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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舊是滿有恩典的一年
過去一年，我們經歷了不足，也體驗到神豐富的預備；我們遇到了事
工上的不前，也見證了神賜予不同項目上的突破與進展；我們失去了
一些不捨的同工，卻也感謝神得到了一些可貴的同工加入。數算主
恩，2013年仍舊是滿有恩典的一年！

因着事工上的發展，我們在年中重組了行政架構，分別建立了兩個主
任崗位，分擔了總幹事陳醫生在行政和事工上的責任，好使陳醫生能
較專心領導整個機構的發展和推動整全使命。

在事工發展上，感謝天父的保守，我們在中國、南亞，以及非洲等多
個地區的扶貧濟困工作，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進展。當中，尤以在中
國雲南的事工，得到了緬甸、英國和中國三地專家的高度評價和肯
定！

在此，再次感謝香港眾教會、機構和信徒，在過去一年對我們的支持
和代禱。我們要特別多謝多個內地和海外的事工夥伴，他們的同工和
同行，使我們在各地的事工計劃得以落實。我也要為陳醫生和施達眾
同工向神感恩，因着他們良善和忠心的服侍，我深信，許多貧窮和弱
勢社羣已得到了關懷，不少的生命和社區也得到了轉化，並且社會公
義也在不同的地區逐步得到了實踐！

董事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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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關注數個貧困情況較嚴峻的國家，協助當地夥伴推展更全面及完
善的發展項目，促進受困生命及社區轉化；

支援與建立
為夥伴提供支援與培訓，鼓勵並協助夥伴更有效地關顧社會的弱勢羣
體及回應社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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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更有效地身體力行，回應貧窮和不公義的議題。

施達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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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國家
中國 ─ 教會的社會事工發展

施達自2000年在中國設立項目點，先後與湖北、甘肅及雲南的教會建
立密切的合作關係，一起服侍國內貧困社羣。近年隨着中國政府鼓勵
國內教會開展社會事工，地方教會的社區服侍更有顯著的發展，雲南
教會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與教會攜手賑災
2012年9月7日，中國雲南省昭通市彝良縣與貴州省畢節地區威寧彝
族回族苗族自治縣交界發生5.7級地震，共70多萬人受災。施達得到
香港特區政府賑災基金會撥款及香港教會與肢體的捐獻，支持彝良地
震災民。同年10月, 施達團隊聯同雲南省基督教兩會，向彝良縣15個
村落近6,000戶受災家庭派發糧食援助，並藉此提升當地教會和社羣
回應災害的能力。

見證成果
過去六年，施達積極在中國不同省份透過培訓，推動教會實踐整全使
命，開展社會關懷服侍。2013年3月，數位分別來自緬甸、英國和中
國國內的專家，一起到雲南就施達在當地的項目成效作外部評估。該

事工發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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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評估結果，不但給予項目成效正面的評價，更就當地教會的社會關
懷工作給予肯定。

雲南耿馬教會服侍的社羣

阿珍（化名）是年輕的愛滋病患者，從男友身上感染愛滋病之後，被
家人趕出家園。保山教會外訪隊發現她的時候，她獨自一人住在一間
小屋，身上長滿疱疹。於是，教會外訪隊帶她到醫院求醫，並定期探
望她，給她食物和衣服。「為甚麼要為我做這些事？」阿珍問。「因
為耶穌愛我們，所以我們也實踐祂的愛。」教會肢體的關愛深深打動
阿珍，並與她一起經歷神的愛、原諒她的男友，建立貞潔的生活。

參與項目檢討的中國愛滋病顧問、來自雲南省性病愛（艾）滋病防治
協會的王汝巽醫生，是最早參與中國防治愛滋病的專家。今次他看到
如何透過面對面的探訪和教會的關愛服侍，為受愛滋病影響的家庭和
社區帶來正面的改變，並確認施達工作的果效。「你們的經驗對中國
非常重要，請記錄下來並與相關部門分享。」

