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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2015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2022我 我 我



你可有以聖經同讀新聞嗎？

一名有精神病紀錄的36歲女子，將12歲女兒子
9歲兒子，用尼龍繩綑綁擲下樓後，再跳樓自
殺，三人均證實當場死亡。天耀邨居民其後舉
行燭光晚會，悼念三名死者，事件令人再次關
注天水圍社會問題。

疫情去年初忽然來襲，大批基層淪失業大軍，有份
工亦收入大減，跌入貧窮深淵，政府今日（10日）
公布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貧窮人口再創新高。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一位母親為何將自己的孩子抛出窗外，殺死他們？在2007年，一篇慘不忍睹的新聞，報導來自天水圍貧窮家庭的母親，承受生活壓力，加上丈夫羅患癌病，就在她收到醫院通知付錢買標靶藥一刻，完全絕望，將子女抬起並從高樓擲下，然後自己跳樓自殺，三人喪命。這兩個可憐孩子，跟我的子女當時年紀相約，我感到震驚，簡直不敢相信母親會殺死自己的孩子。我十分心痛，感慨到底貧窮可以將一個家或一個人推至多絕望而尋死？香港的貧窮問題有多嚴重？我們可以怎樣為扶貧出一分力？



4

貧窮的4個面向

經濟
金錢及物質的缺乏

關係
家庭、支持系统
及社區的聯繫不佳

動機
自尊心、

投入感及抗壓力低

心靈
缺乏盼望、
愛和生命意義

跨代貧窮的循環

COVID-19加劇了貧窮情況，並對各方面有持久影响



食物和物資能幫助改善生活，
唯獨耶稣所賜的希望和愛可轉化生命

經濟貧窮

動機貧窮

心靈貧窮

關係貧窮

貧窮的4個向度

箴言30:8-9
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
使我也不貧窮也不富足；
賜給我需用的飲食，
恐怕我飽足不認你，說：
耶和華是誰呢？又恐怕我
貧窮就偷竊，以致褻瀆我
神的名。

傳道書4:12
有人攻勝孤身一人，
若有二人便能敵擋他；
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
易折斷。

申命記8:3
他苦煉你，任你飢餓，將
你和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
哪賜給你吃，使你知道，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
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
切話。

哥林多前書15:58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
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
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為
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
面不是徒然的。

我們既得著神豐富恩典，我们是被呼召去傳揚主所賜的盼望，並奉獻所得的。



01居住問題
劏房、套房、板間房……
劏房面積僅為7至13平方米，廚廁
同於一空間

02食物問題
民社服務中心調查指出17.6%
受訪兒童曾經歷「捱餓」、
「食少餐」或「一整天沒有
進食」

05社交問題
貧窮家庭只能將全副精力投放到
工作，換取薪金養活全家，難有

時間和財力培育興趣
兒童參加學校活動同樣需要費用，

變相失去擴闊眼界的機會

03醫療問題
看私家醫生、看急症，或SEN
的特殊治療都屬無法承擔的高
昂開支
身體及環境情況遏抑兒童學習
能力和情緒

貧窮人士面對的
最少6項難題

06親子關係問題
家長希望子女能夠靠學業脫
貧，這種期望令兒童更增壓

力，影響家庭關係

04技能提升問題
成年人沒有多餘金錢進修，增強市
場競爭力
在免費教育以外，兒童難有學習技
能及補習的機會，影響向上流動能
力



香港(我們的城市)
貧富懸殊情況極嚴重

極大機遇
讓我們分享彼此、帶主賜的平安

祝福香港(我們的城市)

◆ 由強調「靈」的救贖 強調「身心社靈」的救贖

◆ 由培訓 實踐

◆ 由全職傳道 雙職傳道 全民服侍

◆ 鼓勵造夢、夢想、追夢，成為平台，促進完夢



香港的貧窮人口

至2020年末，香港擁有約750萬人口

165.3萬人為貧窮人口，生活於貧窮線下

1,653,000

貧窮線住戶收入（每月）：

1人：

HKD4,400

2人：

HKD9,500

3人：

HKD16,000

4人：

HKD20,800

⥥

貧窮率達22%

《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發表日期：2021年11月10日



香港的貧窮人口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於2020年提供的數據：

你的居住環境與貧窮人相差多遠？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於2020年提供的數據：對比2015年當時劏房單位數目約9萬2020年全港有逾10萬個劏房單位，約22.6萬人為劏房住戶。許多床位間隔、劏房或天台屋只有30至40平方尺



