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栋房子运动 
全球合作 – 当地解决方案



“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

我渴了，你们给了我喝的，

我作客，你们收留了我，

我赤身露体，你们给了我穿的，

我患病，你们看顾了我，

我在监里，你们来探望了我。

玛窦福音 25: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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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与我们做什么

Famvin Homeless Alliance (FHA) 文生大家庭无家可归者联盟于 2017 
年受文生大家庭负责人委托而成立，当时庆祝圣文生神恩缘起400
周年。我们的目标是召集全球文生大家庭的成员，为世界上大约 
12 亿无家可归者提供切实的帮助，并促进实现系统性改变。 

无家可归者的定义包括街头无家可归者；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
者；以及那些生活在贫民窟和住房不足的人。 

在整个文生大家庭的帮助下，无家可归者联盟正在努力为全球成
千上万无家可归者的生活带来真正的可持续改变，具体体现在：

•  鼓励新服务的发展；
•  建立文生大家庭不同团体之间的联系，在无家可归者的广阔范

围内展开合作；
•  支持和培养现有和新涌现的领导者；
•  在文生大家庭所在的不同区域分享最佳实践；
•  在国家/地区、区域和全球范围内为支持无家可归者进行社会

结构性变革开展游说；
•  开发和提供支持这一倡议的信息材料，以反映我们共同的圣文

生的灵修。
有关这个联盟的 目标和计划的更多详情，请访问我们的网
站：vfhomelessalliance.org

立即登录我们的网站并注册成为联盟会员。您将可访问信息材
料、联系研究中心、获得培训机会、参加会议等。

文生大家庭无家可归者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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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我们与众不同？

文生大家庭在许多不同的地区拥有 400 年服务贫困者的传统，包
括服务无家可归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文生大家庭无家可归者联
盟的使命对于世界各地的大多数遣使会会员来说是非常熟悉的领
域。但是，尽管文生大家庭和无家可归者有紧密的合作，但通
常与具有相同慈善目的和使命的其他大家庭的成员没有太多的合
作。 

联盟现在正在提供使文生大家庭成员汇聚一堂的机会，让大家讲
述自己的故事，分享他们的知识，并在当地合作，以实现造福无
家可归者的全球共同目标。 

这些目标包括建立世界上第一幅文生大家庭无家可归者工作地
图；创建一个交流网络，这样我们就可以分享彼此的经验和知
识；在联合国和其他全球机构为无家可归者发出真诚的文生大家
庭的声音。最后，我们还致力于促成一系列以合作和行动为基础
的项目，这些项目将真正改善世界各地无家可归者的生活。我们
改善无家可归者生活的一个例子就是13 栋房子运动。

文生大家庭无家可归者联盟

“   当你从祈祷或感恩祭中被召去服务穷人时，你
没有失去什么，因为服务穷人就是走向天主。 

你肯定会在穷人的脸上看到天主。

圣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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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在考虑我们今天可如何共同努力，切实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时，
我们从近 400 年前文生大家庭的合作工作中获得了灵感。

在 1643 年，文生获得路易十三提供的相当于 今天100 万美元的捐
款，来从事他的遣使会的使命。文生选择用这笔钱在遣使会的母
院--圣拉匝禄会院附近建了 13 所小房子来照顾被遗弃的孩子。这
些房子和照顾孩子们的持续费用由妇女善会承担，而 仁爱会的修
女们负责照顾孩子们。通过携手合作，文生大家庭帮助了成千上
万的儿童，让他们不会死在大街上。

但这种文生大家庭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无家可归者做了更多。它向 
Alsace Lorraine 战争区域的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并为逃离战区的
难民提供支助和住房。它在 1652 年提供了 Name of Jesus Hospice（
耶稣圣名救济院），为居住在巴黎街头或贫民窟的老人提供住
所、衣服、食物和培训。它负责发起了 Les Petites Ecoles（小学校）
，将识字、计算和教育的礼物带给穷人，使他们能够摆脱往往以
无家可归作为结局的世代贫困。

