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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累計
17年7月至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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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災 區 到 社 區

這就是發展
訪問和整理：潘文欣

很喜歡聆聽不同發展工作者在服侍中
的分享，若把他們生命中所承載的信
息一一拼貼起來，便可構成一幅大圖
畫，描繪出上帝對貧窮人和世界的心
意。今期的「關懷．起動」特別找來
施達不同時期的同工，分享他們在服
侍中的體會和發現，嘗試拼湊出屬於
我們的使命藍圖。

當時，我們到甘肅回族村裏做項目⋯
⋯家訪時，在屋外問：『家裏有人
嗎？』如果屋裏只得婦女，她們會
說：『沒人！』」過去駐甘肅同工
Alice回想在中國服侍時的經歷。
我們花了半年時間與村民建立關
係，取得婦女們的信任後，她們反
而主動說想飼養雞苗⋯⋯項目叫家
裏小孩有蛋吃，又能賺取收入，亦
叫婦女獲得他人的認同。」Alice認
為，發展就是讓受困的生命發掘和
發展上帝所賦予的潛能，得享自
由，就像當年甘肅的回族婦女那樣。

曾經支援非洲項目四年的Rebecca
亦道出了在發展工作中的學習：
許多時，項目成果與我們所想像的

燃亮孤單、幽暗中的青年

留守兒童，一個絕不陌生的名詞。
保守估計，現時中國有逾6,000萬
的兒童，因父母要到城市打工，與
祖父母或獨自留守在家鄉，長期與
父母分離。

父母長期在外工作，為的是賺取足
夠的生活費支持家裏生活。不能說
所有留守兒童都受困於貧乏的物質
生活，但無可否定的是，他們每一
位皆從小缺乏父母親的關愛和照
顧，情感和心靈上承受着長期關係
缺欠帶來的影響。

施達在四川的夥伴成都福溢文化交
流中心，自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
後，在受災地區開展關顧和培育青
少年的工作。經過2013年的四川雅
安地震及2014年的雲南昭通地震，
夥伴在汶川、雅安及昭通三地接觸
了不同的受災青年，當中逾三成為
單親和留守兒童。

小博是夥伴培訓的青少年小組領
袖，他在中心舉辦的營會裏認識了
一位與他年紀相若的組員，他倆都
很害羞和寡言。當小博與其中一位
握手時，那位年青人的手竟如此粗
糙，叫他十分驚訝！家訪那天，首
次走到那位新朋友的家，看到兩嫲
孫蝸居在狹小、幽暗的土房裏，心
裏不禁問：他這十多年來的心酸，
沒人理解，無人傾訴，所有的事都
壓在了自己的肩上，他所背負的擔
子為何如此的重？那次接觸，不但
開啟了小博對留守兒童的關注，同
時亦為那位留守家裏多年的少年人
建立同行和支援。

貧困、孤單、隱蔽、缺尊嚴，不是
緣於留守兒童的個人問題，而是他
們生活背後更大的環境因素，包
括：戶籍制度限制、資源分配不
均、社會價值觀失衡、社羣支援不
足等。夥伴致力聯合地方教會，為
困境青年建立支援網絡，提供適切
的教育和生命培育；並培訓部分青
年成為青少年領袖，回饋社區，為
社會送上祝福。

施達祈盼透過夥伴的服侍，四川當
地貧困、缺乏關愛的單親及留守兒
童，得享應有的生存條件、發展機
會和安全保護，以及獲賦權參與自
身社區發展的機會。這不單是聯合
國《兒童權利公約》所提倡兒童當
享有的權利，也是對每一個擁有上
帝形象的年幼生命的尊重和愛惜。
願更多生活在孤單、幽暗中的年青
生命被燃點。

童心 • 童行 關懷 • 起動

很不同⋯⋯一條推行社區發展已有
十年的村莊，驟眼看根本看不出分
別，但是原來村裏那些土泥屋雜貨
店，就是村民們經過組織居民小
組、設定小額貸款、學習營商後所
取得的重要發展成果。」Rebecca
強調，我們當學習從當地人的角度
看發展，及認識他們真實的掙扎和
需要。

同工Bonnie及前同工思鳳參與施達
服侍逾廿年，雖然長期駐守大後
方，但透過前線同工帶回來的故
事，也可得見發展的美。「受助者
的生命往往流露出上帝的光，」
Bonnie分享道：「他們的故事激勵
着我，是上帝奇妙作為的『人肉見
證』。」最叫思鳳欣賞的，就是社
區成員一起專注、投入，關心社
區，這亦是她倆看發展工作與傳統
慈惠的不同處。正如曾參與前線服
侍的Grace所言，發展工作不是單
單探訪村民、送上物資，而是讓他
們認識自身的權利，鼓勵他們作出
行動，改善自己的生活。

