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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無論是孟加拉的貧民，津巴布韋愛滋病的遺孤，泰北山區的少數民族，

以至尼泊爾山區的村民，都是施達的服侍對象。因為我們深信作在他

們身上的一切，就是作在主的身上！我們的同工和當地的夥伴，在過

去一年，不單援助貧窮和需要的羣體，更是着眼於協助社區的轉化。

不同地區的弱勢羣體正面對日益嚴峻的環境，施達的同工在倡議和實

踐公義方面，雖然面對不少的挑戰，仍是不遺餘力。  

 

過去一年，因着資源和人手的限制，我們不得不集中力量在一些最需

要的國家和羣體，而放棄了一些也很有意義的項目和計劃。目前，在

中國、東亞和非洲，仍有許多的羣體迫切等候我們的服侍。禱盼主興

起更多在香港以至世界各地的信徒，認真實踐主的大誡命，並與我們

同行，携手共建公義和仁愛的世界！  

 

董事會主席  

盧炳照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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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達異象與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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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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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地區 

  

 

  

幫助孟加拉貧民窟改善生活  

30 歲的 Safia 運用營商訓練中學

到的知識，在家售賣衣服幫補家

計，減輕了當散工的丈夫的擔

子。

 

 

 

 

津巴布韋愛滋病遺孤實現夢想  

Jesman（左）終於如願以償，修

畢大學課程，成為老師，開展自

立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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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北山區少數民族得以持續發展  

泰北拉祜族村民積極發展有利

於環境生態的有機耕作，並收集

和保存當地傳統作物的種子，確

保村民能有多元的物種出產，得

以持續發展。

 

 

 

菲律賓風災災民盼望重建家園  

53 歲的 Susaina 經歷了超級颱

風海燕的洗劫，家園倒塌了半

邊，但感恩家人都能倖免於難。

「我不想再遇見風災，也不想再

看見有人因風災而傷亡，亦盼望

能重建家園。」  

 

 

動員雲南教會服侍邊緣社羣  

雲南教會接受「整全使命」培

訓，並走進社羣，回應貧困生命

的需要，包括貧窮、孤寡和獨居

長者的家庭。  

 

 

 

 

印度奧里薩邦農村發展見成效  

奧里薩邦農村村民透過社區發

展項目，建立了互助與組織的能

力，能與地方政府商討休耕期間

的就業計劃，讓村民得以賺取生

計，不用遠赴其他城邦打工換取

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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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活動重點  

  

  

每月重點活動  

2013 年 7 月 

► 派員到四川雅安執行地震救援  

 

   

  2013 年 8 月 

► 探訪中國西山夥伴永青社   

   

 2013 年 9 月 

► 參與雲南跨境會議   

   

 2013 年 10 月 

► 到尼泊爾跟進婦女充權及社區
衛生項目  

 

  

2013 年 11 月 

► 到埃塞俄比亞和津巴布韋跟進
兒童事工項目 

► 赤腳行籌款活動  

 

  

  

  

  

  

  

  2013 年 12 月 

► 泰北扶貧體驗團    

  

2014 年 1 月 

► 「紅封包行動」及「大吉利是」
籌款活動  

► 到訪印度探討項目發展  

► 前往菲律賓監察風災救援工作  

  

  

  

  

  

   

2014 年 2 月 

► 到緬甸探索項目發展  

   

  2014 年 3 月 

► 大齋期減碳行動     

2014 年 4 月 

► 到北美參與整全使命聯盟會議  

► 參與雲南跨境會議  

 

   

  2014 年 5 月 

► 到中國四川雅安跟進項目情況  

► 到德國參與彌迦網絡會議  

 

  

  

  2014 年 6 月 

►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畢業生尼泊爾
宣教體驗團  

► 聯校跨文化體驗活動  

► 到訪孟加拉探討項目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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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發展回顧 

  

  

擬定焦點  深化項目  支援夥伴  

► 孟加拉  

 

在破碎處播下平安和盼望  

 

Salaam！孟加拉穆斯林打招呼，通常說「Salaam」，祝願對方和平、

平安。「平安」是愛好和平的孟加拉穆斯林的基本渴求，只是在現實生

活中，平安和睦卻並不易尋見。  

 

