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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達赤腳行2017
今年11月，我們將續辦施達赤腳行活
動，籌款支持亞洲地區打擊人口販賣。
日期>2017年11月4日（六）
時間>下午3時至6時
集合地點>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將軍澳唐俊街6號)
活動內容>赤腳步行丶體驗活動
報名詳情>cedarwalk.org

施達赤腳行2017
今年11月，我們將續辦施達赤腳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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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7年11月4日（六）
時間>下午3時至6時
集合地點>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將軍澳唐俊街6號)
活動內容>赤腳步行丶體驗活動
報名詳情>cedarwal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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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教會─
社羣發展的本土力量

出走教會後的歸回 — 從
組織推動教會
訪問和整理：秦韻欣

由昔日傳教士來華，教會與香港的
社區發展理應是密不可分。然而，
近年在社會上愈來愈多聲音認為，
教會在不少社會議題上缺席，只偏
頗部分教會感興趣的題目。社區組
織「香港公民」的組織者文國輝先
生（Daniel）指出，不少教會有參
與社關，但缺乏對自身社區的認
識，未必能看到背後的問題。

香港公民」的主要工作是組織社
區，當中包括推動教會。他們其中
一個重點項目是社區聆聽，期望能
藉聆聽社區人士的聲音，讓他們看
見問題，了解成因，然後回應。
Daniel分享有一間教會，區內有不
少視障朋友在經過停車場出入口
時，因沒有引路徑，難以防範出入
的車輛。Daniel鼓勵教會相約視障
朋友，聆聽他們的需要，一起商討
回應行動。Daniel認為，這增加了
教會與鄰舍、社區的關係，是一個
好開始。

教會與公共──
三位牧者談社會關懷
訪問和整理：Tony

施達與幾位積極關懷社會的牧者、
老師進行了一次訪談，就推動教會
關懷社會交流經驗。他們是陳明泉
牧師（旺角浸信會副主任）、區秉
中老師（牧職神學院講師及啟德平
安福音堂執事）和張苑心姑娘（循
道衛理聯合教會總議會宣教師），
三位都不約而同地期望教會可以成
為社羣的公共空間。

近年關注教會參與社會事務的聲音
多了，對此，區老師提出思考教會
可以在社區發揮甚麼作用？有街坊
覺得教會好像私人俱樂部，他認為
教會應當是上帝給予社區的空間，
牧者、信徒只是負責管理，所有人
都可以進出、享用。

區老師的教會附設有一個社區中
心，服侍區內居民，其中包括南亞
裔移民。他憶述教會初時希望以社
會服務作為傳福音途徑，但隨着服
侍越多的羣體，他們學習到服侍本
身其實也是個重要的使命。

教會最美麗的圖畫，不是物以類
聚。」陳牧師回應道。他希望教會
可以成為一個Social inclusion（社
會包容）的地方，不同種族、階層
和背景的人都可以在教會內成為彼
此的朋友，坦誠分享而不會感受到
壓力。不單是富裕的人施予式地幫
助窮困的人，窮乏的也可以幫助物
質豐盛的，在教會裏是一種互相同
行的關係。

然而，教會要與社區人士建立關
係，不是只留在教會內等待街坊進
來才去關心。張姑娘認為這需要教
會內每個人也有意識。在教會聚會
中，除當值同工外，弟兄姊妹也可
主動關心走進教會的人，因為教會
的空間是屬於大家的，是一個讓不
同的人走在一起互相關心的地方。

最後，談到教會及牧者可以如何幫
助關社的信徒找到信仰的支點，大
家認同靈性在社會關懷中擔當重要
角色，教會需要幫助信徒將屬靈生
命和社會參與連繫，其中，教會講
壇裏有關社會關懷的信息宣講更是
不可或缺。

訪談全文：
http://bit.ly/cedar-share226-hk1

關懷 • 起動

基督教教內外一直有聲音批評教會
內聚，Daniel對此有不同想法。他
認為教會是需要內聚，牧者與弟兄
姊妹能彼此聆聽，了解更多。
Daniel舉例，有教會的牧師在一次
崇拜後舉行聆聽會。有參與的姊妹
首次聽到一位年長弟兄分享，說他
平日的生活就是每天坐在公園裏。
她每星期崇拜都會看到伯伯，但從
來不知道他的生活是怎樣。Daniel
希望「香港公民」的活動能讓弟兄
姊妹先在教會裏學習聆聽和關懷，
進而推至關懷社區需要。

今年六月，「香港公民」舉辦了石
硤尾社區歷史導賞團，期望讓參加
者認識到教會昔日在社區的角色，
放諸現在，同樣能夠做到。Daniel
強調，民主不只是政治和選舉，更
是生活──民主是生活。他希望教
會重新思考何為民主和社會參與，
並藉此推動更多信徒起來關心和參
與社會，認清背後的核心問題。

