 關 更 推 行 兒 童 發 展 基 金 延 續 計 劃（Post-
CDF），為兒童發展基金友員會提供額外兩年的
支援，盼望延續培育有友員成長的生命工程直至
中學畢業。

恩光社會服務中心，
第 6 批區本計劃友員奕良

「均 Sir 跟我說，人生就像跑馬拉松
一樣，不在於你能跑得有多快，而是
在於你能堅持多久⋯⋯所以他經常鼓
勵我嘗試新事物⋯⋯都是透過他的鼓
勵說話，我才能做到自己⋯⋯很幸運
地能讓我遇上一位人生導師！」

分享

參與教會伯特利教會
恩光堂堂主任
李炳南牧師

「對教會來說這個是門徒訓
練，學習如何與青年人同行，
將天國積極正面的價值觀傳
遞給他們。」

分享

友師長均

「我很感謝神讓我能參與這個
計劃⋯⋯縱然我在很多事情上
都是在摸索當中，但我想神就是
藉着透過我跟奕良的分享和相
處，讓我認識更多怎樣去關心一
位年青人，去了解他們。」

分享

2008	年至今：	
•教關共支持及 / 或贊助 40	個伙伴單位參與 98 個計劃
•超過	8,400多位年屆	10-16	歲友員經教關伙伴參加計劃	
•贊助總額達	775	多萬元

了解師友計劃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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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師發展日		
教關自 2019 年起舉辦友師發展日，以提升友師服侍青少年
的知識與技能；教關鼓勵 CDF 營辦單位參與成為友師發展
日籌備小組的成員，建立平台作為友師的加油站，讓友師互
相交流及支援。友師發展日同時是社署認可的 CDF 計劃內
友師培訓項目之一。

2021 年 10 月 9 日舉行的友師發展日受惡劣天氣影響最後變
為網上活動，但仍無阻一眾有熱心服侍青少年人的信徒積極
參與，一起學習。整個活動在極短的安排下能順利進行，我
們看見主的大能	!

教關副主席司徒永富博士

「這份關係是風雨不改，沒有任何變遷能阻隔我們
相愛、相交、相聚，因為這份愛是源自於基督。」

分享

參加者之一教關伙伴教會
香港伯特利教會慈愛堂

潘廣武傳道

「好欣賞教關同工咁有效率的，喺 8
號風球下仍讓這有意義的聚會繼續
舉行。我參加「跨世代的認識，相
處與溝通」工作坊，多謝講員的豐
富預備及實際經驗分享，讓我更了
解這一代青少年的內心。特別係有
75% 及 69% 的青少年，最關心的是
人生價值及生命意義的問題。讓我
看到他們的生命很需要上一代的同
行及上帝的幫助。願主賜福教關的
師友計劃及每位參加師友的朋友。」

分享

核心籌委：	 葉松茂博士	 馬秀娟博士	 黃穎瑜女士	 王卓輝先生

兒童發展基金延續計劃 	 ( Post-CDF)

哈永安先生	 羅志聰先生	 韋敬謙先生	 楊主光先生
袁李寶芬女士	 何玉芬博士	 鄺正煒太平紳士	 謝靄雯女士

教關 YUM顧問

謝靄雯女士（組長）	 李振華先生	
賴文建博士	 李卓傑先生

2021	YUM	核心團隊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基督少年軍
ISS	Facility	Services	Ltd.	 力佳工程有限公司

2021	YUM	伙伴企業

YUM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

主辦機構： 贊助機構： 策略伙伴：

主恩澤森慈善基金會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
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做信徒的榜樣。

（提摩太前書 4:12）
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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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教育

信徒回應貧富不均使命課程（免費）		
2019	年由教關牧者網絡顧問陳淑娟牧師主講，有過百位牧者及信徒領袖
參與，反應熱烈。2021	年再次舉辦，分別針對信徒、牧者及長執版，增
設課程後與陳淑娟牧師會面，按教會提交建議書提供建議，教關繼續同行
支援，包括配對網絡跨堂會合作、社區服侍工作坊、教關愛心行動資源、
加入 5 大事工服侍對象工作小組等等。

