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關懷貧窮網絡2021年事工概覽
(最後更新: 20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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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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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社區網絡平台，網絡伙伴攜手合作同心關
懷貧窮及轉化社區。我們致力發掘服務空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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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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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行動】
透過連結教會與提供食物或不同物資、服務援助的前線機構，支援伙伴於地區服侍基層
人士，並讓教會能夠以此為媒介和起始點，⾧遠以服務、照顧及探訪等方式關懷和服侍
貧窮家庭，與他們同行，轉化生命。
「㇐杯涼水」失業緊急援助金
感謝前線教會反映現時服侍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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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6 月，教關㇐共向 305 名合資格基層人士發放每人港幣$5,000 援助
金，即合共港幣 $1,525,000，由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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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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學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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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學習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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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2021年3月得到支持者捐款支持，受惠對象由基層學
生擴展至⾧者及其他有需要電腦支援基層人士。
現時共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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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召會喜信堂 (恩慈社會服務中心) 今年四月開始申請「共享空間—電腦學習空間」
資助 。他們運用這次「教關」的資助購置了5部全新的平板電腦。同時他們配上自
己額外購置的無綫滑鼠及鍵盤，藉此在教會內開展社區電腦共享空間。透過教會提
供了免費Wi-Fi及600尺的空間給基層學生、⾧者及家⾧，於平日早上到下午的時間
提供電腦教學、科技應用等學習機會，讓他們有機會學習使用電腦，學習上網搜尋
資料。受幫助的人都非常感激教會同工，而服侍者也藉此機會更多接觸及了解他
們，向他們傳福音。願將榮耀歸給神！
更多「電腦學習空間」詳情請瀏覽教關網頁：
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love_in_action/sharespace_computer/

