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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俊賢：

自幼在教會長大，關懷有需要的人一直都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份。在教區大專團契

侍奉時，我曾去探訪貧窮的人和病人。及至進入全職侍奉，關懷那些孤苦無依的教友仍然

是我的首要任務：例如在聖馬提亞堂時，每年聖週六（復活前夕）一定會帶弟兄姊妹到已

故、沒有家人的教友墓前掃墓。該堂不單照顧在生的人，也會幫助孤苦教友的殮葬事宜。

我在1997年到任基督榮光堂時，有些人的家庭環境較為缺乏，我便鼓勵教友捐獻玩具和禮

物。及至就任大主教後，推動創立「心意行動」，透過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關懷「三無」

人士。直到現在，我仍不斷學習，遵行耶穌基督的教導，將愛傳遞出去。

關懷不只在物質上，更包括心靈上，例如問候、探訪、陪伴、同在（Being With）。

有時不只是肉身的同在，而是讓對方感受到心靈的同在。關懷，不一定要想到很遠的。如

前坎特伯里大主教威廉·湯樸（William Temple）說教會是社會的良心，喚醒人去關懷。

教會的關懷由教會內每個人開始，而我們則從身邊人開始（Begin at home）。有時我們以

為物質捐贈就是關懷，世界不同角落有不同的需要，我們微小的力量可能只是杯水車薪。

然而，我們可作的包括提高眾人關心的意識（Raise our awareness），以及對自己所得的

而生感恩之心。最重要的是我們拿出真誠關懷的心，而不是出於自我滿足。關懷亦需要智

慧，不是盲目地給予，盼望上帝會賜予我們智慧去辨認這些人的真正需要。

農曆新年是一家人團聚的好日子。我們要把握這佳節去關懷有需要的家庭，尤其是面

對婚姻、病患、財政、災害、意外或其他因素而未能和家人團聚的教友或朋友。我很多時

候都會代入他們的處境去感受，即用那顆與人同樂、與人同哭的心來感受和憐憫，並多給

予時間陪伴與支援。

關懷工作不應是曇花一現，而

應該細水長流。同時，我們不要忘

記那些離鄉別井、在香港工作的

人，也應放眼在世界各地流離失

所、受歧視的羣體。

祝新年進步！ 

教會的關懷與服侍

「教會的關懷由教會內每個人開始，而我們則從身邊人開始。」
（相片由香港聖公會聖馬利亞堂提供，並同意使用）



貧窮的概念

普遍來說，貧窮可用幾個指標界定。第一是貧窮

線。香港2013年定下貧窮線，全港家庭入息中位數

一半以下的就屬於貧窮。2015年香港貧窮人口約有

一百三十萬，但計算政府政策的介入後，如低收入津

貼、關愛基金、綜援等，就剩下約九十六萬，意思是

差不多每七個人就有一個屬於「貧窮」。

第二個指標是堅尼系數。港府統計處2016年公

佈香港堅尼系數達到0.537，在亞洲城市當中是很高

的，顯示本港貧富懸殊問題嚴重。第三個指標將不同

年份最高和最低收入的10%的差距作出比較，分析後

發現差距正在擴大，貧富懸殊有加劇的趨勢。還有一

個指標是相對比較，比如說香港人人都有電視機、雪

櫃、電腦，沒有的家庭就屬於貧窮。總的來說，這些

指標是可量度而且真實的，不只是概念，是實際存在

於我們的社會。

基層人士面對的問題

居住是很艱難的問題，所以有劏房、棺材房的出

現，他們在很小的空間生活，有些還要撿拾紙皮維

生，減少外出避免消費等，構成的情緒問題都是貧窮

的現象。貧窮人的下一代也面臨困難，例如缺乏學習

的空間，很少參與課外互動，管教不足等等。受制於

很多因素，基層人士的下一代輸在起跑綫上，能夠改

變自己命運、脫貧的機會較以前少。他們在貧窮中成

長，縱然努力讀書，也難以出人頭地。可以如何打破

「跨代貧窮」？這對於低收入人士來說是困難的，因

為在生活上擁有的少，較少機會接觸新事物，也少機

會入讀很好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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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余妙雲（工業福音團契前總幹事、聖公會聖十架堂教友）
整理及相：韋珮華（北角聖彼得堂）