耶穌道成肉身（貧窮人）
耶穌道成肉身（貧窮人）

出身低下
階層

耶穌出生後，用一對班鳩，或兩隻雛鴿獻祭，連羊羔都負擔不起，可見家
境清貧。——〈路加福音〉2章22至24節

難民身分 難民身分 「他們去後，有主的使者向約瑟夢中顯現，說：起來，帶著小
孩子同他母親，逃往埃及，住在那裡，等我吩咐你。因為希律必尋找小孩
子要除滅他。約瑟就起來夜間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埃及去。住在那裡，
直到希律死了。這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我從埃及召出我的
兒子來。』」——〈馬太福音〉2章13至15節

移民加利
利

「希律死了以後，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約瑟夢中顯現，說：起來，帶著
小孩子和他母親往以色列地去，因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經死了。約瑟
就起來，把小孩子和他母親帶到以色列地去。只因聽見亞基老接著他父親
希律作了猶太王，就怕往那裡去；又在夢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內去
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裡；這是要應驗先知所說，他將
稱為拿撒勒人的話了。」——〈馬太福音〉2章19至23節

謙卑受約
翰施洗

「當下，耶穌從加利利來到約旦河，見了約翰，要受他的洗。約翰想要攔
住他，說：『我當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這裡來嗎？』耶穌回答說：『你
暫且許我，因為我們理當這樣盡諸般的義。』於是約翰許了他。」〈馬太
福音〉——3章13-15節

無家的門
徒生活

「有一個文士來，對他說：夫子，你無論往那裡去，我要跟從你。耶穌說：
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路加福音〉
9章57節

資料來源:《由1到726結網轉化攻略》



耶穌在地上憐憫人

憐憫是一份恩賜、禮物並生活態度。
這是一項命令而非一項選擇！

耶穌知道什麼是「貧窮」、耶穌關懷「貧窮」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歌羅西書3:2

地上的事 天上的事

傷害 醫治

偷竊 分享

驕傲 謙卑

恨 愛

討人喜悅 討神喜悅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
與你的神同行。耶和華向這城呼
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們
當聽是誰派定刑杖的懲罰。
彌迦書6:8-9

Micah 6:8-9
“How can I stand up before God and show
proper respect to the high God? Should I
bring an armload of offering stopped off with
yearling calves? Would God be impressed
with thousands of rams, with buckets and
barrels of olive oil? Would he be moved if I
sacrificed my firstborn child, my precious
baby, to cancel my sin? ***But he’s already
made it plain how to live, what to do, what
God is looking for in men and women.

It’s quite simple: Do what is fair and just to
your neighbor, be compassionate and loyal
in your love. And don’t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ly - take God seriously.

Attention! God calls out to the city! If you
know what’s good for you, you’ll listen. So
listen, all of you! This is serious business.
MSG



• 別人的困難、需要表示同情、憐憫而已??

• 甘心樂意的用實際的行動投入對方的困難、需要，
樂意去解決對方的難題。

• 所以憐恤不只是對別人表示同情，
而且是願意進入到別人的困難、解決別人的困難。

• 憐恤是看見人的困難，動了慈心，
並且用實際的行動，把能力、把愛和關懷帶給別人，
這就是新約聖經說的憐恤。

• 單單有能力來解決別人問題，但沒有愛和關懷，
這不是憐恤。

• 單單有同情、有關懷，卻沒有能力解決別人的困難，
這也不是憐恤。

• 真正的憐恤是「動了慈心，既能又肯」去投入別人的需要，才是真正的憐恤。

Source: http://www.christianstudy.com/data/nt/matthew_c05_v07c.html(5/7/13)

什麼是憐恤？



盧雲靈思集．關顧，傷癒時刻

關顧就是出於憐憫，
與人——患病、迷惘、孤單
、被隔絕、被遺忘的人

一同哀哭。

慷概施予必蒙福，聆聽、搭救與賙濟

我的堂會如何關顧所在的社區？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盧雲靈思集．關顧，傷癒時刻ASpiritualityofCaregiving在本書中，對盧雲而言，關顧就是出於憐憫，與人——患病、迷惘、孤單、被隔絕、被遺忘的人——一同哀哭。關顧代表進入破碎者、無權者的世界，陪伴他們，建立一個軟弱者的團契，支援他們實現最深渺的召命：活出上帝所愛兒女的樣式。同時，關顧者也要學會聆聽自己的需要與匱乏，如此才能獲得自由，發現並真心欣賞被關顧者的美。這樣一來，就算最單調且重覆的關顧差事，也可以變為成長的助力。



