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棟房子運動 
全球合作 – 當地解決方案



“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的，

我渴了，你們給了我喝的，

我作客，你們收留了我，

我赤身露體，你們給了我穿的，

我患病，你們看顧了我，

我在監裡，你們來探望了我. 

瑪竇福音 25: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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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誰與我們做什麼

Famvin Homeless Alliance (FHA) 文生大家庭無家可歸者聯盟於 
2017 年受文生大家庭負責人委託而成立，當時慶祝聖文生神恩緣
起400週年。我們的目標是召集全球文生大家庭的成員，為世界上
大約 12 億無家可歸者提供切實的幫助，並促進實現系統性改變。

無家可歸者的定義包括街頭無家可歸者；難民和國內流離失所
者；以及那些生活在貧民窟和住房不足的人。 

在整個文生大家庭的幫助下，無家可歸者聯盟正在努力為全球成
千上萬無家可歸者的生活帶來真正的可持續改變，具體體現在：

•  鼓勵新服務的發展；
•  建立文生大家庭不同團體之間的聯繫，在無家可歸者的廣闊範

圍內展開合作；
•  支持和培養現有和新湧現的領導者；
•  在文生大家庭所在的不同區域分享最佳實踐；
•  在國家/地區、區域和全球範圍內為支持無家可歸者進行社會

結構性變革開展遊說；
•  開發和提供支持這一倡議的信息材料，以反映我們共同的聖文

生的靈修。

有關這個聯盟的 目標和計劃的更多詳情，請訪問我們的網
站：vfhomelessalliance.org

立即登錄我們的網站並註冊成為聯盟會員。您將可訪問信息材
料、聯繫研究中心、獲得培訓機會、參加會議等。

文生大家庭無家可歸者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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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讓我們與眾不同？

文生大家庭在許多不同的地區擁有 400 年服務貧困者的傳統，
包括服務無家可歸者。從這個意義上說，文生大家庭無家可歸者
聯盟的使命對於世界各地的大多數遣使會會員來說是非常熟悉的
領域。但是，儘管文生大家庭和無家可歸者有緊密的合作，但通
常與具有相同慈善目的和使命的其他大家庭的成員沒有太多的合
作。

聯盟現在正在提供使文生大家庭成員匯聚一堂的機會，讓大家講
述自己的故事，分享他們的知識，並在當地合作，以實現造福無
家可歸者的全球共同目標。 

這些目標包括建立世界上第一幅文生大家庭無家可歸者工作地
圖；創建一個交流網絡，這樣我們就可以分享彼此的經驗和知
識；在聯合國和其他全球機構為無家可歸者發出真誠的文生大家
庭的聲音。最後，我們還致力於促成一系列以合作和行動為基礎
的項目，這些項目將真正改善世界各地無家可歸者的生活。我們
改善無家可歸者生活的一個例子就是13 棟房子運動。

文生大家庭無家可歸者聯盟

“   當你從祈禱或感恩祭中被召去服務窮人時，你
沒有失去什麼，因為服務窮人就是走向天主。 

你肯定會在窮人的臉上看到天主。

聖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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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在考慮我們今天可如何共同努力，切實解決無家可歸者問題時，
我們從近 400 年前文生大家庭的合作工作中獲得了靈感。

在 1643 年，文生獲得路易十三提供的相當於 今天100 萬美元的捐
款，來從事他的遣使會的使命。文生選擇用這筆錢在遣使會的母
院--聖拉匝祿會院附近建了 13 所小房子來照顧被遺棄的孩子。這
些房子和照顧孩子們的持續費用由婦女善會承擔，而 仁愛會的修
女們負責照顧孩子們。通過攜手合作，文生大家庭幫助了成千上
萬的兒童，讓他們不會死在大街上。 

但這種文生大家庭的合作夥伴關係為無家可歸者做了更多。它
向 Alsace Lorraine 戰爭區域的流離失所者提供援助，並為逃離
戰區的難民提供支助和住房。它在 1652 年提供了 Name of Jesus 
Hospice（耶穌聖名救濟院），為居住在巴黎街頭或貧民窟的
老人提供住所、衣服、食物和培訓。它負責發起了 Les Petites 
Ecoles（小學校），將識字、計算和教育的禮物帶給窮人，使他
們能夠擺脫往往以無家可歸作為結局的世代貧困。 