今天，我们面临着与当年文生同样的问题，而且更加全球性的问
题。在地球 70 亿人口中，大约有 12 亿人无家可归，他们流离失
所，生活在贫民窟或城市街道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最需要的时
候被拒之门外，这让他们想起了路加福音中的描述耶稣诞生的童
年故事中黯然失色的话：“客栈里为他们没有地方。”(路2:7)

我们深受文生的 13 栋房子鼓舞。他看到了需求，并以具体行动予
以回应。今天，我们看到了超过 10 亿男人、女人和孩子们的需
要。

13 栋房子运动是为了响应他们的需要而发起的；学习和借鉴圣文
生自己的精神。

13 栋房子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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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 

对于我们而言，文生的 13 栋房子是灵感而不是公式。如今的 13 栋
房子项目将不可避免地在每个国家/地区因当地社区的需要而看起
来不同。在一些地方，可以为无家可归者开发住房或避难所。这可
以是对废弃公寓的翻新，或者是开发一个急需的流动厨房，让最贫
穷的人可围着桌子吃顿饭。这可以是一个访问项目，旨在欢迎难
民进入一个国家/地区或在世界各地的各个难民营中向他们提供支
助。这可以是一个您已经在计划的项目，也可以是一个尚未构思的
项目。无论采取何种形式，这都是一种地方性的、务实的应对措
施，长期目标是解决无家可归这一全球性问题。

我们想要达到什么目标

我们希望 13 栋房子运动在未来 3-5 年内改善全世界 10,000 名无家可
归者的生活。除此之外，我们希望在遣使会大家庭开展工作的所有 
156 个国家/地区都看到 13 栋房子项目。联盟在帮助最贫穷的人方
面雄心勃勃--因为圣文生教我们要这样做。

13 栋房子运动

“   那麼，我們是否應該在這個痛苦呻吟的世界中保持消
極呢？

   真福奧撒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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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栋房子如何变成现实？  棟房子如何變成現實？

需要您的帮助。 

13 栋房子运动依靠当地文生大家庭成员的创造力和通力合作。它
可能是两个属于文生大家庭中的团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可能是
志同道合的群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圣文生教导我们，集中资源和
承诺会增强我们的影响力。

在大多数情况下，开发的项目将包括提供和/或改善住房作为其核
心目标之一。然而，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应该从圣文生提供额
外支持来帮助穷人摆脱贫困的方法中获得灵感。一个主要的例子
是通过教授特殊技能帮助打破贫困和无家可归恶性循环的“Petites 
Ecoles”。

联盟将向您提供怎样的支持？

联盟成员可以获得广泛的资源，帮助开发 13 栋房子项目。其中包
括：

•  可帮助计划、管理项目和为项目筹集资金的模板
• • 与文生大家庭其他成员合作的机会

◊	 交流知识和专业知识
◊	 在富人和穷人之间架起桥梁

• 在 联盟网站和社交媒体上展示项目范例，以提高人们的意识。
• 参加区域和国际会议，以验证想法并向他人学习
• 为您的计划提供财政支援（通过 Solidarity Fund（团结基金），

具体取决于资格）
• 必要时提供一对一支持以开发当地项目 。

13 栋房子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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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参与

参与 13 栋房子运动的方式有多种。

I. 创建 13 栋房子项目

不管规模大小，任何 13 栋房子项目都是从想法开始。如果您看到
社区有人经历了某种形式的无家可归，我们诚邀您思考这个典型的
富有文生精神的问题：必须做些什么？

将您的想法写下来并与文生大家庭的其他团体讨论，和/或与可帮
助将想法变成现实的合作伙伴讨论。不要忘记和您最终想要帮助的
人交谈。如同圣文生说的那样，“穷人可以教你很多东西”。