• 憐恤別人，重點還不在於我們自己感覺好不
好、能不能，而在乎我們肯不肯。

• 我們的肯，可以把上帝的憐恤、上帝的愛和
能力從天上帶下來給別人，同時也會帶給我
們自己，所以上帝的憐恤會改變別人、也改
變我們自己。

• 上帝的憐恤，就是上帝福音的大能，需要透
過人的「肯」，才會流露出來，一、二個人
的「肯」，可以帶出上帝的一些憐恤；許多
人的「肯」，可以帶出上帝大量的憐恤。當
我們面對這個世代許多人的需要、困難、痛
苦，單單靠一、二個人的「肯」是不夠的，
需要更多人的「肯」，才能夠帶出上帝大量
的憐恤。

http://www.christianstudy.com/data/nt/matthew_c05_v07c.html(5/7/13)

世上需要憐恤的人極多，
需要因更多人的〝肯〞帶下神大量的憐恤



馬太福音5章7節

1.憐恤人的人，肯定、印証了他已經得到上帝的憐恤。一個人可以去憐恤別人，
他必須擁有憐恤人的愛和能力，假如他不是已經蒙了上帝的憐恤，想去憐恤別
人也沒有辦法憐恤。「我們愛，因為上帝先愛我們」，我們能夠憐恤，是因為
上帝已經憐恤我們。當一個人可以真實的去憐恤別人，這是一個印証、一個記
號、一個肯定：這個人已經蒙了上帝的憐恤.

2.憐恤人的人可以繼續不斷的帶出上帝的憐恤，不只是帶給別人，也是帶給自己。
憐恤人的人不是用他的憐恤當作功勞來換取上帝的憐恤，他對別人的憐恤，
只不過是作一個管道，透過憐恤這個動作，把上帝的憐恤從天上帶下來。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http://www.christianstudy.com/data/nt/matthew_c05_v07c.html(5/7/13)



動情、動心、動力

1. 在卑微之處

2. 接受主恩

3. 懂得感恩

4. 懂得回報

5. 真心表達

6. 做在主身

7. 被主祝福



我們如何轉化貧窮人成為助人者？

我們如何好憐憫、行公義，服侍貧窮：

轉化生命

有預備的付出

早有打算

安排步驟

自知不配

自知罪人

抓住時機

毫不吝惜

全然給予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盧雲靈思集．關顧，傷癒時刻ASpiritualityofCaregiving在本書中，對盧雲而言，關顧就是出於憐憫，與人——患病、迷惘、孤單、被隔絕、被遺忘的人——一同哀哭。關顧代表進入破碎者、無權者的世界，陪伴他們，建立一個軟弱者的團契，支援他們實現最深渺的召命：活出上帝所愛兒女的樣式。同時，關顧者也要學會聆聽自己的需要與匱乏，如此才能獲得自由，發現並真心欣賞被關顧者的美。這樣一來，就算最單調且重覆的關顧差事，也可以變為成長的助力。



我們如何真正分享神的祝福？

1. 土地～善用與保養
（724開放、愛惜環保）

1. 人力～互助與協作
（恩賜運用、社區服侍）

1. 金錢～分享與分擔
（捐獻籌款、分享異象）

羅馬書14:17

○公義
○和平
○喜樂

➔在聖靈裡

「天國」的價值觀和世界觀 共享的範疇

彌迦書6:8

○行公義
○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

➔與上主同行

- 你認為為何難以分享？

- 我們是否存著謙卑的心相信萬物皆屬乎神（不是屬於自己）？

- 什麼是「謙卑的心」？

資料來源:區醒華牧師-教關共享空間事工線上分享「釋放資源見契機」

簡報者
簡報註解
-knowingwhoIaminChristnstandfirminwhatIbelieve-notlowermyviewofmyselfbutlessofmyself-慕安得烈：謙卑就是內心完全安靜，沒有煩惱，永不急燥，或者惱怒，或者發怒，或者傷心，或者失望，它就是不期望別人特別為我作什麼事，不因別人不為我作什麼事而覺得奇怪，不怨恨或不存報復的心，它就是在沒有人稱讃我時，在我受責備或被藐視的時候，我心𥚃平安，它就是在主𥚃有一個蒙福的時候，我有平安，我像浮游於一個平靜的深海上。r-humility(phil3:3-8)1voluntarygivingup(emptyself)2selflimitation(disadvantageyourselfforthesakeofthosewhoaredisadvantage)3humility(noselfdefence-JChunghimselfonthecross)1Peter3:8謙卑」的主要意思是為他人著想，以他人為先，言談舉止滿有仁慈。謙卑就是先服侍他人，樂於幫助別人，並懂得立刻回謝別人的善待。謙卑的人不會粗魯、鄙俗，也不會無禮。



