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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面前
從2011到2012年，因為種族衝突、自然災害和各類經濟和社會的不
公平，使大批的兒童、婦女和貧窮人成為受害者。施達的同工和夥伴
致力在非洲和亞洲，透過不同方式提供急需的救援和幫助，積極實踐
基督的大愛。我們透過多方面的扶貧發展項目，讓受助者不但得到具
體的幫助，更可以自力更生！然而，施達過去數年的奉獻收入持續不
足，於去年更因此無奈地緊縮開支，削減了部份項目撥款。一系列的
收縮的確影響和限制了夥伴們的服侍。神滿有關愛與憐憫，祈願衪繼
續藉着祂的教會和屬衪的子民，為世界上有逼切需要的受助者，顯出
額外的恩典。

為着更有效地執行扶貧和濟困的項目，並推動更多教會和信徒回應世
界和社會的需要，我們計劃重整事工和同工的架構並開發更多的資訊
教材等。請在禱告中與我們同行，並以具體的參與和行動，與我們一
起努力，實踐耶穌基督給予教會的整全使命。

盧炳照牧師

主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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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象目標
與神同行，共建公義仁愛世界。

使命宣言
與全球基督徒攜手，履行教會的整全使命
關懷貧窮及弱勢社羣
促進生命及社區轉化
倡議及實踐社會公義

2010-2014五年事工策略規劃簡介
擬定焦點　深化項目
選定數個貧困情況較嚴峻的國家為焦點國家，協助當地夥伴推展更全
面和完善的發展項目，促進受困生命及社區轉化；

建立能力
為夥伴提供支援和培訓，鼓勵並協助他們更有效關顧社會的弱勢羣體
和回應社會的需要；

推動教會和信徒
推動和鼓勵香港教會及信徒羣體，服侍貧窮及弱勢社羣，關心和回應
本地及國際社會的貧困與不公義；

善用網絡　結集力量
積極與不同的機構聯網，加強資訊和合作上的交流，增強事工的多面
性，及以更有效率身體力行回應貧窮和不公義的議題。

施達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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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焦點國家
經過兩年的工場考察和評估，我們按着現有項目所屬國家的人類發展
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政治及社會穩定性、獨特性和項目監管的可能性等因
素，選定了埃塞俄比亞、津巴布韋、印度、尼泊爾、緬甸和中國為我
們事工的焦點國家。

焦點國家簡介
緬甸
2011-2012年度回望
於2011年下半年起，施達積極檢討和反思兒童事工項目的成效和方
向，經過一年的學習和討論，我們期盼能與海外夥伴一起集中開展以
社區為本的兒童社區發展項目、向兒童照顧者和服侍同工提供培訓，
以確保兒童的保護、照顧和讓兒童表達意願等權利。

施達與緬甸夥伴的合作項目主要服侍當地貧危兒童。以夥伴
Fullmoon為例，自1997年成立以來，主要為受戰亂影響的兒童提供
院舍服務。2012年1月，緬甸政府與克倫族(Karen)武裝組織達成停
火協議，局勢得以緩和，夥伴亦開始策劃協助院內較年長的兒童重整
與社羣的關係，以便日後重返原生社區，重投社羣生活。

事工發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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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年項目發展
緬甸長年戰亂，直接或間接導致和加劇種族衝突、教育、醫療衛生、
人口販賣等不同的社會問題，而婦女和兒童往往成為戰亂中的主要受
害者。因此，我們在緬甸將致力協助受戰亂影響的克欽(Kachin)邦內
的傈僳族羣(Lisu)，和居於孟(Mon)邦和克倫邦的克倫族人，重新定
居和重建戰後生活；同時亦會透過教育及賦權項目，協助婦女及兒童
對抗人口販賣、受虐、剝削和童工等問題。

同工Lisa的感言
早前再到緬甸探訪緬甸兒童希望之家，與院內兒童進行『生命河』活
動，鼓勵他們以繪畫河流來表達過去與現在的生活狀況，以及對未來
生活的憧憬。我看見一位女孩畫了一羣游魚來表達2008年風災前的生
活，她在河流中央畫了一條孤單的小魚代表今日的生活，又在河流末
端畫了三條小魚在一起游泳。這條生命河畫出了風災對她生命所造成
的創傷，看着毫不令人心酸。真的期盼我們與夥伴能夠更適切回應她
內心深處的需要。」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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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亞
2011-2012年度回望
2011年下半年，埃塞俄比亞深受氣候變化影響，東南部省份發生60
年來最嚴重的旱災和飢荒，居民失去牲畜和耕種收成，受災人數高達
350萬。施達支持夥伴英國德愛基金會(Tearfund UK)，在Borena地
區與當地基督徒羣體一起開展救援工作。

