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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有祢、你和妳同行 
  

  

感謝上帝的看顧和帶領，讓施達在 2014 至 2015 年間，  

在全球 14 個國家，  

與 55 間夥伴基督教機構及教會攜手，  

推行 65 個救援及發展項目，  

與貧窮人並肩同行，改善他們的生活，讓他們重拾生命的價值和尊嚴。 

 

多謝各支持者、教會和機構組織的忠心奉獻，  

我們全年共籌得 17,838,873 港元，  

讓整體事工獲得所需經費支持。  

 

感恩透過 119 次教育活動，以及海外體驗團和赤腳行年度活動， 

接觸了逾 11,000 名信徒及學生，  

傳遞在基督裏實踐整全使命，共建公義仁愛世界的理念。  

 

踏進第 25 年，願上帝繼續施恩，  

讓我們有份於祂的工作，親證祂在貧窮人當中的奇妙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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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效法主耶穌的服侍  

 

「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裏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醫治百姓各

樣的病症…… 那裏的人把一切害病的……都帶了來，耶穌就治好了他

們。」（馬太福音 4 章 21-24 節）  

 

教導、傳道和醫治，是耶穌服侍的三個主要元素。對主耶穌來說，教

導和傳道固然重要，但對人迫切需要的關懷也絕不可少。並且經文也

顯明，接受教導和傳道，並非得到主耶穌醫治的先決條件！相信這對

今天就宣教和服侍的孰重孰輕，孰先孰後的爭論，有明確的亮光和啟

示。  

 

藉教會，經教會，扶貧濟困，是施達成立的異象和使命。過去二十多

年來，我們一直將焦點放在中國，以及亞洲和非洲的國家和羣體。我

們在過去一年，不但為區內的天災和人禍提供了及時的救援，也積極

嘗試處理有關地區和社羣一些較深層次的問題和需要。當中包括在孟

加拉推行的兒童權益項目，在中國的婦女發展項目，在津巴布韋與弱

勢及遺孤小孩同行等。我們喜見透過本會和夥伴同工出色和不懈的工

作，無數兒童和婦女的生命得到改變。我們深信，這些改變也將影響

有關地區和羣體的轉化！  

 

在未來一年，讓我們效法主耶穌的宣教服侍模式，一同努力為區內的

難民和弱勢社羣帶來更大的祝福和改變。懇請你們繼續藉着認同、參

與和支持，與我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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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泊爾婦女一起對抗人口販賣  

尼泊爾 Makawanpur 山區婦女透

過參與生命教育課程，團結起

來，在村裏教導村民提防人口販

賣活動，並成功從中介人手上拯

救一名 14 歲的兒童。  

 

 

 

在埃塞俄比亞倡議停止傳統惡習  

Yemisirach 是一名新婦，她婆婆

接受她沒有進行女性生殖器官切

割儀式。「教會的教導和社區教育

活動幫助我們認識切割女性生殖

器官等傳統惡習的害處，因此我

們十分支持兒子和兒媳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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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北山區少數民族從地得食  

泰北山區 Palaung 族村民雖然沒

有自己的田地，但透過在屋後的

小空地上建設小菜園，種植合時

的菜蔬和飼養鯰魚或一兩頭豬，

得以自給自足。

 

 

 

印度貧民窟拾荒兒童終可上學讀書  

11 歲的 Nadeem 參加了貧民窟

兒童活動中心的學習班，認識簡

單的生字；他更藉施達夥伴的幫

忙，得以註冊入讀政府學校。他

爸爸說：「看見他懂得閱讀路牌上

的字，又懂得辨別巴士號碼，真

的十分高興。」  

 

尼泊爾地震災民終可安然居住  

尼泊爾女孩 Kamala 經歷了 4.25

大地震及往後無數次的餘震，心

裏常感不安與恐懼。直至獲發鋅

板興建臨時居所，她的心終可安

定下來。「與家人棲身這所小屋

裏，讓我可以感到安全、自在和

舒適。」  

 

孟加拉教會活出關愛社羣的教導  

孟加拉教會從聖經裏學習關愛社

區，並落實行動，一起開墾教會

旁的小空地，藉耕種賺取收入，

以資助區內兒童及青少年的教育

開支，造福社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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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重點活動  

  
  

每月重點活動  

2014 年 7 月  

► 參與馬來西亞「Signs of Hope 

in the City」城市使命會議  
► 黃埔崇真堂到訪埃塞俄比亞 
► 探訪孟加拉項目點  

► 到雲南進行項目工作人員培訓 

 

   

  2014 年 8 月  

► 旺角浸信會到訪中國雲南項目點   

   