我們相信，真正的平安是由上帝而來，並藉基督教會帶動，在社羣當

中實踐。雖然基督徒只佔孟加拉全國人口的 0.3%，當地信徒羣體卻積

極在無助、感絕望和缺乏互信的羣體中服侍，為要叫他們得平安。  

 

施達夥伴 SATHI (Sustainable Association for Taking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s)一直致力服侍孟加拉貧民窟社羣，在區內組織

和培育居民小組，建立居民間緊密的互助關係，以平等、關愛的原則，

回應教育、就業、醫護等不同的社區需要，將貧民窟轉化為平安之地。 

 

去年，SATHI 更在首都達卡南部的 Hazaribagh 地區的貧民窟開展兒童

權益項目，教導兒童及青少年認知自身的權利，推動及促進社區制訂

和落實保護兒童的政策，以遏制早婚、童工和虐兒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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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展望…… 

 

施達希望能多角度加深認識貧窮社羣，對鄉村貧民、弱勢的少數宗教

信徒（例如：印度教徒、基督徒）、被販賣的婦女和性工作者，以及貧

民窟居民有深入的了解，作出更適切的回應。  

 

此外，我們亦會藉着夥伴 Tearfund Bangladesh 的 Umoja1 Training ─

─教會培訓工作，透過定期交流、查經和祈禱，推動當地教會及信徒羣

體起來關懷自身社區，回應社羣的需要。  

 

► 中國 

 

支持和培訓國內民間扶貧機構  

 

中國 90 年代向沿海地區傾斜的投資和發展，形成不同地區發展速度不

均，雖然農村的赤貧現象已經大大減少，但是貧富之間的差距日趨嚴

重。貧困地區仍要依靠地方政府投入衛生和教育資源，部份貧困和落

後地區，特別是老、少、邊、貧地區，教育和醫療服務仍然非常短缺。 

 

此外，中國扶貧工作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累積了一定的經驗，不同

的民間機構和扶貧組織亦慢慢建立起來。可以發現，他們都擁有自身

的資源網絡，只是缺乏專業操作的經驗和指導，如能給予他們項目管

理技考的概念和實踐機會，他們可以擔負中國扶貧工作的主力角色，

執行持續性更長的社區發展項目。   
                                                 
1 「Umoja」是東非語，意指「和睦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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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施達積極與中國當地夥伴合作，提供社會關懷和項目管理等培

訓，並與他們一起進到貧困社羣當中，了解服侍對象的需求和想法。

例如：與雲南保山教會一起接觸寄居於當地的羣體，了解他們的生活

情況，並討論實際的社區項目行動計劃；與山西夥伴永青社共同探討

發展領域和工作空間；夥拍四川達州教會，連繫不同地區的基督教兩

會社會事工部的同工，進行「結果導向」項目管理培訓 ( Result-based 

project management) ，以支持教會的社會關懷工作。 

 

我們期盼…… 

 

近數年，中國在政治和社會上皆經歷急速的變化，扶貧項目也需要不

斷地更新，以應付不同層面的問題，例如：留守兒童和老人、家庭關

係問題、青少年就業和培養等。另一方面，中國也開始面對因經濟開

發，對自然資源過度開採所帶來的環境惡化，以及生態破壞引起的健

康、民生、農業等問題。期盼我們能不斷開拓不同的扶貧項目，以回

應中國貧困社羣最根本和核心的需要。  

 

► 埃塞俄比亞  

 

開拓進深的發展路  

 

持續高通脹、乾旱氣候影響農作物收成，加上急劇新增的移居城市人

口，阻礙了埃塞俄比亞的發展。施達夥伴 Addis Ababa Geunet Church 

(AAGC)除了向貧困兒童提供生活資助，還為孩子的父母籌組自助小組

(Self-help Groups)，協助貧民窟家庭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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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當地不少婦女及女童仍受女性生殖器切割 (FGM)2的威脅，承受

着嚴重的身體折磨及心靈痛苦。過去一年，施達支持夥伴 Ethiopian 

Kale Heywet Church (EKHC)進行一項對 FGM 及其他傳統陋習的問卷

調查，藉此獲得最新數據和資料，了解日後可能開展項目的地區情況，

為往後的安排作更好的準備。  

 