15,000人於旱災救援行動中受惠

兒童事工方面，我們看重與孩子和家長們平等、同行的關係。去年喜
見埃塞俄比亞夥伴高樂教會(AAGC)在項目上的新嘗試，除了資助兒
童基本生活和學習開支，還成立了家長互助小組，鼓勵兒童家長定期
儲蓄。部份小組已取得理想的儲蓄成果。家長們看着小組銀行存款紀
錄簿上的累計存款，開心不已，對開始未來的生活存有盼望。

7個家長互助小組於2011年成立

來年項目發展
來年，施達在埃塞俄比亞將集中回應貧窮兒童家庭的需要及氣候變化
帶來的挑戰。夥伴高樂教會計劃於明年在項目裏加入營商培訓和小額
貸款，把小組儲下來的金錢，以低息輪流借貸給組員開展小型生意，
藉以改善家庭經濟狀況，供應子女成長和學習所需。

氣候變化方面，施達與夥伴英國德愛基金會將在南部Borena地區開
展災後重建項目，為當地貧困家庭添置牲畜、教授種植多元高產量的
農產品、增設人畜飲用水系統、建立自助小組，以及成立合作社銷售
牲畜和開拓收入來源，藉以協助他們從旱災中恢復過來，並提升將來
抵禦乾旱和氣候變化的能力。

7,000人將於旱災重建項目中受惠

同工Tracy的感言
我覺得埃塞俄比亞人很親切，很有生命力。雖然當地生活艱難，但是
他們經常彼此鼓勵、支持和幫助。例如旱災災民獲發糧食援助後，會
主動與其他災民分享食物；有自助小組成員因事未達該月份的儲蓄目
標，其他組員會想辦法協助。他們並不甘心於只單單接受援助，也希
望自力更生，參與改善社區和自己的生活。他們需要的是發展潛能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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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2011-2012年度回望
甘肅項目點的農民成立合作社是過去一年中國項目的重要成果。看見
農民由一籌莫展到積極參與，甚至自發組織，合力爭取更美好的發展
平台，這是社區項目一個重要的成功指標。在四川省，我們接觸到不
少教會熱心參與服務社區；在雲南省，我們更與省兩會建立了緊密的
夥伴關係，又積極推動和支援當地教會開展關社服務，回應社區需
要。我們喜見國內教會服侍社羣的心志，以及過去數年推動教會關社
的成果。

來年項目發展
湖北省是施達首個在國內設立的項目駐點，當地同工隊伍積累了豐富
的工場經驗，成為我們在中國事工裏一個重要的創新和實驗基地。上
一工作年度，我們在湖北嘗試以社企形式開展了有機耕種項目，於來
年，湖北隊工將逐步探索和推展勞工項目，回應預備往外工作的民工
的需要。

施達在中國推展扶貧項目逾十年，我們期望能總結過去推行項目和推
動教會與社羣的經驗，整理成合用的教材和資料，用以加強對四川、
雲南兩地教會的教育和培訓工作，支援國內教會回應貧困社羣的需
要，與貧窮人同行。

同工佩詩的感言
中國不斷在變，經過二十多年，已由國際社會重點幫扶的國家地區，
發展至現今的經濟大國，且累積了豐富的扶貧知識和經驗。雖然國內
仍有不少貧窮問題有待處理，但我相信是時候開始總結中國的社區發
展工作，與世界其他貧困地區分享扶貧經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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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教會和信徒
重點工作
教會
2011-2012年度回望
過去一年，施達共主領了73次教會聚會。在所接觸的教會裏，有部份
表示願意在貧窮工作上進深，並嘗試付諸實行。此外，我們亦與兩所
堂會緊密合作，開辦講座，探訪舊區基層家庭、新移民單親婦女和貧
困學童等基層社羣，並走訪午夜墟了解另類基層消費模式。敬拜會佐
敦堂是其中一個合作堂會，教會的社關小組正計劃於未來半年，透過
出版、展覽等媒介，推動教會及大眾認識基層家庭的需要。

