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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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封包行動&「大吉利是」募捐計劃
今個農曆年，繼續向遠方貧困家庭送上
愛的祝福，捐出利是錢，以實際行動幫
助亞、非兩洲的貧窮社羣脫貧自立。
詳情＞
http://cedarfund.org/red_packet
查詢＞
2381 9627 鄧先生／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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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至11月收支報告
本年度累計

16年7月至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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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1,639
578,986
343,710

3,173
4,737,508
2,975,209
1,340,338

945,193
661,692
584,964
557,301

7,064,697
(2,327,189

HK$

HK$

HK$
HK$

將愛帶進城市邊陲處

)

善自己的生活，這話今天仍激勵
着她，推動她繼續修讀第二個學位
提升自己。」這位畢業生離開時更
堅持為Abraham支付車費。這看
來很微小的事，但卻祝福着彼此的
生命。

Estifanos Menchegerot是另一位
過去受助的畢業生，他很感激
AAGC的社工Mesker付出的愛和
關懷。過去他是一個令人懊惱的麻
煩小孩，但Mesker很有耐性，定期
到貧民窟探望他，跟進他的情況。
持續的關愛讓他慢慢改變，最近更
在Bahir Dar University的服裝設計
系畢業，在校擔任助理講師一職。
今天，他仍與Mesker和其他同工保
持緊密的關係，亦希望能夠回饋
AAGC，幫助更多與他昔日處境相
近的小朋友。

在城市的邊陲，仍有許多幼小的
生命在困乏和掙扎中成長，「希
望」彷彿離他們很遠。但透過埃塞
俄比亞夥伴生命的服侍，讓我們看
見，藉着持續不斷的關愛和同行，
可以為貧困兒童的未來帶來改變的
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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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的邊陲，仍有許多幼小的
生命在困乏和掙扎中成長，「希
望」彷彿離他們很遠。但透過埃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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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

走進生活中，與貧窮人
同行──莫Sir訪談
訪問、整理：秦韻欣

派發物資、探訪老人院等救濟式的
慈惠關懷，仍是部分香港教會及信
徒參與社會關懷的主要行動。參與
香港社區服務及社工教育工作多年
的莫慶聯（莫Sir）認為，我們在社
區裏可以做的事還有很多。

教會很習慣上帝給予我們東西，見
誰有需要便給他。」莫Sir指出，教
會慣常以由上而下的方式作慈惠關
懷，對貧窮問題亦是如此，鮮有另
類的視野。他認為除了救濟式的援
助，我們還有更多可做的事，但首
要不要高估自己在貧窮人中間的角
色。「不是做幾次服侍便能解決貧
窮，或讓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好。」

基督對我們的教導是要愛鄰舍，關
懷他們的需要，與他們同行。莫Sir
說：「我們常說與貧窮人同行，但
又是否能真正的同行？同行是要進
入他們的世界，了解他們的故事，
安慰和關顧他們的需要。」單從這
樣來看，要關懷貧窮人不算難，真
正難為的是如何與他們同行。當我
們相對地擁有較多資源和能力時，
便容易以施捨的角色回應，但這不
是真正的同行。莫Sir指出，同行就
如「師友計劃」般，需要持續關
懷、探訪，與服侍對象結成朋友，
建立關係。

此外，莫Sir亦提議基督徒可多參與
倡議工作。「很多貧窮（現象）是
由結構性問題產生，但基督徒對社
會認識不足，難以做到政策倡
議。」他建議要先了解更多貧窮人
的需要及貧窮成因，這才能建立他
們的生命及回應貧窮問題，避免因
認知不足，以致力不從心。

莫Sir所說的倡議工作，同樣不是由
上而下的行動。「我們可以協助他
們（貧窮人）做倡議行動，但不是
直接參與（執行），而是組織他
們、賦予他們權力，讓他們發表屬
於自己的意見，發揮他們的潛
能。」莫Sir認為，唯有讓他們感受
到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才能鼓勵
他們站出來發聲，喚起當權者在制
定政策時聆聽他們的聲音，顧及他
們的需要。

今天不少教會及信徒樂意關懷與同
行，但鮮有政策倡議、組織貧窮人
的行動。莫Sir認為，這現象源於教
會在政治及社會議題上傾向持保守
立場，或對「政教分離」的錯誤詮
釋，認為教會的責任是傳福音，領
人歸主。然而，福音不只是三福或
四律，而是連於人的生活，能與人
走在一起，關顧別人的需要。正如
耶穌昔日在地上走進人羣中，親手
撫摸、安慰、醫治貧窮人，與他們
同行。這樣的福音就是如此在我們
的生活彰顯出來。

同行點燃城市貧童的希望

兒童是社會的希望，不少父母都希
望給予子女美好的成長條件。可惜
不是每一個兒童都能獲很良好照
顧，生活在貧民窟裏的小孩，連基
本生活也得不到保障，彷似注定他
們將來的路必然崎嶇難行。

施達埃塞俄比亞的夥伴AAGC
Addis Ababa Guenet 
Church），深深感受到兒童發展
的重要，願與貧民窟中的小孩和他
們的家庭同行逾20個年頭。

