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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關

教關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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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多位伙伴發掘服務

空隙，並發展多個先導計劃回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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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關積極推動天國觀社區轉化模式（KABCD），相信這是上帝賦權的

過程，讓教會身處的社區成為彰顯上帝國度的地方。社區不必以解決問題為發展導

向，更應被視為一個尚待發掘及聯繫，且充滿才能及資源的群體。

服侍上帝
轉化生命

關懷貧窮
網絡同行

轉化社區

教關疫境同行網絡
有見香港疫情嚴峻，基層人士在物資及心靈上的需

要也異常龐大。教關在2月21日與十多位來自不同

區域的教關網絡顧問，在線上彼此分享，當各區及

教會所在屋苑都出現確診，需要強檢的時候如何繼

續服事社區，彰顯基督的愛！有幾位牧者分享到堂

會遇到的困難，例如：同工團隊都出現確診，只能

有限度地服事，甚至要被迫停止；另一方面，在疫

情中接觸街坊上，都有一定的限制等。

不過，雖然面對這些限制，牧者同時分享堂會仍然

在可行的方法下服侍社區，例如聯絡菜販以較便宜

的價錢，幫助暫被家居隔離的基層家庭購買食物；

派發餐券幫助暫時停工的朋友度過難關；提供線上

功課輔導給基層學生；又或找尋檢測包等。

牧者更願意彼此資源共享，例如提供情緒輔導的資

源、提供檢測包及醫護的意見等。透過這些資源，

讓教會依然可以在這段疫情肆虐的期間，盡力彰顯

基督的愛。教關現正因應前線的關注、需要及資

源，整合及連繫至不同的堂會，讓堂會可以善用在

社區及基層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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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疫情嚴峻，我們從前線伙伴得知很多基層皆面

對著經濟、精神上的龐大壓力，需要人去接觸、關

心及幫助！我們深信上帝已發出呼聲，呼喚各信徒

回應靈魂的需要，差遣他們主動將上帝的愛帶到貧

乏者的面前！教會雖然需要「關閉」，但不能關

閉、不能止息上帝與信徒的工作，我們深信教會依

然可以在「疫」境之中，繼續服侍、關心及轉化社

區。因此，教關在3月2日發起「全城愛心關懷行

動」，鼓勵與動員每一位信徒在大齋期期間（3月

2日至4月15日），禱告求問上帝心意，默想要關

心三位身邊的基層人士，然後透過以下三項行動關

心他們：

「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賽六8）

了解他們的需要，並以實際
行動回應貧乏人之需要

為他們代禱

而為了讓信徒更了解運動意義，並學習關顧基層人士的

技巧與心態。教關在3月4日起舉辦一連6課線上關懷基

層訓練課程，逢星期五晚上8時-9時，每週一次。歡迎

您參與其中，接受裝備，讓自己成為基督的光，將祂的

愛在疫境中傳播給我們身邊的鄰舍，履行大使命！

透過電話或行動，關懷三個身邊
的基層人士（例如你的親友、教
會所接觸的基層人士或者家樓下
的保安員、清潔工友等）

1 2 3

立刻報名參加
全城愛心關懷行動

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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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北區「疫」轉生命
隨著政府在2021年《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宣布