73次主領教會聚會

12間公平貿易夥伴教會／機構

學習與展望
過去一年，我們喜見教會對整全使命的認同，唯現時與教會間的合作
多是一次性，要進深探討和開展關社事工，相信需要作出更多的配合
和預備。因此，施達期望開發更多現成、簡便的資訊和教材，供教會
使用，以教導和推動信徒關心和回應世界和社會的需要。

同工Alice的感言
在基督裏，各個堂會、機構和信徒羣體都是基督身體的一部份，肩負
着相同的天國使命。冀望藉與教會及信徒羣體間的深入溝通和合作，
彼此學習、互相交流，建立緊密的夥伴團隊，能更適切、有效地實踐
上帝交托教會的整全使命。我們相信並期盼與夥伴教會一起累積的實
踐經驗，能藉堂會間的分享與交流，激勵更多教會踏出第一步，與貧
窮人同行。」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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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
2011-2012年度回望
凝聚信徒力量、提供交流和實踐的平台」是施達推動信徒工作上的大
方針。為提升凝聚與推動的能力，我們於2011年7月革新了「施達貧
友」組織，重新確立和執行會員制度，有系統地組織有興趣認識和參
與扶貧事工的信徒；同時亦重新規劃每月活動，藉定期舉辦分享會、
探訪、團契活動等，為會員提供合適的空間和機會，進深認識扶貧議
題、彼此交流經驗和實踐關懷貧窮人。

10次「施達貧友」聚會

2次海外扶貧體驗團，探訪緬甸和尼泊爾的項目點

學習與展望
關愛同行──基層家庭探訪計劃」及「探訪露宿者計劃」是兩個主要
的長期探訪活動，讓曾參與扶貧課程的信徒有親嚐關懷貧窮的機會。
兩個探訪計劃經已進行了兩、三年時間，我們期望能進一步探索如何
藉探訪活動，進一步提升參加者對社會及世界的關懷意識，做到本地
實踐關愛的同時，亦能放眼世界的需要。此外，我們期盼能藉信徒的
推動，引發所屬教會及信仰羣體的參與。

同工阿山的感言
從過去一年的工作成效，再一次讓我看到第一身的體驗如何深化信徒
關懷貧窮的意識，亦肯定了有效的組織工作和實踐平台對推動信徒主
動實踐的重要。展望來年，希望能加強各項計劃和活動的核心成員的
參與及決策，由他們帶動計劃和活動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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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
2011-2012年度回望
去年，我們與協和中學合作，與15位中四至中五學生進行關社工作
坊，以關懷少數族裔為主題，透過幫助少數族裔學童補習和家訪，了
解他們的需要。學生Clara表示，以往她會覺得少數族裔人士外貌兇
惡，難以接觸，但經過五次的學習活動，完全對他們改觀，認為他們
與一般人無異，更可成為朋友。

協和書院學生擔任少數族裔學童功課班導師，體會少數族裔於本地學
習的困難

40名景嶺書院學生參加邊緣社羣工作坊，認識本地性工作者的處境

9



在本地小販工作坊裏，準老師跟小販學習砌小販車，並於深水埗午夜
墟體驗擺檔滋味

在世界福音動員會（香港）的分享中加入戲劇元素，打破隔膜，讓青
年人更投入參與

10



學習與展望
近年，我們嘗試在青少年分享中加入戲劇元素，引發他們對思考貧窮
問題的興趣，帶動不同類型的參加者分享、回應，達到較理想的學習
成果。藉學習和實踐，我們體會到良好的戲劇教育，不單是讓學生快
樂參與，更重要是藉活動後的解讀說明，引導學生從戲劇裏找出新的
觀點和感受，去思考和理解貧窮問題。

於來年，我們期望能加強貧窮與信仰關係的教導，讓年青人從不同角
度看福音和使命；與青年人更多探討和關注世界貧窮，擴寬他們對貧
窮的視野；以及凝聚有心關懷貧窮的年青信徒領袖，裝備他們成為組
織者，推動大眾回應貧窮問題。