基督教恩立教會林曉文牧師
（參加課程後提交社區服侍計劃書）

「感謝神⋯⋯教關⋯⋯來造訪我們教會，與我們的同工、執事和弟兄姊妹交流和分享我們在社區服
侍上的狀況和困難，感謝淑娟傳道給我們的啟發和提醒，其中深刻的是教會如何透過身心社靈和
深耕細作，成為整個家庭的同行者⋯⋯使我們獲益良多。面談後與弟兄姊妹立刻商討計劃下一步，
不是做得多，而是如何做得深，求主帶領和轉化我們的心。再次感謝教關同工在疫情中與教會成
為伙伴同行，願主加倍堅立你們手所作的工。」

分享
信徒版（2021 年 1 月舉辦）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大埔堂
梁志鴻牧師

「學習先去認識社區，了解街坊的需要，同
樣也要讓街坊認識教會。建立無牆教會，目
標是讓街坊容易進入教會中，過往一年有接
觸低收入家庭、物資分享、探訪及一些活動，
課程後檢視及計劃如學實踐進深服侍，會透
過之前接觸之家庭，了解當中小朋友的需要，
提供服侍。」

分享

北區課程（2021 年 11 月舉辦）

基督教芥菜種子堂
錢國偉牧師

「我們是一所細小的堂會⋯⋯一開始由大約
20 人的弟兄姊妹組成。我們同領受了「愛
鄰舍」的異象，我們視愛鄰舍為我們的事奉
形態。不是說查經、帶組、敬拜不重要，但
真正的事奉、生活、生命的流露，是要去愛
鄰舍⋯⋯當然希望我們服侍的學生可以認識
主，但我們認為關愛他們才是最終目的。關
愛並非一個手段，「關愛」本身是最重要的。
感恩後來同學主動問我們是否來自教會，可
否參加我們的聚會，令我們十分感動，開始
邀請他們來教會。」

分享

教牧及長執版（2021 年 4-5 月舉辦）
從牧者、長執角度出發，如開展社區服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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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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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空間轉化事工		
以推動教會及信仰群體開放空間為使命，深化社區關係，建立社區群體之
間的互信，充權及支援伙伴善用社區空間，宣揚社區共享精神，期待轉化、
更有效地運用空間資源服侍貧窮人。以「導賞團」形式到教會分享共享空
間的創意和運作，按著天國觀的社區轉化模式在主裏連結同行，更多禱告
和見證神的作為。

「家•南•天地 」
關浩然牧師

「由營運教會，到牧養方式也需
要轉營，但奇妙的是當教會在裝
修期間已經有街坊好奇地舖的發
展，開放後更有街坊主動走進教
會尋求協助！教會天天開放讓街
坊來訪，成為橋樑，引領迷羊認
識基督。」

分享 關浩然牧師	 吳欽亮傳道
蔡暉明博士	 王緯彬先生

教會空間共享小組核心成員

響應 10月 17日「國際消除貧窮日」		
「教關」響應聯合國的「國際消除貧窮日」，舉行「1017 少食一
餐扶貧運動」，在 10 月 17 日前鼓勵商界和機構推動旗下員工用
不吃一餐飯所節省的餐費來捐助「教關愛心行動」項目，或是用
15 分鐘閱讀本地有關扶貧服務的資訊。「教關」也鼓勵學校或教
會舉行專題講座、活動和服侍，與伙伴聯合見證主耶穌對貧窮人
的關懷，為他們發聲。	

——	節錄自五餅二魚事工第 46 期《人間》封面故事

教關文章分享和崇拜講道
教關在 2021 年曾透過電子報《教關．愛》、《時代論壇》、《基
督教週報》、《號角》及《明報》媒體刊登超過 33 篇文章，分享
關懷貧窮理念，為貧窮人發聲！

教關在 2021 年曾到訪超過 15 間伙伴教會分享關懷貧窮資訊，關
心教會，與他們同行！

奉獻

教關報章全文 網上重溫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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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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錯漏，祈為指正