  2014 年 9 月  

► 探訪泰北項目點  

► 到中國雲南魯甸執行地震救災  

 2014 年 10 月  

► 到印度支援水災救援工作  

► 到山西參與公益組織人員培訓  

  

  2014 年 11 月  

► 到緬甸評估項目成效  

► 探訪雲南項目點  

► 11 月 8 日舉辦施達赤腳行  ─ 

「足」動世界  

 

  

   

2015 年 1 月  

► 探訪雲南項目點  

► 到埃塞俄比亞評估項目成效  

 

  

  
  
  
  
  

  2015 年 2 月  

► 舉辦「紅封包行動」及「大吉利
是」籌款活動  

2015 年 3 月  

► 探訪湖北農村項目點  

► 協辦「無名英雌：『飛』一般的
信心」聚會  

► 舉辦大齋期減碳行動  

► 孟加拉扶貧體驗團（最後因當
地政局問題取消）  

► 探訪緬甸項目點  

  

 

   

  2015 年 4 月  

► 旺角浸信會到訪中國雲南項目點   

   

  2014 年 5 月  

► 探訪中國湖北農村項目點  

► 在雲南舉辦中緬跨境教會培訓  

► 舉辦尼泊爾地震祈禱會  

► 舉辦「轉出希望」事工分享會  

 

   

2015 年 6 月  

► 到尼泊爾支援地震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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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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孟加拉首都達卡，不少貧窮家庭居於貧民窟，衞生、治安等情況令

人關注，社會上亦存有不少隱憂。過去一年，施達夥伴 SATHI (World 

Renew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gramme)致力在首都南部的

Hazaribagh 地區的貧民窟推行兒童權益項目，回應更深層的社區需

要。在這個以穆斯林為主的社區裏，住了一羣低種姓的印度教徒，當

中部分更是世代只能從事處理屍體的工作。區內不少兒童因童婚和童

工等問題，被剝奪了上學學習、受保護和獲照顧的權利。SATHI 致力

向當地父母解釋童工和童婚對兒童造成的負面影響，讓區內孩童得享

兒童基本權利，從小認識自身的價值，並活出具尊嚴的生命。  

 

另一夥伴 Tearfund Bangladesh 則致力推行 Umoja 教會及社區培訓計

劃，藉着聖靈的帶領，推動教會關注社區的需要，並起來帶領社羣建

立和睦團結、羣策羣力的生活。該計劃以查經開始，先鞏固信徒的讀

經生活，鼓勵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活出聖經的教導，實踐個人以至集體

的關愛社羣行動，由下而上地推動社區發展。  

 

我們展望  

夥伴 SATHI 在達卡的 Bouniabadh 地區貧民窟服侍已滿十年，樂見透

過 87 個居民小組和組織的運作，建立起居民間自立互助的能力，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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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打破主流信仰和傳統文化裏男女不平等的現象。過去一年，夥伴

已逐步安排撤離項目點，祈盼已發展成熟的居民組織能夠擔起守望社

區發展的重任，繼續改善貧民窟裏的生活環境，讓居民得享可持續發

展的生活條件。  

 

去年，施達亦開始支持孟加拉救世軍向當地的性工作者及曾遭販賣的

婦女提供援助，協助他們開展別的工作及重投社會。孟加拉救世軍亦

向不同牧者和社區領袖分享此議題，讓更多人起來關心他們的需要，

並由教會開始接納他們。  

 

► 中國  

 

過去 15 年，施達先後派遣駐點同工，在湖北、雲南和甘肅三地開展社

區發展工作。多年來，我們看見婦女在發展社區的工作上，扮演着不

可或缺的角色，特別是兩性在社區事務上的關注點往往截然不同。湖

北鄖西的農村社區發展項目是近年施達在當地的重點工作。過去一

年，項目同工着力推動村裏的婦女發展工作，包括組織婦女小組，聆

聽她們對村裏發展的意見，並鼓勵她們組織聯誼活動，團結村裏婦女，

讓她們在社交、手工藝、子女教育、兩性相處等方面，有彼此學習和

交流的機會。透過組織和參與，婦女們的自信心和能力慢慢獲建立，

能夠成為推動社區發展的重要一員。  

 

飲水工程和支援村裏的貧困戶亦是鄖西項目的主要工作。施達湖北同

工累積了十多年的飲水工程經驗，透過組織和動員村民參與，一起規

劃和執行鋪設水管工程，讓村民透過共同完成水利建設，體現團結互  

7 



 

 

助的精神，為日後他們自立互助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去年，雲南及四川的項目同工繼續集中資源，在當地舉辦不同的社區

培訓及前線人員工作坊，協助區內教會、學校及志願組織，建立防災

防艾（愛滋病）等基礎能力及支援網絡。去年，施達雲南團隊更着力

關注邊境地區的寄居人羣及流動人口的情況，並推動區內教會及志願

組織起來關注，給予具體的支援。  

 

