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教宗方濟各在首屆的世界窮人日指出關懷是要以真理和行動表達出
來的 (若一3:18)，基督徒是被召去與那些於孤獨處境的貧窮者相遇
和接近，讓他們感受到被關注和溫暖的擁抱。

就在這慈悲之聲的呼籲同時，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為香港
外判清潔工的處境作調查，首先以這一步行動表示教會對他們的
關注，藉此讓普羅大眾對這些與我們每人有密切關係的工人，每
天都與我們擦身而過的人；但由於我們太專注自己的個人事務，
而對這些「近人」的境況視而不見。就如路加福音所記載的乞丐匝
祿和富翁的故事，拉匝祿每天坐在富人的家門前，富翁見到他，也
認識他的名字，應該對他並不陌生，但對拉匝祿的苦況沒有半點理
會，只有狗隻憐憫拉匝祿，舐他的瘡痍，與他為伴 (路16:19-21)。

與我們為伴的外判清潔工人們，也可能是我門外的拉匝祿，我們見
到他們的存在，但覺得他們與我無關，對他們的問題視而不見。天
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搜集了過去幾年的數據和個人訪問，讓普羅
大眾能明白外判勞工鮮為人知的一面。讓讀者在另一角度體會他們
的遭遇，嘗試身同感受，想像他們生活的處境。

這給我想起在宗徒大事錄中，當群眾聽了伯多祿的講道後，心中刺
痛說：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希望這小冊子能如同伯多祿的講詞，
當大家閱覽這小冊子後，內心燃起一句說話：我可以做什麼呢？

期望大家以祈禱的心腸，以靜觀的眼目，以謙卑的態度，透視香
港外判清潔工人的情況，讓聖神在我們之間經過。教宗在首屆
世界窮人日這樣說：「神貧」就是以謙卑的心接受我們的受造
性和罪性，幫助我們克服自大和傲慢的誘惑，看到拉匝祿的存
在，他與我都是人，都有人性的尊嚴和獲得愉悅生活的權利。

當我看完這本小冊子後，我可以做什麼呢？

林祖明副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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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九十年代起政府開始通過外判，讓私營服務承辦商提供指定的政府公
共服務。自始由外判公司提供公共服務情況十分普遍。

根據政府2012年外判服務調查，在按年開支統計，房屋署、食物環
境事務署及康樂文化事務署的合約承辦商聘用最多非技術外判員工。
現時它們分別聘有31 125名[1]、11 694名[2]及10 814名[3]外判工人。可
見，若政府對外判承辦商監管不善，受影響的不止是公共服務質素，
還有數以萬計的基層工人的勞工權利。

清潔工人很多時需要在戶外長時間工作，日曬雨淋，工作環境繁雜多
變，例如須在高空工作、搬運及提舉物件、常置身衛生欠佳和戶外惡
劣環境、使用危險化學品和電動或手動的清潔工具等，這些工作均危
及人身安全或健康。本會2015年的「政府外判清潔工人職業安全及
健康狀況調查」就發現，政府及服務承辦商均忽視外判清潔工人的職
業健康及安全情況，以致清潔工人經常面對受傷風險。

相信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在居住地的附近、在上下班或閒逛的途中，
均會碰上外判清潔工的身影，我們可有留意到他們的工作及職業安全
情況？本會希望透過這本小冊子，讓公眾及教友多點了解外判清潔工
狀況，體察他們的需要，促使大家反思、為他們送上關愛及行動。

1  政府資料中暫無房屋署外判服務合約聘用員工的最新數字。最新數字見於立法會質詢。
立法會十二題：外判公共服務。2015年3月25日（星期三）。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3/25/P201503250616.htm

2 資料來源：2017年4月6日財務委員會審核2017-18財政年度開支預算會議。財務委員會審核二零一七年至一八年
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的答覆。問題編號0165。答覆編號FHB(FE)154。

3 資料來源: 2017年4月6日財務委員會審核2017-18財政年度開支預算會議。財務委員會審核二零一七年至一八年
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的答覆。問題編號0170。答覆編號HAB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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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安篇
1.裝備
個人防護裝備是指「提供個人在工作時穿著或使用的裝備(包括惡
劣天氣下穿著的衣服)，而這些裝備是保護個人免受一種或多種的
安全或健康危害」。就清潔工而言，理想的裝備應包括

