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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收支報告
本年度累計

18年7至19年5月
藉 教 會  經 教 會  扶 貧 濟 困

收入 捐款
 撥款
 賑災捐款
 香港政府緊急救援基金(印度水災)
 其他收入

支出 發展項目－ 亞洲
                   中國
                   非洲
 災後救援及重建
 香港政府緊急救援基金(印度水災)
 推廣拓展
 行政費

盈餘 ／（不敷）

13,383,241
445,972

1,800,530
3,613,000

97,766
19,340,509

7,196,555
3,195,281
1,566,112
1,491,318
3,613,000
2,007,259

737,395
19,806,920

(466,411

HK$

HK$

HK$
HK$

不能剝奪的尊嚴

津巴布韋貧村女性訪談
扶貧工作的歧視陷阱
兩嫲孫的愛
施達赤腳行」預告

註＞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全年經費預算為17,421,802元。
       18年7月至19年5月發展項目支出逾1,100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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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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販賣‧得自由」每月捐款計劃
施達聯同夥伴在亞洲對抗人口販賣，
包括預防教育、拯救受害者、檢控
販賣者、向受害者提供創傷後輔導及
復康服務，希望你以禱告和定期奉獻
支持。
詳情>cedarfund.org/aht-chi
查詢>23819627 陳傳道

反販賣‧得自由」每月捐款計劃
施達聯同夥伴在亞洲對抗人口販賣，
包括預防教育、拯救受害者、檢控
販賣者、向受害者提供創傷後輔導及
復康服務，希望你以禱告和定期奉獻
支持。
詳情>cedarfund.org/aht-chi
查詢>23819627 陳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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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嫲孫的愛
撰寫：薛奐珩（傳訊幹事）

咔嚓！」即影即有相片由暗淡迷濛
漸現色彩，居於津巴布韋貧困村莊
的嫲嫲看到相中的自己和孫女
Kimberly，不禁綻放向來稀有的笑
容。Kimberly因感染愛滋病毒而致
身體殘障，不能說話與坐立，3歲
時更遭到媽媽拋棄，從此得靠在家
門前賣菜為生的嫲嫲照顧。身體殘
障令Kimberly經常患病，又因她沒
有出生證明，即使嫲嫲帶她到醫院
求醫，不是遭到拒絕，就是需繳付
昂貴的醫療費用。儘管如此，嫲嫲
從不灰心絕望，一直咬緊牙關，照
顧孫女。嫲嫲手持相片時的笑臉大
抵說出了這愛的力量。

主動為她們合照的，是來自香港的
Angela。Angela隨施達同工以及
其他弟兄姊妹赴津巴布韋，到訪我
們支持的受助者。那次相會後，她
被她們的故事觸動：Kimberly天天
躺在幽暗小屋的床上，掙扎生存，
嫲嫲則每天為孫女祈禱兩次，相信
孫女是有主美好心意的孩子，希望
有天孫女能像健康的孩子一樣讀書
和玩耍。她們的堅持和盼望令
Angela決心回應這兩嫲孫的實際需
要，定期支持她們的生活開支。

另外，在津國夥伴Trinity Project的
努力下，我們終找到Kimberly母親
的下落，協助Kimberly申領出生證
明，並向政府部門爭取她的福利。

關懷 ‧ 起動 這兩嫲孫的經歷得到津國媒體注
意，有傳媒呼籲社會更多關注弱勢
孩子的權益。後來，醫院願意取消
相關債務，令嫲嫲不需為醫療費擔
憂，因着有出生證明，Kimberly可
享有免費治療。

左二為Angela，中間為Kimberly與嫲嫲

一幀相片記下了祖母與Kimberly厚
重的感情，不幸的是這可能是她們
最後一張的照片。夥伴告訴我們，
Kimberly於今年5月8日返回天
家。Kimberly靠着上帝和嫲嫲不離
不棄的愛，勇敢活到生命最後一刻。

後記：當筆者預備此文時，
Kimberly還在深切治療部留院。
Angela向我表達十分擔心，但相信
生命在主的手中。不多久，
Kimberly離開了。Angela回望自
己與Kimberly的相遇，深信事情在
人看來或是徒然，在主裏卻不然：
你心若向饑餓的人發憐憫，使困苦
的人得滿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
發現⋯⋯」(賽五十八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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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娜尼亞是施達支持的津國夥伴
Trinity Project（下稱Trinity）
婦女及青少年性教育項目」（註1）
的義工，其帶領的少女小組約有40
人。在小組中，布蘭達重新認識愛
滋病，只要按時服藥，日常生活便
不受太大影響；更重要的是，藉着
與貝娜尼亞的傾談，她明白在性工
作中感染愛滋病病毒的母親無意將
愛滋病病毒傳播給她，事關母親懷
孕和分娩的時候全不知道自己是帶
菌者。在貝娜尼亞的輔導與組員的
鼓勵下，她慢慢重拾自信，常常與
組員談天說地，又一同做運動、飾
演話劇，甚至一起製作手工出售，
賺取金錢。組員當中有跟自己一
樣，是愛滋病病毒帶菌者，也有並
未感染的人，彼此的相愛共融，使
她感到被尊重與接納。她說：「從
前我是個極度自卑的人，感恩神的
愛、大家的愛讓我變得堅強。」