我們計劃…… 

 

EKHC 在 Lokkabayya 區進行的問卷調查發現，區內的女性生殖器官切

割情況尤其嚴重，而當地一夫多妻和過繼妻子的陋習亦不容忽視。我

們將於來年支持夥伴，透過 Lokkabayya 區內的教會和學校，進行預防

教育和意識提升，讓女童和少女認識女性生殖器官切割和其他傳統惡

習所帶來的傷害，及成立不接受切割女孩小組 (uncircumcised girls 

club)等，讓區內女性能欣賞和保存上帝所賜予她們的身體和價值。  

 

► 緬甸  

 

踏出戰後重建新一步  

 

至 2013 年 6 月，緬甸政府與 11 個境內主要的民族武裝組織簽訂停火

協議，結束多年內戰，為苦不堪言的緬甸人民帶來和平與希望。我們

看見不同界別的官員、農村領袖和教會弟兄姊妹團結一心，重建社區，

實在感到鼓舞。同時，更為着一些因戰火流離失所的孤兒和青年能重

返家園，感到欣慰。  
                                                 
2 切割全部或部份陰蒂和陰脣，藉傷口自然縫合增生的組織，覆蓋大部份的陰道口，防止女性於

婚前進行性行為，以保貞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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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施達繼續透過夥伴 Fullmoon 在孟邦(Mon State)的戰後重整

計劃，協助戰後社羣興建社區設施，還為區內的青少年和婦女小組提

供教育及培訓。Fullmoon 期望青少年學懂農耕及職業知識與技能，將

來可以回饋社會，為發展社區出一分力。此外，當地婦女參加了農業、

健康和保健培訓後，亦變得更自信。  

 

去年 9 月，村裏四名婦女完成了在印度為期六個月的太陽能工程訓練。

她們克服眾多困難和適應上的挑戰，學成歸來，並聯同緬甸政府機關

部門和印度大使館，召開發佈會分享訓練成果。她們更運用印度提供

的大陽能板和設備，在村裏開展太陽能供電，作為區內的示範村落。

祈望將來能有更多村落受惠，得享電燈照明和電力供應。  

 

我們祈望…… 

 

隨着歐盟、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撤銷制裁，緬甸成為了旅客和投資者

的新熱門地點，然而，當地的貧困農民是否能受惠其中？祈盼緬甸能

享真正的和平，藉着全面到位的社區經濟發展，讓一直單靠耕種維生

的村民獲得持續的發展。亦祈望戰後重建項目能協助戰後社羣建立安

全、健康的生活環境，讓重返家園的戰後餘民能重建生活。  

 

► 尼泊爾   

 

參與國家發展的關鍵時刻  

 

2008 年，尼泊爾政局變天，正式通過憲法修正案，廢除君主制改建為

共和國。然而，到 2014 年年中，新憲法仍在草擬階段，大大拖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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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落實各項社會改革工作，包括回應社會裏日積月累的貧窮問題。  

 

在尼泊爾農村地區，生活艱苦，許多居民為了謀生，紛紛往城市打工，

有的甚至到海外地區當外勞。2013 年，揭發了多宗尼泊爾外勞遭勞動

剝削(labour exploitation)和販賣的個案，受害外勞經常被迫在惡劣的

工作環境中長時間勞動，甚至不獲勞工法例下應有的保障。  

 

施達夥伴 Samaritan Upliftment Services (SUS)積極籌辦工作坊和會

議，與制憲議會裏的 Dalit3社羣代表和其他社羣領袖會談，提出 Dalit

社羣的基本權利與訴求，以加強新憲法對 Dalit 社羣權益的保障。  

 

另一方面，尼泊爾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施達夥伴 Shanti Nepal 和

Share & Care 繼續透過農村社區發展項目，協助當地農村推動社羣經

濟發展、改善社區健康與衛生，並提供生活能力培訓（包括：識字教

育、認識自身權益、網絡地區政府發展資源等），讓他們在離鄉打工以

外，可以有多一個謀生的選擇，為家庭及社區帶來更持續性的發展。  

 