裝備︰ 
□ 膠手套
□ 勞工手套
□ 口罩
□ 帽
□ 雨衣
□ 安全鞋

工具︰
□ 掃把
□ 地拖
□ 垃圾鏟
□ 垃圾袋

設施︰
□ 急救箱
□ 飲水機
□ 洗手間
□ 休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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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 の 日常  生哥

生哥(化名)今年六十四歲，食環署外判清潔工人，入行六年，主要
負責跟隨流動清潔隊到不同地方清倒垃圾。很多人以為流動清潔工
人的工作像遊車河，生哥說：「我們不只是負責收集垃圾、雜物，
遇有隨處棄置的大型重物，如家具、卡板等重物，就要立即處理，
否則會招人投訴。超時工作亦在所難免。」

戶外工作不但日曬雨淋，而且經常受傷。「工作時常會弄損手腳，
也試過撞到膝頭。但公司從來沒有提供任何醫療物資。車上亦沒有
藥箱，只有藥水膠布。黃藥水等都是自行帶備。」

「外判商有提供膠手套的，每月只派發有兩對，工作時經常會被利
器鈎破，所以根本不夠用，要自己購備。公司雖有提供普通口罩，
但質料太差，根本不能隔絕垃圾的臭味。雨衣又薄不襟風，容易破
洞漏水，暑熱天氣下穿上雨衣後更是焗促而且汗流浹背」所以生哥
索性不穿，讓雨水透涼身體還好。

生哥指外判商有提供職業安全培訓，但不太全面，
上司只是粗 略的跟他們說過一次，例如教導
他們如何 使用漂白水、黃粉、屍體的處
理方 法等。但實際操作時，生哥指
處理 化學品是全憑個人經驗，或
者舊 人帶新人，邊學邊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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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工人面對很多不同的工作風險及危害。木卡板、倒塌的樹
幹、建築廢料、泥頭、雜物，甚至是動物糞便及屍體都是他們經
常接觸的危害因素。

生物危害

清潔工經常接觸濕滑的環境、廢棄置物、動物屍體、糞便等，這
些環境及物件常依附細菌、病毒及黴菌，並通過微粒及細塵在空
氣中傳播，若通過呼吸道進入人體，或接觸染有病菌的物件可能
染病，造成生物性危害，同時有些生物性危害亦可導致人體過敏
及中毒。

2.工作中的危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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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環署每年收集動物屍體數量

食環署外判服務承辦商2013年至2015年每年共收集約39746具動
物屍體，當中包括：狗、貓、豬、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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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損害

清潔工人經常要在高空、濕滑、不平的地面工作，很多時會意外
滑倒及絆倒或高處墮下。他們也要經常雙手重覆推、拉或彎身移
動垃圾桶、木卡板、樹幹、建築廢料、泥頭等雜物。若工人的姿
勢不當及休息不足，很容易導致肌肉疲勞，造成肌肉骨骼疾病。
他們甚至會接觸到棄置的針筒、燈泡、玻璃樽或碎片，若工人的
保護裝備不足，一不留神，很易受傷。 

化學品危害

清潔工人要經常接觸清潔劑或去污劑，因此長期及大量使用化學
品或使用不當都會為他們帶來化學性危害。例如，某些化學品存
有刺激物，在高濃度情況下甚至會產生腐蝕性的物質; 有些物質則
會放出有毒氣體，在過量使用及空氣不流通下，吸入後會令人呼
吸困難。有些化學品屬易燃物品，不當使用下會即時發生化學反
應，會引致皮膚敏感、發炎，甚至化學燒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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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 の 日常  健哥

健哥(化名)年約70多歲，食環署外判清潔工人，負責鄉郊地區的垃
圾清倒及街道清潔工作。健哥每天的工作十分繁忙。早上7時多就要
回到其負責的鄉村，從村內兩個垃圾站分別把共6至7個大型垃圾推
桶推到村口，以趕及9時30分垃圾車到來把垃圾運走。健哥說:「垃
圾桶基本上日日都滿滿的，在兩個多小時內不停的運送垃圾，大汗
淋漓，有時內衣都濕透。做完這些後，就要清潔公厠。」

