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僕⼈伙伴機構】聆聽計劃
結果概要
機構使命：我們與城裡貧困區的鄰舍尋求神的平安和更新
聆聽計劃的⽬的是更清晰，更深⼊地了解新冠
肺炎疫情和種族歧視暴⼒怎樣影響住在市中⼼
東端的鄰舍。利⽤僕⼈伙伴的【九個社會更新
象徵】的概念作爲基礎，我們在2020年8⽉和9
⽉份我們訪問了139位鄰居。

疫情對本區頭三⼤影響

1. 社區空間和活動的關閉

疫情中社區空間和活動的關閉為所有鄰舍的福
祉造成最嚴重的影響。鄰居經常在回應中說，
他們失去了⽇常感，與社區不同⼈的聯繫以及
在社區中互相幫助的機會。這證明了居住在這
區的⼈很希望與他的鄰舍聯繫和合⼀⾯對困
難，具有強烈的毅⼒和關懷。
"It was my social connection.
It had people I know and people that need me."

社區各空間和活動是我的社交關係的核⼼。
那裡有我認識的⼈和需要我的⼈。”（中⽂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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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聆聽了誰？
在 位受訪者中
139

79%

是⼥性

61%

是單⾝

...

住在
廉價房屋
70%

來⾃20個不同原住⺠⺠族
和30個其他種族背景
個⼤宗教傳統，還有其他
屬靈背景
55%是有⼩孩在家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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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孩的學習

"My husband and I don't understand the homework - English is not our first language.
We can't help our kids. “

因為英⽂不是我們的⺟語，我與我丈夫也不明⽩孩⼦
的功課。我們沒辦法幫左我們的⼩孩。“ （中⽂翻譯）
“

兒童學習的困難對原住⺠和⽩⼈家庭影響最⼤，並對
有⾊⼈家庭第⼆⼤的影響。尤其是在沒有⾜夠技術⽀
持的情況下，網上教育對⼩孩和家⻑是⼀個⼤挑戰。
各家⻑提出的頭兩個請求是：教師和學校應提供更多
在家教學的資源，並需要補習的協助。

3. ⼼理和情緒健康

⾃疫情的開始，有84％的鄰居表⽰⾃⼰的情緒
和⼼理健康被負⾯地影響。許多⼈分享個⼈體
驗到壓⼒、孤⽴、恐懼、焦慮、擔⼼、悲傷、
憤怒和⽣活無把握等感受。
區內種族主義，歧視和針對亞裔⼈⼠的仇恨的
增加也加劇了鄰居的恐懼感。42％的受訪者表
⽰個⼈經歷過暴⼒，種族主義，歧視或警察暴
⾏的負⾯影響。 許多⼈分享不同的⾃我護理以
及適當的⽂化活動，來幫助⼼理和情緒平衡。

單⾝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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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no time to rest, to engage in cultural
practices, and to experience and work through
grief. I and others had to sing someone on who
died on the street, without a proper place and
materials to conduct the ceremony."

我都沒有時間休息，或從事[我
原住⺠的]⽂化習俗，經歷和處
理⾃⼰的哀傷。有⼀天我與其
他⼈在街上⾒到⼀個已死掉的
⼈，但沒有適當地⽅和物資為
他安排⼈終的儀式，只可在街
上為他唱哀歌，讓他安
息。“（中⽂翻譯）

“

更多關鍵發現：

％的單⾝婦⼥告訴了我們，失去賺錢能⼒對她們有
嚴重影響；這是對她們第三最⼤影響的⽅⾯。 除了單
⾝婦⼥之外，還有許多鄰居還需要並希望得到適當⼯
作以補充政府援助和/或作社交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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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COVID-19 started I lost my job working in a kitchen preparing food for neighbours. After preparing
food I would have conversations with my neighbours and I really enjoyed the in-person connection. My
job had to cut down on staff as a result I was let go. They offered to pay me a leave of absence but I
didn't feel comfortable getting paid and not working. I liked having something to fill my time."