PeaceBox祝福大行動
今年「教關愛心行動」2021 PeaceBox 祝福大行動已經順利完成了 -「捐物不只是捐
物」。今年主題名為「LIVES」，全期活動由 3 月開始至復活節，鼓勵伙伴㇐起推動
社區參與這次祝福行動。
今年已經是第七年「PeaceBox 祝福大行動」在香港舉行，過去有超過兩萬位義工合
力把 70,000 個帶著祝福的禮物盒，透過家訪及不同的活動，將禮物捐贈與基層家
庭、獨居⾧者及有需要人士。參與 PeaceBox 捐贈、接受及協助活動進行的人數不斷
增加，直至目前為止人數已超過二十五萬。今年活動參與單位共 95 個，派發逾
10,000 個禮物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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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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計劃共有過百名人次參與，其中 15 人獲邀並完成為期 3 個月的進深課程，由教關牧者網絡顧問黎廣
澤傳道帶領和培育，成為合格社區服侍大使，回到他們的教會/網絡以動員更多的人參加扶貧運動，分享福
音，轉化社區。
其中參加者分享：街坊視線由只看見物資，到開始留意送遞物資的地區伙伴，繼而看見那厚賜百物的恩主，
且願意「心裡相信，口裡承認」，那喜悅正如所聖經說「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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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關義工津助計劃
因應香港疫情持續，失業率屢創新高。即使香港政府正呼籲巿民分批接種疫苗，冀社會早日回復正常運作，
但教關預計本港失業情況，仍會持續至年中甚至年尾，社會貧窮狀況亦會漸趨惡化，基層家庭就業情況刻不
容緩。為了讓教會能更直接的舒緩基層因失業帶來之經濟壓力，教關推出「社關義工津助計劃」供各教會申
請。希望藉此鼓勵更多教會接觸受疫情影響之基層人士，以起推動及示範作用，讓各堂會能更多推動會眾參
與擴大計劃，與基層人士同行，轉化社區。
基督教主恩會蒙可紹牧師：我們其中㇐位義工姊妹從公園開始認識
牧師，被關心、信主、生命被轉化，再返回公園關心有需要的人，
以社關義工身份，關心鼓勵其他基層人士。
計劃共49間伙伴教會參與，總受惠人次達198人，希望藉此充權教
會作前線服侍，鼓勵教會與基層人士建立⾧遠關係，轉化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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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待用飯券」
自2020年起，疫情影響行業經營，大量基層人士面臨失業問題，三餐不繼，未能滿
足基本生活需要。「愛心待用飯券」計劃希望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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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這構思成為「三贏之
策」，得有心人士支持，為地區經濟注入暖流，讓有需要的家庭得到溫飽，同時結連
企業、教會、機構、學校等，給予社區共同協作的機會，以地區資源服侍社區，服務
更富社區特色，建立共融關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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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待用飯券」計劃 跨堂會基金
2021年因疫情影響，社會失業個案持續上升，無數家庭仍然對經濟窘境。有見及此
「教關」優化「愛心待用飯券」計劃，設立「跨堂會基金」，呼籲更多伙伴教會㇐起
參與，祝福更多生命。
「愛心待用飯券」計劃參與伙伴堂會分享：
宣道會尊主堂的謝姑娘：「 教會從來沒有試過的服待，我心想，要踏出第㇐步也真
的不容易啊！但我們真的做到了！
錫安傳道會豐盛堂 白姑娘：「當我們願意踏出㇐步，在疫情下服待社區，神就讓教
會經歷祂的實在與豐富的供應。當教會要尋求合作的飯店時，起初都有點擔心，擔心
反應冷淡。其中㇐間餐廳的老闆聽到我們的計劃後，不單沒有拒絕，反道：「幫人的
事我們㇐定做。」
更多「愛心待用飯券」計劃 「跨堂會基金」詳情請瀏覽教關網頁：
http://www.hkcnp.org.hk/hk/core_services/love_in_action/liamealcoupon/
至2021年6月，已有 119 間教會成功申請「愛心待用飯券」計劃基金，教關批出港幣 $792,290 支援教會透
過派發 26,554 張愛心待用飯券服侍基層，緩解生活所需，計劃亦祝福全港133間餐廳小店。藉著熱飯服務結
連教會、地區小店及個人，給予社區共同協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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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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二階段已於2020年9月及2020年11月完成，透過教關推
動，活動得到各區教會鼎力支持。各義工懷着熱誠關懷社區中的
基層人士及將福音傳開。大家㇐共落區超過40多次，接觸了超過
1800名基層人士（包括貧窮⾧者、劏房戶、露宿者及清潔工
人)，更成功帶領了超過三百多人決志信主！
第三期計劃已於2021年4月份開展，透過送上飯券為媒介和起始
點，⾧遠以服務、照顧及探訪等方式關懷和服侍貧窮家庭，與他
們同行，轉化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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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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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0名信徒報名參與) 和教牧及⾧執版
(2021年4-5月份，超過20間堂會，逾100名教牧⾧執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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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關現正與曾參與課程之堂會跟進關懷社區活動計劃書，協助堂會落實項目。感恩大部分堂會完成課程後開
展社區關懷事工，於本區關心基層貧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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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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事工服侍小組
2020 年初疫情爆發，教關因應疫情開啟不同項目回應社區需要，接觸到超過 200 間教會。教關希望在此已建
構的平台上進㇐步深化關係及凝聚堂會網絡，及了解支援堂會的方法，因而開展了「教關愛心計劃堂會狀況
調查」研究。調查團隊編寫了 6 本事工服侍手冊，針對不同服侍群體（基層婦女及新移民、⾧者、基層青少
年、基層兒童、少數族裔）。同時連結有相同服侍群體的牧者，由較多經驗的堂會牧者成立「核心小組」，
並連結有同樣服侍群體且希望深化服侍的堂會建立「事工服侍小組」，期望連結各堂會共享資源，深化關
係，並運用教關提供的 $50,000 種子基金開發新的服侍模式。
教關支援 5 個服侍小組：提供發展網絡訓練 、安排及協助小組會議、協助計劃及撰寫議程、同行落實會議決
定、分享建立網絡的資源、緊密合作，發掘「網絡協調人」
核心事工服侍小組網上交流分享會
【基層青少年】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love_in_action/lia_youth/
分享會日期

分享會主題

參與人數

2020年12月3日

網絡配搭經驗

34

2021年3月25日

1.

教做青少年事工，咁大件事冇人講？

近50位

2.

練隊工要預埋年青人

【基層婦女及新移民】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love_in_action/lia_women/
分享會日期

分享會主題

參與人數

2021年6月2日

教會在疫情逆境下的牧養機會

逾50人

【⾧者】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love_in_action/lia_elderly/
分享會日期

分享會主題

參與人數

2020年12月9日

1.

培訓服侍⾧者領袖

42

2.

教會如何與社區內 NGO/政府合作

3.

如何配合社區資源服侍⾧者，以及回應其他社區中持分者的公關技巧

1.

如何在教會中轉化信徒及⾧執參與⾧者服侍崗位？

2.