奉獻名單

機構	Organization
Able	Tech	Limited

Chun	Fai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ClinHealth	Ltd.
HKBN	Talent	CSI	Fund	Limited
Hong	Kong	Evangelical	Fellowship

Honyat	Development	Ltd
Iworld	Education	Limited
Jade	United	Limited
Ling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Miles	Logistics	(H.K.)	Limited
Ocean	Shine	Limited
One	Storage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Rapha	Healthcare	Centre	Limited

Robert	&	Rose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Roche	Diagnostics	(Hong	Kong)	Limited
Soundwill	Co.	Ltd.
Sui	Yun	Christian	Fund
Theo	Texture
Whims	(HK)	Company	Limited
Yonto	Risio	Communications
Yuen	Fung	Garment	Mfg.	Co.,	Ltd.

上善若水中醫痛症理療中心
中國神學研究院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世界傳道會 / 那打素基金
伙柴人義工隊
言新策劃公司
油低造喜

迦勒牙科植牙中心有限公司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荃心為你
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香港區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飲食業福音團契有限公司

Christian	Director	Tang	Hon	Kwan	and	
Principal	Chan	Yau	Kwong	Mother	and	
Daughter	Memorial	Education	Fund

個人	Individual
Ada
Andres	Grace
Au	Wong	Man	Wai	Venora
Au	Yeung	Ching	Yee
Chan	Addie
Chan	Brande
Chan	Carol
Chan	Cathy
Chan	Chi	Ching	Cynthia
Chan	Chin	Ying
Chan	Ching	Yee
Chan	Cho	Kwok
Chan	Cho	Kwong	Clifford
Chan	Fai	Shuen
Chan	Hoi	Yi
Chan	Ka	Hing	Lawrence
Chan	Ka	Yan
Chan	Ka	Yee
Chan	Kit	Ching
Chan	Kwok	Chun
Chan	Lai	Kwan
Chan	Lau	Ying	Janice
Chan	Mimi
Chan	Monica
Chan	Pui	Ching
Chan	Sau	Ling
Chan	Sau	Wai
Chan	Shuk	Yee
Chan	So	Han
Chan	Tik	Chau	Ruth
Chan	Tze	Fun
Chan	Wai	Kin
Chan	Wai	Ling
Chan	Wai	Man
Chan	Wai	Shan
Chan	Wing	Han
Chan	Ying	Ming	Stephen
Chan	Yue	Chun
Chan	Yuen	Lung	Alfred
Chan	Zelda
Chang	Yorke	Feng
Chau	Chiu	Fai
Chau	King	Sze
Cheng	Ka	Chung
Cheng	Kwok	Wai	David
Cheng	Wai	Sum
Cheng	Wing	Fat	Johnny
Cheng	Yuk	Kwan
Cheng	Yuk	Lan
Cheung	Chi	Kin	Paul
Cheung	Chun	Hung
Cheung	Jodie
Cheung	Kwok	Wa
Cheung	Ning	Fung
Cheung	Suk	Ming	Winnifer

Cheung	Wai	Yin
Cheung	Wilson
Cheung	Wing	Man
Cheung	Yun	May
Chiang	Aaron
Chik	Kwun	Shing
Chiu	Sandra	Kate
Choi	Chung	Ching
Choi	Manuel
Choi	Mei	Lai
Chong	Chak	Wan
Chong	Clara
Chow	Chun	Ting
Chow	Lup	Ping
Chow	Ming	Fai
Chow	Nga	Yee	Aimee
Chow	Shun	Yee	Subrina
Chow	Yuet	Yung	Anna
Chow	Yuk	Wah
Choy	Shan	Shan
Chu	Pui	Kuen	Anita
Chu	Wai	Kin
Chu	Wai	Yan	Yanny
Chun	Lo	Sang	Simon
Chung	Chuk	Chiu	Betty
Dai	Yuet	Yin	Sammy
Doris
Fok	Tak	Yan	Antonio
Fong	Connie
Fong	Ka	Yi
Fu	Ivan
Fung	Christopher
Fung	So	Ka	Wah	Karen
Fung	Yuk	Fun
Goei	Wing
Har	Yin	Wa	Cindy
Ho	Chi	Kin
Ho	Chi	Lee	Chilie
Ho	Danny
Ho	Hing	Lim	Peter
Ho	Karman
Ho	Kit	Ching	Iris
Ho	Kwan	Mui	Tiffany
Ho	Yee	Hung
Hon	Man	Chun	David
Hong	Kwai	Wah
Huang	Roy	&	Virginia	C.
Huang	Yibei
Hui	Chok	King	Tomy
Hui	Venus
Ip	Anna
Ip	Lai	Yee
Ip	Tze	Leung
Ip	Yuen	Ha
Iu	Ngai	Ting