工業福音團契前總幹事余妙雲女士

貧窮成因

貧窮的成因有幾個。首先是每日以家庭團聚為由

到港的新移民，到港後面對許多適應困難，加上，較

年長的丈夫大多屬基層人士，長年勞動後體弱多病，

經濟拮据。長者貧窮又是另一因素，現時十位長者有

三位屬於貧窮，社會缺乏保障制度，部份長者尚有能

力或因有點積蓄未有領取綜援，生果金又不夠維持生

活，導致長者貧窮的現象。此外，香港也有「富者愈

富，貧者愈貧」的現象，富者持有的物業日漸升值，

貧者卻要面對租金昂貴等問題。

聖經關於貧窮的教導

聖經關於貧窮的教導有許多，不少舊約律法強調

要關懷貧窮人，申命記十五11：「因為地上的貧窮

人永遠不會斷絕，所以我吩咐你說：『總要伸手幫助

你地上困苦貧窮的弟兄。』」上帝憐恤貧窮人、孤兒

和寄居者，祂希望我們同樣這樣做。詩篇一百四十六

7-9：「他為受欺壓的伸冤，賜食物給飢餓的人。耶

和華釋放被囚的，耶和華開了盲人的眼睛，耶和華扶

起被壓下的人，耶和華喜愛義人。耶和華保護寄居

的，扶持孤兒和寡婦，卻使惡人的道路彎曲。」

耶穌出來傳道就明言貧窮人有福音聽，祂又常憐

憫困苦無助的人。路加福音四18：「主的靈在我身

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

我宣告：被擄的得釋放，失明的得看見，受壓迫的得

自由，宣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此外，馬太福音

二十五31-36 也說出上帝審判時會重視我們有否幫助

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近年香港社會貧富懸殊加劇，對全民退保的

討論也日趨熱烈，但為甚麼我們接觸的窮人不

多？工業福音團契前總幹事、聖公會聖十架堂教

友余妙雲女士說：「不是沒有，只是我們不願去

看。」

文：余妙雲（工業福音團契前總幹事、聖公會聖十架堂教友）

看不見的「窮人」？



3

外判制度合符公義嗎？

我們可以做的……

貧窮人很多時面對無信心、無朋友、無盼望的

「三無」的問題。基督徒關心他們，除了基於聖經的

教導、盡公民的責任，也希望讓他們知道自己是有尊

嚴的，是上帝所愛的兒女。我們鼓勵兄姊定期探望，

了解貧窮人的需要，從而引領他們決志，返教會，讓

他們有朋友，並在主內有盼望。

很多機構例如工福、睦福、新福、關懷貧窮網絡

延伸閱讀：

書名：《貧窮人的福音 - 從失連到結連》

作者：余妙雲女士（工業福音團契前總幹事）

內容：生活於大都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充滿隔

膜 ， 問 題 是 如 此 普 遍 ， 是 否 代 表 是 必 然

的呢？親友之間尚且如此，面對較弱勢的

人，你願意多走

一步與他們結連

嗎？作者集結多

年來服侍貧窮人

的經驗，寫出有

血有淚的生命故

事。

賣相較差的蔬菜是廚餘嗎？

天橋是很多露宿者的家

我們顧念撿拾紙皮維生的老人嗎？

等均會在中秋、端午、農曆新年等節日安排探訪活

動，通過參與體驗，就能親身看看貧窮人及其生活的

環境。我也鼓勵禮拜堂在每年的社關主日宣講關懷貧

窮人的信息；也可組成社關小組，定期幫助貧窮家庭

的小孩子補習，或者幫助獨居長者家居清潔，派飯給

貧窮人、露宿者等。看見、認識以後，有憐憫的心，

就可以行動或發聲回應貧窮議題，從制度上給予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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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長者家居清潔出發前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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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頭解碼
(答案在本刊找)