愛滋病不代表我」

訪問期間，母親拿出女兒過去獲得

布蘭達在小組演繹詩作

詩作。一顰一笑，舉手投足，她均展
現非一般的自信。 

我為自己感到驕傲」

我為自己感到驕傲。」她在詩中總結
道。今天，她擁抱自己不同的身份
──津國人、女性、布比村民、愛滋
病病毒帶菌者，但是她知道，沒有她
的同意，沒有任何一個身份能夠完全
定義她。

愛滋病病毒帶菌者」這稱號曾經如魔
魘般，籠罩着她的成長。多少次，她
被同學排斥和歧視，自我形像十分低
落；她痛恨母親，把這疾病傳給她，
令她生下來就飽受痛楚與別人歧異的
目光。數年前，她因為承受不了壓
力，一度服藥自殺。直至其後她認識
貝娜尼亞（Benenia），加入貝娜
尼亞帶領的少女小組，才逐漸從低谷
中站起來。

化中長大的我，在這幾年間看見自
己文化牢籠的枷鎖，在體驗另一種
層次的生活模式中被更新，向我的
朋友們學習放開懷抱、迎接生命中
每個「失常、失控」的場境。

去年超強颱風「山竹」吹襲期間，
彌迦全球諮詢會議（註1）在菲律賓
舉行，主題是「整全使命與抗逆羣
體」。主辦單位的一位弟兄在開幕
致辭中提醒與會者，雖然相比起某
些超豪的亞洲人，菲律賓人確是超
窮，但他們是一班超快樂的人。一
年經歷20多場風災、無數次水浸，
雖然當中有很多需要與困難，但主
持人認為上帝送了一份大禮給他們
──超強的抗逆力。無論情況多麼
惡劣，他們總可找到開心和感恩的
理由，仍然有空間去接待其他人，
仍然有能力與他人分享自己所僅有
的。

菲律賓朋友提醒我們，長期在逆境
生活的貧窮人，生命中展現着非一
般的力量。他們希望，扶貧者施與
的同時，可以學習欣賞他們生命的
富足，並且被啟發、受祝福。

出於愛心的扶貧，若只是單向服
侍，只覺得別人需要自己，沒有存
開放的心接受對方的服侍與啟導，
以外貌（資源多寡）將人分類為
施、受者，亦都是一種歧視。

註1：全球「彌迦網絡」羣體每三年舉辦
一次全球研討會，探討整全使命與不公
義現象等課題，施達為該網絡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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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 社羣發展與倡議 的10多面運動比賽獎牌，有金色、
銀色、銅色，有拳擊比賽，有400
米以內各項短跑賽，布蘭達自豪地
把獎牌一一戴在身上，供我拍照。
我不會忘記按下快門的一刻──布
蘭達在鏡頭前高興而滿足的樣子。

她說：「我就是我，我流着運動員
的血。我最愛的運動是拳擊，它可
以代表我，而不是愛滋病！」

能文能武的布蘭達，閒時也會寫詩
寄意。在小組中，她以饒舌方式演
繹詩作（註2），這些詩作不單醫治
她的心靈，而且讓她發聲，表達對
愛與和平的渴望。問她有甚麼夢
想，她說出兩個：一、成為拳擊冠
軍；二、社會消除對愛滋病患者的
偏見和歧視。

布蘭達的改變，實在有賴貝娜尼亞
的同行。貝娜尼亞對我說：「我必
須扶持布蘭達和其他少女組組
員.......當我看到她們，我就像看到
自己和幾位姊妹。在這樣的地方居

不能剝奪的尊嚴──
津巴布韋貧村女性訪談
撰寫：Tony Chan（推廣拓展主任）

儘管我是個愛滋病病毒帶菌者，可
是你可以拍攝我，我不怕展露於人
前。」於非洲津巴布韋貧困村莊成
長、現年17歲的布蘭達（Branda）
對我說。

布蘭達居於津國北馬塔貝萊蘭省的
布比區（Bubi）。該區愛滋病病毒
感染率在2011年達27%，屬全省
之冠，而貧窮率達86.6%，以該區
約6萬人口計算，即逾5萬人活在貧
窮當中。不少年輕人為尋求更理想
的生活，已經離開家鄉，到鄰國南
非或博茨瓦納另覓出路。基於經濟
條件的限制，布蘭達留在所屬村
莊，與媽媽和祖母一同生活。