Janice
Jong	Wai	Ping
Jung	Wa	Daniel
Ko	Fuk	Chun
Ko	Hon	Kin
Ko	Hon	Kin	Dominic
Kui	Man	Ying
Kwan	Chu	Ho
Kwan	Chung	Yeung
Kwan	Freda
Kwan	Long	Isaac
Kwan	Pui	Man	Winnie
Kwan	Yuen	Ching	Belinda
Kwok	Chi	Kin
Kwok	Ching	Ho
Kwok	Chun	Wah
Kwong	Sau	Lan	Angela
Lai	Siu	Tung
Lai	Wing	Shun	Johnson
Lai	Yuk	Yu
Lam	Ka	Yin	Nelson
Lam	Lai	King
Lam	Man	Kwan	Rosemary
Lam	Wing	Sze
Lam	Yuen	Shan
Lao	Pang	Ki
Lau	Kam	Fai
Lau	Mei	Wa
Lau	Pui	Mee	Grace
Lau	Sam	Lily	Ana
Lau	Shuk	Yin
Lau	Siu	Hong
Lau	Tit	Shing
Law	Ka	Yee	Aries
Law	Kam	Shing
Law	Marco
Law	Wai	Ho
Law	Wai	Lun
Law	Wai	Shing
Lee	Kam	Hing
Lee	Kin	Yip	Jonathan
Lee	Kok	Kwan
Lee	Pearl
Lee	Serina
Lee	Simon
Lee	Stephen
Lee	Tsz	Kwan	Elsa
Lee	Yat	Fai
Lee	Yee	Man
Leung	Chuk	Han
Leung	Emily
Leung	Hei	Man
Leung	Lai	Yin
Leung	Man
Leung	Mei	Yi	Sarah

Leung	Nga	Sze	Agnes
Leung	Ngan	So
Leung	Ngar	Fu
Leung	Pui	Yuk
Leung	Yui	Kee
Li	Catina
Li	Choi	Ha
Li	Chung	Hoi
Li	Cindy
Li	Miu	Yu
Li	Po	Shan
Li	Shelagh
Li	Sze	Yeuk
Li	Tsz	Ting
Li	Yu	Jiao
Liang	Ka	Shing	Eric
Lie	Han	Liang
Lin	Po	Kee
Lin	Yung	Sang
Liu	Joyce
Liu	Ngo	Tin
Lo	Pui	Ying
Lo	Wing	Kau
Lok	Yee	Man
Lui	John	and	CK
Lui	Stanley
Lui	Tony
Luk	Ka	Man
Ma	Alison
Ma	Sau	Kuen	Susanna
Mo	Yin	Ni
Ng	Alice
Ng	Ching	Wah
Ng	Flora
Ng	Ka	Bo
Ng	Kam	Kau
Ng	Kin	Wing
Ng	Kwing	Fei
Ng	Lai	Ming
Ng	Sau	Fun
Ng	Suk	Fun
Ng	Winnie
Ngai	Hoi	Yan	Janet
Ngan	King	Hei	Angus
Ngan	Manling	Edith	&	Chan	Tak	Cheung	Anthony
Ngan	Yee	Ling
Or	Chung	Ying
Or	Yiu	Cheung	Dennis
Pang	Ki	Kong
Pang	Tsz	Hin
Poon	Bluebi
Poon	Chi	Wang	Harry
Poon	Sze	Man
Seto	Sandy
Shum	Mei	Shan