聆聽關懷   體現人間有情

聖馬太堂青少年部部長何姊妹表示，最初策劃這

項活動是希望吸引年青人（特別是新高中課程的同

學）透過參與此社區服務賺取新高中課程的「其他學

習經驗」時數，同時讓青少年人關心社區內的長者，

傳揚基督的愛。每次活動大概有十多位年青人參加。

他們二至三人一組，每組探訪兩戶長者。青年義工主

要幫助長者清潔家居，包括抹地、抹門窗等。在清潔

的同時，義工們也會跟長者聊天，了解他們近況，也

會觀察長者家居狀況，繼而向長者鄰舍中心職員提供

資料，讓他們更有效地向長者提供援助。

聖馬太長者鄰舍中心吳姑娘很感恩看見青年義工

對長者有此心思。她表示長者們很期待義工上門探

訪。被訪的長者大多是獨居或兩老長者，普遍沒有或

甚少有家人去關心他們的近況。中心職員雖然定期與

長者聯絡，但義工的關心更讓他們感到人間有情。探

訪時，青年義工們為長者進行簡單的家居清潔，能減

輕長者的日常生活壓力。他們亦耐心細聽長者們傾訴

心事。有青年義工表示，長者們對他們很熱情，探訪

時不斷拿食物和飲品招待他們。長者們亦對青年義工

們很信任，很願意把自己內心的感受，以及家中發生

的事情與年青人分享。

文：羅婉怡(聖馬太堂)
相：何翠琴(聖馬太堂)

吳姑娘亦很欣賞青年義工們的犧牲和付出。她認

為青年人在周末大可以多睡數小時，但他們卻願意九時

多便到中心集合，準備探訪，這是很難得的！透過青年

義工的分享，她發現大部份義工也很細心，不單留意

長者分享談及的內容，亦會注意對談時長者的表情與語

氣，部份義工更會分享兩次探訪時的不同之處，從而讓

長者鄰舍中心職員進一步了解長者的近況。

認真服務   毫無怨言

有青年義工表示這幾年透過探訪活動認識了服務

的長者們，也跟他們建立了感情。最印象深刻的是得

知服務了幾年的婆婆因病去世，青年人都很擔心婆婆

的丈夫（伯伯）的情緒，因為每次探訪時都感受到伯

伯對婆婆無微不至的照顧。這些經驗讓青年人更明白

長者在生活中面對不同的困難，但他們最需要的是別

人耐心聆聽，並給予他們關懷和支持。

身為義工之一的何姊妹也很欣賞青年人的付出。

據她所知，大部份的青年義工都甚少做家務，但在探

訪時他們都很認真地清潔，即使要到環境較惡劣的住

所探訪亦毫無怨言。何姊妹認為除了家居清潔外，青

年義工亦可以在探訪時教導長者使用智能電話，方便

他們跟遠方親戚聯絡。她希望弟兄姊妹們繼續保持對

長者的關懷與愛心，並有更多青年參加服務長者的工

作。

聖馬太堂青年幫助長者清潔家居

香港面對人口老化問題，很多長者因為年紀老邁及身體各種毛病，連基本家居清潔的工作也不能應

付。有些獨居或隱蔽長者更因缺乏家人和朋友關心，出現健康和情緒問題。有見及此，聖馬太堂青少

年部聯同聖馬太長者鄰舍中心四年前開始安排青少年定期為中西區居住的長者清潔家居，亦藉此機會

關懷長者。

謙卑服侍  傳遞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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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社     傳道服務
香港聖公會婦女總團的關懷事工