同工阿手的感言
過去三年多，經常與青年人『講道理』，不難發現做教育很容易『道
離肉身』，所講的與自己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往往是兩回事。『道成
肉身』的困難，不只在於明白道理或種種「結構性罪惡」(structural 
sin)，而在於自己能否克服口腹、名利及權力等慾望。追求『道成肉
身』的教育，就是言教與身教相稱，這是對教育工作者的挑戰，但也
唯有這樣，你的分享才是最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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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網絡力量
海外網絡
整全使命聯盟 (Integral Alliance)
2011-2012年度回望
過去十年，全球各地不同基督教救援及發展機構為了更有效回應接踵
而至的貧窮與災難困境，積極建立機構間的網絡與結連，整全使命聯
盟就在此氛圍中成立。於2011年，聯盟設定了三年工作策略計劃，期
望於2012至2015年間，藉完善成員間的聯絡系統及訂定救援工作操
作標準，以加快聯盟對各地災難的回應，及提升災後救援及重建工作
的成效。

聯盟於2012年5月完成通訊系統更新工程，讓成員機構更以透過網絡
平台，提供最新的災難及救援資訊，促進成員機構間的溝通和合作。
2012年6月，成員機構首次使用新的網絡平台及通訊機制，商討及協
調如何向蘇丹境內衝突造成的國內流徙人士提供人道援助。

18個全球基督教救援及發展組織成員

同工Jackson的感言
新的網絡平台和通訊機制，提升了整全使命聯盟裏18個成員機構間的
合作和溝通，讓我們能迅速獲得不同地方的災害資訊和最新情況。這
不但加快了各成員的救援行動，同時亦擴闊了我們回應災害的地域覆
蓋面。過往礙於人力、資源和項目位置的限制，有部份災害未能給予
援助，但現在透過聯盟，可以獲得許多參與和回應的機會。成員機構
間，不單是功能性的結連，更美的是演繹了主內的團契與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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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網絡
整全使命網絡 (IM Forum)
2011-2012年度回望
整全使命網絡於2011年11月下旬組成。過去一年，我們聯繫了50多
位分別來自教會、機構、神學院和社企的教牧同工及信徒，一起探索
在神學與教會、營商，和社區服侍這三大範疇中，推動實踐整全使命
的可能性。

50多位教會、機構、神學院和社企領袖參與

學習與展望
我們喜見營商界別已建立起網絡，並有具規模和策略的執行計劃。因
此於來年，整全使命網絡將集中資源，推動前線機構與神學院及教會
間的合作，深入探討基督教機構與教會如何在社羣中實踐整全使命，
為前線的服侍工作提供堅實的神學支援。

此外，我們亦會着手綜合和整理本港、國內和海外教會及機構的經
驗，製作成教材、工具和參考資料，供香港及國內教會使用，協助連
繫不同教會、機構和信徒組織，發揮彼此間的協同力量，一起建立基
督的身體，推動關懷普世事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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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年展望

經過兩年的走訪和探討，我們選定了埃塞俄比亞、津巴布韋、印度、
尼泊爾、緬甸和中國為焦點國家，並於明年起強化與焦點國家內各夥
伴的關係，藉合作與交流，提升彼此執行和管理項目的能力，為貧困
社區提供更適切、到位的援助。

近年，中國和尼泊爾政府先後對境內基督教教會採取較開放的態度，
加上緬甸政局的變革，為區內的基督教扶貧和發展工作帶來新契機。
施達盼望能善用機遇，進一步發揮香港教會與海外教會及機構間的橋
樑角色，促進彼此間的合作。我們期望以上焦點國家的項目點，能成
為香港教會參與和回應普世事工、實踐整全使命的重要場地；而香港
教會亦能為海外夥伴機構和前線工場，在人力和資金上提供強大的後
方支援，有效發揮不同國家、地區、教會和機構間的協同力量。

香港事工方面，施達作為「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的參與機構，將致力
配合，推動地區堂會與前線機構、社企組織以及政府間的合作，以促
進各區教會關社網絡的發展，讓教會成為貧窮社羣的鄰舍與同行者，
給予貧困者適時、適切和整全的關懷與援助。

求神帶領，並按祂的旨意成就。

陳念聰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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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基督中心堂
聖公會聖安德烈堂
基督教聖約教會恩臨堂
香港華人基督會聯會
香港華人基督會
香港華人基督會煜明堂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大埔堂
基督教宣道會沙田堂
基督教宣道會葵涌堂
基督教宣道會馬灣堂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
香港宣教會
基督教香港錫安堂
赤柱浸信會
駿發花園浸信會
第一城浸信會
香港浸信教會好鄰舍福音堂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九龍灣萬善堂
基督教般福堂
西區福音堂
啟德基督教會
基督教樂道會荃灣堂
香港福州語福音佈道會香港堂
基督教會恩雨堂
九龍城基督徒會將軍澳堂
筲箕灣神召會欣榮堂
基督教敬拜會(九龍區)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
浸信宣道會耀基堂
界限街平安福音堂
中華宣道會大圍堂