我們期待…… 

 

尼泊爾社會過去逾 2000 年深受種姓制度影響，Dalit 社羣世世代代皆

遭受社會的歧視和欺壓。然而，今天能有 Dalit 的代表進入制憲議會，

將低種姓社羣的聲音帶進議會內，一同草擬國家新憲法的工作，可說

是極具代表性及歷史意義的突破和發展。神的帶領實在奇妙，透過夥

伴 SUS 支援 Dalit 議員在議會裏的工作，讓施達與尼泊爾的信徒羣體

能在這關鍵的時刻，有份參與和推動尼泊爾的國家發展。 

 

祈望新憲法能於 2015 年之前完成草擬工作，議會裏不同背景及政見的

組織和人士，能同心合力，帶領國家走出政治不穩的困局。施達在尼

泊爾的夥伴機構將繼續與農村地區的貧窮社羣同行，一同回應眼下的

社會問題，包括：促進社區的健康與衛生、修建廁所、推動婦女和青

少年發展、對抗人口販賣活動等。祈盼將來新憲法的落實能協助尼泊

爾建立一個穩定的新政府，為農村地區帶來更多發展資源，推動社區

發展。  

 
                                                 
3 Dalit 意為「被欺壓」，為種姓制度中的底層社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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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巴布韋  

 

與愛滋病遺孤家庭並肩同行  

 

津巴布韋於 1980 年正式獨立，脫離白人管治，並由第一位民選總統穆

加貝(Robert Mugabe)統治至今。穆加貝上台後，強行沒收殖民時期白

人大地主所持有的土地，迫使他們離開，拖垮了津國的農業生產和發

展，全國經濟急轉直下。面對疲弱經濟和長期欠債，津國政府大量印

製新鈔來填補財赤，終致以百萬計的通脹升幅和貨幣貶值。高通脹、

高失業率和高愛滋病感染人口，拼湊出津國的貧窮現況。  

 

根據聯合國數字，津巴布韋約有 15%人口感染愛滋病病毒，而前線救

援組織則估計，實際的感染人口比率可能高達三成。津國有近 90 萬的

愛滋病遺孤，除經歷喪親之痛，部份更因沒有身份證明，無法升學和

申領父母遺產，因而生活無依。  

 

施達夥伴 Trinity 在津國推行關注孤兒寡婦權益項目，協助貧困孤寡爭

取及申領應有權益，並推動當地教會關懷孤寡家庭。他們還教育父母

公民身份的重要，鼓勵並資助他們替子女辦理出生登記，讓更多兒童

得享公民權利。  

 

施達亦支持另一夥伴 Family AIDS Caring Trust (FACT)關顧津國的愛

滋病遺孤家庭，給予基本生活資助和信仰支援。過去一年，FACT 為愛

滋病兒童試行「好友計劃」(Buddy System)，為感染 HIV 的兒童安排

一位好友，提醒染病的同伴定時服藥，並建立同輩間的守望相助，希

望他們在童年中獲得多一份關愛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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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盼望…… 

 

夥伴 FACT 計劃擴展「好友計劃」，加入當地一所教會的愛滋病兒童小

組成員，讓更多受愛滋病影響的兒童或遺孤得以建立同輩間的支援網

絡，彼此扶持。我們期盼能培育這批兒童成為愛滋病預防大使，進到

青年人和社區裏，幫助區內人預防愛滋病，並給予同受愛滋病影響的

朋友支持和鼓勵。  

 

推動教會和信徒  

► 與教會同行  

 

過去一年，施達透過「作普世門徒」 (Global Discipleship)訓練計劃，

分別與崇真會救恩堂、崇真會黃埔堂和旺角浸信會建立合作關係，安

排了崇真會黃埔堂和旺角浸信會的弟兄姊妹，分別探訪施達在埃塞俄

比亞和中國雲南的事工項目，讓教會以第一身了解當地文化、政治、

經濟和教會的角色，觀察神的作為，謙卑學習當地信徒的經驗和智慧，

進而在信仰上研究反省。  

 