文/相：王紫珊（香港聖公會婦女總團團長）

香港聖公會婦女總團（下稱「總團」）深信，透過關懷行動服務社羣，是最有效地見證基督的愛的方

法，因此，總團一直都鼓勵各支團及各牧區的婦女團契參與關懷探訪的工作。

主內一家  互相關懷

總團的姊妹向來低調侍奉，在旁默默耕耘，在各

教敎區支團中有不少恆常的探訪關懷工作。香港島教

區婦女團多年來已組織了各牧區的婦女部在每月定期

探訪聖雅各福羣會服務中心的「松栢團契」，探訪長

者團友，與他們分享福音信息。現在有聖保羅堂和聖

士提反堂婦女部的姊妹輪流在每個月的最後一個星期

二出隊參加這事工，其他牧區的姊妹如有興趣也可參

與，現北角聖彼得堂的姊妹也有隨隊參加活動。

所謂關懷不獨是一個表面的行動，幾句的寒暄問

暖，當中更維繫敎了人與人的關係，進而互相關心，建

立情誼，參加探訪的姊妹曾分享：「經過幾次歡聚，

我們和長者之間的友誼也建立起來，雖然他們不盡記

得我們的名字，但樣貌就已在他們腦海中。其中一個

婆婆熱情到每次都要與我們擁抱。」

總團也支持和配合教會的事工，每年在籌劃活動

時都不缺外展活動，也會探望教區內的一些牧區，

特別是關注傳道區。當中香港島教區婦女團曾到訪赤

柱聖恩堂，主理聖品林振偉牧師為我們介紹該堂的歷

史和事工，讓我們更深入認識這傳道區中的弟兄姊妹

和其鄰近社區，此外更受到該堂的弟兄姊妹的熱情款

待，增進彼此的友誼。而西九龍教區婦女團則曾到訪

富有鄉土色彩的錦田聖約瑟堂，和西九龍教區的座堂

諸聖堂，還計劃日後探訪傳道區聖安堂。我們希望在

這些探訪當中，不獨能更了解他們的近況和在社區內

的工作，也可向該堂弟兄姊妹表達一個主內一家、互

相關懷的信息，讓各被訪的弟兄姊妹知道他們不是孤

軍作戰，背後有我們的支持和鼓勵。

「總動員」探訪　作愛的見證

總團每年聖誕期內都舉辦一次探訪聖公會的主要社服

機構──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管理的長者院舍，是

次活動比其他的日常定期探訪，可說是比較受注目。

總團認為這次的探訪活動包含了特別的意義。首先，

這次可以說是一年中幅蓋最廣和「總動員」的探訪活

動，而總團在探訪中扮演着橋樑的角色，代表着教會

關愛的見證，把基督降世拯救世人的信息帶到院舍的

長者中。

我們希望每年一度的探訪行動不是被視為總團的

例行公事，而是推動教會內各教友藉這機會和我們一

起作愛的見證。過去幾年聖公會的拔萃女書院都贊助

及為我們安排精美實用的禮物送給被訪的長者，也有

牧區學校安排學生隨團參加，更預備助興的表演，增

加不少歡樂氣氛。為了讓參加者能掌握如何表達對受

訪者們適切的關懷，我們特別安排兩次的探訪技巧講

座，祈能幫助有意在關懷事工上侍奉的教友認識關懷

技巧。

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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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種形式　滋潤身心靈

