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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 ‧ 同行
本會亟需教會及肢體禱告和定期奉獻，
使我們能適時回應貧窮社羣的需要。
存入＞HSBC 600-385678-001
支票＞抬頭施達基金會/CEDAR FUND
自動轉帳＞cedarfund.org/donate
請寄回相關資料，以便寄發收據。
奉獻HK$100或以上，憑本會收據可
在港申請認可慈善捐款稅項扣減。

非洲扶貧體驗之旅
日期＞2017年4月2-16日（15天）
國家＞津巴布韋及埃塞俄比亞
目的＞與非洲社羣作跨文化接觸，多角
度認識當地的扶貧發展工作
對象＞施達支持者（滿18歲、對扶貧工
作有負擔的基督徒）
費用＞約HK$23,500
詳情＞cedartri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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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至9月收支報告
本年度累計

16年7月至9月
藉 教 會  經 教 會  扶 貧 濟 困

收入 捐款
 撥款
 賑災捐款
 其他收入

支出 發展項目－ 亞洲
                     中國
                     非洲
 災後救援及重建
 推廣拓展
 行政費

盈餘 ／（不敷）

2,384,808
-

85,995
3,121

2,473,924
1,882,076

871,931
873,098
413,431
356,879
335,974

4,733,389
(2,259,465

HK$

HK$

HK$
HK$

津巴布韋．「童」走抗貧路

)

年青難民面對絕望前景
過去我們曾經想過當醫生或老師，
現在我們只能思考如何養活家人，
我們的擔子很重，並非我們的年紀
可以承受的。」一名在土耳其的17
歲敘利亞難民如此說。今年四月發
表了一項關於500多名在約旦、黎
巴嫩、土耳其及伊拉克的15至24歲
青年人的經歷的研究，結果顯示在
中東各國，一整代來自敘利亞及難
民收容國的青年人對前景失去希
望，並準備好冒險前赴歐洲尋求更
好的生活。欠缺機會，受侵犯、剝
削、歧視，行動受限制等，是這羣
逃往鄰近國家的敘利亞青年人的生
活寫照。登入閱讀4月28日的
ePrayer〈年青難民面對絕望前
景〉，繼續為這些經歷戰火的年輕
生命禱告。
http://bit.ly/cedar-
eprayer2016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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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轉化中讓愛連結彼此 ─ 
貧民窟項目事工分享
根據2014年聯合國人居署公布的數
字，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居
於貧民窟。1他們大多數是人均收入
一天低於國際貧窮線1.9美元的低收
入人士。而貧民窟內的居民遇到的
困難並不少，除了收入難以維生、
遭受剝削外，還沒有乾淨的水源，
缺乏衛生設施，以及居住在簡陋結
構的房屋裏。此外，兒童與婦女的
權益被忽視，更不要說接受教育的
機會。惡劣的衛生環境下，加上貧
窮就更加難以抵擋天災和疾病。

對於生活在印度貧民窟的少女
Taranum，被失學、被出嫁、被規
限，可說是她早可預料的人生。她
在五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二，由於家
裏生活艱難，終無法完成學業。她
沒有學識和技能，可以選擇的路非
常有限。

與家人居住在孟加拉貧民窟的印度
裔少女Rainy（假名），亦同樣面對
社會與文化制約的規範。由於是最

低的種性，所以家中靠屍檢、清潔
維生，而且不可以與其他社羣交
流，女孩子亦不允許踏出屋外。
Rainy 15歲那年，父母不理她的意
願和反對，積極安排她出嫁。

感謝上帝讓我們有份於祂的工作，
透過不同夥伴在各國貧民窟的扶貧
發展，讓像Taranum和Rainy那樣
受困於窘迫狹縫中的貧困兒童及青
年，藉加強當地居民和機構之間的
連繫，突破生活和社會制約上的種
種限制，努力拼出不一樣的生活。

想了解Taranum和Rainy的故事結
局，可登入http://bit.ly/cedar-
slumreport20165瀏覽本會於今
年八月撰寫的施達貧民窟事工匯
全文。