把握跨邊境抗貧機遇
雲南與緬甸接壤，許多緬甸青年到孟定、耿馬、鎮康、滄源等邊境縣
鎮工作，也有緬甸婦女出嫁至中國。當然兩地頻繁的人口流動亦容易
衍生販毒、吸毒和愛滋病等問題。過去邊境地區教會的培訓工作，正
好為開展中緬兩地間的跨邊境抗貧事工打下良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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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耿馬等地教會的社會事工的基礎漸見穩固，施達挑戰他們與緬甸
地區教會攜手回應中緬邊境人口販賣問題帶來的青少年外勞、吸毒和
愛滋病等社會問題，期望能藉着建立青年外勞的支援網絡和提升他們
的生活技能，加強他們抗艾抗毒的能力。相關項目仍在磋商階段，求
神繼續帶領兩地教會，進到邊緣和弱勢的社羣中服侍。

中緬兩地教會代表一起找出核心的社會問題

緬甸 ─ 戰後重建機遇
過去十年，施達一直與緬甸夥伴同行，服侍當地因戰亂和天災受困的
兒童。今年，我們看見神為緬甸夥伴開啟了新的事工方向，服侍戰後
社羣。施達亦為能參與事工而感恩。

與戰亂孤兒一起重建故土
施達緬甸夥伴Fullmoon於2012年4月接獲緬甸政府的邀請，在孟邦
(Mon State)開展戰後重建工作，帶領社區在戰後重建和發展。過去
一年，施達與Fullmoon緊密合作，在孟邦的克倫族(Karen)社羣開展
不同工作，包括興建學校、進行水利管理和農林業發展等培訓，又招
聚了一羣過去在Fullmoon院舍成長、現已畢業的克倫族戰亂孤兒，
回到家鄉參與重建工作，當中有具教師資歷的在學校負責教學，具醫
護資格的則提供醫療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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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曾在Fullmoon院舍生活的年輕人，接受了師資訓練後，到孟邦
新建的學校任教

過去十年，施達與緬甸夥伴並肩同行，一起服侍數百位因戰亂或天災
而失去父母或與家人失散的兒童。由起初聽到上帝給予Fullmoon培
育這羣貧困小孩長大後返回故鄉推動社羣發展的異象，到今天親證昔
日願景得以成真，不禁驚訝上帝在當中的帶領和預備，同時亦感恩在
祂的計劃裏，有施達與香港信徒羣體參與的份。

總幹事陳念聰醫生夫婦於2012年12月份到緬甸，與Fullmoon院舍的
受助兒童一起重返故鄉孟邦，探望當地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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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流離失所者重拾希望
緬甸有43萬人在境內流徙，單在克欽邦(Kachin State)的衝突，已逼
使逾11.5萬人逃離家園。2011年6月，克欽獨立軍(KIA)與政府軍間維
持了17年的停火協議失效，從此邊境30多個臨時營地就不斷接收從四
處逃奔來的緬甸人。

傈僳族的牧師在一個住有5,000名境內流徙人士的營地服侍。這位傈
僳族牧師曾經參加施達資助的農業訓練，他教導流徙的家庭製作天然
肥料、種植蔬菜，和收集樹葉製成肥料以改善土質。良好的農耕作業
可減低流徙羣眾對環境帶來的壓力，為困苦家庭帶來希望。

在營地服侍戰亂難民的傈僳族牧師 

孟加拉 ─ 期待進深同行

新項目焦點國家
施達在印度和孟加拉兩地的項目性質十分相近，皆涉及社區發展、災
害管理、兒童和青少年事工等範疇。因着與兩國夥伴間合作上的新安
排，加上兩國的國情發展，施達經過多方面的評估和考慮，決定在
2013年7月起，揀選孟加拉為亞洲區內其中一個項目焦點國家，期望
透過項目介入，加強關注境內性別不平等、人口販賣、兒童權利等貧
窮面貌。施達在印度的工作仍會繼續夥拍當地夥伴機構，攜手回應城
市貧窮和貧困兒童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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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逾四成人每日靠不足1.25美元過活

貧民窟社區與居民經歷轉化
孟加拉夥伴SATHI在首都達卡的貧民窟推行綜合社區項目，鼓勵居民
參與社區發展。經過數年的努力，已成立了不同的居民組織，在制定
社區發展計劃、推動兩性平等、改善社區健康和關顧貧困兒童等方
面，擔當着組織和推動的角色。