鄉村地方環境衛生惡劣。缺德的人隨處傾倒垃圾，林林總總，有剩
餘飯菜、卡板、建築廢料等，有的狗主更容許狗隻隨處便溺。有時
居於鄉村附近的人又來棄置家居廢料。健哥無奈說:「這裡什麼都
有。不明就裡的人，就經常向上級投訴地方不清潔。我們接到指示
時又要立即清理。」所以鄉村清潔工作不比市區容易。

遇有颱風或雨季，風吹雨打更是常事。外判商又沒有提供雨衣，
「通常我們都是將垃圾膠袋剪開一個洞來，當成雨衣，披上身用作
擋雨」。健哥指其他的防護裝備也嚴重不足，每月只能分配兩至四
對膠手套。「鞋都沒有。現在穿的水鞋都是我自己買的」健哥顯得
十分不滿。防護手套不足，健哥說:「工作的時候，雙手經常會勾
到垃圾，隔幾天弄傷一次是常事。」。「唯有自己去止血，根本沒
有人會理會。垃圾站沒有藥箱，什麼也沒有。惟有自己貼上普通膠
布」。

防護裝備不足，職業安全培訓亦欠奉。「有一次八號風球，一棵樹
擋住了馬路，我自己割斷了它的一部分。」健哥說得輕鬆。細問之
下，健哥只全憑個人經驗砍樹，期間完全沒有專責政府部門的同事
幫手，外判清潔商也從來沒有教導塌樹的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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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服務合約清潔工人的
職業安全及健康處境

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中的一
般責任條款，僱主必須照顧其僱員在工作時的安全及健康。適當
的休息、個人防護裝備、工作風險評估及職業安全訓練的提供是
對僱主的「一般性責任」要求。

本會於2015年「政府外判清潔工人職業安全及健康狀況調查」發
現，承辦商最常提供的裝備是膠手套、棉手套及外科用口罩，但不
足一成（8%）受訪者表示獲承辦商提供防護眼罩，防割手套則全
數欠奉。

在工作時有需要使用化學品的255名受訪者中，近六成(59.2%)表
示，現職承辦商從未提供有關使用、保養及存放化學品的授課式
訓練。這反映清潔服務承辦商對清潔工人的職業安全及健康保障
嚴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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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傷篇
工友 の 日常  英伯

英伯(化名)自2011年起受僱於食環署外判清潔服務承辦商，現職流
動隊清潔工人。為了生活只好選擇工資低又辛苦的清潔工作。想不
到英伯入職不足一年，就發生工傷意外。

英伯憶述當日他如常在垃圾站與另一名流動隊的工友合力將垃圾搬
上貨車尾板上。他記得，那天垃圾很多，已堆滿整架貨車。工友如
常的使用操控掣將尾板向上升起，而當時英伯站在貨車尾板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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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板升起時，英伯才意識到右腳前端被尾板卡倒，立即大叫，但那
工友已來不及回應，貨車尾板繼續上升，英伯的腳就受傷了。他
忍著痛連忙到附近醫院急症室。隨後科文及管工到達，詢問事件經
過後便離開了。事件發生一星期後，英伯的醫療報告顯示，右腳拇
指、食指及中間的腳趾骨撞擊碎裂，需要截趾。手術後，英伯休養
了一年。

不過，承辦商沒有就英伯的工傷意外作出補償，只支付了休假期間
的五分之四工資及醫療費用。勞工處又不受理他的案件，英伯對此
感到憤怒。英伯東奔西跑，最終保險公司才願意賠償。現在，英伯
仍然在那裡工作，但承辦商沒有因其身體殘障安排一個適合職位給
他，更加沒有加強工作場地的職安指引或培訓。英伯自言，「惟有
工作時加倍小心」。現時，英伯平衡力變差，走路時倍感吃力。從
前愛穿的涼鞋都不敢再穿上，只會穿著密頭鞋，遮掩著因工傷而失
去的幾根腳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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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意外

清潔工人面對很多不同的工作風險及生物、化學品及物理危害，
因此職業安全及健康培訓相當重要。一旦清潔工友缺乏職業安全
健康培訓，同時防護裝備不足，很容易在工作中發生工傷意外。