來年，我們期望能與參與教會進一步同行，建立教會與施達和海外事

工夥伴三方的合作關係，進深參與前線的發展工作，在彼此互動和互

補下，建立在不同社會服侍上所需的知識和技巧，以及生命的啟迪和

進深成長，同覓天國公民的意義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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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信徒同行  

 

「施達貧友」成立剛超過十年，它希望凝聚一班基督徒，關心世界各

地的貧窮問題。過去一年，「施達貧友」透過舉辦分享會、電影放映和

體驗活動，讓參加者親身聆聽來自不同呼求的聲音，包括：勞動階層

的叫喊聲、信徒受迫害的哀聲、被販賣人口與難民的嘆聲、中港問題

的怨聲、基層與南亞裔的心聲……這些聲音，不單是叫我們感到難過，

更是喚醒我們當學效基督，以行動與禱告來關注，從個人到教會，延

伸至社會，甚至香港以外的羣體。  

 

參加過「施達貧友」活動的朋友們，大部分都曾經有以下這些反應：「我

從來沒有想過有這些事情發生。」「我第一次接觸他們，原來有這麼多

的需要。」「我覺得『施達貧友』的活動，能夠擴闊信徒的視野，認識

到一些本地教會較少接觸的羣體或議題。」  

 

展望未來，「施達貧友」期盼能在以下四方面作出嘗試，包括：  

 

1. 制定相關的主題，專注特定關心的對象，令工作更能聚焦。  

2. 開展持續性的計劃，組織弟兄姊妹，策劃及籌備倡議改善貧窮的活動。 

3. 加強志同道合的弟兄姊妹間之凝聚力，讓他們感到絕不孤單。  

4. 培訓更多有志的信徒，成為核心的大使及領袖，推廣減貧的訊息。  

5. 探索如何配合施達事工的發展方向，善用「施達貧友」的網絡資源，

發揮協同的效力。  

 

基督徒在世有參與減貧的使命及角色，期盼「施達貧友」能搭建平台，

促進和推動信徒關心社會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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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網絡  結集力量  

► 與學校建立合作關係  

 

上個學年，我們有機會與英華女學校合作，舉辦跨文化體驗學習，透

過邀請在港的非洲裔和緬甸人士到學校活動和分享，讓學生認識不同

國籍和地區人士的生活面貌和文化的多元性。另外，亦舉辦了英華女

學校、英華書院和八鄉中心小學的聯校試後體驗活動，安排中六學生

與南亞裔的小五學生一起合作編製短片，從新的角度認識在港南亞裔

兒童，了解他們的情況。  

 

學校是一個理想的平台，培育和推動基督徒青少年放眼世界，作普世

門徒。期盼能聯繫不同基督教中學，探索在信徒學生羣體中開展「作

普世門徒」訓練計劃的可能性，培育具基督教世界觀的年青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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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間的合作關係  

 

2013 年 11 月 7 日，超級颱風海燕吹襲菲律賓，至今共 1,300 萬人受

影響。施達是整全使命聯盟(Integral Alliance)的成員，通過聯盟的成員

機構在 Marabut 與 Basey 兩個重災區提供救援，包括糧食、日常用品

和衛生裝備。此外，我們亦聯同聯盟成員，在菲律賓當地組成中央工

作組，結集各成員機構的救援資源，用以支持菲國當地教會的救援及

恢復生計項目，包括：畜牧訓練、重設耕地、添置漁船、開設小型雜

貨店等，協助災民重建生活，得以維生。  

 

中東的戰亂、非洲的伊波拉疫情，及其他國家的天災，都是我們國際

機構要聯手面對的禍患。此外，在包括緬甸及孟加拉等的數個國家裏，

我們將加強網絡之間的合作和統籌，以提升夥伴的能力、更有效運用

資源，並在國家策略上作更深度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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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年展望 
  

  

香港和普世踏入一個前所未見的時代，貧富懸殊是其中一個最影響全

球的張力，亦引發各種政治和經濟的巨變。香港市民和基督徒同樣受

到挑戰，不能漠視。當代社會和教會的使命，亦不能只顧自己的繁榮

和安穩。施達和我們的夥伴教會及機構，向來在前線面對人類的不公

義及其禍害，當香港的信徒更願意踏出來共同參與，我們的交流和合

作空間就變得更大了。施達將會在每一個焦點國家的項目作進深的研

究和評估，以能更適切地針對局勢，與貧窮的社羣走出新道路。施達

亦會更多接觸教會，建立合作夥伴，希望香港的信徒能分享我們的經

驗和異象，藉此讓門徒生命成長，並在人力及物質的資源上為主獻上。 

 