神學院
信義宗神學院
建道神學院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中國神學研究院

2011-2012年度外出分享團體



機構／團體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
伊利沙伯醫院院牧事工
禧福協會
世界福音動員會
商區福音使團
香港細胞小組教會事奉訓練學院--國際文化系
基督徒律師團契
Cisso System & Exxon Moon Christian Fellowship

學校
恆生管理學院
匯基書院
聖傑靈女子中學
聖道迦南書院
喇沙書院
景嶺書院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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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 主題 講者／合作機構
2011年7月19日 分享會 從聖經看貧窮與公

義
莫陳詠恩博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實
踐科副教授）

2011年8月23日 探訪 探訪露宿者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
協會

2011年10月25日 分享會 三十年教會社關路 朱耀明牧師
柴灣浸信會前主任
牧師）

2011年11月25日 探訪 探訪夜青 基督教服務處
2011年12月11日 團聚 龍脊半天遊 -
2012年2月28日 分享會 從先知書看基督徒

的社會參與
蔡定邦博士
信義宗神學院舊約
副教授）

2012年3月11日 探訪 菜園新村導賞團 -
2012年4月20日 分享會 基督徒如何愛國？

從中國社會現況反
思香港基督徒的社
會實踐

程翔先生
時事評論員）

2012年5月5日 團聚 環境及文化保育半
日遊

-

2012年6月9日 探訪 探訪男性戒毒者 基督教信義會芬蘭
差會靈愛中心（西
貢旦家灣）

2011-2012年度施達貧友活動

（

（

（

（



2011年至2012年財政年度收支簡報表
2011年7月至2012年6月總支出2011年7月至2012年6月總支出 港幣
救援經費 1,805,207

海地地震救援及重建 544,131
中國青海地震救援及重建 159,498
東非旱災 860,943
中緬邊界克欽族衡突人道救援 113,797
菲律賓風災 77,804
緬甸風災重建 49,034

項目 10,556,924
非洲事工 1,232,389
亞洲事工 3,497,944
中國及香港事工 5,826,591

籌款 489,006
行政費 1,059,897

總支出： 13,911,034

2011年7月至2012年6月總收入2011年7月至2012年6月總收入 港幣
救援捐款 1,592,791

東非旱災 1,434,769
日本海嘯救援 2,100
緬甸地震救援 8,500
中緬邊界克欽族衡突人道救援 91,610
中國雲南地震救援 1,000
菲律賓風災 40,212
海地地震救援及重建 14,600

一般奉獻 12,358,789
個人 7,922,417
教會 3,261,471
其他 1,174,901

海外撥款 571,720
其他收入 201,082

總收入： 14,724,382

面對上個財政年度(2010年7月至2011年6月)結算錄得逾300萬不敷，我們開源的同
時，亦於2011年9月起削減及暫緩近半項目撥款，以平衡收支。
按目前的奉獻情況，來年仍需繼續暫緩部份項目資助。在緊縮預算下，2012年7月至
2013年6月的事工經費為14,122,259元。然而，各地項目實際所需卻遠高於此數。願
你與我們同行同禱，祈望能按項目實際需要，向貧困社羣提供適切和適時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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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至2012年財政年度收支簡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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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
亞洲 3,497,944
阿富汗 126,975
DARMAN 兒童教育 78,354
SERVE 社區健康及發展 48,621

孟加拉 504,025
SATHI 社區發展 114,383
孟加拉基督徒團契 流動電話技術訓練 117,881
孟加拉基督徒團契 兩性平等及婦女充權 71,708
PARI Development Trust 兒童倡議 75,206
World Concern 災害援減及管理項目 39,177
World Concern 兒童教育 85,670

柬埔塞 161,955
柬埔寨基督教福音聯會兒童 兒童倡議 48,971
委員會
夥伴 遭販賣婦孺重投社區項目 112,984

印度 1,198,775
加略山使命 兒童基本生活 90,247
基督使命慈惠會 兒童基本生活 372,910
基督使命慈惠會 指定奉獻予Bridge Gospel 19,239

Church 
門徒訓練中心 綜合社區外展計劃 245,905
印度福音團契救援社 綜合社區發展 88,148
全能神資源中心 環境持續發展項目 63,663
新印度福音會 兒童基本生活 289,280
新印度福音會 火災救援 29,383