更多訪問內容，請瀏覽：
http://bit.ly/cedar-share226-hk2

註＞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全年經費預算為17,317,310元。
7至8月的項目支出逾360萬元，需啟動儲備金應付不敷。  
施達於9月撥款支持也門人道救援、印度中部旱災救援及南亞水災救援工作。香港政府亦從
賑災基金撥款280多萬元，援助施達夥伴在印度北部的水災救援。
請以禱告及行動支持施達及夥伴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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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於2015年進一步加強對教會的
支援，教授扶貧發展、兒童權利、
災害管理、性別平等、社區健康與
環境保育等議題，裝備教會擔當社
區發展推動者的角色，為整體社區
注入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我們樂見
有參與的地方教會接受第二階段的
培訓後，更清晰他們在社區裏的角
色。他們除了組織居民成立自助小
組，又倡導當地政府改善區內社會
問題，還在去年的旱災中牽頭，帶
領村民回應災情。

尼泊爾：由個人至社羣 

尼泊爾是世上其中一個基督徒增長
速度最快的地區，可惜，教會與所
屬社羣的關係並沒有因着信徒數目
的增長而拉近。

你曾否被社會憎恨、誤會、排斥和
歧視？」Pastor Dev Bahadur 
Rana問。起初，因他歸信了基督，
村裏人為免受罰，都與他斷絕往
來。失收缺糧時無人接濟，生病時
亦沒人照顧。他就是這樣孤立地生

造(creation care)的聖經教導，推行
植樹運動，在森林和路旁種植樹苗，
保育環境。

現時，估計尼泊爾全國有一萬間教
會，當中不少散落在偏遠的村落。夥
伴UMN相信，若能推動尼泊爾地方
教會認識和實踐整全使命(Integral 
Mission)，跟隨上帝的帶領，以宣
講、行動和生命服侍社羣，定能成為
當地一般重要的發展力量。

除了製作整全使命課程教材和培訓教
會，施達亦支持夥伴培育社區領袖，
發掘並善用自身資源，照顧區內的貧
窮家庭；並培訓年青信徒，特別是來
自偏遠地區及貧窮家庭的年青人，為
社區長遠和持續的發展培育新力軍。

孟加拉：愛教會顧社羣

孟加拉是其中一個發展滯後的南亞國
家，深受貧窮、動盪政局和頻繁災害
蹂躪。當地基督徒人數佔全國人口
0.3%。教會信眾大多來自貧窮家
庭，為口奔馳，不但影響教會生活，
亦習慣接受救援機構的資助。施達夥
伴Tearfund Bangladesh (TFB)從
2011年起，在當地開展培育教會的
工作，先重整教會的讀經生活，培育
信徒的靈命，然後一起構思可行的計
劃，實踐作鹽和光的教導，在教會內
外帶來轉化。

Tusher和太太Shipra是地方教會領
袖，一起接受培訓，並在教會裏帶領
查經小組，推動會眾活出愛神愛人的
生命。他們實踐所學，組織教會婦女

巧，裝備教會及信徒與社羣同行。在
過程中，我們看到扶貧發展工作固然
有法可循，上帝卻按每所教會、不同
社羣及個別信徒的獨特處境，帶來不
一樣的轉化。

緬甸：從分散到連結 

座落在緬甸南部Ayeyawaddy地區
的Ok Kyin村住有150戶家庭，村裏
大部分居民信奉佛教，只有15戶為
基督徒，另有15戶為天主教徒。村
民多以務農維生，為了生活，年輕村
民多走到周遭城市或仰光打工。施達
夥伴Myanmar Baptist Convention 
MBC)於2011年起，在該區推行培
訓項目，為村內教會甚至社羣關係帶
來新的連結。

每星期的查經活動幫助我們認識聖經
更多，同時亦將村民團結起來。」一
位受訓信徒分享道。參與培訓的教會
牧者夥拍村裏的天主教教會，一起舉
辦青少年活動，連繫村裏不同信仰背
景的青年人，鼓勵他們創新，帶頭學
習製作肥皂、竹醋等產品，為教會和
村民創建出新的收入來源。

丁老師提到，耶穌做事常令人驚奇
與稀奇，而達此目的，需要人配
合，更需要信心與奉獻。正如耶穌
五餅二魚的神蹟裏，有一單純小孩
的奉獻。教會若不定睛自我困乏，
並具奉獻心志，仰望上帝，像以撒
那樣，在饑荒中抓住應許，憑信而
為，精心耕耘，便可在危機中尋着
轉機。

以撒不斷挖井，將成果拱手相讓
18-22節），看似懦弱，卻顯出對
他人的寬容。丁老師強調，開展社
會服務事工，是服務於大眾，是團
隊合作，非個人主義；是容人，顧
及他人需要，以神的眼光看人。在
事工中，若資源困匱乏，相讓並非
懦弱，而是陪人多走一里路；並堅
信神必暗中查看，給以報答。

