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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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蘇丹難民危機亟待救援
為逃避國內的暴力衝突，逃往烏干達北
部地區的南蘇丹難民人數不斷增加。現
時大約有70萬南蘇丹難民棲身烏干達，
當中逾六成是兒童。施達支持Integral 
Alliance (IA) 成員機構，向烏干達北部
的南蘇丹難民提供人道援助。立即行
動，支持施達難民工作。
詳情：www.cedarfu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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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至2017年1月收支報告
本年度累計

16年7月至17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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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6,499
578,986
395,963

3,424
6,154,872
3,570,948
1,635,913
1,120,324

661,692
878,716
856,568

8,724,161
(2,569,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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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自然   
持 續發展

)

然分隔才安全舒適，擁有高科技產
品才快樂。人必須每時每刻都在高
樓大廈和商場中生活，呼吸空調，
曬熒光燈，玩手機，才算「正常」
的人⋯⋯然而耶穌卻說：「你們看
天空的飛鳥，沒有被商品包圍也活
得足夠！你們看野地的百合花，沒
有離家半步卻活得美麗！」

人類不斷用科技把自己與受造世界
分隔，也習慣了消耗極多資源的生
活模式，就不斷破壞天父創造的世
界。商品愈是把人與世界分隔，人
類就愈來愈不習慣在地球居住；人
類消耗資源愈多，地球亦愈來愈不
適合人類居住。這樣，人類就愈要
倚靠科技產品才能生存，惡性循環
就開始了⋯⋯

耶穌無意要我們完全放棄科技，返
回原始人茹毛飲血的生活。他只是
提醒我們，飛鳥沒有空調、沒有防
曬、沒有手機，也能好好生活。百
合花沒有消費、沒有旅遊，生命也
美麗。我們需要向牠們學習簡單的
生活，直接從受造世界獲得滿足。
近年環境問題成為了重要的關注，
不少基督徒都覺得要實踐「關愛受
造世界」（creation care）。我
想，當我們懂得被受造世界去關愛
cared for by the creation），才
懂得去關愛受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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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土地，栽種生命

可有想過，兒童事工也可結合社區
重建和農業發展？
施達緬甸夥伴Fullmoon於20年前設
立院舍，照顧當地受戰亂、天災與
貧窮影響的兒童。自2012年，戰後
的緬甸進一步對世界敞開大門， 海
外企業湧進來開採黃金、礦石、林
木等天然資源。但夥伴認為，農業
發展才能讓戰後社羣分享發展成
果。因此，他們將兒童院舍結合農
業發展，在院舍開闢農地，免費供
給貧農耕作，又教導他們有機種
植。而農民會將部分收成供給院舍
兒童食用。
今日，我們喜見部分接受了農業、
教育和醫護專業訓練的Fullmoon畢
業生，返回戰後的家鄉，以自己的
專業貢獻社羣。願上帝繼續藉着這
羣蒙福的兒童，在緬甸這片土地上
傳遞從上而來的平安和盼望。
登入http://bit.ly/cedar-share233-
cml閱讀全文

讓受造世界關愛我們
馬太福音6章24-34節）

一段非常熟識的經文，施達董事黃
國維博士認為，這段經文不單教導
我們工作和賺錢的態度，也提醒我
們天父創造的世界與我們之間的關
係。可登入http://bit.ly/cedar-
share223-biblestudyx閱讀全文
以下為文章的部分節錄：

經文裏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
也不積蓄在倉裏」就得滿足，百合
花「也不勞苦，也不紡線」亦很美
麗。牠們不單向我們示範無憂慮的
生活，也提醒我們生活上的需要能
夠從天父所創造的世界直接得來，
生命的美麗也不在乎自我營造。

然而，現代人愈來愈不相信受造世
界會供應和看顧我們。我們不單耕
種、紡線，亦不斷發展科技來滿足
自己，又製造許多產品，說這些商
品能提升人的生活質素，叫人美
麗，讓人快樂⋯⋯我們覺得與大自

一雙耕田的手──
專訪農夫阿手

胡應麟(阿手)四年前當上全職農
夫，源於2009年的泰北之行，看見
單一種植帶給農民的惡果，但同時
亦見證如何藉耕種，為他們帶來發
展機遇。阿手驚訝於種子的威力，
足以改變一條村的命運，燃起了他
對農業的興趣。
農耕工作，除了看天，還要看地。
阿手體會到在田裏工作和生活，不
能夠單靠自己的能力，而是要與土
地互相配合。
超貼地的農耕經驗，亦叫阿手對路
加福音4章18節有新的演繹。「『叫
那受壓制的得自由』，為何不是說
讓他們脫貧？」務農讓他發現，自
由不只是讓人擺脫貧窮，還有讓人
可以自主生活。正如農夫，隨四
季、生態和土地的自然變化耕作，
種多少便賣多少，他認為那就是自
主，也是叫人得自由⋯⋯
登入http://bit.ly/cedar-share223-
hk �，更多發掘農夫阿手歸園田居
的生活和未來大計