貧窮人社會公平？

「你們在自己的地收割莊稼時，
不可割盡田的角落，

也不可拾取莊稼所掉落的，
要把它們留給窮人和寄居的。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上帝。」

利未記23:22



解決貧窮問題3個層面

香港有那麼多社會服務，為什麼還有這麼多窮人？

1. Relief釋放

○ Basicneeds基本需求

○ DirectAssistance直接援助

○ Informational&Counselling資訊及輔導

2. Transformation轉化

○ CapacityBuilding能力提升

○ Appreciation欣賞

○ Individuals&Community個人及社區

3. Reformation重整

○ Changesocialcondition&structures社會狀況及架構

○ Information&InterventionforJustice公義的信息及介入

簡報者
簡報註解
whatisyourchurchdoinginfulfillingHKSKHmissioninyourdistrict?”



《聖經》中的夥伴關係：同心合一

【洛桑信約】

5.基督徒的社會責任

❏ 我們確信，上帝是全人類的創造者及審判者，所以我們應當共同負擔起祂對人類社會
的公義及和好的關注，以及對那些受各種壓迫的人的自由的關注。

❏ 每個人都有內在的尊嚴，所以應當受到尊重及服事，而不應受到剝削。我們在此表示
懺悔，因我們忽略了社會關懷，有時認為佈道與社會關懷是互相排斥的。

❏ 我們還是確信：福音佈道和社會關懷都是我們基督徒的責任。
❏ 以及我們對鄰舍的愛和對基督的順服的必要體現。

新約《聖經》有「Koinonia」一詞

意思包括同食、合作、團契、溝通、參與、分享等基督團契生活



教關伙伴總數:1,028
(截至2022年11月7日)

教會(JesusBody)關懷貧窮(JesusHeart)網絡(JesusWay)

教關使命：
● 建立網絡平台
我 協作服侍貧窮人
我 着重知識與關懷
我 幫助伙伴建立服務社區的能力



教關架構



馬太福音25:21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忠心」：「值得信賴」賜予和交付恩賜

「良善」：「有作用的」按主人心意而行

➢ 忠心～認識所領受恩賜

➢ 良善～按著處境來運用



“所以，在基督裏若有甚麼勸勉，愛心有甚麼安慰，聖靈有甚麼交
通，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
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凡事不可結黨，不
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
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
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
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書2:1-8)

你是社區的一份子
能夠參與社區網絡
改善區內問題

你是樂善好施的人
能夠與貧窮人分享

你所有的

你是職場裏的僱員
能夠分享貧窮信息
組成義工隊服侍基層

你是專業人士
能夠活用技能

為基層充權，改善生活

你是父母
能夠帶同兒女一同參加

由教會或機構舉辦的扶貧體
驗活動

你是僱主
能夠支持基層青少年就業

盡企業社會責任

你是神所愛的兒女
能夠在社會分享愛心

讓福音轉化貧窮人的生命



就是面對別人的困難、痛苦、需要，
動了慈心，採取實際的行動，

帶出能力、帶出愛的關懷行動的人。

誰是憐恤人的人？

我們於所在社區行區禱告



港福堂與教關伙伴服侍社區



疫情間的服侍項目



今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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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相信基督徒可用愛心行動幫助基層渡過難關，藉
着捐出飯盒送上微小心意。職場人士（以個人丶公司丶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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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愛關懷傳社區–職場愛心飯劵計劃

善用職場身份和資源，夥伴服侍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FdjjNy5cCKh7FXDYxpO6Q8jWsOGkEHB/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FdjjNy5cCKh7FXDYxpO6Q8jWsOGkEHB/view