誠然，探訪是關心別人最直接的行動，但關懷也

可有別的形式體恤別人的需要。在總團籌劃活動時，

我們都會關注活動能否照顧到參加者身、心或靈方面

的需要，我們認識到身體和心靈的狀況都會互相影

響。因此，總團多年前已開辦讚美操，在讚美詩歌的

韻律下作體操，配合了身體和心靈的修練。去年因應

籌備佈道會，組成了靈修舞蹈小組，現已決定繼續定

期開辦靈修舞蹈班，已有不少姊妹踴躍參加。參加了

讚美操和靈修舞蹈的姊妹們不獨感受到這活動能敎增

進他們自身的身心靈的滋潤，也加強了她們侍奉的動

力，不時在總團的活動中演出榮耀上主。

近日西九龍教區婦女團因應現今婦女在工作上和

家庭生活上面對的身心靈壓力，為其團友籌辦了一系

列的講座工作坊──「心靈花園」，讓參加者學習如

何在繁忙的生活中親近上主，為心靈營造休息空間。

「心靈花園」有抄寫經文、手工製作、心靈漫步和泰

澤祈禱，讓參加者能夠安靜下來，思考上帝的慈愛和

大能。有參加者分享道：「我們很多時感到自己是萬

能，能處理很多事，卻忽略了自己的需要。心靈花園

讓我們知道需要有靜下來的時間，知道自己的需要，

並珍惜所有的一切。」

另外，東九龍教區婦女團為關愛教區內肢體的需

要，成立了一個「愛的天使」詩班，協助守夜祈禱及

安息禮，現正積極地招募詩班員，希望藉此關顧及安

慰離世者之家人，見證主愛、效法主耶穌愛人之心。

靈修舞蹈

聖誕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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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頭解碼　1.聖約翰座堂　2.教區辦事處　3.聖提摩太堂　4. 主教府　5.聖馬利亞堂　6.主誕堂　7.聖保羅堂

讚美操

三年發展方向　體貼姊妹需要

總團在訂定本屆的三年發展方向當中，設立專責

小組幫助更適切地策劃總團的內部、外展及文字工

作。內部工作是主要針對培育及幫助教友靈命的更

新，我們正積極地籌劃主要為在職的姊妹而設的午間

靈修聚會，擬定期在主要商業區中舉行，方便她們能

在午餐時間參加，希望能在她們繁忙的工作中提供一

個空間舒一口氣。總團也希望團中各姊妹不獨關心身

邊的事物，也有廣闊的視野和胸襟，現積極研究籌辦

外展工作如海外探訪及學習團，以加強與海外的教會

團契和社羣的聯繫，期望藉此見證基督普世的關愛。

「關懷」是內在對別人關愛情懷的表達，總團的

各姊妹在參與我們的關懷侍奉中，正是把這份情懷

轉化為實際的行動。我們也體會到，「關懷」也是一

個互動的事情，當中是包涵了人與人之間的友誼和心

靈的交流。我們深信這是最能在生活中見證上主基督

的大愛的途徑，因此，總團的事工會繼續承傳着我們

「關愛社羣   傳道服務」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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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韋珮華、姚子健(北角聖彼得堂)
相：受訪者提供