發展和宣教有何關係？」這是我們
經常聽到的提問，項目同工阿植有
以下的見解：「約翰福音20章說，
父怎樣差子，子照樣差遣我們，這
就是宣教。聖父怎樣差遣聖子住在
鄰里中，有恩典、有真理；聖子也
照樣差遣教會，住在他們當中，帶
來改變，這就是發展。」

閱讀同工的足本訪問：
http://bit.ly/cedar-share227-hk

註＞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全年經費預算為17,449,570元。
7至11月的項目支出逾570萬元，需啟動儲備金應付不敷。施達現正進行也門人道救援工作和回應印度中部旱災。
香港政府亦已從賑災基金撥款280多萬元援助印度夥伴於北部進行水災救援。 
請以禱告及行動支持施達及夥伴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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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封包行動」及「大吉利是」募捐計劃
今年，施達繼續舉辦「紅封包行動」及
大吉利是」募捐計劃，鼓勵弟兄姊妹向
尼泊爾貧窮社羣送上新春祝福。
透過「大吉利是」募捐計劃，希望培育
孩子與貧窮人分享天父所賜的豐盛，歡
迎學校／兒童主日學／團契參與。
詳情：cedarfund.org/red_packet
查詢：2381 9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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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a展示她的收成

學習以較環保及有效的方法控制蟲
害，以減低耕種時對環境的傷害，
從而提升土地的生產力。Sita實踐
所學，並種植不同蔬菜，有豆類、
絲瓜、南瓜等，更獲得理想收成，
成功賣出20公斤的蔬菜。「我學懂
了新的農耕技巧，種植變得更容
易。」Sita也發現，婦女小組成員
間的同行和支持，更給予她動力去
努力生活。

我們期盼項目帶來的不單是個別住
戶的生計改善，還能帶動整體社區
未來的發展。因此，夥伴計劃協助
村民成立社區資源服務中心
Community Resource and 
Service Centre)，旨在成為一個平
台，讓一眾小農藉分享農耕知識和
技術，集結資源，提升整體社羣的
生產力；同時亦一起分擔發展社區
的責任，更完善地管理土地和運用

貸款，開設小舖，賺取收入支付四名
孩子的學費和生活開支。

夥伴亦通過婦女小組，教導婦女認識
自身權利，推動她們關心和服侍自身
社區，包括爭取改善村裏衛生問題、
建設學校，及近年積極在社區推動人
口販賣預防工作，應對地震後更仍猖
獗的誘拐問題。

現在，Sama肩擔起婦女合作社的主
席職務，帶領超過200名成員一起策
劃事務、撰寫計劃書、修訂方針等。
她感激道：「很感謝SCN培育我成
為社區中的領袖。他們藉着不同培
訓、工作坊，建立和轉化了很多婦女
的生命，又給予我們很多機會和支
持。現在，我成為村裏活生生的例
子，能自信地表現自己和領導小組和
合作社！」

女。地震後，他們為其中一個重災區
Chitwan縣Kabilash地區的Dalit社
羣及原住族羣提供救援。

地震摧毀了很多建設，學校、醫療設
施、灌溉和供水系統也被破壞。當中
有超過45%家庭的家園遭地震完全
或部分毀壞，雖然大部分災民在地震
後已逐漸修復社區建設和房屋，但災
民生計大受打擊。因此，SUS開展為
期兩年的生計項目，協助村民重建災
後生計，使他們得以自力更新、持續
發展。

當地Dalit社羣主要以務農維生，地
震使他們生計受損，只有30%的村
民有三個月以上的糧食儲備。過往村
民各自耕作，少有羣體的互動，更不
用說一起爭取自身權益，改善生活。

在發展工作中，動員村民參與是不可
或缺的重要元素。夥伴除了藉農耕技
術培訓教授菜園種植、禽畜飼養方
法，及提供經濟作物(cash crops)種
子和豬羊予村民種植和培育，還協助
村民，特別是婦女，組織農民和自助
小組，建立村民間的支援網絡，能更
有效地發展農業和社區。夥伴亦鼓勵
小組成立儲蓄基金，為村民提供小額
貸款，以助他們發展生計活動，得以
持續發展，達至真正自給自足。

Sita是一名家庭主婦，照顧一家四
口，地震中失去了房子，只剩下土
地。她希望通過種植重建一家的生
活。她是夥伴SUS婦女小組的成員，
接受了有害物綜合防治法(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訓練， 

我相信我們的眼淚是帶着能力。
創世記21章15-18節裏夏甲和以
實瑪利的故事，在看似絕望的境
況，小孩的呼聲和母親的眼淚觸動
了上帝，為他們帶來改變。今天，
仍有許多夏甲和以實瑪利被驅逐、
受鄙視、遭嫌棄或被迫逃離家園和
地土。讓我們為他們禱告，與他們
同哭，相信凡流淚撒種的，必歡呼
收割。（詩篇126篇5節）

