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香港九龍德興街 12號興富中心 504室  Tel  2381 9627 

Suite 504 Rightful Centre  Fax  2392 2777 
12 Tak Hing Street, Kowloon  sharing@cedarfund.org 
Hong Kong  www.cedarfund.org 

施達基金會 

「童心童行」兒童及青少年事工報告 

 

有關貧國兒童的情況，聯合國在其網站中發表了以下的資料： 

 

「2015 年 9 月，新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獲得通

過，世界領導人承諾 2030 年以前消除貧窮。但是如果不加快努力，到 2030 年： 

• 近 7,000 萬兒童可能在 5 歲以前死亡，僅在 2030 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截

止年份）就將有 360 萬兒童死亡。 

•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兒童在 5 歲以前死亡的可能性比高收入國家大 10 倍。 

• 生活極端貧困的兒童中，將有十分之九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 逾 6,000 萬小學適齡兒童將失學，和目前失學兒童的數量大致相同，其中將

有超過半數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 

• 童婚新娘將達到約 7.5 億。」 

 

我們衷心感謝你與施達基金會同行，支持我們與海外的教會及基督教機構合作，幫

助發展中國家的兒童。於 2019／2020 年度，施達共資助 14 個兒童事工的夥伴。有

關事工所在地及數目如下：  

• 中國 — 3 個項目 

• 印尼 — 1 個項目 

• 印度 — 2 個項目 

• 孟加拉 — 2 個項目 

• 緬甸 — 4 個項目 

• 黎巴嫩* — 2 個項目 

• 津巴布韋 — 2 個項目  

• 埃塞俄比亞 — 1 個項目 

17 個項目的直接受惠人次為 665,289。*當中我們在黎巴嫩支持夥伴製作多範疇教

育節目，獲廣泛地區的難民及失學兒童等收看，年度受惠人次達 65 萬。 

 
 

以下介紹的項目是由我們在非洲津巴布韋的夥伴 Family Aids Caring Trust （FACT）

執行。 

 
 



2 

 

Family Aids Caring Trust（FACT）介紹 

FACT 於 1987 年成立，是一間基督教機構。他們與各個社區共同合作，為愛滋病病

毒帶菌者及其家庭提供整全的照顧及支持，以減輕愛滋病帶來的影響。FACT 致力保

護受愛滋病影響的兒童，使他們免受虐待及歧視之餘，更讓兒童有獲得健康成長的機

會。施達與 FACT 合作超過 15 年，在津巴布韋第四大城市穆塔雷（Mutare）三個貧

困的郊區為受愛滋病病毒感染的兒童和家庭，以及其社區提供服務。 

 

項目資料 

項目名稱：為受愛滋病病毒感染和影響的兒童及家庭充權 

項目推行：由 2015 年 6 月開始至 2020 年 7 月結束，為項目最後一期的五年計劃。

而早於兩年前，施達與夥伴共同商議項目於 2020 年結束的安排及過渡期

間的工作，以便當地社區及教會可以延續有關事工 

項目目標：提供生活基本支援和教授謀生技能、為兒童提供心理及社交支援及建立兒

童互助網絡、協助愛滋病孩子與社區共融和發展人際關係 

受助者：愛滋病患者遺孤、受愛滋病毒影響的兒童及家庭 

 
 

項目背景：津巴布韋近年面對嚴重經濟困難，這五年項目計劃開始時（即 2015 年），   

當時失業率高達 80％。當地愛滋病肆虐，在全國 1,480 多萬人口之中，2019 年約有

140 萬人感染愛滋病病毒。世界銀行在 2019 年估算，有 660 萬人活在極度貧窮之下。 

 

我們的項目已經完成了前兩個階段，第一階段（2004 至 2010）側重於直接為兒童提

供學費援助，第二階段（2010 至 2015）着重建立受助者儲蓄習慣和提供小額貸款，

讓他們經營小生意，使受助家庭不僅獲得即時的援助，而且在未來得到經濟保障。

2015 至 2020 年則一方面着意支援受惠兒童或青少年完成學業及接受就業培訓，並

發展家庭和小組企業，讓其家庭擁有收入來源，另一方面致力促進社區的兒童小組自

立，令施達支持的項目順利結束。 

 
 

項目情況 

 

(1) 助學支援：五年計劃內共有 53 名兒童獲得了助學支援， 其中 36 位正在就學，

餘下的已經畢業。以下是 36 位（23 女、13 男）仍獲學費支持的受助者。 

學生級別 受助者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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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 12 位（7 女 5 男） 

中學 16 位（9 女 7 男） 

職業學院 3 位 （3 女） 

大學 5 位 （4 女 1 男） 

 