疫情開始時，我失去了在廚房裏為鄰居準備⻝物的⼯作。先前，
準備⻝物後，我會與鄰居交談；我真的很享受這種⾯對⾯的關係。
最終由於公司要裁減員⼯，我就被解雇。雇主提議給我帶薪休假，
但我拒絕了因為覺得沒理由不做⼯但仍然收薪。我喜歡有東西做來
過我的時間。”
％的華裔⻑者談到疫情對他們發展創意愛好和享受
華⼈⻑者： 62戶外⼤⾃然美麗的機會有重⼤或嚴重影響。
除了擔⼼
感染病毒之外，他們還說，由於針對亞裔⼈的仇恨增
加，他們在街道⾏⾛或公園散步時有懼怕的感覺。
“

最近有⼀天我出去買菜的時候，突然有⼀名⽩⼈男⼈很⼤聲對我説 “Chinese! Chinese!
華⼈！華⼈！）” 他也對我說 ”F***!” 我⽴刻開始跑⾛，離開他，但我看他也開始跑，想
追我。我就⾛向UGM，⼀路⾛⼀⾛呼喊”HELP! HELP! （救命！救命！）” 那個男⼈就沒
有繼續追我。那時候我很怕，沒試過那麼嚇⼈的事情。我知道那個⼈是歧視我們中國⼈。
⾃從那個事情發⽣，我⼼中有陰影。特別在晚上，我現在我覺得不安全出街。”
“
(

疫情多⽅⾯的影響...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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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鄰居說，他們賺錢的能⼒受到重⼤或嚴重影響。 除了收⼊
之外，他們還失去了社交互動，善⽤時間和參與社區的機會；這些
也是常規就業和/或酬⾦⼯作所帶來的機會。
英語對話是在學英⽂的成年⼈普遍的學習重點；我們聽了他們正在
尋找更多⾯對⾯練習的機會！
在家庭成員之間關係的⽅⾯，我們聽了最多值得感恩的機會；但同
時也有悲傷和壓⼒。因為他們有更多時間在⼀起，23％的家庭表
⽰疫情改善了家⼈之間的關係。 他們描述，當他們故意使⽤這些
時間來更深⼊彼此了解時，他們在情感上共同成⻑，更加親切了。
疫情對31％的鄰居的健康和獲得醫療服務的能⼒有重⼤或嚴重的影
響。 47％的原住⺠鄰居表⽰他們的健康受到重⼤或嚴重的影響。
在⼋⽉和九⽉份，疫情對我們鄰舍獲得健康⻝物能⼒的影響是最
⼩。 52％的受訪者提到使⽤了免費及廉價⻝物服務。
在疫情期間，我們鄰舍形容他們個⼈信仰習俗是受到第⼆最多改善
的⽅⾯；這是我們原住⺠鄰舍受到最多改善的⽅⾯。54％的基督徒
受訪者分享禱告是他們在這期間裡增加得最多的屬靈操練。
當鄰舍分享關於他們發展創意愛好和享受戶外⼤⾃然美麗的機會，
享受⼤⾃然是最重複的主題。 儘管許多鄰居⾮常同情，但區内的帳
篷城對他們使⽤區内的公園的確有重⼤的影響，並影響了他們在區
内和戶外的安全感。 為住在帳篷城的鄰舍，我們需要更多永久性、
可負擔和補助房屋。
總體上，誰受到最⼤的影響？
透過檢查"僕⼈伙伴" 的【九
個象徵】中的所有影響⽅
⾯，我們發現疫情對“其他
有⾊⼈種”的影響總體上是
最嚴重。
儘管⽩⼈和華裔⻑者有某些
⽅⾯受到疫情的嚴重影響，
但考慮到所有⽅⾯，與原住
括號中的數字表⽰受訪者⼈數。有些問題有更多⼈回答，所以這數字顯 ⺠和其他有⾊⼈種相⽐，他
⽰最低和最⾼的受訪者⼈數。我們⽤這些⼈的回應來計算平均百分⽐。
們所受到的影響是少⼀些。