Shun	Hung
Sin	Wai	Yee	Cherry
Siswojo	Caroline
Sit	Ka	Chun
Siu	Anna
Siu	Lai	Kwan	Glady
So	Lai	Shan
So	Sui	Suet	Natalie
So	Wai	Kuen
Soo	Po	Yan
Suen	Hing	Wah
Suen	Tsz	Ka
Sun	Homer
Tai	Jeff
Tam	Ho	Man
Tam	Ka	Wood
Tam	Kaling
Tam	King	Yu
Tam	Mee	Yue
Tam	Shuk	Nga	Polly
Tang	Cho	Tak	Terence
Tang	Siu	Chi
Tang	Suet	Ching
Tang	Unique
Tin	Ip	Margaret
To	Alice
Tong	Hoi	Chi	Joseph
Tong	Pui	Keung
Tong	Pui	Keung	Sidney
Tsang	Caleb
Tsang	Hing	Cheung
Tsang	P	Y
Tsang	Wai	Lin	Tammy
Tse	Siu	Tung
Tsoi	Annie
Tsoi	Ka	Wing
Tsui	Hing	Sum
Tung	Kam	Sing	&	Chan	Suk	Han	Heidi
Wai	Man	Gay
Wan	Po	Yee	Karen
Wan	Woon	Ling
Wong	Andrea
Wong	Cheung	Stanley
Wong	Chi	Man
Wong	Ching	Yu
Wong	Chun	Kit
Wong	Fai	Wun
Wong	Hiu	Yan
Wong	Ho	Lun	Donald
Wong	Ho	Pan
Wong	Hoi	Ming
Wong	Jake
Wong	Karen
Wong	Kim	Pun
Wong	Man

Wong	Maria
Wong	Mei	Ling	Phyllis
Wong	Nga	Shan	Helen
Wong	Rosita
Wong	Sin	Man
Wong	Wai	Bun
Wong	Wai	Shan	Kitty
Wong	Wai	Yee
Wong	Wai	Ying
Wong	Ying	Ho
Wong	Yuk	Ying
Woo	Pak	Kin	Clement
Woo	Wai	Yu
Wu	Cheuk	Yan
Yan	Tat	Wah
Yang	Chun	Chung	Jonathan
Yang	Wen	Ji
Yao	Kar	Chung	Grace
Yau	Wan	Lung	Bosco
Yay	Chi	Wai
Yee	Heung	Ming
Yeung	Fanny
Yeung	Kin	Cheong
Yeung	Lai	Ping
Yeung	Sin	Kei
Yip	Chi	Kwong
Yip	Ka	Yan
Yip	Kam	Yuen
Yip	Patrick
Yip	Pik	Hung	Helene
Yiu	Mi	Ling	Karen
Young	Wai	Kuen	Gary
Yu	Betty
Yu	Lai	Na	Elena
Yu	Po	Ling	Pauline
Yu	Wing	Kei
Yuen	Kwai	Fun
Yuen	Sinn	Man	Cimmy
Yuen	Wai	Ki
Yung	Yuk	Chi
丁贊鴻
孔慶源
尹仲禮
尹志衡
王主愛
王運珍
王綺雯
丘女士
白穎思
任秀珍
任麗明
戎太
朱志強
朱樂敏
江垂萍

江穗芬
何文生
何文勝
何立生
何志仁
何洪德
何婉婷
何華星
何瑞鳳
何慶鋒
何錦勝
何蘇華
余立新
余池光
余達燊
吳子興
吳少英
吳秀娟
吳良菁
吳東霖
吳家輝
吳樂恩
吳蓮歡
李志廣
李思敏
李偉雄
李惠妍
李惠明
李惠芳
李港生
李慧明
李慧敏
李韻怡
李麗珍
李耀倫
阮綺雯
阮麗玲
周文才
周雪鳳
林子謙
林玉真
林婉嫻
林福華
林學之
南亞美
姚小茵
姜惠微
查小姐
胡佩儀
胡珊
范玉枝
倪家昇
容建昌
袁浩庭
馬文藻