透過項目工作，為婦女提供參與決策社區發展事務的平台

Mukta是婦女自助小組的成員。作為女性，Ｍukta過去面對社區衞
生、暴力、酗酒、吸毒、童工等問題，鮮有發聲和參與的機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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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透過SATHI的婦女小組和社區健康義務工作，她可以表達對社會
問題的關注，並學習如何幫助有需要的家庭。「我現正修讀醫務輔助
人員課程，希望能繼續幫助更多人。」

災害緩減項目提升居民抗災能力
博杜阿卡利縣(Patuakhali)的Kalapara分區位處孟加拉最南端，飽受
熱帶氣旋、潮汐浪湧、洪水和龍捲風的侵襲。施達與夥伴World 
Concern Bangladesh於2010年起，開展為期三年的災害緩減計劃，
在區內村落成立委員會，其中包括預警隊、急救隊和疏散及尋人隊。

今年5月26日，Kalapara地區受颶風瑪哈森(Mahasen)吹襲，居民防
災委員會及義工們發揮了重要的角色，及時向居民發出預報警告，有
效協助逾3,000位居民撤往安全地方。施達與夥伴喜見過去防災培訓
的成效，當地政府也讚賞居民防災委員會及義工們的工作。

Rokeya是一名寡婦，獨力照顧一對子女和年老殘障的家姑。颶風瑪
哈森摧毀了他們的房屋，夥伴World Concern Bangladesh協助他們
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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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焦點國家 ─ 埃塞俄比亞、津巴布韋和尼泊爾的事工剪影

埃塞俄比亞 ─ 施達資助夥伴高樂教會(AAGC)，向逾200名貧困兒童
提供基本生活資助。2013年1月，11位香港信徒隨施達探訪當地受助
兒童的家庭，團友們沒有想到他們的生活環境是如此簡陋、困窘；然
而，最震撼他們心靈的，卻是受訪家庭在貧困的生活裏對「耶穌是
主」的認信。

津巴布韋 ─ Khulani與丈夫育有五名子女，一家七口的生活僅靠丈夫
當出租車司機賺取微薄收入維持。藉着施達夥伴Trinity的協助，替她
五名子女辦理繁複的出世紙申領手續，得以申請入讀當地學校，及申
領其他福利。不過，她仍要為籌錢繳付子女學費而煩惱。為能更全面
和進深回應津國貧困家庭的需要，夥伴亦正探索在法律諮詢服務以
外，加入增加收入和技術培訓服務，建立他們的謀生能力，得以改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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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 ─ 20歲的Devi Maya是Chepang（原住族羣），與丈人、奶
奶、丈夫和三名年幼子女居於南部省份Makawanpur的山區村落。小
時候，她十分渴望可以上學讀書，可惜九歲便出嫁，夢想無法實現。
但現在，她有機會參與施達夥伴Share & Care Nepal舉辦的生命教
育課程，學習寫字、計算，又認識到地方政府可提供予婦女發展的資
料，為她帶來發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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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教會和信徒
藉教會、經教會、扶貧濟困」是施達的核心運作原則，因此，教會和
信徒是施達的主要合作夥伴；推動和配合教會參與扶貧事工，更是施
達在香港的重點工作之一。過去一年，我們透過不同事工、活動和媒
介，讓教會及信徒得以親身接觸和認識貧窮，並一起學習和實踐對貧
窮人的關愛與同行。

Encounter ─ 與貧窮相遇
施達出版了「Integral Explorer」小冊子，提出與教會、學校等組織
合作的不同可能性，當中多是體驗性為主的教育活動。過去一年，施
達獲邀到多所中學、大學團契和教會，主辦體驗式扶貧教育活動；此
外，亦透過赤腳行、貧富宴和社區探訪，擴闊和加深信徒對貧窮的認
識和體會。今年度，外出分享共108次：教會51次、學校18次、機構
26次和神學院11次（參附件二）。

此外，為強化推動信徒的工作，2011年「施達貧友」進行革新，改以
會員制運作，透過每月定期聚會，按著不同的議題，從不同角度認識
貧窮面、反思信仰、並一起身體力行地關懷貧窮人。今年度，施達貧
友共有12次活動：4次分享會，5次參觀探訪，3次團聚活動（參附件
三）。現時會員人數約有150人，委員會亦開始進行檢討工作，了解
會員在過去兩年的參與情況及對活動的意見，期望更多會員能積極投
身「施達貧友」的工作，帶動更多信徒關心社會。