作為發展工作者，如想為所服侍的
羣體帶來希望，自己首先要確信在
絕望裏存有盼望。羅興亞難民危機
至今亦不見有快將完結的跡象。據
統計，難民平均花17年時間才可回
家或獲安置到另一地方生活。不
過，若給予難民發展的機會，提供
具備人道救援、保護和發展元素的
整全發展模式，讓他們在難民營裏
也可以發揮很強的復元、創造和自
我提升的能力。收容難民的國家也
可考慮把棲身境內的難民包括在國
家發展計劃中，例如供地耕作、准
許自由出入和營商，幫助他們活出
具尊嚴、可貢獻和存希望的生命。

在混亂的世界裏，我們需要具備信
心的眼睛，在痛苦之處送上盼望和
方向。對孟加拉政府和羅興亞人來
說，重建、復元的路仍然漫長，其
間會經歷許多悲痛。請記着，上帝
了解我們的傷痛，祂會把我們的眼
淚裝在皮袋裏，記在我們每一個人
的冊上。（詩篇56篇8節）到那
天，祂將回應我們的哀歌，帶來修
復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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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 社區發展

資源，讓社羣和土地都得以生生
不息。

伸延-自助小組的力量

夥伴SUS藉成立自助小組推動生計
項目，可說是向社區發展邁出了重
要一步。從施達另一個夥伴Share 
and Care Nepal (SCN)的發展項
目中，讓我們更清晰看見發展成熟
的自助小組如何為整體社羣帶來
改變。

Sama（化名）未成年已出嫁，從小
便背起照顧家庭的擔子，育有四名
子女。夥伴SCN來到Sama的村莊
開展婦女充權項目，Sama參加培
訓，又加入婦女小組，漸漸更投入
於不同工作坊和會議當中。Sama更
開展自己的小生意，從婦女合作社
women’s cooperative)得到一筆

社區發展項目的核心

無論是尼泊爾的災後重建和復原工
作或是婦女發展項目，我們都看到
社區發展不是只從外來帶資源進入
社區當中，更重要的是組織社區裏
不同人士，包括貧困和被邊緣化的
小眾，一同關心自身社區發展，發
掘社羣資源，策劃和執行社區發展
工作，建立社羣自力更新的能力和
關愛互助的價值，作為社區持續發
展的重要基石。

今年的「紅封包行動」將會支持尼
泊爾社區發展工作，誠邀你在新春
佳節捐出利是祝福尼泊爾窮困家
庭，建立他們的能力走出貧窮 ! 

詳情：
www.cedarfund.org/red_packet

從災區到社區
撰寫和整理：薛奐珩、潘文欣

2015年4月25日中午，尼泊爾經歷
80年來最強烈的地震，無數家庭失
去至親、家園和財產，估計有多達
三分一的人口（即800萬人）受影
響。所謂「天災無情，人間有
愛」，於災難後，世界各地紛紛投
入資源，為災民提供即時救助。然
而，當國際鎂光燈逐漸移離災區，
救援階段告一段落之際，這才是我
們與受災社羣委身同行，從更長遠
及可持續的角度，協助他們重建生
活、走出困境之時。

過去十年，施達支持尼國夥伴在推
動山區村落發展自身社區，從改善
衞生、提升婦女的生活能力，到改
善生計，見證着村民的生活逐步獲
得改善。那次7.9級大地震，雖然把
以往發展得來的硬件建設頃刻摧
毀，但項目村裏的居民小組領袖及
成員，於地震後積極協助統籌村裏
派發救援物資的安排，不但讓施達
及夥伴能更有效地執行災後救援，
還叫我們看見地震無法奪去的發展
成果，就是村民的知識和組織能
力，還有社羣間的互助關係。

發展-始於組織和培訓

施達夥伴Samari Utthan Sewa 
SUS)多年來在尼國主要服侍貧窮
和邊緣社羣，包括較低種姓的Dalit
意思是「被欺壓的」一羣）和婦

流淚撒種　歡呼收割
靈修分享：蔡莉莎（施達前同工，
現參與緬甸的社區發展）

我們現正面對全球難民危機，由敘利
亞至伊拉克，剛果民主共和國至也
門，到去年8月底緬甸北部若開邦暴
力襲擊帶來全球增長最快的羅興亞難
民潮。截至2017年11月12日，聯
合國估計湧進孟加拉的難民人數已超
越61萬。面對世界的暴力和苦難，
及所帶來的強大、極具破壞性的影
響，我們當有何反應？

耶利米哀歌裏，先知因看見耶路撒冷
被巴比倫圍攻而感絕望、痛苦。孩童
乞求食物，公主淪為僕役，人們飢餓
至把子女煮來吃。先知因內心的悲傷
流淚，為眼前的破壞境況痛哭，呼求
上帝介入：「因我眾民遭的毀滅，我
就眼淚下流如河。我的眼多多流淚，
總不止息，直等耶和華垂顧，從天觀
看。」（耶利米哀歌3章48-5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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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也提供縫紉培訓，讓婦女能透過製作帽子和手袋售賣，為家庭帶來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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