自2013年5月始，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的青年

事工委員會聯同「心意行動」舉辦了一連十多次

的「探訪露宿者義工服務」，探訪港島區的露宿

者，後來更發展成每季一次的恆常探訪活動。今

期《網絡》特別邀請到東九龍教區助理青年幹事

張梓賢和聖三一座堂堂牧陳國強牧師和讀者分享

探訪活動的點滴，以及背後的理念。

以實質的行動回應挑戰

聖公會一向重視「三頭馬車」，其中一項是社會

服務，近年由於專業化及穩定服務的需求，香港聖公

會福利協會發展成熟，而教友則大多以探訪為主，較

少參與其他領域的社會服務。陳牧師認為：「信仰不

應只是在禮拜堂內，在生活上活出信仰、活出基督更

為重要。就是因為參與社會服務的教友為數不多，聖

公會才被批評為離地。」2013年，他們決意要以實

質的行動，讓人看到他們的工作。

配合救世軍的服務點，他們在油尖旺地區進行了

第一次露宿者探訪服務。可是，這次服務卻不盡人

意：「探訪」以派發物資為目的，缺乏與露宿者的交

流，他們傾向尋找其他途徑進行服務。原來，社會福

利署資助三間非政府機構各營辦一隊露宿者綜合服務

隊，劃分了三大地盤：救世軍服務油尖旺區，聖雅各

福群會西安中心服務港島及離島區，基督教關懷無家

者協會服務九龍（除油尖旺區外）和新界區。

在區內別無他選，他們就嘗試與聖雅各福群會西

安中心合作，並開始定期一季一次的探訪。首先他們

會自行與「班底」商議服務的日子，為配合西安中心

的服務，探訪活動多於平日晚上進行，再與西安中心

的社工協調。今天他們已有數十人的「班底」，並繼

續招募年輕教友參與。為方便探訪活動，他們每次出

隊人數不超過十二人，並分成三隊，與社工到港島中

西區、灣仔區、東區探訪露宿者。

同行的心  聆聽的耳朵

梓賢認為，探訪露宿者最重要是同行的心，與對

方同等，而不是施捨予別人。陳牧師則認為，探訪露

宿者最重要是聆聽的耳朵，露宿者知道他們來意，已

經懂得「自動波」，只要願意接觸他們，他們就願意

講自己的故事，只是切忌「我高你低」的心態。

要組織一次又一次的服務並不容易，除了要在平

日晚上進行服務，教友每次都要跨區趕及晚上七時到

「你們來看」

 ―― 與露宿者同行的教會

出發前集合（右前一為呂利煷煷武牧師，左前一為蕭慧明姑娘）

陳國強牧師和張梓賢鼓勵有意服務露宿者的教友參與他們接下來的
探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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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推煷着手推車的露宿者

在西安中心的準備工作

不少露宿者住在繁華地區的後巷、天橋

西安中心集合，進行簡單的介紹、預備物資，便以步

行的方式穿過繁華地區的後巷、天橋，拜訪一位又一

位的露宿者，打聽他們的近況，服務至晚上十一時才

跨區回家，翌日還要如常工作。

不要以為露宿者都是冷漠的，有時候露宿者熱情

的招待，隊員不一定受得來，陳牧師說露宿者偶爾會

邀請隊員坐在他們的床褥上聊天，部份隊員覺得很不

容易，他就會教導隊員較為婉轉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

願。

此外，也不要以為露宿者缺乏物資，給露宿者物

資的團體很多，只是缺乏探訪的人。冬天他們派發毛

毯、夏天則會派發花露水驅散蚊蟲，陳牧師認為這些

只是用來打開話題。每次道明來意後，他們就會按實

際處境關心露宿者的日常生活。「每位露宿者都有自

己的辛酸，他們因貧窮長時間居住在狹窄的地方，迫

不得已才成為露宿者，他們最需要社會的接納與支

援。」梓賢說：「每位露宿者都有自己背後的故事，

未必需要別人的關懷，我們應當尊重他們是平凡人。

同時，他們有部份是『選擇』成為露宿者的。」

堅定信念  克勝恐懼

自2013年計劃開始後，梓賢和陳牧師幾乎每次

都參與探訪活動。我們邀請他們分享深刻的經歷。梓

賢說，有次在灣仔盧押道探訪拾荒的婆婆，婆婆居住

的後巷位置伸手不見五指，地上更有各種昆蟲，他固

然希望探訪住在那裏的婆婆，卻也無法忽視心中對蟑

螂在鞋面走過的恐懼，想要快點離開。但最終他選擇

克服恐懼，更坦言恐懼不會影響他服侍露宿者的心。

陳牧師則描述一次看到露宿者在他們探訪期間將

毒品傳予另一位露宿者的經歷，亦因為這樣，他現在

每次都會提醒參與服務的教友要作好看到任何事情發

生的準備。又有一位熱心的弟兄願意在生日當天參與

服侍露宿者的行動，沒有選擇與家人一同慶祝，讓陳

牧師非常感動。

最後，他們認為教友若有意組織社會服務，應留

意細水長流式的服務較為可貴。此外，亦要組織一

羣有心人定期服務。在訪問的尾聲，兩位都鼓勵有意

服務露宿者的教友參與他們接下來的探訪活動。正如

耶穌在約翰福音對跟從他的門徒說：「你們來看。」

（約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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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專業同工  服務有需要人士