我們期盼  

湖北鄖西農村社區發展項目將於 2016 年上旬完結，我們期盼村民們能

夠總結過去多年的發展經驗及所學，繼續發揮互助互愛的精神，一同

守護和推動自身社區持續發展。繼甘肅省項目於 2014 年初全面結束，

湖北省的發展項目亦將於 2016 年初正式完結。未來，施達將繼續透過

雲南及四川兩地的工作，致力培訓國內教會及志願組織，建立他們關

愛社區及回應貧困社羣的能力。  

 

► 埃塞俄比亞  

 

埃塞俄比亞是非洲裏發展得比較快的非石油生產國，亦達到了聯合國

在 2000 年提出的千年發展目標  — 降低兒童死亡率至三分二、讓人們

能夠得到清潔的飲用水和基本衞生設施、促進兩性平等、對抗愛滋病

病毒和瘧疾等。不過，持續的乾旱導致農業失收，令當地糧食的供態

響起警號。  

 

過去 20 年，施達透過夥伴 AAGC (Addis Ababa Geunet Church)接待

了 559 位貧困小孩和他們的家庭，提供基本生活資助。昔日的小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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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從大學畢業，亦有不少曾受惠於 AAGC 的職業訓練。在 2015 年 1

月，我們與夥伴同工一同回顧，上帝的恩典如何透過生活支援、教育，

以及家長互助小組，祝福着這些小孩和家長，給予他們自力更生、改

變生命的機會。  

 

此外，施達另一夥伴 EKHC-DC (Ethiopia Kale Heywet Church 

Development Commission)於過去一年，透過大型倡議及教育活動，

接觸到近 40,000 羣眾，提高他們對女性生殖器切割(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FGM)和其他傳統惡習負面影響的關注。  

 

我們希望  

於未來數年，AAGC 期望能夠為所有受助小孩提供醫療檢查，以及讓

他們得到更多學習上的支援。同時，亦希望能鼓勵更多畢業生能夠參

與服侍，回饋予現正受助的兒童。另外，夥伴亦計劃為家長互助小組

的成員提供職業訓練，以提升他們的工作能力和創造就業機會。  

 

EKHC-DC 則期盼在未來能夠提高區內母親對 FGM 的負面影響，以減

少女童受 FGM 之害。同時，亦期望能夠在項目裏新增防範其他傳統惡

習的倡議工作，以減少不良習俗對當地兒童身心靈的影響。  

 

► 緬甸   

 

緬甸過去數十年的滯後發展，使當地許多自然地區免受全球經濟發展

的洗禮，得以原貌保存至今，就算在當地最大的城市仰光，市內仍然

有許多天然的綠色地帶。施達喜見緬甸政府願意與十多個境內少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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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武裝組織簽訂和約，對緬甸人民來說，經過數十年的內戰，和平是

他們最想望的事情。施達夥伴 Fullmoon 和 Hope Children Home 繼續

照顧當地受戰亂影響的兒童及孤兒，給予他們適切的照料和教育，讓

他們長大後得以返回家鄉，服侍自身族羣和社區。  

 

由於不少地區經已停戰，因戰亂而四散的居民亦已紛紛返回家鄉。夥

伴 Fullmoon 除了在孟邦(Mon State)協助當地社羣重建戰後社區，包括

為當地兒童提供正規教育、教授村民可持續的農耕技術，以及保育當

地自然資源和環境等工作，他們亦計劃到克倫邦(Karen State)開展另

一戰後社區重建項目，協助當地社羣在故土重建社區。  

 

緬甸夥伴 MFDC (Myanmar Family Development Company)認為，可

持續發展的農業發展是緬甸戰後社區的重要發展元素，因此他們積極

在孟邦、克倫邦及三角洲等地區推行農業培訓。夥伴期盼透過提升貧

農的農耕技術，能夠協助改善他們一家的生活。  

 

我們冀望  

長遠而言，施達與夥伴期望能協助當地社羣發展本地及海外農業貿

易，以建立可持續的社區經濟發展機會。然而，戰後重建除了重置社

區基建和社羣生活，還有重建過去因敵對而撕裂的關係，以及修補人

心靈裏的創傷。於 2015 年下半年，一班來自不同少數民族的當地教會

領袖聚首，一同商議如何在教會及社區裏開展戰後復和的工作。願神

興起緬甸教會，成為和平的使者，為緬甸受傷的社羣帶來真正的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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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泊爾   

 