馬佩欣
馬芷玲
馬國強
高偉傑
高馨
張永強
張志雄
張思慧
張景維、何瑞芬
張麗芳
張麗珍
張麗雲
張耀棠
曹希銓
曹漢濱
曹慧芳
梁小敏
梁佩玉
梁垣智、蔡慧玲
梁珍
梁秋蘭
梁家成
梁珠鳳
梁國欣
梁華廣
梁詠恩
梁鉻德、曾美蘭
梁慶儀
梁燕冰
梁錦華
莊明偉
郭炎明
郭惠英
陳小平
陳太一
陳文雅
陳志威、陳艷霞
陳志潤
陳佩芬
陳保國
陳炳祥
陳素蘭
陳彩蓮
陳淑粧
陳雪華
陳惠寬
陳隆
陳煥強
陳嘉文
陳翠珍
陳鳳儀
陳慧霞
陳慧霞
陳曉彤
陸少彬、黎月娥

陸鴻材
麥展誠
麥偉雄
麥琪敏
麥燕玉
彭友清
曾依莉
曾浩榮
曾瑞明夫婦
曾漢平
曾錦鋒
游婉文
無名氏
馮士良
馮凱瑜
馮靄文
馮靄娉
黃玉瑛
黃玉賢
黃佩琼
黃佩蘭
黃柏寧
黃美群
黃美群
黃美翹
黃娟
黃悅晴
黃惠明
黃晶瑩
黃榮輝、莊巧群
黃綺雲
黃錦如
黃頴雪
楊文志
楊文禮
楊富強
楊源宗
楊鳳儀
楊鳳嬌
楊慶梨
葉少存
葉巧兒
葉柳芳
葉浩樑
葉義洪
葉達莊
葉應龍
董銘偕
詹兆宗
雷國源
嘉欣
廖華德
廖鈺林
甄慧琴
趙玉琼

趙佩儀
趙麗娟
劉小慧
劉玉英
劉美美
劉國權
劉紹雄
劉源洪
劉錦禎
歐陽珮珊
歐錦棠	
潘巧兒
潘其耀
蔡巧秀
蔡吐枝
蔣小蘭
鄧月明
鄧俏顏
鄧家和夫婦
鄧笑蘭
鄧國安
鄧麗文
鄧寶珠
鄧艷芬
鄭建德
鄭相穎
鄭清心
鄭漢屏
黎廣澤
蕭麗萍
霍以薇
霍耀祖
鍾玉明
鍾玉茵
鍾廣智
鄺正煒
鄺淑儀
鄺煦晴
顏家輝
魏智君
魏智傑
羅少光、侯嶺英
羅秀賢
羅嵐
羅曉虹
羅靜文
譚仲泉
關天儀
關玉冰
關兆蘭
關杰濤
蘇桂珍
饒凌峯
𡩋佩忠謝玉娣夫婦

教會	Church
CNEC	Sheung	Shui	Christian	Church	
Harvest	Mission	Community	Church
Solomon's	Porch	
Union	Church
上環浸信會
上環浸信會
土瓜灣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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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和撒那團契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茵怡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樂泉堂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堂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灣仔堂
牛頭角潮語浸信會
北角浸信會
沐恩浸信會
旺角浸信會
東方基督教會聖光堂
宣恩浸信會
紅磡浸信會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上水堂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大坑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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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興華浸信會
恩薈使命教會
浸信宣道會明基堂
神召會禮拜堂
荃灣基督教惠荃堂
啟德平安福音堂
基立浸信會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感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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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多加堂
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基督教宣道會大埔堂
基督教宣道會元基堂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但以理團契
基督教宣道會希伯崙堂以斯帖團
基督教宣道會宣蔭堂
基督教宣道會基蔭堂
基督教宣道會愛光堂
基督教宣道會觀塘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活靈堂
基督教香港潮人生命堂
基督教會郇山堂
基督教會純恩堂
基督教會聖徒聚會所喜德堂
基督教聖恩會
深水埗浸信會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主恩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北角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鴨脷洲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禧恩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九龍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天水圍堂
港澳信義會恩青堂
路德會聖十架堂
廣東道平安福音堂
廣東道平安福音堂比遜團
學基浸信會
灣仔潮語浸信會
觀塘浸信會