1 http://www.un.org/chinese/N
ews/story.asp?NewsID=22704

印尼煙草童工被剝削
印尼是世界第五大的煙草生產地，
全國有超過50萬的煙草農場。人權
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在今
年5月出版的報告指出，當地有數
以千計的童工在環境極度惡劣的煙
草農場工作，有的只得8歲。報告
指出，煙草童工長期接觸尼古丁、
處理有毒化學物質、使用尖銳的工
具、拿取重物和在極高溫下工作，
對他們的健康和發展帶來長久的影
響。登入閱讀6月13日的ePrayer
印尼煙草童工被剝削〉，記念這些
遭漠視與奴役的印尼煙草童工。
http://bit.ly/cedar-
eprayer20160613

e世代 • 禱告 e世代 • 事工匯報

註＞2016年 7月至2017年6月全年經費預算為18,100,608元。
7至9月的項目支出逾360萬元，需啟動儲備金應付不敷。
施達現正支持夥伴進行海地風災救援及也門人道救援工作。  
請以禱告及行動支持施達及夥伴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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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歲的Sibanda(化名)自出生便從母體感染
愛滋病病毒。父母親過身後，他的居所遭近
親霸佔，甚至連診所派發給他的食物亦遭搶
奪，令他身體日漸虛弱。經夥伴Trinity的介
入，Sibanda成功申請父親死亡證明及取得
居所繼承權，並追回多年未發的撫恤金。隨
着生活安穩下來，他的健康亦逐漸改善過來。

讓兒童得享公民權利
兒童活在社羣中，尚要倚賴社會中
不同羣體的支援。然而制度的不公
和人的貪婪，常常深藏於社會組織
之內，令兒童的生活失去保障，權
利被剝奪。施達明白人與社羣關係
的復和同樣是救助兒童脫離貧困的
要素，因此積極聯同夥伴 Trinity 
Project (Trinity) 維護津國弱勢兒童
及孤寡的權利。

在津國，兒童的出生證明保障他們
獲得基本公民權利；而父母的死亡
證也確保他們可繼承應有的遺產。
可惜，繁複的申請手續叫不少人卻
步，致使失去雙親的兒童儼如社會
中的孤島，失去社會賦予的應得權
利和保障。夥伴Trinity積極協助兒

然而這一切的事工所要修補的，是
最根本亦常為人忽略的，就是人和
天父之間的關係。人的內心被自私
貪婪佔據，心中無上帝主宰，衍生
各種剝削、不公和貧窮。貧困兒童
或許是叫我們動了慈心的觸發點，
然而更需要我們着眼的，不只是兒
童本身，而是叫他們陷入貧窮網羅
的背後成因。面對津國種種貪腐、
通脹、農業失收、不公制度等的挑
戰，我們需要結集更多教會群羣的
合作和參與，讓津國小孩獲得適切
的養育和照料。2016將盡，我們祈
願身處香港的教會一同以禱告和親
身參與，支持整體事工發展，讓施
達與海外夥伴能繼續委身服侍。

期望透過為期一年的永續農業訓練，培訓出
30位農耕大使，在社區裏推廣永續農耕技
術，讓更多人可從地得食。

一個珍愛孩子的世界
撒母耳記上1、3及8章）

能給予孩子良好的家庭教養、學校教
育和成長環境，讓他們可以得着光明
的未來，是每一位父母心裏想望能成
的事。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們當認
知上帝已為每個小孩定下了獨特的人
生使命，而作為孩子身邊的父母和師
長，甚或遠方守望和支援的「童行
者」，我們應如何配搭上帝的計劃，
扶助每一位小孩成長？

像耶穌一樣，撒母耳是少數聖經記載
其從懷在母腹至生命最後階段人生事
蹟的人物。總幹事鄺偉文博士
(Raymond)嘗試透過撒母耳的故
事，窺看上帝如何塑造和使用一個人
來完成祂的計劃。你可登入本會網
頁，閱讀全文：
http://bit.ly/cedar-share221-bibl
estudy，或透過以下節錄的要點，
作個人或小組查經。

上帝給予撒母耳一個不錯的家族背
景，是以法蓮的後裔，為的是要藉此
預備他成就上帝的工作。而撒母耳父
母甘心樂意把兒子奉獻給上帝，好讓
撒母耳能在上帝的心意中成長。除了
敬虔的父母，上帝亦賜撒母耳屬靈的
父親以利，在他年幼

津巴布韋．「童」走抗貧路
撰寫：莊力行

對非洲兒童，一般人以至媒體或會
有一種固有概念，就是飢餓和營養
不良。然而，如果我們的目光只聚
焦於此，很容易便忽略了貧窮問題
形成的背景和大環境的各項因素。
非洲國家津巴布韋，一直以天文數
字的高通脹率和高愛滋病感染人口
著稱。愛滋病肆虐拆散許多家庭，
許多孩子自小便失去雙親，生活得
不到保障。

施達多年來聯同當地夥伴發展兒童
事工，除了資助愛滋病遺孤的生活
需要，近年更協助貧困的孤寡家庭
辦理出生證明和承繼遺產等法律程
序，保障他們應有的權益。然而這
一切所要針對的是貧窮背後的根本
成因：社羣中各方面的關係受到破
壞，伴隨而來的是人不能合作，社
會欠缺和諧，帶來族羣、階級之間
的矛盾。我們的參與正是要修補這
些破壞，使社羣生活得到真正、多
方面及持久的改進，從個人層面，
推廣至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