如何幫助我們的群體在疫情期間分享上帝的祝福？
● 我們正處於變化及富挑戰的年代

● 如何為我們的城市帶來祝福？

● 我們如何在這撕裂的時代關愛窮人？

● 如何活出獅子山下不放棄的精神？

● 如何與鄰舍建立關係和信任？

SHAPE

Spiritual Gifts屬靈恩賜

Heart心志

Ability?能力？

Personality?性格？

Experience經驗

讓我們作一個好管家，在這關鍵時刻分享上帝對窮人的愛與祝福

簡報者
簡報註解
Intimeofchangeandchallenge?Howtobringblessingtoourcity?HowtocareforthepoorintimesofDivision?HowtoshareGod’sblessinginthisimperfectcity?Howtoembraceyourhistoryandlegacy?HowtoliveoutLionRockspiritofnotgivingup?Howtobuildrelationshipandtrustwithourneighours?WhatwouldJesusdo?Space:TurnchurchintoCommunitycenter,Distributioncenter,StudyroomGifting&Time:Mentor,Loveinactionservices,Regularvisitation,Advocacy,NetworkFinancial:Relieffund,Computer,Food



關懷鄰舍



我的堂會如何關顧及轉化社區？

國度觀的社區發展
Kingdom Asset 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KABCD)



2014
與核心小組成員分享異象

2015

6月：與教牧同工行區視察祈禱；
與沙田福利專員午膳
探討服務水泉澳的計劃

7月：水泉澳服務資訊日
11月：關愛同行及流動探訪活動

行動步驟：

1.擴闊知識
2.建立聯繫
3.進行訪問
4.估計其關注

階段目標：

與對教關使命及異象有興趣伙伴
聯繫

KABCDStep1

天國觀的社區轉化(KABCD)
教關服侍水泉澳超過3萬基層的個案分享



天國觀的社區轉化(KABCD)
教關服侍水泉澳超過3萬基層的個案分享

例子：
Peacebox祝福行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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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步驟：

5.協調互相認識
6.在使命上尋求共識
7.尋求承諾（會否協作）
8.制定計劃

階段目標：

與伙伴達成共識，
建立網絡。

水泉澳14個核心小組承諾以

建立關愛的社區。

①關愛 ②合一見證 ③資源共享

KABCD Step2



● 持續進行探訪、關心居民、隊工多次溝通聯繫
商討服侍內容。

我 與核心伙伴建立信心，達成共識作服侍，直接
回應他們的需要。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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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段目標：
根據共同目標為網絡制定行動。
協調開放式對話，廣泛參與，
以及共同擁有權。
成立工作小組，制定目標，分配
角色，一同決定時間表及評估。

行動步驟：
9.部署行動
10.記錄，評估，慶祝
11.溝通
12.計劃跟進

KABCDStep3

天國觀的社區轉化(KABCD)
教關服侍水泉澳超過3萬基層的個案分享



KABCD Step4

天國觀的社區轉化(KABCD)
教關服侍水泉澳超過3萬基層的個案分享



天國觀的社區轉化(KABCD)
教關服侍水泉澳超過3萬基層的個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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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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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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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BCDStep5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8:28)

在疫情及
失業下
港福堂
成為

擁抱社區
的教會

港福堂於疫情期間的服侍
• 向弟兄姊妹募捐口罩和消毒搓手液，動員教友出隊
向全港街道清潔工人及無家者派發上述防疫物資

• 募捐超市券、羽絨外套／睡袋，以及抗疫援助金，
透過與伙伴機構和堂會的協作，支援因疫情面對經
濟困難的基層人士

• 購買大量快速檢測包和超市券，送贈給多區的基層
人士和弱勢社群

• 設立「愛心援助金」，為因疫情而陷於經濟困難的
基層人士，提供應急的經濟援助。

• 兄姊參與社關深化社區服侍，更具體地明白低收人
人士的掙扎和需要，也更願意進一步委身，積極藉
著不同的社區服侍機會，與生活有缺乏的人分享主
的愛和恩典。

為港福堂2023年計劃禱告
港島南區發展社區中心之聖工 — 可接觸和關心到一些
隱蔽及有問題的低收入家庭，例如單非或雙非家庭。
祈盼神帶領教會善用這個平台計劃，讓更多港福堂的
弟兄姊妹能一起同心在社區中服侍更多有需要的家庭，
領人歸主！



感恩港福堂的伙伴協作及支持

服侍貧窮 由今天開始

歡迎聯絡教關：
電郵：info@hkcnp.org.hk
網站：www.hkcnp.org.hk

facebook:HKC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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