印尼 102,840
MAP 流動診所 39,177
YASKI 兒童教育 63,663

2011-2012年度項目經費支出



緬甸 470,823
緬甸東方聖經學院 神學生培訓 14,691
Fullmoon 兒童基本生活 69,609
Fullmoon 指定奉獻支持購買汽車 71,708
夥伴 指定奉獻購買乳牛 17,490
緬甸家庭發展中心 水利工程 5,947
Fullmon 兒童教育 39,527
Fullmoon 指定奉獻提供米糧 26,934
Fullmoon 指定奉獻支持Fullmoon 45,123
Fullmoon 指定奉獻支持搭建層架床 11,193
緬甸家庭發展中心 夥伴發展 57,716
緬甸家庭發展中心 農業培訓及發展 104,938
Putao基督教醫療事工委員會 專業培訓 5,947

尼泊爾 278,436
Shanti Nepal 社區健康及發展 88,148
Share & Care 婦女培訓 166,502
Share & Care 支持夥伴同工參與2011年 11,193

彌加網絡亞洲區諮詢會議
Shanti Nepal 指定奉獻支持心臟手術 12,593

菲律賓 186,090
基督徒肅貪倡廉職盟 反貪倡廉 48,971
國際部落宣教基金 教育項目 110,535
國際部落宣教基金 指定奉獻支持購置電腦設備 12,942
國際部落宣教基金 指定奉獻支持夥伴擴充辦公室 13,642

泰國 343,499
湄公少數民族基金會 外勞權益項目 141,667
湄公少數民族基金會 指定奉獻支持當地苗族教會 10,494

活動
泰國拉祜基金會 社區健康 191,338

其他 124,527
彌迦網絡 指定奉獻支持亞洲區統籌薪金 124,527

中國 5,826,591
甘肅 444,600
蘭州市基督教兩會 綜合社區發展 223,109
蘭州市基督教兩會 婦女社區健康教育 221,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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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2,151,726
施達 有機農場 874,214
施達 災害緩減及種茶項目 489,946
施達 水利及發展 775,091
施達 仁愛基金（支持貧困村民生活） 12,475

山西 170,312
永青社 城市社區醫護服務及培訓 170,312

四川 374,900
施達 學校災害評估及緩減 78,088
施達 災害評估及緩減培訓 120,496
施達 災害緩減（斜坡管理） 176,316

雲南 1,116,272
施達 災害緩減培訓 4,300
磐石教會 戒毒後復康 88,264
雲南省基督教兩會 愛滋病預防及推動教會 1,023,708

香港 1,568,781
施達 推動教會及扶貧教育 1,568,781

非洲 1,232,389
埃塞俄比亞 436,635
高樂教會 兒童基本生活 436,635

萊索托 376,495
Joy to The World 院舍資助 49,419
Joy to The World 農業發展 178,450
Joy to The World 兒童教育 148,626

蘇丹 98,714
夥伴 街童事工 98,714

津巴布韋 320,545
Trinitry Project Trust 關注孤兒寡婦權益 99,208
關懷愛滋病家庭協會 兒童基本生活 22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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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風災 (2008年5月)*
撥款HK$49,034資助20名受災孤兒生活費用，及興建儲水箱
 
海地地震 (2010年1月)*
撥款HK$544,131資助夥伴在萊奧甘(Léogâne)其中三條村落興建收
集山水系統；向500戶農戶提供玉米種子以助增加糧食供應和農產；
組織衞生推廣和災難緩減活動予兒童、青少年和成年人參與；並在
Citronniers地區支持12個社區開展社羣策劃的小型災害緩減項目

青海地震 (2010年4月)*
撥款HK$159,498向隆寶鎮及治多地區的復康中心護理人員提供物理
復康服務培訓，並添置儀器向地震傷者提供基本治理和援助
 
東非旱災 (2011年7月) 
撥款HK$77,831，在埃塞俄比亞摩亞雷(Moyale)地區向14,750名災
民提供三個月糧食援助，包括穀物、豆類食物、營養補給品和植物油
撥款HK$780,870資助鑽挖300米的地孔，為約2,750名肯尼亞
Marich Pass 社區災民提供食水
 