回歸 • 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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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累計的項目支出接近700萬元，需啟動儲備金應付不敷。  
請以禱告及行動支持施達及夥伴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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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如何安排種植每季合時菜蔬，
建立起村民間的互信和默契。

村民間的關係更為緊密，甚至建立
起信心，進一步商量如何抗衡過度
伐木和捕獵，保育家園環境。TLF
推動當地教會及村民一起規劃保育
森林和溪河，包括植樹造林、開闢
森林防火線、設定溪河休漁期及繁
殖魚苗、收集和保存本土菜蔬的種
子等。經年下來，村民們一同見證
保育的成果，不但溪河裏魚的種類
增多一倍，村民們一起耕作的收成
亦見理想。在初收的日子，大家都

對TLF來說，發展就是讓人得着豐盛
生命的喜樂，就是能夠生活在自
由、平等、具尊嚴、安全和美好的
環境中，能應付基本生活所需，以
及獲得足夠和安全的糧食供應。

從無家無地，到自給共享

離開山區深處的拉祜村落，走到公
路旁的荒地，四處盡是荒土和泥地，
還有一戶戶自行搭建的房屋，那裏
住有五十多戶德昂族（Palaung，
緬甸官方稱為布朗族）家庭。他們
大多於十多二十年前，由緬甸走到
泰北打工，然後留下尋找安居之
處。有的甚至是在泰北生活的第
二代。

泰國的戶口登記制度繁複，加上官
員貪污敗風和不穩政局，許多寄居
泰北的少數民族家庭，除了難以申
請泰國戶籍，連申請非泰籍的戶口
登記亦困難重重。沒有戶籍、沒有
土地，他們只能靠在當地工廠及農
場當散工維生。收入低、工作不
穩，購買糧食已花去逾半的收入。
面對捉襟見肘的生活、沒有戶籍連
帶缺乏生活保障，他們可以在哪裏
尋找出路呢？

施達另一泰北夥伴Upland Holistic 
Development Project (UHDP)，
一直致力以整全社區發展模式 
Holistic Community 
Development)，透過環境保育、經
濟發展、靈性啟發，以及責任與權
利等四方面，協助寄居的少數民族
羣改善生活和生命的素質。這些家

夥伴還教導村民如何運用簡單的材料
製作節柴灶、濾水器、儲水缸等，善
用天然資源改善生活。

UNDP同工教導村民如何用木瓜製作發酵植物
液，用於堆肥、種植和牲畜飼養上

Tui告訴我們，德昂族人除了需要有
更安全和穩定的糧食供應，還有政府
的認同。「他們許多都是早期由緬甸
來的難民，沒有人關心他們的需要，
政府亦對他們有不少誤解。」部分德
昂族人在泰北山區生活超過40年，
但泰國政府一直認為他們只懂刀耕火
種，不斷燒毀和破壞森林環境，因此
不願意讓他們繼續在森林範圍耕種和
生活。夥伴UHDP希望記錄德昂族人
的農耕情況，透過媒體發佈，改變政
府的看法和認知，為這些在該處生活
多年的德昂族人爭取繼續使用原有土
地耕作的權利。

甚麼是發展？從施達泰北夥伴在山區
邊緣社羣的服侍，看見他們如何藉有
機農耕培訓、環境保育、土地倡議和
共享資源，將人帶回上帝創造的秩序
中，重新連結人們與大地、他人和社
羣的關係，分享上帝的美善、完備和
豐富。正如路加福音4章18節所述
的，在神國已然與未然之間，這個世
代末了之前，延續主耶穌的天國使
命：恢復神人關係，恢復人來自神的

回歸自然，復得自由、安全和尊嚴

施達夥伴Thai-Lahu Foundation 
TLF)多年來致力服侍散落於清邁和清
萊的拉祜族村落的居民，但他們所
見到的發展遺禍不止於此。TLF負責
人Praseng牧師仍然記得多年前在清
邁醫院門外所見的情景：一名虛弱
的拉祜族婦女，無助地獨自坐在醫
院門外。那位婦女到清邁打工，不
知道透過哪途徑感染了愛滋病病
毒。由於不懂說泰語，醫院裏又沒
有人懂得拉祜語，結果來到醫院亦
得不到援助。

拉祜族人原本居住森林，靠狩獵和
耕種維生。泰國政府期望隨着農業
改革，釋放原有的農村社區勞動
力，投入城市的工業發展。不少拉
祜族人，特別是年青的一羣，紛紛
到城市工作。自此，愛滋病和毒品
問題亦隨回鄉的務工帶回泰北山區
的拉祜族村落裏。