如何深化⾧者牧養途徑？

3.

如何運用資訊科技發展及進深與⾧者關係？

2021年2月24日

40

【少數族裔】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love_in_action/lia_em/
分享會日期

分享會主題

參與人數

2021年7月9日

堂會如何開展少數族裔服事

42

Page 6 of 10

職位配對平台調查
項目顧問李允平博士（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研究助理教授、教關倡議教育及研究小組核心成員）、
項目經理李妙如女士（教會關懷貧窮網絡項目經理）和項目研究助理李浩銓傳道（中國神學研究院道學碩士
課程實習神學生、基督教迦南堂傳道）組成研究團隊，在今年2月至4月期間，進行「教關職位配對平台調查」
研究項目，目標是優化教關在2020年疫情爆後立即推出的「教關職位配對平台」，以致更有效地結合企業的
資源和網絡，協助失業的基層人士盡早尋找工作機會，舒緩經濟壓力。此平台也邀請多間教會合作，擔任中
介者角色，引領和推薦求助者申請合適職位。故此，研究團隊向參與計劃的伙伴教會及其所服務的受助者發
出問卷，總共獲得60間教會及101名受助者的回應，受助者中有67.3%為婦女，23.8%為中年男性。另外，研
究團隊與5間有較多受助者個案的伙伴教會進行深入訪談，主要是了解服務失業人士的經驗，和求助者求職
的需要及困難。
教關的研究團隊在訪談中，發現有兩大因素導致受助者求職困難：
1. 疫情期間學童需留家上課，造成父母親選擇工作地區和上班時間受限制。因此，受助者傾向尋找在居
住本區，以及有彈性上班時間的工作，半職、兼職或不定時工作便成為不少基層求職者的求職目標，
尤其是婦女。
2. 疫情持續到今天，部分基層家庭已能申請政府津貼，為免影響申請津貼資格，薪金也是找工作的主要
考慮因素。
如想多了解是次調查報告和結果，可致電3689-9810與教關項目經理李妙如女士聯絡，以便安排與教關總幹
事馬秀娟博士及項目顧問李允平博士面談。
下載「教關職位配對平台調查」：https://bit.ly/3tpKrDk

職位配對平台
教關致力鼓勵伙伴教會及機構與社區同行，藉提供服務支援服侍，教關推出職位配對
平台，我們利用自身龐大的企業網絡，致力邀請商界及機構提供全職、半職及臨時工
的空缺，緩解基層人士壓力，重投社會，共渡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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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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教育】
向各界進行倡議教育，推動不同抗貧課題及運動，鼓勵國各界作出響應，多關
心社會貧窮情況，關懷有需要人士，並形成力量影響整個社會及政策轉變。
「空間轉化」
推動教會及信仰群體以開放空間為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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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關核心小組每月舉辦導賞團，參觀設有「共享空間」的教會，為幫
助有意開展「共享空間」的教會更了解如何籌備、營運、轉化「共享
空間」，服侍社區。
2021年1-6月 教關「共享空間導賞團」
日期
1月12日

主題
圈外有羊

2月24日

開放空間進入社區

3月23日
4月28日

跑緣「教會」的可能?
共享空間㇐小步——
㇐間小堂會的碎步踐行
馬鞍峰教會的社區內展
戰略

6月9日

講者
鄭佑中牧師
觀潮浸信會堂主任
陳淑娟傳道
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堂主任
教關牧者網絡顧問
大角咀教牧同工網絡主席
Pastor Dino
周力榮牧師
基督教耀安教會主任牧師
Pastor Stephen Lee
Saddleback Church Hong Kong
堂主任