今天，我們面臨著與當年文生同樣的問題，而且更加全球性的問
題。在地球 70 億人口中，大約有 12 億人無家可歸，他們流離失
所，生活在貧民窟或城市街道上。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最需要的時
候被拒之門外，這讓他們想起了路加福音中的描述耶穌誕生的童
年故事中黯然失色的話：“客棧里為他們沒有地方。”(路2: 7)

我們深受文生的 13 棟房子鼓舞。他看到了需求，並以具體行動予
以回應。今天，我們看到了超過 10 億男人、女人和孩子們的需
要。

13 棟房子運動是為了響應他們的需要而發起的；學習和借鑒聖文
生自己的精神。

13 棟房子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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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對於我們而言，文生的 13 棟房子是靈感而不是公式。如今的 13 棟
房子項目將不可避免地在每個國家/地區因當地社區的需要而看起
來不同。在一些地方，可以為無家可歸者開發住房或避難所。這可
以是對廢棄公寓的翻新，或者是開發一個急需的流動廚房，讓最貧
窮的人可圍著桌子吃頓飯。這可以是一個訪問項目，旨在歡迎難
民進入一個國家/地區或在世界各地的各個難民營中向他們提供支
助。這可以是一個您已經在計劃的項目，也可以是一個尚未構思
的項目。無論採取何種形式，這都是一種地方性的、務實的應對措
施，長期目標是解決無家可歸這一全球性問題。

我們想要達到什麼目標

我們希望 13 棟房子運動在未來 3-5 年內改善全世界 10,000 名無家
可歸者的生活。除此之外，我們希望在遣使會大家庭開展工作的所
有 156 個國家/地區都看到 13 棟房子項目。聯盟在幫助最貧窮的人
方面雄心勃勃--因為聖文生教我們要這樣做。

13 棟房子運動

“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在这个痛苦呻吟的世界中保持消
极呢

   真福奥撒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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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棟房子如何變成現實？

需要您的幫助。

13 棟房子運動依靠當地文生大家庭成員的創造力和通力合作。它
可能是兩個屬於文生大家庭中的團體之間的合作關係，也可能是
志同道合的群體之間的合作關係。聖文生教導我們，集中資源和
承諾會增強我們的影響力。

在大多數情況下，開發的項目將包括提供和/或改善住房作為其
核心目標之一。然而，除了這些之外，我們還應該從聖文生提
供額外支持來幫助窮人擺脫貧困的方法中獲得靈感。一個主要
的例子是通過教授特殊技能幫助打破貧困和無家可歸惡性循環
的“Petites Ecoles”。

聯盟將向您提供怎樣的支持？

Members of the FHA have access to a wide range of resources that 
help in the development of 13 Houses projects. These include: 

•  可幫助計劃、管理項目和為項目籌集資金的模板
•  與文生大家庭其他成員合作的機會：

◊	 交流知識和專業知識
◊	 在富人和窮人之間架起橋樑r

•  在 聯盟網站和社交媒體上展示項目範例，以提高人們的意識。
•  參加區域和國際會議，以驗證想法並向他人學習
•  為您的計劃提供財政支援（通過 Solidarity Fund（團結基金）

，具體取決於資格）
•  必要時提供一對一支持以開發當地項目。

如何參與

參與 13 棟房子運動的方式有多種。

13 棟房子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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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創建 13 棟房子項目

不管規模大小，任何 13 棟房子項目都是從想法開始。如果您看到
社區有人經歷了某種形式的無家可歸，我們誠邀您思考這個典型的
富有文生精神的問題：必須做些什麼？

將您的想法寫下來並與文生大家庭的其他團體討論，和/或與可幫
助將想法變成現實的合作夥伴討論。不要忘記和您最終想要幫助的
人交談。如同聖文生說的那樣，“窮人可以教你很多東西”。 