施達貧友」於2013年2月邀請了突破機構的明皓博士，分享北京農民
工子弟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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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ace ─ 記念貧窮
我能作甚麼？」是到教會分享後常有的提問。施達認為，記念貧窮是
一種生活態度，信仰更要透過生活演繹出來，因此我們透過重尋不同
節日與重要日子的意義，鼓勵教會及信徒一起活出關愛貧窮的生命。

減碳行動(Carbon Fast)是其中之一，鼓勵教會及信徒在大齋期間，
透過安靜默想、減碳實踐，反思與重整我們與神、與己、與他者、與
社羣和大地之間的關係。今年喜見有逾50人成為「減碳戰隊」，在
Facebook記錄每天對特定呼籲（如：節約食水、步行代坐車、素食
等）的親身體驗；更有教會響應呼召，總動員參與。

減碳戰隊」在Facebook羣組裏的行動分享

每年農曆新年的「紅封包行動」，我們都會邀請信徒把對家人的關愛
和祝賀推廣至遠方的貧窮社羣。今年，我們更首次加插「大吉利是」
籌款活動，鼓勵小朋友分享他們所收的利是，幫助貧窮社羣（參附件
四）。

Empower ─ 一起推動、分享、傳遞
扶貧濟困，你我有份」是施達建立社交網絡平台的核心理念。施達一
直以來努力嘗試透過不同活動和媒介，拉近香港信徒與遠方貧窮社羣
的距離，並提供參與渠道，讓教會及信徒們能一起參與推動工作，將
關愛貧窮人的信息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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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起，施達設立Facebook專頁，向肢體提供有用資訊和帖子，
透過「讚好」和「分享」，將世界各地貧困者的情況和需要廣傳，在
各人的朋友網絡中傳遞關愛貧窮的邀請。2013年初印度接連發生多宗
輪姦及強姦案，喚醒大家對南亞婦女所遭遇的暴力、歧視和不公平對
待的關注。施達除於3月28日舉辦「與南亞婦女同行」分享會，更特
別在Facebook建立羣組，連結一羣關心南亞社羣的信徒，顧念南亞
社羣的需要。

5月28日的「施恩達愛無窮夢」異象分享暨籌款晚宴，有接近250位
來賓出席，共籌得約港幣75萬元，全數支持非洲、亞洲及中國貧困地
區的扶貧工作

過去一年，我們亦舉辦了「施達在中國」分享會和「施恩達愛無窮
夢」異象分享暨籌款晚宴，與一眾肢體分享我們在中國、緬甸等地的
工作、上帝在貧窮人中的恩典、以及施達對「無窮」世界的願景（參
附件四）。

海外扶貧體驗團更是施達推動信徒的重要平台。2013年1月，十多位
本港信徒一起到埃塞俄比亞作扶貧體驗，行程中的所見、所聞、所
感，深深觸動團友們的生命；回港後更舉辦分享會，與90多位信徒分
享與當地社羣相遇的生命觸動和反省，傳遞關愛貧窮的信息。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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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的「愛在埃國蔓延時」埃塞俄比亞扶貧體驗團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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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年展望

整全使命」的發展強調活出上帝的使命，並透過不同界別基督徒之間
富創意的協同作用(creative synergy)，推動全球教會同心實踐。

誠然「整全使命」(Integral Mission)的概念已不是新鮮事，但明顯
地，近年愈來愈多香港教會和神學院積極學習和實踐「整全使命」。
然而我們要清楚識別，這不是單單強調要透過社會行動回應社會的需
要，免得像鐘擺那樣，又一次走向了另一極端。