(2) 提供生活基本支援和教授生活技能 

現共有 85 個兒童及青少年（41 女、44 男）獲得幫助，而累積受助者有 512

名兒童和年輕人。在 85 名受助者中，至少有 24 位青年獲得就業機會，其他

則藉職業培訓掌握新技能，以賺取生活費。 

 

夥伴在少年小組（Kids’ Club）中

舉行了心理及社交支援營會，參

加的兒童來自不同背景，讓他們

可以有多元化交流。項目亦資助

夥伴為朋輩導師作培訓，讓他們

有技巧地以「兄姊」的身分幫助

小組成員解決成長中的疑問。當

地 3 間教會也積極參與服侍，教

會牧師和朋輩導師帶領少年小組

成員查經及探訪他們家庭。 

 

此外，項目支持的儲蓄小組為參與的家庭提供貸款。成員須每月儲蓄，為小組

儲備資金；成員能夠以最低息貸款來開展小生意，從而幫助他們增加收入，使

29 個家庭得以經濟自立。例如施達曾支持受惠者做出租活動帳篷的生意，生

意不俗，受惠者還從收入盈餘中撥出金錢，另購椅子租出，使他們的客戶可一

併租賃帳篷及椅子。此舉既能增加收入，而且提升小生意的競爭力。 

 
 

生命轉化的故事 

 

加尼（Gani，化名） 三歲時被患了愛滋病的母親丟棄，與祖母生活。祖母為了讓加

尼過較好的生活，成為施達資助夥伴於 Dangamvura 地區的儲蓄小組和貸款計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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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我們的項目也為加尼提供營養補給，當時她與祖母的生活還過得可以。夥伴安

排兩位愛心養母（care mothers）照顧加尼，使她能夠更好的成長。 

 

直到 2017 年尾，加尼的祖母獲知感染了愛滋病病毒，可惜沒有其他家人能夠照料，

加尼不得不在 11 歲年幼之時便獨力照顧祖母。愛心養母擔當了加尼母親的角色，陪

伴加尼之餘，也對她的祖母照顧有加，減輕了她不少的壓力。不幸的是，祖母於 2018

年去世，在沒有任何親戚作加尼的監護人下，愛心養母堅決擔起照顧加尼的責任。 

 

夥伴設立的少年小組（Kids’ club）對加尼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朋輩導師的探訪也給

了她鼓勵和支持。小組成員恆常查考聖經，學習敬畏上主。在小組成員的支持下，加

尼在學校表現優異，展現出各種的潛質。踏入青春期的加尼面對各種成長壓力，小組

成員和愛心養母給予她長期支援，並循循善誘，讓她身心康健地成長。 

 

因着施達資助的事工，社區居民不單建立了緊密關係，而且學懂了彼此互助，在主愛

中同行。 

 

回應行動 

 
 

每月港幣 100 元 ＞可讓 1 名兒童接受權益教育* 

＞透過小組形式讓兒童及少年學習兒童權利和性健康知識 

 

每月港幣 400 元 ＞可幫助 2 名被邊緣化兒童在學校學習和參與課外活動* 

＞讓他們在城市平等的接受教育，融入城市生活 

 

每月港幣 800 元 ＞可支持 1 個兒童小組一季的費用 

＞參與杜絕早婚，減低兒童受虐、童工等問題 

 

每月港幣 1,200 元 ＞可資助 1 位居住在貧民窟的兒童上學、參與課外活動、獲得

營養補充、接受健康檢查等* 

*以一年項目費用計算 

 
 

奉獻方法 （請註明「童心童行」） 

1. 網上奉獻：即時網上奉獻，請按此登入 

http://cedarfund.hk/Common/DataForm/DataForm.jsp?DFid=6&charset=big5_hks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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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上「施達基金會」（英文名稱：CEDAR Fund） 

3. 直接存入戶口： 匯豐 600-385678-001／東亞 015-185-68-00931-7SSA 

4. 自動轉賬：請填妥並寄回「定額奉獻銀行自動轉賬授權書」（下載 PDF 檔案） 

5. 信用卡 Visa/ Master Card：網上奉獻或填妥奉獻表格交回 

6. PayMe：掃瞄二維碼捐款  

7. 轉數快（快速支付系統識別碼：3354016）：登入你的網上銀

行，以「轉數快」捐款 

 
 
 

請按以上奉獻方式捐款，然後填妥奉獻表格，連同支票、銀行存款單，或成功過數之

頁面截圖並附上你的姓名、聯絡電話及郵寄地址，以郵寄、電郵或 WhatsApp 方式交

回本會。 

郵寄地址：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3212 號 

電郵：sharing@cedarfund.org 

WhatsApp（只適用於捐款查詢）：5160 7549 

https://link.cedarfund.org/d_form_chi
https://link.cedarfund.org/d_form_c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