菲律賓風災 (2011年12月)
撥款HK$77,804向600年高中學生提供十星期的熱食，及向學生派發
學習物資
 
中緬邊界克欽族衝突人道救援 (2011年12月)  
撥款HK$61,751向一萬名中國雲南難民營的克欽族流徙災民派發大
米、食油和學習物資
撥款HK$52,045，在克欽邦鄰近中國的四個地區向逾200名流徙傈僳
族(Lisu)災民提供四個月的糧食援助（包括大米、食油和鹽）和毛衣

2011﹣2012年度進行的災後重建工作

2011-2012年度災後救援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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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機構 
高樂教會 （Addis Ababa Guenet Church ﹣ AAGC）
加略山使命 （Calvary Commission of India ﹣ CCI）
基督使命慈惠會 （Christian Missions Charitable Trust ﹣ CMCT） 
Christian Reformed World Relief Committee (CRWRC)
DARMAN
門徒訓練中心 （Discipleship Centre）
緬甸東方聖經學院 （Eastern Bible Institute ﹣ EBI）
全能神資源中心 （El Shaddai Resource Center ﹣ ESRC）
柬埔寨基督教福音聯會兒童委員會 （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Cambodia Children's Commission ﹣ EFCCC）
印度福音團契救援社 （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India Commission on 
Relief ﹣ EFICOR）
關懷愛滋病家庭協會 （Family AIDS Caring Trust ﹣ FACT）
Fullmoon
Joy to the World
Kachin State Lisu Christian Church (KLCC)
孟加拉基督徒團契 （KOINONIA）
蘭州市基督教兩會 （Lanzhou City Christian Council）
MAP
湄公少數民族基金會 （Mekong Minority Foundation - MMF）
緬甸家庭發展中心（Myanmar Family Development Company ﹣ MFDC）
新印度福音會 （New India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 NIEA）
PARI Development Trust 
PHILRADS 
Putao基督教醫療事工委員會 （Putao Christian Clinic）
SATHI
SERVE
Shanti Nepal
山西永青社 （Shanxi Evergreen Service）
Share & Care
英國德愛基金會 （Tearfund UK）
泰國拉祜基金會 （Thai Lahu Foundation）
基督徒肅貪倡廉職盟 （The Christian Convergence for Good 
Governance ﹣ CCGG）
磐石教會 （The Rock Church） 
國際部落宣教基金 (Tribal Mission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 TMFI)
Trinity Project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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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Concern
World Relief
YASKI
雲南省基督教兩會 （Yunnan Christian Council）

參與網絡
整全使命聯盟 （Integral Alliance）
彌迦網絡 （Micah Network）
彌迦挑戰 （Micah Challenge）
世界福音聯盟 （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
香港教會關懷網絡 （Hong Kong Church Network for the Poor）
惠施網 （Wise G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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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
盧炳照牧師
李樹培先生
莫昭友醫生（至2011年12月）
吳芝萍女士
何永業先生（至2011年12月）
鍾金永先生
何慧雯女士
黃岳永先生
黎高穎怡女士
楊柏滿牧師
林希維先生（2011年12月加入）
孔慶明醫生（2011年12月加入）

顧問
麥希捷先生
何屈志淑醫生
馮思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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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及顧問



總幹事
陳念聰醫生

培訓及策略發展
王佐芳

行政
馮思鳳
何綺嫺
賀文亮

項目
蔡莉莎
伍瑞嫦
姚麗華
李寶琪
鄭嘉欣
王明珠（至2012年3月）
劉鳳闕牧師（2011年8月入職）
劉月珍（2011年9月至11月）
植燦明（2012年3月入職）
陳佩詩（2012年4月入職）

教育及推廣
蔡健鏗
關明慧
潘文欣
鄧寶山
胡應麟
文子樑（至2012年4月）
林慧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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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小組
第一城浸信會迦勒團義工
施達貧友委員會
德勤會計師事務所
Finger Print Ltd
Kinbroad Limited
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
藝術家
香港浸信教會

義工
Ms. Sophia CHAN
劉國輝先生
李健業先生
麥林素璧女士
伍翠梅女士
申金柱先生
黃楚華女士
俞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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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rporated with limited liability)

香港九龍德興街12號興富中心504室
或香港郵政總局信箱3212號
電話 (852) 2381 9627
傳道 (852) 2392 2777
網址 http://www.cedarfund.org
電郵 sharing@cedarfund.org
Facebook www.facebook.com/cedarfund
匯豐銀行帳戶號碼 600-38567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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