記：能否講述2009年4月創立「心意行動」時的目的

與願景？

蕭：2008年，「金融海嘯」席捲全球，經濟蕭條，

公司倒閉或裁員的情況非常嚴重，令香港不同階

層的市民及其生活均大受影響。即使部份人可避

過直接的打擊，但親友之間的低落情緒、公事上

增加了的工作負擔、收入下降等，都帶來實質問

題或心理困擾，影響生理或精神健康、人際或家

庭關係。

得知有這麼多的人士急待援助後，鄺保羅大主教

自教省層面鼓勵教會內的教堂、學校和機構回應

社會所需，並委託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統籌執

行「心意行動」計劃。在教省支持下，「心意行

文/相：蕭慧明(「心意行動」負責社工)

香港聖公會在2009年創立「心意行動」，起初只是一項回應金融海嘯的服務計劃，近年配合社會

的持續需要，除了提供個別關懷支援服務，先後成立「心意行動緊急援助金」及「心意行動‧尋人

網」，更為教堂需要度身訂造活動及工作坊等。在這篇文章裏，「心意行動」負責社工蕭慧明姑娘將

為我們分享「心意行動」的工作，並鼓勵我們共同實踐基督關愛社會的精神。

為預備聖公會婦女總團探訪安老院舍，「心意行動」協助在活動前舉辦關懷培訓工作坊

動」服務在2009年4月開始，為聖公會羣體及其

他有需要的市民和家庭提供支援。

記：「心意行動」成立初時主要提供哪些支援服務？

及後有哪些創新和突破？

蕭：在成立初期，「心意行動」已透過聖公會堂、校

和社服機構的跨界別網絡，組織各界專業同工，

為有需要人士提供適切服務，例如以電話或約談

的形式，為有需要者提供即時諮詢及情緒支援，

並按情況作個案轉介等。此外，「心意行動」亦

會為聖公會羣體（包括：教友、學生、服務使用

者及職員等）開辦關懷培訓工作坊、朋輩輔導訓

練或正向生命講座，動員弟兄姊妹關愛身邊有需

要的人。

「
心
意
行動

」

推
動
關愛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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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意行動」與香港聖公會聖馬太堂主日學部合辦家長情緒管理課程