發展北區，人口將會增加11萬！教關看見北區靈

魂的需要日漸增加，及讓天國進入北區的機遇，

便與教關牧者網絡顧問兼基督教北區華人聯會主席

李海平牧師分享異象。在2021年11月合辦共四課

《進入社區 轉化生命 堂會更新 轉化北區 國度觀

的資產為本KABCD課程》。

感謝上主帶領來自17間教會，共約133位教牧、執

事與弟兄姊妹在課程中，他們無分彼此，互相分享

及守望，為要達成同一個異象—轉化北區。教關牧

者網絡顧問陳淑娟牧師在其中分享自身的經驗，讓

其他教會學習如何透過彼此結連帶來資源，並在服

侍中充權及門訓基層人士成為組長，牧養區內其他

基層人士！教關伙伴教會基督教芥菜種子堂的錢牧

師分享參加課程所得到很大啟發及鼓舞，並在教關

持續的代禱、關懷和支援下，其福音事工產生突破

性的發展。種子堂嘗試透過教關網絡與區內教會結

連，邀請同區另一堂會的團契弟兄姊妹，探訪自己

所牧養的基層家庭。 藉着教關的跨堂會一次性活

動津貼，與另一間堂會舉辦聖誕同樂日深化已接觸

基層家庭關係。透過教關的社關義工津助券計劃， 

祝福參與社區服侍的基層青年，讓他們成為義工幫

手， 在區內服侍很多有需要的基層街坊。

教關感恩能與李牧師一起與各北區教牧同行，以

「天國觀」推動北區之轉化。課程的結束只是一個

開始，北區教會正熱切預備北區服侍計劃書。教關

亦會繼續支援教會開展服侍及北區調查，以深入了

解社區狀況及發掘資源，真正地回應區內需要，轉

化社區! 請加入我們，展現天國在社區。

【疫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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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四個月當中，服侍是日以繼夜的，晚上9時派

完熱飯及物資，明天一早6點又要到果欄收集水果，

再派發給街坊。在八號風球的當天，很多社區大使

因為擔心街坊食糧不足，堅持要為他們預備飯盒。

深深明白弟兄姊妹連結在一起服侍，才發揮愛的力

量與更大的果效！」社區大使Aaron弟兄分享。

在去年9月至12月，來自不同教會的19位弟兄姊妹

看見區內龐大的需要，決定參與教關第二屆社區大

使服侍體驗計劃進深班，密集地服侍與關心油麻地

的貧乏人！有人負責收拾及包裝物資；有人與街坊

祈禱、關心；有人則幫忙帶路作探訪服侍，各人運

用上帝給予的不同恩賜，與其他肢體結連，建構完

整的基督身體，在油麻地區中彰顯上帝的形象。轉

化社區的使命並不止此，更是不停斷地延續下去。

「從關懷基層到今屆要關懷學員、信徒，是一個

很大的榮幸。今年要幫助學員跟著牧羊人走，去作

每一個服侍。」第一屆的進深班畢業學員Daniel及

在「疫」境中的服侍 
疫情爆發已進入第五波的階段，很多基層市民的生活越發困苦。然

而，在這看似絕望的困境裡，有一群人日復日地以行動回應社區需

要，用愛心服侍一群無助的基層，不停斷地在「疫」境中為社區帶

來一點一滴的轉化與改變。讓我們一起見證他們如何在「疫」境服

侍，讓每一位貧窮人感受到上帝的天國正在社區中彰顯。

【教關第二屆社區大使服侍體驗計劃進深班】

Lawrence不再只是前線服侍的學員，更被充權成

為帶領學員服侍的第二屆班長。而本屆的社區大使

黃姊妹、文弟兄及蔡姊妹將成為第三屆的班長，傳

承這份使命。

正如在畢業禮上班長Daniel鼓勵社區大使：「讓這

份感動不只是在這裡停止，更要拓展至自己教會，

甚至影響更多的教會！」這份使命更不只能在進深

班發生，讓我們將這份震撼與感動帶回自己的教

會，化作行動，與不同肢體及其他堂會合力轉化生

命！教關將繼續竭力與您同行，於3月開展「教關

第三屆社區大使服侍體驗計劃——進深班」，訓練

更多精兵回應召命！您看見靈魂的需要嗎？

邀請您以行動回應，報名參
加，投身於這一場社區轉化
的運動之中！

社區大使與街坊查經繪畫，分享生命故事

派熱飯給無家者與基層街坊

早上到果欄收水果，再派發
給貧困者

【疫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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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多歲的我是長期病患者，在尋找工作一直有很