創世記26章是以饑荒開始，以豐盛
結束。基拉耳王與軍長說：「我們
明明地看見耶和華與你同在。」
28節）這是生活帶出的見證。願我
們像以撒一樣，將信仰落實於生活
和社羣中，以行動來證實主道，讓
人明明看見耶和華與你我同在！ 

文章全文：
http://bit.ly/cedar-share226-bible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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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 推動教會

活着，直至村內信主的家庭慢慢增
多，才不再孤單。但是，心裏的苦
澀和仇恨仍存。

施達與各地夥伴致力作的，不只是
扶貧發展，更是尋求復和，修補貧
窮與不公背後，人與神、自己、他
人、社羣和大地之間的破碎關係。
從這位尼泊爾牧者身上，我們看見
上帝不單透過教會的宣講和行動，
為貧窮社羣送上盼望，還要藉祂僕
人的生命轉化，帶來社羣的復和與
發展。

Paster Dev Bahadur Rana的教會
參加了施達夥伴United Mission to 
Nepal (UMN)的教會培訓計劃，從
聖經中重新認識上帝託付他的牧者
職分。「我不單只是當教會的牧
者，更要作社區的牧者，成為世界
的鹽和光。」漸漸地，他開始放下
心裏深藏多年的怨恨，原諒以往厭
惡他的人；更主動與社區內不同的
人合作，服侍社羣。他帶領村民利
用村裏河流發展電能，為村落提供
電力；亦鼓勵教會信徒實踐關愛創

成立自助小組，一起儲蓄，善用自
身資源，守望社區。後來，她們運
用儲來的金錢，購買了六隻山羊和
六隻家豬，借給社區裏的貧窮婦女
謀生。那次經驗十分鼓舞，她們計
劃繼續運用小組資源，為社區作更
多的事，服侍社羣。

Salomi的教會也有參與培訓計劃，
她更親歷教會實踐愛鄰如己的祝
福。Salomi本身是教會祈禱小組的
成員，早前患上重病，需要高昂的
醫藥費，她和丈夫實在難以應付。
教會知悉她的情況，動員會眾籌集
部分費用，叫她可以接受治療。
我在這裏蒙受祝福，深深體會何謂
愛鄰如己的教導。」

基督教會的使命

基督在地上設立教會，作祂的身
體，囑咐教會按聖靈的引導，繼續
祂在地上的工作：傳福音給貧窮的
人，叫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
見、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
人的禧年（路加福音4章18-19
節）。願基督繼續藉祂的教會、經
祂的教會，在地上施行仁愛與公
義；更願施達、各地夥伴和教會繼
續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履行
基督教會的整全使命。

地方教會──
社羣發展的本土力量
整理和撰寫：秦韻欣、潘文欣

提說扶貧，便會想到扶貧工作者帶
着捐款，長途跋涉跑到貧窮村落，
為村民送上牛羊，又為小孩提供助
養、助學。然而，可有想過，更適
合與貧窮社羣並肩同行、帶來持續
發展的，不是外來扶貧機構，而是
立足當地的教會？

扶貧不是要貧窮社羣依賴外來資源
補給，而是協助他們自力更生。為
免造成依賴，阻礙社羣發展自生力
量，扶貧機構的發展項目年期一般
五到十年不等，之後便會撤走，交
由社區自行管理。地方教會卻不一
樣，成員皆來自社區，教會本身已
是社區資源的一部分，是帶動社羣
發展的本土力量。

自2013年起，施達先後在尼泊爾、
緬甸和孟加拉三地，支持夥伴培訓
教會服侍社區，以聖經教導作基
礎，配以推動社區發展的知識和技

我們明明地看見耶和華
與你同在
創世記26章1-32節）

過去十年，中國政府推行新政策，鼓
勵教會藉社會服務服侍社羣，促進社
會和諧，並作為基督教融入社會的突
破口。雲南省正是首批試行地區。雲
南省基督教兩會社會事工部傳道同工
丁彪倫老師認為，融入不是將真理任
意刪減，使基督教面目全非，而是持
守其核心不變。看創世記中的以撒，
一生似乎平淡無奇，無豐功偉績，卻
叫丁老師學習到如何持守所信，叫人
看見上帝與我們同在（28節）。

以撒順服神指引（1-3節），活出其
信仰的獨特性。丁老師認為，中國教
會也當在社會中努力發揮其信仰的獨
特性，以耶穌教導做事，以聖經為原
則，以政策為指導，以榮神為目的，
回歸上主所是而構建和諧。教會推行
社會服務不是隨波逐流，不是經營得
利門戶，而是用行動將真理表明，令
人看見上帝（28節）。

以撒在饑荒中耕種，並有百倍收成
12節），是仰望上帝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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