尼泊爾自 4月 25日發生 7.9級地震以來，至今還不時有小型餘震出現。

唯當地震稍為停下來之際，又遇上尼泊爾進行立憲，間接影響當地災

後救援工作。有些災區慘成政治籌碼，受制於不同政黨之間的角力，

阻礙了地方政府就救援工作的審批安排。加上印度政府因不滿新通過

的憲法，封閉邊境並限制向尼泊爾輸出貨物，令當地救援及重建物資

出現短缺。  

 

施達夥伴的項目點正是受 4.25 地震影響的災區，地震發生後，夥伴第

一時間展開救援，並部署之後的重建工作。我們感恩看見許多尼泊爾

當地的教會和基督教團體紛紛起來，回應災後的需要。施達藉此機會，

透過當地基督教團體的網絡，聯同地區教會攜手展開災後工作，特別

走到偏遠、細小及容易被遺忘的村落提供援助，當中部分甚至是自地

震以來從沒獲得任何援助。此外，施達向來關心當地的教育工作，感

恩今次獲香港一羣教育界人士的信任，籌募捐款修建尼泊爾災區學

校，在學校重建上獻一分力，同時也改善當地學校的環境。  

 

我們計劃  

一次巨大的災害，把過去社區發展工作所達致的成果瞬間破壞。無論

是村民，或是前線的項目同工，都不禁感到失望及無奈。然而，災害

亦幫助我們把該地區的脆弱處突顯出來，以致我們能更具策略性地回

應。人口販賣一直是尼泊爾當地社羣長期面對的問題，地震後更趨嚴

重。施達夥伴 Share and Care 多年來致力在當地山區村落推行社區教

育，提升村民對人口販賣的認識和防範意識。除了預防工作，施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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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聯絡當地關注和對抗人口販賣問題的機構，尋求合作的機會，從

多方參與打擊尼泊爾人口販賣的工作。  

 

► 津巴布韋  

 

津巴布韋人民多年受着獨裁政權統治，年逾 90 歲的總統穆加貝在位已

超過 30 年。然而他們不只遭受人禍，亦受到天災影響，使他們的生活

更為艱難。當地約於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3 月的降雨量較以往少，

導致收成大減。雖有過往的儲糧可解燃眉之急，但長遠影響當地糧食

供應，有村民需要以野果充飢。  

 

施達夥伴 FACT (Family AIDS Caring Trust)與當地 16 間教會聯繫，共

同關顧愛滋病遺孤的家庭。FACT 的「好友計劃」安排了 50 位家庭受

愛滋病影響的小孩，與不幸感染愛滋病的小孩作同伴，互相支持，彼

此同行。FACT 亦讓受助小孩得以認識信仰，透過聖經教導和分享，裝

備小孩成為明日的教會領袖。此外，FACT 亦透過祖母儲蓄小組，教導

受助兒童的祖母財政及小本營商之道，協助他們自力更生。  

 

施達另一夥伴 Trinity Project 熱心與津巴布韋的孤兒及弱勢的小孩同

行，協助他們重返學校學習，亦協助他們保障自身權利。當地不少貧

困家庭為省卻高昂的註冊費用和程序，很少會長途跋涉往指定的政府

單位辦理結婚註冊及出生登記等手續，許多貧困兒童因此失去基本應

有的學習機會和醫療服務，而痛失雙親的愛滋病遺孤兒童更不獲繼承

遺產的保障。過去一年，Trinity 與當地教會合作，教導信徒及民眾應

有的權利與義務，並協助在教會結婚的新人到政府部門辦理註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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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好讓日後子女出生後能獲發出生證明文件，給予小孩基本應有的

生活保障。  

 

我們祈願  

夥伴 FACT 期望能推動過往受惠於兒童項目、已長大成人的青年人，

能夠回來協助現時受助的小孩。Trinity Project 亦計劃擴展現有事工至

農村地區，並聯同教會向受旱災影響的家庭施以援手。  

  

推動教會和信徒  

► 與教會同行  

 

過去兩年，施達積極開展「作普世門徒」計劃（Global Discipleship 

Programme），推動香港教會透過接觸不同世界議題、走進海外項目地

區獨特的處境體驗，挑戰和加固信徒的基督徒世界觀，提升他們對貧

窮世界的敏感度，並以教會作為一個羣體，與施達及當地項目夥伴建

立三方的合作關係，彼此互補和支援，在地上活出並伸展上帝的國度。 

 

感謝崇真會黃埔堂及旺角浸信會的信任和參與，與施達一同訂定和執

行適合他們堂會獨特處境的「作普世門徒」計劃方案。他們分別前往

埃塞俄比亞和中國雲南，親身探訪施達夥伴、前線項目點，以及當中

的受助社羣和家庭，並積極探索如何與施達及當地夥伴更貼身地同

行，讓受助社羣能獲得更適切的援助與發展的同時，亦祈盼能在他們

當中見證和發現更多上帝奇妙的作為，以及神國度的彰顯。  

 