多限制。最近開始了義工服侍，接觸區內基層兒

童、拾荒者、露宿者、劏房戶。雖說是服侍，其

實是給予我實習機會，積累工作經驗，在將來會更

容易尋找到相關工作。施比受更為有福，曾經得到

別人的幫助。現在我很願意把這份愛回饋予他人，

把這份愛代代相傳，化作行動去幫忙更多有需要的

人。」社關義工阿朗道（化名）。

在疫情中更有不少人被裁失業，面對沉重的經濟

及精神壓力。教關以「社關義工津助券」計劃批

出款項接近165萬予220多位社關義工，與50多間

伙伴教會從中發掘上帝賜予給社關義工們的恩賜與

政府在今年公佈《2020年貧窮情況報告》，兒童

及青少年貧窮情況進一步惡化，貧窮人口分別高達

27萬及14萬。這些都不只是數字，是一個又一個

生命。每一個兒童及青少年的生命，上帝都不輕

看！教關一直推動師友文化及成長嚮導計劃，為要

在社區動員更多持份者，以其自身資源支援身處在

貧乏中的生命，回應這日漸龐大的需要，與新的一

代同行，協助他們發揮其應有的潛力，在「疫」境

中轉化更多年輕生命！

受助者變助人者——社關義工津助券計劃 

與基層青少年「疫」境同行

能力，並加以發揮與善用，讓他們的生命得以轉化

及充權，影響更多人的生命！我們看見他們身上有

上帝所賜予的恩賜與尊榮嗎?從社關義工的生命，

我們看見到上主奇妙的作為，看見其更新轉化的工

作，正在不同人生命及社區中發生。鼓勵您同樣看

見，支持並參與其中！

一） 祝福基層孩童生命 ——
 「兒童發展基金」第九批區本計劃

基層青少年居住劏房、板間房等不適切居所，差劣

的學習環境影響著他們的升學與工作前景，繼而影

響日後收入，使貧窮問題不斷惡性循環。教關作為

政府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的策略伙伴，一直與教會、

非牟利機構及學校同行，如支援營辦單位申請與推

行此計劃，贊助友員儲蓄配對基金，協助招募友師

等，回應跨代貧窮問題及基層學童需要。

感恩教關贊助的8間伙伴教會及機構成功申請營辦

第九批區本的12個計劃，期望能祝福超過1300多

位基層學童。各伙伴正進行籌備工作中，5月正式

開展3年的活動。疫情之下，籌備工作面對更多挑

戰。讓我們懇切禱告，也鼓勵你積極參與，登記成

為友師，或以愛心回應支持教關贊助友員的儲蓄配

對基金，幫助學童在計劃中實現他們的個人規劃及

夢想，轉化基層學童的生命！

社關義工協助教會預備派發予基層人士的物資

立刻登記成為友師

【疫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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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讓青年成為助人者 —— YUM社區幹事先導計劃

我們深信每個青年皆有著上帝賜予其價值，能成為他人的幫助者及社

區的祝福。教關與基督教迦南堂透過YUM社區幹事先導計劃，聘請失

業或想尋找全職工作的青年，成為社區幹事，在服事社區的同時，幫

助青年重塑心靈，尋找未來的方向。計劃亦會為教會提供人員推展社

區服務，幫助社區基層的需要，合力轉化社區！

其中一名社區幹事Bob(化名）分享：「最深刻的是派發物資給基層家

庭，了解到當他們面對的種種生活難題，卻不知道如何求助的那份迷

茫和無奈。他們收到物資後，從心而發的感恩，不斷道謝。看到她充

滿眼淚的眼眶，我由衷地覺得感動，原來自己微小的力量，能夠改善

到別人的生活，希望可繼續幫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我們很微小，

但是幫助人的力量卻並不微小！鼓勵您的教會都可以採用這種模式來

支持青年人，使更多年輕人能從中成長與被建立，最後成為建立他人

的人！

三） 「疫」境中的師友同行 ——
 康業•YUM 師友同行計劃

感恩教關與伙伴機構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康業）及宣道會美孚堂合一服侍，關心

青年人的生命成長及發展。公司主席及

行政總裁鄺正煒太平紳士對年輕人充滿愛

心，從2017年開始鼓勵初職青年員工參與

教關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YUM)，並與

教關的資深伙伴教會宣道會美孚堂合作，

派出友師與青年同行，發揮生命影響生命

的果效！感恩今屆更有31位參加康業菁鷹

計劃的新入職青年員工參與。求主帶領計

劃的開展，祝福每位青年員工都在計劃中

有所成長，在工作上不斷進步！

康業「師友同行」啟動日

社區青年幹事向基層街坊分發物資

【疫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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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蔓延時，上帝的愛亦從不間斷地藉著信徒