特別鳴謝：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 按筆畫及字母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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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教關伙伴，攜手關懷貧窮、網絡同行、轉化社區！	
• 認同教關紮根基督信仰，以神國為本，以社區為念，走進社區，

實踐天國在地上。

• 以愛心的行動彰顯教會在三一神裏合一的見證，擁抱共享意識，
凝聚資源，更有效地服侍社區。

• 積極參與關懷貧窮倡議及教育活動，在社區內散播信、望、愛。

• 關注教關資訊及各項事工，積極邀請其他伙伴參與服侍，推動信
徒加入以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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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及Instagram。

行政開支

師友計劃

愛心行動

網絡及倡議

2021總支出 
$10,369,336

登記成為伙伴
（教會、機構、學校或企業）

http://goo.gl/xqbEOy

Sunny

「大家好！我是教關青年大使 Sunny ！記得過去一年在教關
實習時經常都要和其他同工準備分享會的幕後工作，但想不到
實習過後有機會可以在教關⋯⋯舉行的義工訓練中分享我接觸
少數族裔的經歷。本來這是我自己個人的興趣，但剛好教關正
在計劃舉行一次義工訓練，同工便邀請我在訓練中分享接觸少
數族裔的心得。教關實在是一個給青年實踐信仰的好地方，不
論是實習生或是大使，教關都歡迎你來體驗和服侍！」

分享

支持關懷貧窮行動

奉獻

成為教關大使和實習生，實踐愛人如己
教關誠邀認同教關理念，及有關懷貧窮心志的人加入網絡，

登記成為「教關大使」或實習生，於教會或團體內

推廣關懷貧窮、網絡同行、轉化社區的異象及工作，為貧窮人發聲！

登記成為實習生
https://goo.gl/mwks4T

登記成為教關大使
https://goo.gl/Fh1nSb

2021
支出

1,088,006

5,966,184

2,261,712

1,053,434



奉獻方法 

郵寄支票：劃線支票抬頭「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有限公司」

轉賬或存入至香港匯豐銀行戶口：168-523-470-838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有限公司

轉數快：2334688

請連同捐款收據抬頭、聯絡人姓名、手提電話、電郵地址及郵寄地址，
將支票郵寄或將存款收據透過 WhatsApp、電郵、傳真或郵寄給教關。
* 捐款 HK$100 或以上，憑捐款收據可向香港政府申請稅務減免。
 捐款收據將於 3 個月內發出。

奉獻詳情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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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富足的愛源在主內，彼此相連，能轉化貧窮生命。

轉賬或存入「教關」銀行户口
銀行名稱：香港匯豐銀行
銀行戶口：	168-523-470-838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有限公司
轉數快 ID：	2334688

劃線支票抬頭
[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有限公司 ]
請把存款收據或支票連同捐款收據
抬	頭、聯絡人姓名、手提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及郵寄地址，郵寄或傳到	
info@hkcnp.org.hk	/	傳真	3013	8950	/	
WhatsApp	6760	2025	/ 深水埗郵政局
郵政信箱 88427 號。

定立銀行恆常指示
透過銀行恆常指示，你可
定期把奉獻從你的户口存
入「教關」的戶口。如欲
查詢有關定立指示之詳情，
請電	3689	9810	或電郵	
info@hkcnp.org.hk	。
							

請支持天國觀的本社區轉化行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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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備註：捐款港幣 100 元或以上可獲收據，作申請香港扣稅之用；
捐款收據會在收到捐款後的 3 個月內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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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九龍深水埗郵政局郵政信箱 88427 號								 |(852)	3689	9810								 |(852)	6760	2025								 |(852)	6760	2025
|(852)	3013	8950								 |http://www.hkcnp.org.hk								 |info@hkcnp.org.hk

|http://fb.com/hkcnp	(HKCNP)								 |https://www.instagram.com/hk.cnp/								 |http://fb.com/HKCNP.YUM	(Y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