展望未來，我們冀望能在這兩年的實踐經驗上，探索更多不同的實踐

模式及合作的可能性，以致更能配合香港不同教會的處境、資源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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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關愛貧窮、實踐公義的道路上，迸發出更多元的配搭，在貧窮

社羣生命的破碎處，建立上帝的國度。  

 

► 與信徒同行  

 

去年，「施達貧友」繼續發揮匯聚關心貧窮社羣及議題的信徒，透過每

月的聚會，親身聆聽來自不同呼求的聲音，同心記念不同邊緣社羣的

需要。過去一年的「施達貧友」活動主題包括：  

 

� 施達駐守湖北逾十年的項目主任伍瑞嫦姊妹分享她的扶貧人生路  

� 「BANANAS!」紀錄片分享，並邀請香港公平貿易動力總監趙善榮

先生講解不公義的貿易體制  

�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趙維生博士與大家一同探討全民退

休保障  

� 參觀鄉土學社 SoIL，認識他們成立的理念，並反思現時土地對我

們的意義  

�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總幹事王秀容女士分享性暴力對婦女肉身與

心靈的創傷，學習怎樣與受害者同行  

� 「子非魚」電影分享，認識香港基層小學的生活  

� 施達環保顧問馮思聰博士從聖經和教會歷史看神創造守護的教導  

� 突破機構事工發展總監梁柏堅先生分享新世代的媒體事工  

� 「平等、分享、行動」發起人曾志浩先生分享行動理念和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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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網絡 結集力量  

► 與學校建立合作關係  

 

去年，施達除了繼續與英華女學校的合作計劃，透過分享不同世界議

題及本地的跨文化活動，擴闊學生們的眼界和視野，更多關注世界的

需要；亦透過一系列的課程及體驗活動，服侍其他中學的學生，讓他

們能進深思考基督教信仰與關愛世界和貧窮的關係。施達深盼，透過

分享和體驗，協助學生建立基督教的世界觀，以及能分享耶穌基督對

貧窮人那份關愛之情，一起共建仁愛公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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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間的合作關係  

 

敘利亞、伊拉克等地政局不穩、內戰連年，當地羣眾生活艱難，難民

不斷湧出至不同的國家。現時，全球的難民人數更不幸創出歷史性新

高，多達 6,000 萬人。施達是 Integral Alliance (IA)的成員，通過 IA 成

員機構，在敘利亞、約旦和黎巴嫩，向難民提供日常生活物資、醫療

和心靈輔導等支援。我們亦聯同 IA 成員機構在過去的寒冬，向他們派

發禦寒衣物，資助難民購買禦寒物資和提供建屋設備，亦探訪他們，

為難民兒童開展友好天地和兒童團契活動，了解他們心靈上的需要幫

助他們處理戰亂中的傷痛。  

 

另外，我們亦透過國際機構聯手合作，協助支援瓦努阿圖風災、菲律

賓颱風、尼泊爾地震等天災的羣眾。我們會繼續與網絡裏的夥伴有更

密切的合作，讓資源能更有效協助有需要的羣眾。  

Photo: Mission East/Integral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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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及展望 
  

  

2010 年至 2014 年事工策略規劃經已於本年度完結。過去五年，施達

擬定項目焦點，聚焦關注埃塞俄比亞、津巴布韋、孟加拉、尼泊爾、

緬甸和中國六個項目焦點國家的貧窮問題和需要，加深與當地教會及

基督教夥伴同行，協助他們推展更全面及完善的發展項目，促進受困

生命及社區的轉化。  

 

施達喜見上帝透過我們在中國、緬甸及尼泊爾的夥伴網絡，回應人口

販賣的問題，支援流徙人口的需要；透過埃塞俄比亞、孟加拉及印度

的夥伴，服侍城市裏的貧民窟居民；藉緬甸夥伴協助當地戰後社區重

建，及照顧受天災和戰爭影響的遺孤及兒童；又與津巴布韋、尼泊爾

及印度夥伴一起，為社會裏不同的弱勢及受欺壓的社羣發聲，維護和

爭取他們的基本權利和生活保障；透過 Integral Alliance 這全球基督教

救援及發展機構的聯合網絡，有效地回應世界各地的大小災害，提供

救援及災後復元支援；還有…… 

 

要數算的恩實在太多，展望未來，我們冀望能與海內外教會及夥伴一

起，彼此更好地配搭，走進貧窮的更深處，重修人與人、與社羣、與

環境，以及與上帝之間的關係，讓貧窮社羣和生命經歷更新，並在基

督裏共建公義仁愛的世界。我們將於 2016 年上半年進行 2016 年至

2020 年的五年事工策略規劃，願上帝的恩手繼續拖帶、引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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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年度項目撥款 
  