常見的意外包括：

□ 滑倒、絆倒或跌倒
□ 提舉或搬運物件時受傷
□ 與固定或不動的物件碰撞

綜合食環署及康文署提供的資料，受僱於清潔服務合約的外判工
人的工傷呈報個案中，主要受傷原因是摔倒、擦傷、拉傷、扭
傷、撞傷、夾傷、刺傷、抓傷、咬傷、割傷、壓傷、外物濺傷、
受襲、清潔劑感覺不適、燙傷、暈倒、被球擊中、蜜蜂螫傷、中
暑等。

□ 遭車輛撞倒
□ 被化學品濺傷
□ 被昆蟲螫到

食環署2012-2016年
外判清潔工工傷呈報個案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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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2010年

39

2012年

56

2013年

73

2014年

101

2015年

103

2016年

28

2011年

康文署2010至2016年
外判清潔工工傷呈報個案數目

真人真事
2011年本港曾發生一宗外判清潔工人因錯誤使用化學品的致命意
外 。肇禍的另一名清潔工則於同年4月中被檢控沒有照顧在工作地
點的人的安全及健康罪，被判罰款5,000元 。

資料來源：成報2012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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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 の 日常  方婆婆 
方婆婆(化名)今年64歲，自2009年起任職新界某區的食環署外判清
潔工人。除了掃街，清倒垃圾桶外，還要清洗五個公共廁所，因此
經常要使用漂白水及清潔劑。過去多年，方婆婆說從未有人跟她提
及職業安全健康，如何使用化學品、如何存放、使用份量多少等。
方婆婆說大家都是各施各法，自求多福。

方婆婆億述有一年的中午，如常清潔廁所，但被沖洗廁所的膠水喉
絆倒，整個人向前跌倒，額頭著地，頓時起了一個大腫瘤，人中流
血。一向獨自工作，受傷後她自行步行回家洗傷口後，驚魂稍定，
才致電工頭請假於下午看醫生。方婆婆說
工頭沒有慰問，也沒有問及事發詳情
及受傷部位，只拋下一句：「你咪
去睇囉」便掛斷了線。方婆婆一
人乘小巴到最近的公立醫
院急症室，輪候了五至六
小時才見到醫生，又痛又
餓又累，最後放了八天病假
就上班。

當問及她僱主有沒有發還每天
最多二百元實報實銷的醫療
費時，方婆婆一臉漠然說「不
知道」; 問她有沒有銷假、判
傷，方婆婆也說沒有。其實
這已是方婆婆六年來第三次工
傷，之前有兩次被垃圾袋中的玻璃刺傷，有
感傷勢不重，沒向工頭匯報，所以什麼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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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判制度的漏洞
「價低者得」損害勞工權益
    
政府外判標書審批制度，著重價格因素，造成「價低者得」。服
務承辦商為降低外判服務收費，必然會控制成本，緊縮開支。清
潔服務乃人力密集行業，緊縮開支很多時由壓縮工人的薪酬及福
利著手，包括抑制員工薪酬增長、削減員工假期福利、工具及裝
備配置等。

「扣分」制度不足以保障工人的權利

現時「扣分」制度只適用於違反工資、工作時數、未有與非技術
工人簽訂書面合約及以自動轉賬出糧的四項規定，卻不適用於服
務承辦商違反其他合約條款及剝削工人的行為，例如不履行強積
金供款責任、強制工人以薪代假（休息日、勞工假期及年假）、
未有提供適切防護裝備及職業安全措施等。 

雖然「扣分」制下，外判商被裁定違反《僱傭條例》等刑事罪行
是不予投標。不過，司法程序費時失事，工友擔心失去工作不願
擔任證人等，都使成功定罪而不予投標的個案絶無僅有。「扣
分」項目狹隘及「定罪」不予投標規定難以執行已令「扣分」制
徹底失效，未能處理承辧商層出不窮的剝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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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待遇篇
在說政府外判清潔工的待遇，是在指什麼？難道要提供住屋津貼
嗎？每份工作都不外乎這些基本待遇。
□ 工資
□ 休假／病假
□ 退休保障／強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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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清潔工
·緊貼最低工資
·每日8-10小時工作
·沒有固定休息日
·(每月四天，但日期不定)
·遣散費/長服金要「對沖」強積金
·工傷無人理
·自備掃把、手套及口罩…
·戶外及垃圾站換衫用膳