AAGC為參加計劃的兒童提供基本
生活、教育和醫療支援，另鼓勵受
助兒童的家長參加互助小組，學習
儲蓄和營商，藉以增加收入維持家
裏生活。待受助兒童畢業後，
AAGC仍會與他們保持聯絡，一同
經歷人生每個重要階段。

現時，統籌畢業生支援計劃的
Abraham Tadasse，與不少畢業
生保持良好關係。他表示，有畢業
生結婚時會邀請他和同工們出席婚
宴，有的更會把他們視作父母，分
享生活裏的喜與悲。

Abraham感恩看見過去受惠的兒
童，今天可以有能力維持家庭生
活；而最叫他感動的是，看到一個
又一個兒童及其家人生命的改變。
有次在街上等的士時遇到一位畢業
生，她說我過去曾教導她要努力改

童心 • 童行 關懷 • 起動

註＞2016年 7月至2017年6月全年經費預算為18,100,608元。
7至11月的項目支出逾590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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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請以禱告及行動支持施達及夥伴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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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青年搭建愛的橋樑

SPTWD為青年人提供職業訓練，幫
忙聯繫僱主。Sem向我們提到一羣
從印度東北來到德里的年輕人：「他
們在貧民窟長大，大多來自貧困家
庭，受過的教育較少，又無技術或
工作經驗，使他們難以投身職場⋯⋯
因為來自外省的關係，這些青年人
常常會受社區排擠，又或難以融入
當地教會，再加上僱主恣意剝削甚
至侮辱，當中有些人會因受情緒困
擾而濫藥。」夥伴看到這羣青年人
的需要，希望可以成為他們與教會
之間的橋樑，協助他們在異鄉建設
支援網絡。

在五光十色的德里，青年人很多時
候都因生活的困迫走歪路，可能會
以盜竊解決生活所需。「若果他們
可以自力更新，那就大大減少他們
與罪惡為伍的可能。」因此，夥伴
計劃與德里的教會合作，為這羣離
鄉別井的年青年人提供培訓。Sem
解釋：「畢竟很多時候他們只是欠
缺一個機會，在看不到出路的情況
下才走偏了，我們正要作黑夜裏的
燈塔，讓他們得見微微曙光。」

讓婦女活得不再一樣

另一邊廂，Sem也跟我們介紹他們
的婦女事工。現時SPTWD有兩個進
行中的社會企業項目，分別是衛生
巾製作，以及縫紉教學與製作的部
分。當中，衛生巾製作項目取得了
顯著的經濟成效，參與的婦女於去
年第四季，可以賺取比預期高出六

縱然如此，對Sem來說，最重要是
做每件事都堅守基督信仰的價值，
像歌羅西書所說，「無論做甚麼，
都要從心裏做，像是給主做的」。
這亦是由始至今，SPTWD一直迎難
而上的動力之源，逐點逐點把基督
的愛帶給更多城市裏的貧窮人。

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
只是⋯⋯
馬太福音26章11節）
撰寫：陳念聰醫生（施達董事）

不少人會提出一個疑問，「耶穌說：
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只是你們不常
有我⋯⋯』（馬太福音26章11節）
那麼我們何必要扶貧呢？只要叫人信
耶穌才是重要！」這是否也是你心裏
的提問？施達前總幹事、現任董事陳
念聰醫生，嘗試貫穿聖經新、舊約，
深入淺出地剖析耶穌在此處的教導，
以及如何應用於今天越趨複雜的世界
裏。你可登入本會網頁： 
http://bit.ly/cedar-share222-bibl
estudy細閱全文，或先閱讀以下內
容撮要：

陳醫生指出，新、舊約聖經多處說到
貧窮」時，不像我們中、英文單單表
達缺乏、困苦的處境，而是描述出背
後的成因，多是別人或社會所引致
的，源於人的罪性。從創世記4章該
隱殺了亞伯被神逐出後建造了一座
城，至創世記11章人們建造巴別
塔，到以賽亞書1章耶路撒冷成了罪
惡之城，剝削、欺壓處處，讓我們看
見城市產生的歷史，好像是人不願服
從神，而城市的罪惡和反叛就這樣延
續下去。

族的矛盾。於是，他回到殺害胞姊
的族人所屬的村落，建校辦學，透
過認識不同種族的文化差異，及跨
種族的運作參與，建立不同種族間
互信的關係，在區內推動以愛報
惡，勝過仇恨。後來，Sem於2003
年成立SPTWD，致力服事棲身於城
市邊陲的邊緣社羣。

印度現時的首都新德里位於德里城
內，一方面受惠於國家的科技發
展，以科技改善貧民生活，例如
推出阿達哈卡，以簡化市民申請福
利的過程；但另一方面，城鄉遷移
令大量農村人口走進城市，同時亦
使失業、環境污染、人口販賣及罪
案等問題加劇，城市貧窮問題越趨
惡化。