  

  港幣  

亞洲   4,040,455 

阿富汗   116,513 

SERVE 職業培訓  116,513 

   

孟加拉   579,064 

SATHI  貧民窟綜合社區發展 138,241 

SATHI  兒童權利推動（2014 年項目餘額撥

款） 

444 

WCB  災害緩減及管理 77,654 

WCB  小學及學前教育營運 174,848 

TF Bangladesh Umoja 教會及社區培訓計劃 110,201 

Salvation Army 婦女充權（前性工作者及遭販賣人

士） 

77,676 

   

柬埔寨   54,000 

夥伴  指定奉獻支持婦女復元庇護項目  54,000 

   

印度   843,714 

CCI 兒童基本生活 77,644 

EFICOR  Lydia計劃（婦女就業及衛生項目） 129,134 

EFICOR  災害緩減及管理 110,254 

EFICOR  貧民窟綜合社區發展 287,305 

CMCT  兒童基本生活 199,514 

CMCT  指定奉獻支持糧食援助項目 39,863 

   

緬甸   1,235,706 

MFDC  農業培訓及發展 354,245 

MFDC  夥伴發展 38,357 

MFDC 指定奉獻支持擴湖工程 27,208 

Fullmoon 兒童及少年基本生活資助 175,696 

Fullmoon  戰後重返社區及重建項目 302,230 

Fullmoon  指定奉獻支持兒童院舍糧食及運作 182,825 

MBC 伊甸計劃（教會及社區培訓） 155,145 

   

尼泊爾   824,603 

Share & Care  婦女充權 444,074 

Shanti Nepal  社區健康及發展 155,348 

UMN  整全使命及社區轉化培訓 147,527 

Samari SUS 低種姓民族權利倡議項目 77,654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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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72,174 

CGDC  防止暴力對待婦女項目  72,174 

   

菲律賓   5,382 

TMFI 指定奉獻支持  5,382 

   

泰國   309,299 

TLF  少數民族社區健康及發展項目 205,670 

UHDP 少數民族生計發展項目 76,011 

Love 146 在街工作的男孩遭性剝削的研究 19,419 

MMF  指定奉獻支持 8,199 

   

中國   2,475,408 

湖北   537,075 

施達、湖北基督兩會 鄖西農村發展項目 518,389 

施達、湖北基督兩會 五峰水利項目 18,686 

   

山西   85,978 

山西永青諮詢服務中心 山西太原康復醫療培訓項目  85,978 

   

四川   559,245 

施達、 

四川宣漢縣龍泉學校 

達州農村基礎教育改善及災害管理

項目 

139,080 

施達、 

正軒文化交流中心 

教會推動與公益人才培訓計劃 260,856 

施達、 

正軒文化交流中心 

雅安地震後社區重建 63,881 

成都市福溢社區文化

中心 

四川災後青少年全人關懷項目 95,428 

   

雲南   1,293,110 

施達、保山市基督教兩

會 

保山寄居人群社區關懷及發展

(2014 年餘額) 

237,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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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勞工支援及預防

愛滋病項目 

549,069 

施達、雲南省基督教兩

會、大理百合花社會事

工部、耿馬縣社會事工

部 

整全使命行動研究和神學生能力建

設項目 

228,132 

施達、大理百合花社會

事工部 

家庭為本關懷愛滋病感染者及社區

健康教育項目 

278,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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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1,115,278 

埃塞俄比亞  633,831 

AAGC  兒童基本生活及家長互助小組 475,153 

EKHC 反對女性生殖器官切割 154,322 

EKHC 指定奉獻支持 EKHC-DC 的居民互

助小組 

4,356 

   

津巴布韋  481,447 

FACT 兒童基本生活、Umoja 教會及社區

培訓，及祖母儲蓄小組 

201,830 

TRINITY 關注及維護弱勢兒童及孤寡的權利 279,617 

   

災後救援及重建項目  4,831,938 

World Concern Haiti 海地可持續預防及地震復元 240,249 

MAP 海地地震後水利重建 132,112 

施達 中國雲南昭通魯甸地震救援 149,715 

Mission East 伊拉克境內流徙人士過渡庇護及食

物救援 

194,285 

TF New Zealand 緊急農業復元 86,384 

HOPE Christian 

Mission 

緬甸境內流徙人士短暫庇護及食物

救援 

77,681 

Yang Xin Gong Yick 海南颱風威馬遜緊急援助 12,628 

EFICOR 印度北方邦水災救援 58,238 

EFICOR 印度喀什米爾水災救援 2,903,105 

施達 中緬邊境果敢難民緊急人道援助 23,824 

施達 中緬邊境果敢難民緊急人道援助—

支援孤兒難民 

40,125 

Samari SUS 尼泊爾地震救援 137,328 

Shanti Nepal 尼泊爾地震救援 28,786 

Share & Care 尼泊爾地震救援 465,876 

LTD 尼泊爾地震救援 100,980 

Basey Baptist Church 颱風海燕重建援助 18,673 

Integral Alliance 颱風海燕災後救援 15,634 

FHP 颱風海燕災後救援、復元及重建 146,315 

   