除了過往恆常的分享聚會和研討會之外，施達現正透過「作普世門
徒」(Global Discipleship)訓練計劃，加強與教會的合作。由於施達
在海外各地經已建立穩固的教會和機構網絡，因此不難推動施達、海
外事工夥伴與香港堂會間三方的合作關係，並且透過合作，進深建立
在不同社會服侍上所需的知識和技巧。讓教會以第一身接觸和認識到
國度事工，擴闊我們認知上帝工作的角度，並建立我們的信心和羣體
生命。每個「作普世門徒」訓練計劃最少為期二至三年，由施達與合
作教會一同訂定具體的計劃內容。海外的教會和機構有不少值得我們
學習的經驗，亦存有許多合作的空間。我相信，在神的帶領下，我們
將獲得具創意和激動人心的經驗。

總幹事
陳念聰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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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

亞洲 3,465,276
孟加拉 333,519
SATHI 社區發展 86,835
PARI 兒童倡議 77,684
WCB 災害緩減及管理 77,679
WCB 兒童教育 68,029
KOINONIA 寒流救援 23,292

柬埔塞 153,246
夥伴 指定奉獻支持遭販賣婦孺重投社區項目 18,690
夥伴 指定奉獻支持婦女復元庇護項目 134,557

印度 1,227,671
EFICOR 綜合社區發展 209,856
EFICOR 貧民窟社區發展項目 132,128
EFICOR 災害緩減及管理 156,486
EFICOR 指定奉獻支持貧民窟社區發展 17,933
DC 綜合社區發展 178,685
CMCT 指定奉獻支持教會租金、痳瘋康復、糧

食供應及其他事工
124,724

CMCT 兒童基本生活 147,573
CCI 兒童基本生活 143,747
NIEA 兒童基本生活 116,540

緬甸 948,717
EBI 資助風災兒童及孤兒 40,186
EBI 指定奉獻予神學生 4,658
MFDC 農業培訓及發展 95,275
MFDC 夥伴發展 57,443
KSLCC 土地註冊及發展 50,572
KSLCC 緊急援助受戰亂影響的克欽族家庭 34,780
Fullmoon 指定奉獻資助兩名大學生 7,823
Fullmoon 受戰爭影響兒童重投社區項目 315,138
Fullmoon 兒童基本生活 107,043

附件一 

2012-2013年度項目撥款



Fullmoon 青少年教育 77,681
Fullmoon 指定奉獻支持兒童院舍糧食供應 32,338
Fullmoon 指定奉獻支持兒童院舍運作 125,781

尼泊爾 318,055
Share & Care 婦女充權 225,407
Shanti Nepal 社區健康及發展 77,700
Shanti Nepal 指定奉獻支持建廁 9,956
Shanti Nepal 指定奉獻支持社區健康及發展 4,992

巴基斯坦 48,459
CGDC 防止暴力對待婦女項目 48,459

菲律賓 79,835
TMFI 原住民兒童基礎教育 69,863
TMFI 指定奉獻支持夥伴同工退修 9,972

泰國 355,775
TLF 社區健康 116,511
MMF 外勞權益 159,416
UHDP 少數民族生計發展項目 60,429
MGIC 童兵兒童項目 19,419