工友 の 日常  玲姐及芸姐

玲姐及芸姐(化名)同於康文署轄下旺角某公園任職政府外判清潔
工，玲姐及芸姐回憶道: 「十年前，當年的工資是4995元，時薪二十
多元。當年最低工資還未立法，清潔工人的時薪極低。」

說起工資，她們異口同聲的道: 「宜家(2016年)人工扣除強積金後約
$7600，時薪32.5元，人工是比當年多了，但物價急升，要維持家庭
生活怎足夠呢?」 即使已申請鼓勵就業交通津貼，她們都認為600元
的交通津貼都幫補不了生活。「公屋加租，地鐵又加價，物價連連
升，工資根本應付不到生活。」。玲姐說: 「起碼要加10%。」

政府外判清潔工人的工資不但低，同
時他們是強積金與遣散費及長期服務
金對沖機制的受害者。玲姐及芸姐在
過去十年的政府外判清潔工生涯
中，其強積金的僱主供款曾被兩次
「對沖」。65歲的玲姐的強積金
戶口僅餘下約4萬元，50歲的芸姐
則約有約5萬元。 「宜家做緊呢間
的外判清潔公司與政府的清潔服務
合約於下年底屆滿，那時我們的強積
金又會被對沖了」。她們說得平淡，
似乎已習慣了這種每三年強積金被 
「對沖」一次的做法。再過十年八
載，她們也許會退休。當問及是否
擔心退休生活時，她們語帶無奈的
說: 「唔擔心! 申請生果金、申請
長者生活津貼吧，反正我們
沒有資產的，是最窮的  
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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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外判工人的勞工政策

最低工資

現時大部份受僱政府外判服務合約的清潔工人都是收取法定最
低工資的，其工資水平只隨法定最低工資每兩年檢討時才作調
整。2011年法定最低工資訂於每小時28元後，最低收入百分之十
的在職群組之月入中位數確實有上升，但工資及收入在2012年升
幅不及2011年般顯著，原因是政府在訂立最低工資法例時規定每
兩年才檢討最低工資水平一次，以致大部份的基層工種工資未能
每年調整。但本港通脹問題持續，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由2011年實
施至今雖有16.1%曾長，但同期 通脹已累積升至20.5%。因
此基層工友工資即使按法定最 低工資「兩年一檢」機制
而有所增加，其增幅不能應付 本港每年食品、租金及
交通等的價格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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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對沖」

強積金是退休保障的重要支柱，對低薪工人尤其重要。可是當中的
「對沖」機制，容許僱主供款的累算權益，抵消長期服務金及遣散
費，令低薪工友喪失一大部分應得的強積金，退休生活失去保障。

根據強積金局的資料，在2010至2014年間，被提取的強積金總計
416億元，當中三成，即123億元是被僱主用作「對沖」。2014年
被用作「對沖」的金額超過30億元，其中16.6億元用作「對沖」
遣散費，13.5億元是作「對沖」長期服務金，當中涉及43 000名僱
員。

這些僱員中不少是政府外判工人。政府部門一般會向服務承辦商批
出兩年至五年不等的清潔服務合約。政府每次批出新的服務合約，
外判工人與前服務承辦商的僱傭合約便會中斷，員工便面臨被遣散
風險，而僱主可從屬於僱員的累算權益中將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作
「對沖」。若政府外判工人被轉換服務承辦商(僱主)的次數越多，
其強積金被「對沖」次數及款額就越多。低薪工人因此喪失一大部
分甚至所有原來應得的強積金，退休生活頓失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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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動篇
喚起公眾關注

本會分別於2016年12月及2017年1月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
理秘書長(庫務)及勞工處檢控科代表見面，反映政府外判制度的問
題

2017年2月新界中心同工與邵家
臻議員探訪於北區鄉郊及山邊工
作的食環署外判清潔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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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發佈政府外判清潔工資及待遇調查，指出政府的新合約
審批制度失效，未能提升工友的工資水平。本會促請政府提高技術
評審的比例及訂定當中工資及工時建議的評分比重，同時加入有利
僱員工作權利的評審因素，以保障勞工權益