其他  2,408,359 

施達 項目支援 2,301,181 

香港攝影學會 亞洲婦女相展 80,000 

CSW 「無名英雄」—香港婦女會議 20,000 

彌迦網絡 指定奉獻支持 3,588 

彌迦網絡 指定奉獻支持 3,590 

   

   
註：此表顯示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項目撥款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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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年度外出分享團體 
  

  

教會 

愛羣職場教會 

博愛潮語浸信會東頭堂 

基督教宣道會蝴蝶灣堂 

基督教宣道會活水堂 

基督教宣道會愛禾堂 

彩坪浸信會 

基督中心堂(九龍塘) 

基督教芥菜種子堂 

基督徒信望愛堂(紅磡堂) 

中華傳道會紅磡基督教會 

鑽石山浸信會 

中國佈道會九龍灣萬善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樂恩福音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蒙恩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永恩堂 

基督教般福堂 

頌恩浸信會 

神召會禮拜堂 

聖安德烈堂 

香港浸信教會 

九龍城基督徒會將軍澳堂 

勵德福音堂 

洪水橋靈糧堂 

元光靈糧堂 

基督教聖約教會遠東堂 

中華基督教閩南三一堂 

旺角浸信會 

新生命浸信會 

基督教新生會新田圍堂 

基督教新生會新生會堂 

基督教銘恩堂大埔堂 

沙田浸信會合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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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烙恩堂 

赤柱浸信會 

香港華人基督會煜明堂 

香港華人基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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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信宣道會恩禾堂 

基督教宣道會元基堂 

 

神學院 

中國神學研究院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香港細胞小組教會事奉訓練學院  

禧福學院  

 

機構／團體 

Clinician Fellowship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諸事教堂  

救恩服務社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聖詠團 

新生資源中心 

 

學校 

樂富禮賢會幼稚園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 

播道書院  

粉嶺救恩書院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香港浸會大學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八鄉中心小學 

培英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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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基督教崇真中學 

滙基書院  

香港大學 

英華書院  

英華女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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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年度施達貧友活動 
  

  

日期  活動  主題  講者／合作機構  

2014 年 8月 14日 分享會 扶貧人生路 伍瑞嫦女士 

施達湖北項目主任 

2014 年 9月 23日 電影放映 香蕉背後的秘密 趙善榮先生 

香港公平貿易動力

總監 

2014 年 11月 22日 鄉郊體驗 香港鄉土情 鄉土學社 

2014 年 12月 16日 分享會 打破沈默．與性暴力

受害者同行 

王秀容女士 

關注婦女暴力協會

總幹事 

2015 年 1月 20日 電影放映 子非魚 莫慶聯先生 

資深社會教育工作

者 

2015 年 2月 10日 分享會 後佔領運動的社會

政策考量－貧富懸

殊與全民退休保障 

趙維生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

工作系教授 

2015 年 3月 20 至

21日 

敬拜音樂

晚會及婦

女研討會 

「無名英雌：『飛』

一般的信心」聚會 

國際無聲者之友

（香港） 

2015 年 4月 21日 分享會 守護創造(Creation 

Care) 

馮思聰博士 

施達基會環保顧問 

2015 年 5月 26日 分享會 媒體新世代 梁柏堅先生 

突破機構事工發展

總監、

《Breakazine!》顧

問及前總編輯 

2015 年 6月 11日 分享會 平等、分享、行動 曾志浩先生 

「平等、分享、行

動」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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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年度籌款及公開活動 
  

 

日期  活動  目的  總籌款額  

（港幣）  

2014 年11月8日 施達赤腳行  支持貧民窟社區發

展  

33.7萬 

2015 年 2月 「紅封包行動｣及  

「大吉利是｣ 

支持社區發展項目  47.7萬 

2015 年2月18日

至 4月4日 

減碳行動 2015 在大齋期間，透過

默想、內省和克

己，反省我們與

神、與人和大地的

關係，並實踐關愛

大地的簡樸的生活  

- 

2015 年3月20 至

21日 

「無名英雌：『飛』

一般的信心」聚會  

關注世界不同地區

基督徒婦女的情

況，及在不同崗位

上的服侍  

- 

2015 年 5月8日 尼泊爾地震祈禱會  記念尼泊爾地震情

況及需要  

- 

2015 年5月28日 「轉出希望」事工

分享會  

分享海外及本港對

抗人口販賣的工作  

-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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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年度財務報告 
  