城市貧窮的問題，受多方面的因素
影響，要解決絕非易事。然而，
Sem堅定宣告：「上帝的救贖必帶
來生命的蛻變。」他希望透過
SPTWD的工作，讓在城市邊陲掙扎
求存的青年人和婦女經歷蛻變，
找回他們在天父眼中的寶貴價值。
近年，夥伴積極以社會企業及輔助
創業的形式，創造就業機會，讓
青年人和婦女可以有穩定、長期的
收入。

Sem致力以愛服侍貧民窟社羣

聖經可有解決辦法？我們通常參考
利未記25章及申命記15章，特別詳
細說明安息年和禧年，可說是一種
復還的經濟模式(Restorative 
economy)。但現實中，就連以色
列實行了多少個禧年也不肯定。今
天，貧窮人仍然在每一個城市裏，
貧富懸殊仍持續加劇，慘無人道的
欺壓每天發生。

馬利亞以真哪噠香膏抹耶穌的故事
裏，耶穌說：「常有窮人和你們同
在，只是你們不常有我⋯⋯」（馬
太福音26章11節），引用了舊約申
命記15章11節。耶穌除了以「常
有」與「不常」是對比法，帶出門
徒當時還未明白耶穌將要受死這重
點；還藉引用申命記15章，肯定了
該向貧窮人（特別是那些弱勢受欺
壓的）施慈愛的教導，以及反照出
猶大和其他門徒提出疑問背後的真
正動機。

今天，你會如何閱讀這段經文呢？
既然窮人常有，「無論那一座城
裏，你弟兄中若有一個窮人，你不
可忍着心、揝着手不幫補你窮乏的
弟兄。總要向他鬆開手，照他所缺
乏的借給他，補他的不足。」（申
命記15章7-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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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 ‧ 聖言主題 ‧ 城市貧窮 成的月薪，Sem也感到鼓舞。然
而，他更渴望看見的，就是生命的
改變。

Sem與我們分享了Sarita的故事。
Sarita與許多印度婦女一樣，很早
就結婚，但其後丈夫病重及酗酒，
她母親和家翁要求她外出工作掙
錢。在2007年，Sarita來到夥伴的
辦公室，成為了縫紉項目的導師。
她於往後兩年，透過夥伴團隊的晨
禱時間，認識了上帝，更於2009年
受浸。雖然多年來，她一直受婚姻
問題困擾，後來更患上白血病，最
後於2013年安息主懷，日子過得一
點也不容易，但她和藹可親的性格
和樂觀積極的人生態度，成為了很
多縫紉班女孩的榜樣，至今仍影響
着她們的生命。

天父為Sem的團隊預備了一位出色
的項目導師，為項目的學員預備了
一個啟發人心的生命故事。Sem在
Sarita身上看到了天父如何親自尋
找他的兒女，同時亦堅信，只要忠
心服侍，必可讓別人在我們身上看
到主的榮耀。

以信堅持，與主偕行

基督教在印度絕非主流宗教，基督
徒人數只佔全國人口3%，同樣是
社會邊緣裏遭排擠和歧視的一羣，
他們的服侍路一點也不易走。面對
人手缺乏、資源緊絀，連辦公室也
欠缺的情況，加上近來宗教自由越
趨收緊，叫夥伴的服侍倍添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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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和團隊忠心致力與貧窮人同
行，將愛帶進城市邊陲處，展現了
上帝忠僕的服侍生命。新年伊始，
願意我們也與他們一起與主偕行，
在遠方或近處，以愛顧念邊緣處被
壓傷的蘆葦、暗角裏將殘的燈火，
以信將公理傳開，以望等候基督在
地上設立公理。

（

將愛帶進城市邊陲處
訪問、整理：趙雅恩、秦韻欣

印度的經濟發展一日千里，改善貧
窮的腳步難以追上，儘管比起九十
年代，貧窮人口已削減一半，但直
到今天印度仍有多達六億多的貧窮
人口，當中甚至有三至四億仍屬赤
貧（extreme poverty）。與許多
發展中國家一樣，印度同樣要面對
很多社會問題，包括貧富懸殊、城
鄉遷移等。新的一年，施達冀與你
分享發生在印度城市邊陲的故事，
讓我們的新年願望裏，也紀念這些
處於水深火熱中的生命，還有忠心
服侍的主僕。

愛在邊緣社羣中

The Society for Promotion of 
Tribal Welfare and 
Development （SPTWD）是施
達在印度德里的合作夥伴，他們堅
守從上而來的呼召──將上帝的愛
帶給貧窮人，在看似不可能的任務
中，一步一步改善社區的貧窮狀
況；每一步，都是生命的改寫。

這一切的起點，源於機構負責人
Sem Haokip自己的生命故事。90
年代中，印度東部Manipur的村落因
種族衝突，有300人被殺，當中包
括Sem的胞姊。復仇的鬱結一直令
Sem寢食難安，過着被捆綁的日
子。但他意識到，暴力是一個惡性
循環，惟有教育才可從根源化解種

衛生巾製作項目不單能增加婦女收入，更有自主；亦可藉推廣使用衛生巾，減少婦女在經期時
使用碎布而帶來的衛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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