2018年2月21日本會代表與勞工及福利局長羅致光及其領導的跨局
跨部門小組會面，交流改善政府外判服務合約政策及外判工友權益
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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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探訪

天水圍聖葉理諾堂的關社組，自2015年起，開始探訪堂區附近
工作，在街道上、在公園裡、在屋邨內的外判清潔工。教友跟隨
耶穌的教導，尋找並服務最小的兄弟，真正「與他們相遇、和他
們的目光交會」（節錄教宗方濟各首屆「世界窮人日」文告，第
三段），送上問候與祝福，也具體送上如膠手套等有用的物資。
關社組組員及義工亦曾招待數百位社區內接觸到外判清潔工人，
邀請他們到聖堂享用《安樂茶飯》，並向他們講解政府的低收入
家庭補貼計劃及與他們息息相關退休保障政策及強積金資訊等。

天水圍聖葉理諾堂關社組探訪區內外判清潔工後的聚會分享(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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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他們工時長、與家人
溝通少、工資不合理

跟他們談天，他們都很真
誠和謙卑

透過交談，得知清潔工所受
的不平等對待及忽視

實踐福音的精神



五、信仰篇

『貧苦可憐的傭工，不論是你的一個兄弟，或是你城鎮地區內的一
個外方人，你不應欺壓他，應在當天，交給他工錢，不要等到日
落；因為他貧苦，他急需工錢用，免得他對你不滿而呼求上主，你
就不免有罪了。』（申24:14-15）

轉換時空，這段聖經是給現今在香港那些為了「賺盡」而壓榨勞
工，除了利潤外目空一切的企業去聽。也是提醒作為間接僱主的政
府，不要為了「慳盡」，而拒絕聆聽工人痛苦的呼聲。

正是每天為你為我、站在服務市民大眾最前線上，為各政府部門擔
任不能或缺的清潔或保安工種的基層勞工，他們今天面對的未必是
日落前得不到工錢，而是所獲得的工資未能足夠應付衣食住行外，
4  如轉換合約時要求工友簽署自願離職信從而逃避遣散費；工作量不減但縮減工時以應對最低工資的調升；因人手不足經常「買假」
令工人沒有喘息的空間；給予量大而不合理的工作量，卻不提供足夠保護裝備以保障職業安全健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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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時時遭到部份外判承辦商以剥削或欺騙手段削減，以求盡量節省
開支。他們所遭受的欺壓，形式內容與舊約時代不同，但性質一
樣。
   
  面對處於同一社會、社區內的鄰人，遭受欺壓，基督徒可以如何
回應？大家對於制度性的問題都感到無助，似乎影響制度、公司文
化十分困難，但實情是，從個人層面，你仍有空間作出行動，或許
你可考慮：

1.在你居住的屋邨／屋苑附近，留意為你們服務，你每天也可能會           
          與他碰面的清潔或保安工友，每天跟他們打個招呼，問候一下， 
          不要吝嗇你的笑容；

2.若你觀察到你的屋邨／屋苑，或樓下的公園或街道有一些對職業
    安全健康的不安全、不健康的管理模式，例如要求保安人員長期 
    在戶外暴曬站立，沒有有蓋地方或更亭，又或不容許工友坐下來
    休息、飲水等，你可直接與大廈屋邨／屋苑，或有關部門的管理
    層反映。以溫和、堅定的態度，並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同埋
    心，以明辨的愛德，游說對方；

3.      與個別願意與你交談的工友建立友誼，了解他們的家庭有甚麼需
    要，你可與我們的勞工牧民中心聯絡，了解有甚麼社會或社區內
    的資源，可與該區的工友分享。
 
   在慈悲禧年完結時，教宗方濟各宣佈每年常年期第33主日為《世
界窮人日》，他在第一屆《世界窮人日》文告中提醒眾人：「我們
也許會把窮人當作我們偶而擔任志工時的受惠者，或者只想到那些
使我們良心平安而隨意在他們身上所實踐的善行。誠然這些經驗，
可以有效地幫助我們察覺許多弟兄姊妹們的需要和他們所遭遇的不
義，但更應該引導我們去和窮人真正的相遇和分享，並成為一種生
活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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