童心為本的更新轉化
人是構成社羣的基本單位，貧窮的
出現，除了是人自身的匱乏，同時
也是人與人之間破碎關係的體現。
人的競爭和傷害導致弱勢的一羣無
法感受愛和生存的價值，欺壓與剝
削將人推向貧窮之中。施達津巴布
韋夥伴Family AIDS Caring Trust 

FACT) 看見愛滋病遺孤因父母雙亡
所帶來的身心靈的脆弱，提供全面
及可持續的遺孤兒童關顧服侍。除
了照顧生計的需要，夥伴更體貼兒
童心靈的狀況，聆聽他們的心聲；
亦訓練項目裏較年長的受助孩子成
為同輩的友師，幫忙關顧較年幼的
兒童，分享健康價值觀，以生命服
侍生命。

修補人與人之間破碎的關係，以愛
重新連結同樣是兒童事工的主要目
的。家庭是兒童成長中不可或缺的
元素，然而父母雙亡的愛滋病遺
孤，大多由祖父母或兄姊照顧。祖
父母與孩子的年紀相距較遠，雙方
關係不時出現張力。健康的家庭關
係有助孩子獲得適切的關愛，因此
夥伴FACT致力支援家庭復和工作，
包括為這些祖父母舉行工作坊，探
討與新生代的關係和教養技巧，教
會義工亦會定期關心愛滋病遺孤的
家庭，尤其探訪那些由兄姊當家的
家庭，盡力提供協助。

在津國，許多家庭每天只能拿出僅夠購買當日
糧食的金錢。FACT的祖父母儲蓄小組成員除
了學習日常理財和儲蓄，還於去年聖誕節前
夕，用所儲蓄得來的金錢購買糧食和日用品共
享，一起過豐足的聖誕節。

至長成的過程中，在他身邊教導和
裝備他，成為上帝合用的人，以致
上帝重新藉撒母耳向以色列人說話
時，懂得辨識，並回應上帝的呼召
和啟示。

養育孩童，除了父母外，還有整個
羣體的參與。每個在我們身邊出現
的孩子都可能被神大大使用。我們
都有一個神聖的責任去打造一個適
合兒童成長的世界，讓他們在當中
可以完全發展上帝給予他們的潛
能，成就他們生命裏獨特的人生使
命，讓世人得見上帝的榮耀。

反思問題：
1. 你認為上帝給了你這家族背景有
甚麼用意？
2. 你如何可為自己的兒女甚至其他
孩童尋找神給他們的人生使命？
3. 你有否投放時間和資源去培育下
一代？
4. 你是否樂意讓身邊的人協助你教
導你的兒女？又是否願意同樣地服
侍你親友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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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 ‧ 聖言主題 ‧ 兒童事工

童追討他們應得的權利，如協助孤
兒申請已故家長的死亡證明及居所
繼承權，或解決遺產被吞併的問
題。Trinity亦連繫當地15間教會，
透過開辦兒童聚會 (kids club) 以提
升他們對自身權益的認知，使他們
往後能在社會有尊嚴地過活。

讓兒童得溫飽
津國是一個以農業主導的社會，氣
候變化帶來逾年的乾旱，加上傳統
農耕造成過度的開墾加速水土流
失，導致農作物嚴重失收，直接影
響當地家庭的收入，甚至連自供自
給的溫飽也未能滿足。因此，施達
夥拍新夥伴Foundations for 
Farming (FfF) 開展名為「我不再捱
餓」 (I Was Hungry) 保護性農業
培訓計劃，目標在提醒農民在耕作
時須把對土壤的破壞減至最小，藉
可持續的方式善用自然資源，好好
顧惜土地，來修補人與自然世界間
已破壞的關係，讓人能繼續透過
地，得享上帝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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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達兒童事工項目概覽
施達現正在孟加拉、印度、緬甸、
尼泊爾、中國、埃塞俄比亞和津巴
布韋，與12個基督教機構攜手，設
有12個項目，幫助逾4,482名兒
童。項目內容包括：
全人關懷
資助兒童基本生活
提供心靈培育
保護和救助容易遭販賣的兒童
協助兒童維護權益，免受剝削
提供教育支援
社區為本
訓練和裝備社區領袖和老師，為兒
童提供適切的支援
成立社區支援小組關注兒童權益，
改善兒童的生活環境
舉辦關注人口販賣社區教育活動、
保護區內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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