們的行動，蔓延至各個社區當中！在Peacebox祝

福大行動中，共72個來自商界、堂會、學校及機

構的伙伴單位參與其中把上帝的愛透過物資傳遞

至基層人士的心中！因著眾人的聯合參與，讓社

區得到加倍的祝福！

「知道教關 PeaceBox 祝福大行動開展時，第一

時間想到就是捐錢支持，教關總幹事Susanna卻分

享馬鞍山有一間鞋店可參與計劃，我與丈夫合力

將所有空鞋盒帶回家。及後，我發起義購物資行

動，有來自不同教會的姊妹們來到我家，同心合

力包装和將日用品塞滿鞋盒。各人發揮自己的人

愛在疫情蔓延時
PeaceBox全港祝福大行動

教會以創意的方式激勵會眾參與PeaceBox行動

際網絡，收集其他日用品！眾志成城，最後竟然集

滿了一百個 PeaceBox，比原先預算多了五倍！而

當我們走到前線派送 PeaceBox，看到老人家和基

層家庭欣喜的樣子，讓我體會主耶穌看顧卑微弱小

的心腸，自己的生命也被祝福。原來身處的社區就

是神呼召我服侍的地方。」感謝參加者Elina的分

享。愛不平凡，因為這份愛是從神而來。因著有上

帝在我們這瓦器裡，亦因著衪的使用，我們的生命

亦不平凡。願我們如Elina一樣帶著主的心腸，走

進社區，參與上帝更新與轉化生命的工作。邀請您

的教會參與PeaceBox 祝福大行動，攜手合作，轉

化社區:https://forms.gle/wZoo9tb9ZqAbPoNP6

【疫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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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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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各事工

上帝正透過不同的人去回應從衪而來的異象，將實踐

天國使命的信徒相互聯繫，一起關懷香港貧乏人，讓

祝福能加倍地臨到社區，促成各社區的轉化，並讓

衪的國度實現在這片地土上。每一位伙伴，每一個基

督的身體，一個都不能少！當我們一起在主裡合一服

侍，影響往往遠超出一人單獨所能作的。教關將有更

多的先導計劃，針對服務空隙，回應疫情中基層的需

要。我們深信每個貧窮人也擁有上主賜予寶貴的身

份，是上主所愛的兒女！每一位貧窮人都能活出上帝

兒女的尊榮身份，成為社區轉化的一份子。邀請各位

持續以祈禱、奉獻及參與支持轉化社區的運動，把基

督的關愛和福音在香港這地土蔓延出去，讓社區轉化

運動得以持續，上主的國度降臨在地上！

您願意把愛蔓延出去？

您的支持與奉獻對教關事工運作，

以愛服侍及回應服務空隙至關重要！

有見香港第五波疫情嚴峻，教關現招聚各伙伴一起同

心協力，凝聚資源幫助貧窮人應對疫情，回應他們

迫切生活需要。現急切需要籌集物資之總價值達 200

萬，包括：

1）快速檢測包  30,000 份

2）寬頻咭 1,000張

3）飯盒 1,000個

4）義工津助超巿現金券 20,000張

聯絡我們
 | 九龍深水埗郵政局郵政信箱 88427 號

 | (852) 3689 9810
 | (852) 3013 8950
 | (852) 6760 2025

 | (852) 6760 2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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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教關最新資訊及活動消息

fb.com/hkcnphkcnp.org.hk

【疫有愛】 

請註明奉獻項目：抗疫/經常費/其他

鑒於疫情嚴峻，郵政服務或會受影響，
鼓勵使用轉賬，存入支票或現金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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