總幹事  

陳念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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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年度項目撥款 
  

  

  港幣 

亞洲  4,898,421 

阿富汗   116,522 

SERVE 職業培訓  116,522 

   

孟加拉   636,562 

SATHI  社區發展  86,787 

SATHI 兒童權利推動  151,975 

PARI  兒童倡議  98,686 

WCB  災害緩減及管理  77,663 

WCB  兒童教育  135,917 

WCB 緊急房屋修建援助  38,865 

KOINONIA  寒流救援  46,669 

   

柬埔寨  89,996 

夥伴 指定奉獻支持婦女復元庇護項目  89,996 

   

印度  639,329 

EFICOR  綜合社區發展  242,538 

EFICOR  災害緩減及管理  110,668 

EFICOR 印度北部Uttakrahand地區水災救
援 

54,370 

EFICOR 費林(Phailin)風災救援  77,660 

CMCT  兒童基本生活  147,562 

CMCT 緊急房屋修建援助  6,531 

   

緬甸  916,572 

EBI  資助風災兒童及孤兒  34,801 

MFDC  農業培訓及發展  271,492 

MFDC  夥伴發展  37,598 

Fullmoon  受戰爭影響兒童重投社區項目  315,961 

Fullmoon  指定奉獻支持兒童院舍糧食及運
作 

256,720 

   

尼泊爾   679,938 

Share & Care  婦女充權  461,781 

Shanti Nepal  社區健康及發展  155,362 

UMN 整全使命及社區轉化培訓  62,795 

   

巴基斯坦   56,474 

CGDC  防止暴力對待婦女項目  56,474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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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   1,516,002 

FHI 海燕風災救援  1,244,000 

Integral Alliance 海燕風災救援  155,368 

PHILRADS 海燕風災救援  116,634 

   

泰國  247,026 

TLF  社區健康  155,366 

MMF  外勞權益  85,189 

MMF 指定奉獻支持當地伙伴Hmong 

Ezara 

6,471 

   

中國  2,736,407 

甘肅  55,645 

蘭州市基督教兩會  綜合社區發展  55,645 

   

湖北  594,188 

施達、  

湖北基督教兩會  

鄖西農村發展項目  380,284 

施達、  

湖北基督教兩會  

五峰防災減災種植項目  128,603 

施達、  

湖北基督教兩會  

五峰農民工支援  60,232 

施達、  

湖北基督教兩會  

整全使命培訓  (部份贊助) 25,069 

   

山西  88,386 

山西永青諮詢服務中心 山西太原康復醫療培訓項目  88,386 

   

四川  43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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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084 

施達、  

四川宣漢縣龍泉學校  

達州農村基礎教育改善項目  15,419 

施達、正軒公益  雅安地震救援(後期項目監察) 87,943 

施達、正軒公益  雅安防災培訓 159,861 

   

雲南  1,566,881 

施達、  

保山市基督教兩會  

保山寄居人羣社區發展項目  21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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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推動與公益人才培訓計劃  757,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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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南整全使命行動研究和神學生
能力建設項目  

168,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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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達、  

耿馬縣社會事工部、
臨滄基督教協會、  

MBC、SSLCA 

臨滄教會推動項目  273,908 

施達、大理州社會事
工部 

家庭為本關懷濫藥及愛滋病患者
與社區健康教育項目  

148,921 

   

非洲  195,328 

埃塞俄比亞  195,328 

AAGC  兒童基本生活及家長自助小組 182,174 

EKHC 反對女性生殖器官切割社區基線調
查 

13,154 

   

其他  1,920,857 

施達 項目支援 1,816,013 

彌迦網絡 亞洲區小組資助 38,841 

彌迦網絡 在緬甸舉行整全使命會議的支持 6,585 

彌迦網絡 指定奉獻 3,591 

CSW 贊助「無名英雌」─ 香港婦女會議 17,000 

WEA 特別援助 38,827 

   