參觀地點
觀潮浸信會

參加人數
84

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

37

超窮教會
基督教耀安教會（休谷）

15
27

馬鞍峰教會

49

更多「空間轉化」詳情請瀏覽教關網頁：
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transformation_model/churchsharespace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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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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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能與更多伙伴協作寄售書籍，並於7月份香港書展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攤位出售。盼望
各位享受閱讀，透過默想書籍的反思問題，啟發各界人士參與關懷貧窮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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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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友同行】
教關致力協助基層青少年成⾧，讓青少年人發掘他們的潛質，尋找他們的熱情，實踐他
們的夢想，提昇青少年持續向上流動的機會，⾧遠達至跨代脫貧。為了幫助青少年，教
關㇐直推動師友文化，鼓勵信徒投身友師服侍的行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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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生命得著牧養及成⾧，友師生命得著更新並
提升。
「兒童發展基金」(CDF)計劃
跨代貧窮為香港社會刻下嚴重的深層問題，基層兒童及青少年亦面對著不同層面的貧窮
狀況，包括在經濟上、關係上、動機上及心靈上這四方面的貧窮。疫情底下，貧窮情況
更趨嚴重，教關鼓勵更多教會及信徒關懷基層青少年的需要，透過參與「兒童發展基
金」(CDF)計劃，關懷及服侍基層兒童、青少年及他們的家庭，以基督的愛與
福音轉化他們的生命。由計劃發展至今，參加教關伙伴計劃的友員總數為
8,443 名學員。
2021 年共有 11 間學校申請營辦 CDF 校本第 8 批計劃，申請結果將於７月公
佈。預計第九批區本計劃將於 2021 年 8 月開始接受申請，於 9 月底截止申
請。有關詳情待政府公佈後，教關會與各有意營辦的教會商討有關申請的程序
及安排。
2021 年 7 月份，感恩教關獲邀參與各「兒童發展基金」CDF 伙伴營辦單位啟
動或畢業禮，支援計劃發展及見証計劃成果！
 衛理中學第七批校本計劃──「築夢同行」師友計劃啟動禮。教關執行委員
冼少芬女士代表教關領授感謝狀。
 迦密愛禮信中學第四批校本計劃「夢工場」畢業禮。教關總幹事馬秀娟博士致辭。
 伯特利教會恩光堂第八批區本計劃──「同行共創 TEEN」啟動禮，教關師友同行項目經理黃耀東先生
代表教關接受感謝狀。

教關 YUM「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
以青年為本，藉著師友同行計劃，幫助 18-25 歲的初職青年人自我認識，建立正向的價值觀；培養青年人自
我增值的習慣，提升青年人的職場技能及競爭力；支持青年持續成⾧，增加向上流動的動力。藉著師友同行，
初職青年在自我認識，職涯規劃，個人財務健康，人際關係處理等方面獲得指導和支持。友師協助初職青年
面對生活及工作的挑戰，學習職場軟技巧及良好工作態度，提升工作表現及穩定性。
感恩在 2016 至 2020 年五屆的計劃中，共有 179 位青年參與 YUM 計劃，並有 141 位友師參
與計劃與學員同行。第四屆計劃已於 2021 年 4 月完結，共有 20 位學員在 4 間企業工作及
25 位友師。第五屆計劃中共有 49 位學員在 5 間企業工作及 41 位友師。雖受著疫情及其他
挑戰，感恩看見許多友師的熱心與關懷；感謝友師默默的付出，陪伴青年人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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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M 社區幹事計劃
2021 年初，教關 YUM 計劃嘗試㇐個新的模式，與教會(基督教迦南堂)合作，幫助青年人向上流動。為期六
個月的社區幹事計劃，透過聘請失業或想尋找全職工作的青年成為社區幹事，在協助教會服侍社區的同時，
幫助青年人自我認識，建立正向的價值觀，也重塑心靈，尋找未來的方向。工作指導員及友師跟進青年人的
工作表現，透過培訓提升他們的技能，協助他們探索未來職業方向及職涯計劃。完成計劃前，協助青年人尋
找相關工作，支持青年人持續向上流動。
更多「YUM社區幹事計劃」詳情請瀏覽教關網頁：
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mentormentee/yum/yum_communityofficer/

友師發展日 2021
教關連結伙伴同心推動師友文化，使友師獲得充權，與教關伙伴建立
彼此關係及互信，更有效地服侍現今的青年人；亦鼓勵更多信徒參與
師友運動成為友師，服侍基層青少年，實踐以生命影響生命。
透過「友師發展日」成為友師的加油站，讓友師互相交流服侍經驗，
透過主題講座、工作坊等活動與增進友師知識，協助友師能更有效地
服侍友員；並鼓勵更多讓有興趣加入的信徒認識計劃，鼓勵他們加入
成為友師。
友師發展日 2021 將於 2021 年 10 月 9 日（六）於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
福堂舉行，對象為教關兒童發展基金(CDF)友師、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
劃 (YUM)及各項師友計劃伙伴單位友師及有興趣成友師的信徒。講員
包括教關伙伴企業鴻福堂行政總裁兼教關副主席司徒永富博士，並舉
辦 8 個工作坊，還有師友分組交流，及師友計劃簡介會。鼓勵更多信徒
成為友師，與青年人同行。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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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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