身穿紅色長衫的布蘭達站在我的攝
影機前方，手舞足蹈地演繹自創的

布蘭達

扶貧工作的歧視陷阱
作者：陳關韻韶
中國神學研究院實踐科助理教授）

你們就看重那穿華麗衣服的人，
說：『請坐在這好位上。』又對那個
窮人說：『你站在那裏。』或
說：『坐在我的腳凳下邊。』這不是
你們對人有歧視，成了心懷惡意的審
判官嗎？」（雅二3-4，新譯本）

若你是教會中少數對扶貧工作有負擔
的人，以上經文所描述對貧窮人的歧
視會令你感到特別氣憤，你絕不會與
這班重富輕貧的人一般見識。不過有
沒有想過，永遠看貧窮人為受助者亦
是一種歧視？這種想法背後正反映出
雅各書二章1節所講以世俗眼光、按
外貌判斷人的心態。

扶貧的終極原因是看見他者與自己同
有一位創造主。恢復「貧窮人的尊
嚴」除了在對方欠缺之處提供協助，
也包括看見「貧窮人富足之處」，並
謙卑接受對方的幫助與服侍。

我親愛的弟兄們，請聽：神不是揀選
了在世上被認為貧窮的人嗎？這些人
卻在信心上富足，而且是承受神的國
的人。這國是神應許賜給愛他的人
的。」（雅二5，新譯本）

筆者在貧窮戰區生活的數年中，深深
體會資源短缺的本地人對客旅展示的
無保留的款待，亦經常受惠於其照顧
與保護。從事事講求效率與計劃的文

回歸 ‧ 聖言住，實在太危險了，我要保護她
們。」

貝娜尼亞（左二）帶領少女小組

渴望成為他人的見證

貝娜尼亞的說法是自身經歷的反
映。7年前，貝娜尼亞的媽媽突然去
世，留下貝娜尼亞與6位姊妹，生活
孤苦，要由叔叔照顧。居住地區品
流複雜，在此環境中長大的貝娜尼
亞和5位姊妹都曾被性侵。而當日侵
犯貝娜尼亞的，竟是叔叔的兒子。

受性侵的經歷不堪回首，有數年時
間，貝娜尼亞每天被恐懼和焦慮侵
擾。後來，她認識了主耶穌，明白
無論過去如何，她是主所愛的女
兒，痛苦的經歷不能決定她的人
生。她渴望，自己能成為別人的見
證──人是可以重新站起來。

帶着這份渴望，在一次機會下，她
認識了Trinity，發現大家異象相
合，遂一起在社區舉辦少女小組。
藉着Trinity提供的訓練，她在小組
教導少女如何保護自己，又教授關
於性剝削、吸毒、愛滋病、早婚等
議題。年逾35歲的貝娜尼亞有如組
員的母親，她竭力將主的愛和價值
觀傳遞予她們。

註1：在布比與鄰近省份地區，施達自
去年初支持Trinity開展「婦女及青少年
性教育項目」，組織兒童、青少年和女
性小組，教授正確的性健康知識與態
度，培育並提升婦女生計和自信。項目
為期3年，至今直接受惠人數達973
人，近7成為女性。若然你想支持施達
在發展中國家的兒童及青少年發展工
作，歡迎以禱告和捐獻方式支持：
http://bit.ly/child-donation

註2：布蘭達在小組以饒舌方式演繹詩
作的短片，可見：bit.ly/branda-poem

後記

貝娜尼亞與布蘭達是我在是次行程
中印象最深的受訪者。為保護曾受
性侵的婦女與愛滋病病毒帶菌者，
我一向避免拍攝和公開她們的樣
貌。在跟貝娜尼亞傾談前，我並不
知道她的背景，因此當時惟有很
尷尬地向對方說對不起，並關掉
攝影機。她卻認為我應該繼續拍
攝：「被性侵犯的經歷是我的過
去，也是我蒙召幫助人的一部份。
我不為此感到羞愧，我要用我的經
歷作證。」布蘭達也異口同聲如此
說：「我不怕站於人前。」

訪談結束，她們連番答謝我的來
訪，我也感謝她們與我分享自己的
故事。她們的經歷跟許多津國貧困
女孩相比，可能沒有兩樣，但是她
們昂首邁步的勇氣令我心生敬畏。
堪虞的際遇不代表她們的一生劃上
句號。我也渴望，世界能夠看見
她們──那不能被剝奪的尊嚴和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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