情緒
⾁體

⼼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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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影響：種族暴⼒，歧視和服藥過量

我為警察暴⾏的受害者感到難過。 我擔⼼警察會不公平地施法。
我覺得⼈⼈應有權享有平安的⽣活，特別是因此⽽逃離家園的難
⺠和移⺠。他們為了⽣活安全來到這裡，但現在卻要在不安全的
地⽅居住。⾃從9/11襲擊後我也懼怕戴我的宗教的蓋頭圍⼱。我
經歷過很多次被⼈歧視，⽽且因為歧視的故事和事件沒有停過，
我出⾨時仍然有陰影和懷着害怕的感覺。"（中⽂翻譯）

“

當回答有區內種族暴⼒和安全感的問題時，
各⼈的分享歸納在這四個重點：
1.區內種族暴⼒和歧視的事件正在上升
⾃疫情的開始，有69％的原住⺠鄰居和55%有⾊⼈表
⽰他們的個⼈安全感被與種族有關的暴⼒⾏為負⾯地
影響。鄰居也對基督教教會如何可以解決教會內的和
社會中的種族不公義有很多想法。
2. 居⺠缺乏安全性感
東亞和東南亞裔⼈的安全感被嚴重影響的⽐例最⾼。
3.警察在區內既有幫助⼜有負⾯的影響
22％的受訪者與警察有負⾯經歷。
20％的受訪者表⽰警察對他們的安全感有正⾯影響。
4.服藥過量
根據卑詩省死因裁判官統計，今年年頭到⼗⽉底，在
溫哥華沿海地區 (Vancouver Coastal Health) 有379⼈因
為服藥過量死亡。這數⽬超過新冠肺炎疫情導致死亡
的⼈更多，讓區內很多⼈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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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eel sad for the victims of police
brutality. I worry that the police are
not fair.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live in peace, especially refugees
and immigrants who fled their
homes for this reason. They came
to feel safer but now they do not. I
used to fear wearing hijab after
9/11. I've experienced
discrimination many times before
and I still fear going outside
because of ongoing stories of
discrimination."

"I tell my children to only speak in
English."

我現在對我孩⼦們說，
在公眾地⽅時，只好說
英語，不要說我們的⺟
語。“
（中⽂翻譯）

“

"In the past 6 months, two people
have overdosed in front of our house.
It's been very harrowing for me and
my family. In one case, we were able
to pray over the overdosing individual
as paramedics tried to revive him for
over an hour. The increase in drug use
and overdosing is crazy."

在過去的六個⽉中，有
兩個⼈在我們家⾨前服藥
過量後死亡。這對我和我
的家⼈來說都⾮常令⼈悲
慘。有⼀次，我們為了⼀
位服藥過量的⼈祈禱，護
理⼈員⽤了⼀個多⼩時在
嘗試使他恢復。吸毒和服
藥過量真的正在瘋狂地增
加。“（中⽂翻譯）
“

需要多⽅⾯的回應才能讓我們⼀起興旺！

...
我們⾮常感謝所有抽出寶貴時間並分享個⼈經驗的鄰居，讓我們能撰寫本報告！
我們很期待與您⼀起回應社區的困難，攜⼿建⽴和共同應對困難⾏動。我們相信我
們⼀起可以創意地建⽴在這區和各街坊鄰居的毅⼒，同情⼼和互相照應的⼼；彼此
相來加強我們的社區聯繫。這能讓我們從疫情中復蘇和⼀起⾝⼼靈能夠興旺！
如果您想分享您對社區正⾯改變的主意，或對聆聽計劃有任何疑問，
請致電 604-729-7246 與「僕⼈伙伴」機構同⼯
歐陽⼩姐 連繫！（粵/國/英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