中國 8,495,716
甘肅 151,882
蘭州市基督教兩會 綜合社區發展 151,882

湖北 1,381,650
施達、
湖北基督教兩會

鄖西社區綜合發展項目 504,042

施達、
湖北基督教兩會

五峰防災減災種植項目 330,906

施達 五峰縣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社會網絡建設
項目

105,236

施達 有機耕種 441,465

青海 316,536
起步高原 玉樹地震後復康服務 316,536

18



山西 70,283
永青社 城市社區醫護服務 70,283

四川 3,363,379
施達、
正軒公義、
川越公益、
廣漢教會

雅安地震緊急救援（香港特區政府撥款
支持）

3,127,000

施達、
廣漢教會、
雅安教會

雅安地震緊急救援 16,248

施達、
正軒公義、
達州教會

雅安地震後社區重建項目 66,512

施達、
達州市基督教委員會

達州教牧人員能力培訓及社區關懷項目 49,425

施達、
四川宣漢縣龍泉學校

達州農村基礎教育改善項目 4,003

夥伴 指定奉獻予夥伴 100,192

雲南 3,211,985
施達、
雲南省基督教兩會

彝良地震緊急救援（香港特區政府撥款
支持）

2,418,000

施達、
雲南省基督教兩會

愛滋病預防及推動教會 412,862

施達、
保山市基督教兩會

保山貧困兒童關懷與膳食補助項目 49,764

施達、
保山市基督教兩會

保山寄居人羣社區發展項目 4,286

施達、
雲南省基督教兩會、
大理州社會事工部、
耿馬縣社會事工部

推動教會及能力提升項目（災害管理、
防拐、關顧受愛滋病影響的家庭） 

307,451

施達、
雲南省基督教兩會、
大理州社會事工部、
耿馬縣社會事工部

神學生整全使命及防艾培訓 19,624

非洲 1,825,053
埃塞俄比亞 882,705
AAGC 兒童基本生活及家長自助小組 688,507
TFUK 綜合社區災後復元項目 19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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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索托 293,530
Joy to the World 農業發展及糧食保障 135,899
Joy to the World 兒童教育 116,490
Joy to the World 院舍資助 41,142

津巴布韋 648,817
Trinity 關注孤兒寡婦權益 276,255
FACT 兒童基本生活 372,562

其他 1,832,232
項目支援 1,829,544
指定奉獻予彌迦網絡 2,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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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神召會迦勒堂
尖沙嘴浸信會
堅道浸信會
赤柱浸信會
深水埗浸信會
嘉盛浸信會
鰂魚涌浸信會
基督教宣道會大澳堂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
真理基督教會協英堂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樂恩福音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活泉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四方福音會大角嘴堂
香港華人基督會
香港福州語福音佈道會香港堂
九龍靈糧堂
洪水橋靈糧堂
路德會聖三一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沙田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基督教聖約教會恩臨堂
上水平安福音堂
基督教敬拜會(九龍區)
救世軍沙田隊
聖公會聖多馬堂
聖公會聖安德烈堂
基督教樂傳生命堂
基督教忠信堂
基督教般福堂
基督教基甸生命堂 
啟德基督教會
勵德福音堂
西區福音堂

附件二 

2012-2013年度外出分享團體



神學院
中國神學研究院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禧福學院

機構／團體
環球宣愛協會
浸會大學團契社關小組
商區福音使團
基督徒助人專業團契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香港細胞小組教會事奉訓練學院
JEMS
以勒基金
國際專業服務機構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基督徒團契
世界福音動員會（香港）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救恩服務社
香港神學生聯禱會

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幼稚園
播道書院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神召會禮拜堂天澤幼兒園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
聖保羅書院
匯基書院

會議
Justice Conference Asia
社企民間高峰會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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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 主題 講者／合作機構
2012年7月14日 探訪 探訪中港家庭單親

媽媽
﹣

2012年8月23日 分享會 從理論到實踐 — 
一位經濟學者對資
本主義與貧窮的反
思

葉漢浩先生
新福事工協會關懷
貧窮學校義務校
長）

2012年9月15日 探訪 探訪天水圍天光墟
小販

社區發展陣線

2012年10月13日 探訪 探訪寶田收容中心
住客、寶田邨基層
家庭、單身人士及
長者

城市睦福團契

2012年11月20日 分享會 工運路上的反思 — 
被罪者的時代意義

馮煒文先生
香港工運先驅、資
深神學工作者）

2012年12月8日 團聚 獅子山頂半天遊 ﹣
2013年1月19日 探訪 環保姨姨發展網絡

成員
﹣

2013年2月27日 分享會 城市漂流的二等公
民？進退維谷的北
京民工子弟

明皓博士
突破機構青年發展
基金高級研究幹
事）

2013年3月3日 探訪 馬屎埔農村導賞團 ﹣
2013年3月23日 團聚 觀鳥生態導賞團 ﹣
2013年4月8日 分享會 生命是必須妥協？

兩位抗衡主流的踐
行者的深度對話

龐一鳴先生
一年唔幫襯大地產
商行動發起人）
賴恩慈小姐
劇團主席，獨立電
影《1＋1》導演編
劇）

2013年5月12日 探訪 探訪外籍家庭傭工 基督教勵行會
2013年6月8日 團聚 西貢大灘、海下及

赤徑之旅
﹣

附件三 

2012-2013年度施達貧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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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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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 籌款目的 總籌款額
（港幣）