施達自2008年起支持TLF的工作，
在拉祜族社羣裏提供愛滋病及毒品
預防教育，推動教會照顧受愛滋病
和受毒品影響的家庭。此外，夥伴
亦組織村民學習有機耕作，重建村
裏自給自足、可持續的農耕模式，
讓他們可以留鄉發展之餘，亦可有
安全的糧食供應。

參與項目多年的村民代表回想，過
去他們都是各自耕作和生活，鄰舍
間少有往來。TLF為他們建立了新的
鄰里關係，透過農耕訓練，把村民
組織起來，大家一起商討種植計

尊榮，叫受壓制的得自由，恢復人
與土地的和諧，讓神悅納人的禧
年。這就是發展。

放眼世界，行動實踐

關愛貧窮，除了施予和禱告，不可
少的是簡樸生活的實踐。簡樸的生
活方式，不單是個人忍耐和美德的
操練，更是抗衡那不尊重神和破壞
祂所悉心經營的世界的主流生活文
化和價值。

施達於今年大齋期（復活日前的40
天），預備了六篇「簡樸生活」默
想及行動材料，供教會及信徒使
用，一同省思和實踐主裏的簡樸生
活態度，更新我們與神、與自己、
他人和大地的關係，活出簡樸、關
愛的生命。

詳情可瀏覽「2017大齋期 ─ 簡
樸．減碳．關愛」網頁：
http://cedarfund.org/carbonfast/

1 「綠色革命」是指新農業技術的推廣。第一
次綠色革命於1960年代，提倡透過「雜交」
培養高產量低成本農業品種，並使用大量化
肥、殺蟲劑和農藥，以提升產量。第二次綠
色革命於1990年代初，藉基因改造技術，在
種子裏加入高產量、抗蟲害及抗除草劑的相
關基因，令農作物具抗蟲性。

2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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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 農業發展 把初熟的果子放到村裏教會的祭壇
上，向上帝獻上感恩祭；並於教會
門外擺設宴席，與全村居民，不分
信仰、貧富、種族、性別，一同分
享所得成果。

村民一起預備植樹的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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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發展」的起步，由細小的屋後
空地開始。

夥伴教導村民在屋後的空地開墾作
農地。面積只有半個課室大的後
園，卻種有多種蔬菜。UHDP項目
總監Tui告訴我們，這塊小田所種的
蔬菜，足夠一家人食用，還可以有
餘與鄰舍分享，減省了每月的糧食
開支。

Tui說：「上帝創造世界時，經已預
備了所有農耕種稙所需的養份，只
是人類不斷地破壞，叫土地和環境
變得失衡。」夥伴教導這些寄居家
庭如何與土地共存，以尊重上帝的
創造秩序和自然生態的方式耕作，
那怕只是一片小園地，也可讓他們
復得從地得食的福氣。

德昂族人Mon與太太育有三名子
女，他夫婦倆和兩名分別18歲和
15歲的子女皆當散工維持一家生
活。三年多前，UHDP鼓勵他在屋
後的小空地開墾土地，運用天然
肥料種植合時的菜蔬和香蕉，及
飼養豬隻。多年下來，成效顯著，
他所種的有機菜蔬足夠他一家食
用，省下了購買糧食的錢，還可藉
出售部分作物幫補家計。「現在，
我們終於有餘錢讓最小的兒子上學
讀書了。」

回歸自然  持續發展
整理和撰寫：潘文欣

甚麼是「發展」？怎樣的發展會帶
來建立，怎樣的發展卻帶來破壞？
或許泰國北部山區靠地維生的社
羣，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

綠色革命的毒害

居於泰北山區的拉祜族人(Lahu)，
他們的先祖在過去為尋找適合的耕
地，在泰國、緬甸與老撾三地遷徙
移居，最後選擇在泰北山區定居
下來。

在1960年代，泰國政府參與農業綠
色革命1，鼓勵農民種植新品種的經
濟作物，並採用化肥、殺蟲劑和農
藥以提升產量。拉祜族人亦因此放
棄固有的耕作模式，改為種植單一
作物，向政府借貸，購買種子、肥
料和殺蟲劑。

多年下來，泰國的稻米和粟米的產
量於1961年至2011年這50年間，
分別上升了2.6倍和7.3倍；但同時
間，耕種時投入的化肥劑量也增加
了139倍，而自1993年起計算的殺
蟲劑使用量亦升逾3.6倍。2像拉祜
族人這樣的山區小農，得到的不是
經濟收益，卻是氣候變化和長期不
穩的農產品價格帶來的虧損、不斷
累積的債務、深受化肥農藥污染的
貧瘠土地和水源，還有因長期食用
含重化學物質的食物而積累下來的
健康問題。

村民向上帝獻上初熟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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