及後，為配合社會的持續需要，「心意行動」於

2014年增設緊急支援，為有即時需要而又未能

受惠於現時社會福利制度的人士，提供短期緊急

支援，包括現金、食物、復康援助服務等，助他

們度過難關，對未來重燃希望。

至2015年12月，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創立「心

意行動‧尋人網」（流動應用程式），期望為認

知障礙症患者、弱能人士及精神病康復者及其家

人提供援助，遇有走失個案時，藉「尋人網」動

員下載用戶自發協尋，串連愛心，務求在最短時

間內找回失蹤者，助他們一家團圓。

堂校社服緊密聯繫  填補福利制度空隙

記：妳認為「心意行動」與一般社服機構有哪些不

同？

蕭：「心意行動」最大特點是與聖公會教堂、學校

和社服機構共建緊密的跨界別網絡，並因着聖公

會羣體的支持能有彈性地增設服務，如成立「心

意行動緊急援助金」及「心意行動‧尋人網」，

以填補現時社會福利制度下的空隙。曾有一名多

年前畢業於聖公會小學的男士，因為公司突然倒

閉而遭拖欠薪金，並因此失業，家庭經濟大受打

擊。雖獲區內的短期食物援助，仍然生活拮据，

連外出車費及午膳費用也極感吃力。當「心意行

動」社工接到此個案後，衡量到社會現時並沒有

其他資金可供其家庭申請，因而批出緊急援助金

以解決暫時日常生活所需。

記：各牧區／傳道區與「心意行動」的合作方式有哪

些？能否講述近年的例子？

蕭：「心意行動」與牧區／傳道區建立緊密合作，

共同按專業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協助。曾經有一對

教友夫婦，其女兒突然患上急病，不到一個月便

離開人世，教友夫婦要「白頭人送黑頭人」，痛

苦不堪。老伯伯不再外出，老婆婆不能入睡。因

此，教堂除了身體力行作出即時的陪伴和慰問

外，亦聯絡「心意行動」社工，結伴上門探望這

對夫婦，協助他們處理悲傷過程，並支援他們生

活所需。心意行動與牧區的共同支援，令關懷事

工相得益彰，助夫婦二人重建生活。

除了個別的關顧支援外，「心意行動」也為教堂

需要度身訂造活動及工作坊，例如有教堂關懷部

希望讓部員掌握更多關懷技巧，會邀請「心意行

動」主講關懷探訪技巧，分享如何善用同理心，

如何與關懷對象打開話匣子等；也有主日學部邀

請「心意行動」提供導師訓練，讓他們更能掌握

如何設計週會等等。另一方面，教堂關心社會，

鼓勵教友實踐上帝的愛，「心意行動」也可作為

一道橋樑，聯繫教堂與聖公會社服機構配對社會

服務體驗，例如曾協助西九龍教區關懷專責小組

與新念坊舉辦節日烹飪活動，讓雙方藉此交流；

又曾協助香港聖公會聖約翰座堂與香港聖公會西

環長者綜合服務中心舉辦探訪長者活動；而聖公

會李炳中學學生也曾探訪香港聖公會林護長者之

家的長者，與長者們大玩健腦遊戲，並分享聖經

故事。至於在教堂到校的福音事工上，「心意行

動」也藉着情緒管理、親職教育等主題，切合家

長的需要。

簡單而言，「心意行動」致力支援牧區／傳道

區，度身為堂、校設計各類活動與工作坊，並協

助舉辦義工服務，促進堂、校與社服間的聯繫，

實踐基督關愛社會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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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公會聖約翰座堂的教友用心服侍長者，與「心意行動」及香港聖公會西環長者綜合服務中心合
辦「愛心宴」

基督內的「一家人」　同心分享使命

記：「心意行動」可怎樣協助教友們投入教會的關懷

侍奉？

蕭： 聖公會自香港開埠以來，百多年間致力推動香

港的宣教和教育工作，同時提供社會服務，實

踐「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信念，效法基督

無 私 奉 獻 的 心 腸 ， 為 社 會 帶 來 祝 福 。 因 此 ，

聖 公 會 以 宏 觀 的 眼 光 看 「 教 會 」 ， 建 立 「 牧

區」，意即「牧養的一區」，教會工作不但着

眼 於 聖 堂 ， 也 包 括 牧 區 內 的 社 會 服 務 單 位 。

堂、校、社服是一個整體的網絡，是基督內的

「一家人」，同心分享使命。

在這概念下，「心意行動」鼓勵教友們關心身

邊 人 ， 更 要 關 懷 社 會 上 有 需 要 的 人 。 故 此 ，

「心意行動」多年來為教友提供培訓，裝備教

友的關懷心志與技巧，不但強化關懷教堂內兄

姊的能力，更推動他們策劃及參與社會服務體

驗，這不只是回饋社會的表現，更是寶貴的侍

奉機會，傳揚基督的愛心。

記：教友們可怎樣支持「心意行動」的服務？

蕭：教友可以下載「心意行動‧尋人網」，遇有需要

時協助尋找失蹤者，與其家屬同行；另外，教友

也可介紹聖公會羣體內有需要的人士申請「緊急

援助金」，讓他們尋見出路，解決燃眉之困。

不但如此，教友可聯絡「心意行動」度身訂造培

訓課程及工作坊，也可與「心意行動」合作舉辦

社會服務體驗，投入關懷侍奉。

編者後感：

聽過蕭姑娘的分享，不期然想起馬太福音十

42：「無論誰，只因門徒的名，就算把一杯

涼水給這些小子中的一個喝，我實在告訴你

們，他一定會得到賞賜。」終日奔波忙碌的

我們，有沒有輕忽關懷別人、近似給一杯涼

水的侍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