2012年8月18日 向山舉目」籌款遠足行 支持尼泊爾
發展事工

1.4萬

2012年11月10日 赤腳行 支持南亞地區
發展事工

38萬

2013年2月 紅封包行動」及
大吉利是」募捐計劃

支持社區發展
項目

20萬

2013年5月28日 施恩達愛無窮夢」
異象分享暨籌款晚宴

支持救援及
發展工作

82萬

附件四 

2012-2013年度籌款活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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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至2013年度財政簡報表
（2012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2012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 港幣
奉獻收入 19,072,376
其他收入 228,011

減： 事工發展及救援 (15,618,277)
教育 (1,167,464)
籌款 (466,625)

2,048,021

行政事務 (1,412,634)

盈餘 635,387

整體奉獻下跌7%。
項目和救援工作的整體開支為$1,560萬，若扣減其中$550萬的香港政府緊急救援基金
資助項目，本年度的實際項目開支與2011-12年度相若。
本年度，「教育」獨立成類，與「事工發展」開支分開顯示。
由於沒有顧問費用開支，本年度「行政事務」開支稍微下調。
2013-14年度的事工預算為$16,764,917。我們需要你的同行和支持，以確保可以繼續 
向貧窮國家和社羣，提供適時和適切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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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至2013年度財政簡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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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機構 
Addis Ababa Guenet Church, AAGC
保山市基督教兩會
Calvary Commission of India, CCI
Christian Missions Charitable Trust, CMCT 
Consultative Group fo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CGDC
川越公益（德陽川越文化交流中心）
大理州基督教協會百合花社會事工部 
達州教會
達州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達州市基督教協會
Discipleship Centre, DC
Eastern Bible Institute, EBI
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India Commission on Relief, EFICOR
Family AIDS Caring Trust, FACT
Fullmoon
正軒公益（綿陽市正軒文化交流中心）
耿馬縣基督教協會社會事工服務部
廣漢教會
Joy to the World
湖北省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湖北省基督教協會
Kachin State Lisu Christian Church, KSLCC
KOINONIA
蘭州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蘭州市基督教協會
四川宣漢縣龍泉學校
Maesai Grace International Church, MGIC
Myanmar Family Development Company, MFDC
Mekong Minority Foundation, MMF
New India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NIEA
PARI Development Trust 
起步高原（Plateau Perspectives）
Shanti Nepal
山西永青社（Shanxi Evergreen Service）
Share & Care Nepal
Sustainable Association for Taking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SAT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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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rfund UK, TFUK
Thai Lahu Foundation, TLF
Tribal Mission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TMFI
Trinity Project Trust
Upland Holistic Development Programme, UHDP
World Concern Bangladesh, WCB
雅安教會
雲南省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雲南省基督教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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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施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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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
盧炳照牧師
何慧雯女士
孔慶明醫生
林希維先生
李樹培先生（至2012年12月）
吳芝萍女士（至2012年12月）
鍾金永先生
黃岳永先生
黎高穎怡女士
楊柏滿牧師
蔡少琪牧師（2012年12月加入)

顧問
麥希捷先生
何屈志淑醫生
馮思聰博士

總幹事
陳念聰醫生

培訓及策略發展
王佐芳女士（至2012年9月）

行政
馮思鳳女士
何綺嫺女士
賀文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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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度隊工名單



項目
陳佩詩女士 
蔡莉莎女士
伍瑞嫦女士
姚麗華女士
李寶琪女士（至2012年8月）
鄭嘉欣女士（至2012年12月)
劉鳳闕牧師
植燦明先生

教育及推廣
蔡健鏗先生（至2012年11月）
關明慧女士
潘文欣女士
鄧寶山先生（至2013年5月）
胡應麟先生（至2013年6月）
林慧珊女士
戴慧明女士（由2013年1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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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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broad Limited
聖約翰座堂
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
施恩達愛無窮夢」異象分享暨籌款晚會籌委會
宏天廣告

義工
Ms. Sophia CHAN
劉國輝先生
李健業先生
麥林素璧女士
黄程乃聰女士
伍翠梅女士
申金柱先生
黃楚華女士
俞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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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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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it.ly/cedarfund-facebook 
匯豐銀行帳戶號碼 600-38567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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