在确定了对您想法的需求和支持之后，使用成为联盟成员后可以访
问的项目开发工具，进一步构思您的想法，并评估应该采取什么路
径来将您的项目带入下一个阶段。

此外，请考虑当地和/或全球合作如何为您提供帮助。文生大家庭
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可能会有其他国家/地区的人们可以与您分
享他们在类似项目中的经验。联盟会随时为您提供支持。我们的在
线平台提供了讨论想法或现有项目并与文生大家庭其他成员联系寻
求支持的机会。我们总是很高兴倾听您的项目以及我们可如何为您
提供帮助！

13 栋房子运动

“   我现在完全相信，当一个人做了一件善事，他不
必担心钱会从哪里来：钱总是会来的。 

    真福奥撒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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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支持团结基金会

团结基金用以支持较贫穷的文生大家庭的成员获得实现其 13 栋房
子项目所需的重要资金。通过向团结基金捐款，您可以向没有资
金的国家/地区和成员提供财政援助，帮助他们自己社区中最贫困
的人。团结基金由遣使会国际基金管理和分发。如果您有能力捐
赠，请先通过 FHA.info@famvin.org 联系 文生大家庭无家可归者联
盟，我们将向您提供更多信息。

III.   贡献您的专业知识

如果您在特定领域具有渊博知识，为何不将该等专业知识提供给
更广泛的文生大家庭？许多个人、团体和大家庭的成员都有很好
的想法，但却缺乏实现这些想法的资源。您的专业知识可能正是
我们所需要的，并能帮助我们将 13 栋房子项目提升到新的水平。
联系 无家可归者联盟，让我们了解您的专业背景，当我们认为其
他国家/地区的文生大家庭可能将从您的技能中受益时，我们会告
知您。

IV. 成为改善宣传者

通过与您的朋友、教会团体或工作场所谈论，支持 13 栋房子运
动。通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文章和鼓励人们成为无家可归者
联盟成员，帮助我们提高对全球无家可归者规模的认识。在 Twitter 
和 Facebook 上关注我们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您可以在这份传单
的末尾找到详情。

13 栋房子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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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启动？

您可以在任何阶段加入这场运动。13 栋房子运动将持续 3-5 年： 

2018 年 9 月 - 在几个面临不同地理、文化和经济挑战和不同的财力
和人力资源水平的国家/地区开展试点阶段。这让 联盟 可详细了解 
13 栋房子运动的实施情况并作出调整。 

2018 年 11 月  - 在罗马 联盟会议上发起全球运动。本次会议第一次
提供了了解文生大家庭当前践行者、发展合作和考虑潜在项目的机
会。 

2018 年 12 月之后  - 在世界各地开发 13 栋房子项目。联盟可在此阶
段提供支持.

13 栋房子运动的灵感来自文生的经历，他的行动和承诺，以及他
对我们合作时将发挥最大效果的理解。我们邀请文生大家庭的所有
成员成为全球团结一起，同舟共济的一部分，并使用这场运动作
为“用全新的爱献身于为穷人服务，甚至寻找最贫穷和最被抛弃的
人”(圣文生) 的契机。

13 栋房子运动

“   我知道你正在汇集所有努力，以便你可以一心一
意，以实现天主旨意的愿望来行事。   
           圣路易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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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联系

我们诚邀您随时与文生大家庭无家可归者联盟取得联系。我们很
乐意回答您关于联盟或 13 栋房子运动的任何问题。 

联系我们的最佳方式是通过电子邮箱：FHA.info@famvin.org

www.vfhomelessalliance.org

13 栋房子运动

Famvin Homeless Alliance
@vfhomelessalliance

@famvinalliance

famvin-homeless-alliance

@famvinalliance



“   在天主的帮助下，你将继续在自己的领导和职责
上取得成功，因为我们天主的工作与其说是靠众
多的人来完成，不如说是靠他所召来的少数人的
忠诚来完成。 

圣文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