在確定了對您想法的需求和支持之後，使用成為聯盟成員後可以訪
問的項目開發工具，進一步構思您的想法，並評估應該採取什麼路
徑來將您的項目帶入下一個階段。 

此外，請考慮當地和/或全球合作如何為您提供幫助。文生大家庭
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可能會有其他國家/地區的人們可以與您分
享他們在類似項目中的經驗。聯盟會隨時為您提供支持。我們的在
線平台提供了討論想法或現有項目並與文生大家庭其他成員聯繫尋
求支持的機會。我們總是很高興傾聽您的項目以及我們可如何為您
提供幫助！

13 棟房子運動

“   我現在完全相信，當一個人做了一件善事，他不
必擔心錢會從哪裡來：錢總是會來的。 

    真福奧撒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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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支持團結基金

團結基金用以支持較貧窮的文生大家庭的成員獲得實現其 13 棟房
子項目所需的重要資金。通過向團結基金捐款，您可以向沒有資
金的國家/地區和成員提供財政援助，幫助他們自己社區中最貧困
的人。團結基金由遣使會國際基金管理和分發。如果您有能力捐
贈，請先通過 FHA.info@famvin.org 聯繫 文生大家庭無家可歸者
聯盟，我們將向您提供更多信息。

III.   貢獻您的專業知識

如果您在特定領域具有淵博知識，為何不將該等專業知識提供給
更廣泛的文生大家庭？許多個人、團體和大家庭的成員都有很好
的想法，但卻缺乏實現這些想法的資源。您的專業知識可能正是
我們所需要的，並能幫助我們將 13 棟房子項目提升到新的水平。
聯繫 無家可歸者聯盟，讓我們了解您的專業背景，當我們認為其
他國家/地區的文生大家庭可能將從您的技能中受益時，我們會告
知您。

IV. 成為改善宣傳者

通過與您的朋友、教會團體或工作場所談論，支持 13 棟房子運
動。通過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分享文章和鼓勵人們成為無家可歸
者聯盟成員，幫助我們提高對全球無家可歸者規模的認識。在 
TWITTER 和 FACEBOOK 上關注我們自己的社交媒體平台。您
可以在這份傳單的末尾找到詳情。

13 棟房子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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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時候啟動？

您可以在任何階段加入這場運動。 13 棟房子運動將持續 3-5 年：

2018 年 9 月 - 在幾個面臨不同地理、文化和經濟挑戰和不同的財力
和人力資源水平的國家/地區開展試點階段。這讓 聯盟 可詳細了解 
13 棟房子運動的實施情況並作出調整。 

2018 年 11 月 - 在羅馬 聯盟會議上發起全球運動。本次會議第一次
提供了了解文生大家庭當前踐行者、發展合作和考慮潛在項目的機
會。

2018 年 12 月之後 - 在世界各地開發 13 棟房子項目。聯盟可在此階
段提供支持。

13 棟房子運動的靈感來自文生的經歷，他的行動和承諾，以及他
對我們合作時將發揮最大效果的理解。我們邀請文生大家庭的所有
成員成為全球團結一起，同舟共濟的一部分，並使用這場運動作
為“用全新的愛獻身於為窮人服務，甚至尋找最貧窮和最被拋棄的

人”(聖文生) 的契機。

13 棟房子運動

“   我知道你正在匯集所有努力，以便你可以一心
一意，以實現天主旨意的願望來行事。  
  

           聖路易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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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聯繫

我們誠邀您隨時與文生大家庭無家可歸者聯盟取得聯繫。我們很
樂意回答您關於聯盟或 13 棟房子運動的任何問題。 

聯繫我們的最佳方式是通過電子郵箱：FHA.info@famvin.org

www.vfhomelessalliance.org

13 棟房子運動

Famvin Homeless Alliance
@vfhomelessalliance

@famvinalliance

famvin-homeless-alliance

@famvinalliance



“   在天主的幫助下，你將繼續在自己的領導和職責
上取得成功，因為我們天主的工作與其說是靠眾
多的人來完成，不如說是靠他所召來的少數人的
忠誠來完成。 

聖文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