   
註：年度內部份亞、非國家的項目撥款，已提早於 2012-2013 年度撥

出，故沒有在上表顯示。  

20 



 

 

2013-2014 年度外出分享團體 
  

  

教會  

亞洲神召宣教議會神召會天澤堂  

博愛潮語浸信會東頭堂  

基督教宣道會美孚堂  

基督教宣道會宣愛堂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  

基督教宣道會茵怡堂  

路德會長沙灣頌恩堂  

基督教會忠愛堂  

中華傳道會中心堂  

中華傳道會基石堂  

中華傳道會牧幼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康福堂  

播道會港福堂  

循道會恆福（官塘）堂  

基督教般福堂  

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堂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旺角堂  

聖公會牧愛堂  

聖安德烈堂  

香港浸信教會好鄰舍福音堂  

旺角浸信會  

深水埗浸信會  

小西灣浸信會福音堂  

赤柱浸信會  

尖沙嘴浸信會  

荃灣浸信會  

啟德基督教會  

九龍城基督徒會將軍澳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觀塘堂  

勵德福音堂  

中國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九龍靈糧堂  

基督教聖約教會遠東堂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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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箕灣福音堂  

四方福音會大角咀堂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大埔堂  

基督徒信望愛堂  

大圍教會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富善堂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筲箕灣堂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黃埔堂  

西區福音堂  

循理會恩田堂  

 

神學院  

中國宣道會神學院  

中國神學院研究院  

信義宗神學院  

 

機構／團體  

突破  

商區福音使團  

HK Christian Doctor Network Ltd 

香港基督徒醫生及牙醫團契  

救世軍婦女事工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救恩服務社  

2014 恩臨萬邦青年宣教大會  

 

學校  

寶山幼稚園  

播道書院  

粉嶺救恩書院  

香港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部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喇沙書院  

培正中學  

匯基書院  

英華書院  

英華女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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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年度施達貧友活動 
  

  

日期 活動 主題 講者／合作機構  

2013年7月26日 分享會  碼頭風雲之後—工
運路上的心路歷程  

何偉航先生  

職工盟香港碼頭業
職工會總幹事 

碼頭工人  

2013年9月24日 分享會  正生 Style。有教無類  陳兆焯博士  

基督教正生書院校
長 

2013年10月16 分享會  無名英雌 Unsung 

Heroes 

Vivian Chih 小姐
CSW 國際無聲者
之友的代表  

2013年11月26日 分享會  回顧香港 1/2 世紀歷
史看教會使命和再
思教會關社事工  

李清詞牧師  

2013年12月17日 電影放映  無法無天．販賣靈魂
的商人  

陳佩詩小姐  

施達項目部主管  

2014年1月21日 分享會  中港問題的出路  曾冠榮先生  

明愛荃灣社區中心
單位主任  

受助家庭  

2014年2月18日 分享會  信徒在多元文化的
角色 

李錦洪社長  

時代論壇社長  

2014年3月21日 分享會  誰是我的鄰舍  陳超龍先生  

旺角街坊會陳慶社
會服務中心社工  

施達貧友的探訪團
代表 

2014年4月26日 探訪／  

跨文化  

與南亞裔同心同行
工作坊  

烏都鄰舍中心  

2014年5月21日 分享會  不公義的制度，與我
何干？  

龔立人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
學院神學院副教授  

2014年6月14日 體驗活動  貧窮體驗半日營  國際十字路會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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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年度籌款活動 
  

 

日期 活動  籌款目的 總籌款額  

（港幣）  

2013年6月- 

2014年1月 

「廁所奇兵」籌款活動  支持尼泊爾發
展事工  

13 萬 

2013年11月2日 赤腳行  支持兒童扶貧
發展事工  

30 萬 

2014年2月 「紅封包行動｣及  

「大吉利是｣ 

支持社區發展
項目 

36 萬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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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年度財務報告 
  

 

2013 年至 2014 年度財政簡報表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港幣 

奉獻收入  12,685,763 

其他收入  1,505,032 

  