 

2014 年至 2015 年度財政簡報表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港幣  

奉獻收入  17,838,873 

特區政府賑災基金撥款  2,889,000 

其他收入  223,928 

  

減：  事工發展及救援  (14,871,437) 

 教育  (577,971) 

 籌款  (584,240) 

   

  4,918,153 

   

行政事務   (1,699,876) 

   

盈餘   3,218,277 

 

► 事工發展及救援項目整體支出為 14,871,437 元。 

► 本年度盈餘 3,218,277 元，當中包括未支出的賑災捐款 3,028,107 元，涉及

的項目為伊拉克人道救援及尼泊爾地震救援。 

► 2015 年 7月至 2016 年 6月預算經費為 19,464,490 元。 

► 請以禱告及行動支持我們的工作，並繼續為貧窮國家和社羣，給予適切的援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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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至 2015 年度財政簡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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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年度工作夥伴 
  

  

夥伴機構 

Addis Ababa Guenet Church, AAGC 

保山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保山市基督教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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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基督教聖經學校 

大理州基督教協會百合花社會事工部 

達州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達州市基督教協會（達州市基督教兩會） 

Eastern Bible Institute, EBI 

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India Commission on Relief, EFICOR 

Ethopian Kale Heywet Church Development Commission, EKHCDP 

Family AIDS Caring Trust, FACT 

Food for the Hungry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HI 

成都市福溢社區文化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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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pe Children Home 

湖北省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湖北省基督教協會 

Insititue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by Extension Network, ITEEN 

臨滄基督教兩會 

四川宣漢縣龍泉學校 

Leadership Training Department-National Christian Fellowship of 

Nepal, LTD-NCFN 

MAP International 

Myanmar Baptist Convention, MBC 

Myanmar Family Development Company, MFDC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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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kong Minority Foundation, MMF 

Philippine Relief and Development Services, PHILR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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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S） 

Share & Care Nepal 

Society for Promotion of Tribal Welfare & Development, SPTWD 

Samari Utthan Sewa, SUS 

World Renew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gramme, SATHI 

Tearfund UK, TFUK 

Thai Lahu Foundation, TLF 

The Salvation Army - Bangladesh, TSA-B 

Trinity Project Trust (Trinity) 

United Mission to Nepal, UMN 

Upland Holistic Development Project, UHDP 

World Concern Bangladesh, WCB 

World Concern Haiti 

雅安教會 

廣東省揚善公益事業促進會 

雲南省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雲南省基督教協會基督教兩會（雲南省

基督教兩會） 

雲南省基督教神學院 

 

參與網絡 

Integral Alliance 

Micah Global 

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 

香港教會關懷網絡 

惠施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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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年度隊工名單 
  

  

董事會成員 

盧炳照牧師   

李樹培先生 

孔慶明醫生  

林希維先生  

鍾金永先生 (至 2014 年 12 月) 

何慧雯女士  

黃岳永先生  

黎高穎怡女士  

楊柏滿牧師   

蔡少琪牧師   

尹慧兒醫生(2015 年 3 月加入)  

 

顧問 

麥希捷先生 

何屈志淑醫生 

馮思聰先生  

 

總幹事 

陳念聰醫生 

 

行政及發展 

莫家鋕先生 

馮思鳳女士  

何綺嫺女士  

賀文亮先生 

潘文欣女士  

林凱恩女士(至 2014 年 11 月) 

關靜怡女士  

鄧振東先生(2014 年 11 月加入) 

 

項目  

陳佩詩女士  

莫昭友醫生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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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莉莎女士(至 2015 年 3 月) 

伍瑞嫦女士(至 2015 年 5 月) 

姚麗華女士  

植燦明先生 

孫顯華女士(2014 年 8 月加入) 

 

會牧 

陸倫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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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第一城浸信會迦勒團義工 

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 

西區福音堂福音樂園  

施達貧友委員會 

施達赤腳行籌委會 

麥林素璧女士  

文蘭芳女士  

Ms. Sophia Chan 

Ms. Wendy Chan 

張懿欣女士  

Ms. Joey Chu 

高子珺女士  

劉國輝先生 

伍翠梅女士  

申金柱先生 

Ms. Brianna Swan 

鄧美美女士  

鄧寶山先生 

黃慧楠女士  

葉嘉豪先生 

俞真先生 

余健華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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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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gram http://www.instagram.com/cedarfund 

匯豐銀行帳戶號碼 600-385678-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