減： 事工發展及救援  (9,714,018) 

 教育  (1,009,220) 

 籌款  (214,663) 

   

  3,252,894 

   

行政事務   (1,854,656) 

   

盈餘  1,398,238 

 

► 事工發展及救援整體支出為$971 萬。 

► 施達在今年初檢討了整體會計處理，並實施了一些改進措施，務求更符合國

際會計標準要求。這些改動令我們賬面上至 6 月底累計有港幣 1,212,781 元

的財政盈餘，這只是總結 2013 年 7 月至 2014 年 6 月財務狀況所出現的暫

時現象。 

►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6 月預算經費為港幣 16,341,934 元。 

► 在剛過去的 7－10 月，因奉獻收入低於預算，已錄得近港幣 180 萬元的不

敷，財政狀況轉趨嚴峻。 

► 在此懇請你在禱告中紀念我們的工作，也在捐獻上給予支持，繼續為貧窮國

家和社羣，提供適切的援助。 

 

附件五  

25 



 

 

2013 年至 2014 年度財政簡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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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年度工作夥伴 
  

  

夥伴機構  

Addis Ababa Guenet Church, AAGC 

保山市基督教兩會  

保山市基督教協會磐石社會事工服務工作委員會  

Calvary Commission India, CCI 

Christian Missions Charitable Trust, CMCT 

Christian Solidarity Worldwide, CSW 

Consultative Group fo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CG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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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基督教聖經培訓班  

達州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達州市基督教協會  

Eastern Bible Institute, EBI 

Ethopian Kale Heywet Church, EKHC 

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India Commission on Relief, EFICOR 

Family AIDS Caring Trust, FACT 

成都市福溢社區文化交流中心 

Food for the Hungry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HI 

Fullmoon Children Development Family, Fullmoon 

耿馬縣基督教協會社會事工服務部  

綿陽市正軒文化交流中心  

廣漢市教會  

湖北省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湖北省基督教協會  

KOINONIA 

臨滄基督教協會  

四川宣漢縣龍泉學校  

Myanmar Baptist Convention, MBC 

Myanmar Family Development Company, MFDC 

Mekong Minority Foundation, MMF 

PARI Development Trust 

起步高原（Plateau Perspectives） 

Philippine Relief and Development Services, PHILR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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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 Afghanistan, Serve 

Serving Community on Poverty Eradication, SCOPE 

Shan State Lisu Christian Association, SSLCA  

Shanti Nepal 

山西永青諮詢服務中心（Shanxi Evergreen Service） 

Share & Care Nepal 

Society for Promotion of Tribal Welfare & Development, SPTWD 

Sustainable Association for Taking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SATHI 

Tearfund UK, TFUK 

Thai Lahu Foundation, TLF 

Trinity Project 

United Mission to Nepal, 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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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南省基督教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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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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年度隊工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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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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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樹培先生(2013 年 12 月加入)  

 

顧問  

麥希捷先生  

何屈志淑醫生  

馮思聰先生   

 

總幹事  

陳念聰  

 

行政及發展  

莫家鋕先生(2013 年 8 月加入) 

馮思鳳女士  

何綺嫺女士  

賀文亮先生  

關明慧女士(至 2013 年 10 月) 

潘文欣女士  

林慧珊女士(至 2013 年 12 月) 

林凱恩女士(2013 年 9 月加入) 

關靜怡女士(2013 年 12 月加入) 

 

項目  

陳佩詩女士  

蔡莉莎女士  

伍瑞嫦女士  

姚麗華女士  

劉鳳闕牧師  

植燦明先生  

 

會牧  

陸倫泉牧師  (2013 年 9 月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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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團體／小組  

第一城浸信會迦勒團義工  

施達貧友委員會  

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   

 

義工  

麥林素璧女士  

黃程乃聰女士  

文蘭芳女士  

Ms. Sophia Chan 

劉國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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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 (852) 2392 2777 

電郵 sharing@cedarfund.org 

網址 http://www.cedarfund.org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cedarfund 

匯豐銀行帳戶號碼 600-385678-001 

mailto:sharing@cedarfund.org
http://www.cedarfund.org/
http://www.facebook.com/cedarfu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