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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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至 2016 年間，

12 個國家，
與 56 間夥伴基督教機構及教會攜手，
推行 78 個救援及發展項目，
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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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17,793 港元，

讓整體事工獲得所需經費支持。

132 次教育活動，以及海外體驗團和赤腳行活動，
接觸了逾 16,000 名信徒及學生，
感恩透過

傳遞在基督裏實踐整全使命，共建公義仁愛世界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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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2015-2016 年度，面對兩個轉變。首一是完成及總結過去五年事工策略計劃的執行；
其二是新舊總幹事交接。
先談談事工的發展。過去五年，上帝在多個議題的工作上擴闊我們的眼界和服侍領域，
無論在對抗人口販賣、服侍貧困及危難婦孺、援助邊緣社羣、倡議及社區教育，以及救
援與災害緩減的工作上，都叫我們與夥伴建立了事工的基礎，及更緊密的夥伴關係。我
們祈望，透過這份事工報告，與你們一同發現並見證上帝在貧窮人生命中的奇妙作為，
將榮耀歸給這位關愛貧窮人的主。
再談談領導層的交接。實在欣賞陳念聰醫生過去 11 年在施達的服侍，帶領同工團隊從
救援及發展工作的專業上不斷尋求突破和進步，更重要是在服侍裏建立堅實的整全使命
實踐基礎，讓施達成為香港教會認識和履行整全使命重要夥伴。感謝上帝的預備，於今
年五月帶領鄺偉文博士接任總幹事一職。相信他過往在國際救援及發展工作上的經驗，
以及對上帝心意的重視，必能帶領施達繼續走上上帝所選定的路上，與海內、外教會一
同在基督裏，共建公義仁愛世界。
董事會主席
李樹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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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達異象與使命
異象目標

使命宣言

與神同行，

與全球基督徒攜手，履行教會的整全使命

共建公義仁愛世界

> 關懷貧窮及弱勢社羣
> 促進生命及社區轉化

服侍地區

> 倡議及實踐社會公義

項目焦點國：
孟加拉
中國
緬甸

尼泊爾

埃塞俄比亞
津巴布韋

於本年度，施達還在以下地區支持夥伴
推行救援及發展工作： 1.阿富汗、2.印
度、3.巴基斯坦、4.中東地區、5.泰國。
孟加拉及印度

埃塞俄比亞

尼泊爾

> 教會及社羣培訓

> 服侍貧困兒童及家長

> 教會及社羣培訓

> 服侍貧困兒童

> 倡議停止傳統惡習

> 婦女充權

> 貧民窟事工

緬甸

> 對抗人口販賣

> 災害緩減項目

> 教會及社羣培訓

> 對抗人口販賣

> 服侍危難兒童

> 服侍貧困兒童

> 戰後社區重建

> 農業培訓

> 公益培訓

> 貧民窟事工

> 維護孤兒寡婦權益

> 服侍邊緣社羣

> 農業培訓

> 對抗人口販賣

> 對抗人口販賣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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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重點活動
每月重點活動

> 舉辦施達赤腳行 ─ 伴「尼」同行

> 在雲南舉辦推動教會工作坊
> 探訪印度項目點
> 黃埔崇真堂到訪埃塞俄比亞項目點
> 到尼泊爾進行災後輔導培訓

> 聖誕節舉辦「薑餅傳愛行動」
> 探訪湖北農村項目點
> 農曆新年舉辦「紅封包行動」及「大吉利
是」募捐計劃
> 大齋期舉辦「簡樸．減碳」六周省察行動
> 舉辦「緬甸扶貧體驗團」

> 探訪緬甸項目點
> 旺角浸信會到訪雲南項目點
> 支持緬甸水災救援工作
> 探訪孟加拉項目點
> 到秘魯參與 Micah Global 的「整全使命與平
安」會議
> 舉辦「伴『尼』同行在『爾』地」尼泊爾賑

> 舉辦「跨界走進貧民窟」活動

災分享會

> 開展中東難民危機賑災呼籲

> 舉辦「復和路上 ─ 緬甸扶貧體驗團分享會」

> 到美國出席 Integral Alliance 會議

> 探訪雲南項目點

> 施達貧友「要有光」社企分享會

> 旺角浸信會到訪雲南山區項目點

> 探訪埃塞俄比亞及津巴布韋項目點

> 探訪尼泊爾項目點

> 探訪尼泊爾項目點
> 施達貧友「同遊午夜墟」活動

>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到訪泰北項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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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發展回顧
海外事工
根據《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法》的定義，人
口販賣是指：
> 以武力、欺騙或脅迫，迫使他人進行商業性
行為(commercial sex)；或安排未滿 18 歲
人士從事商業性行為；
> 以武力、欺騙或脅迫，招募、窩藏、運送、

對抗人口販賣

提供或獲得某人，迫使他／她以非自願的奴
僕、勞役、償債奴工或奴隸身分，提供勞力或

服務。
人口販賣已成為僅次於毒品的全球第二大非法貿易，逾六成涉及跨國販運。根據 2016
年 5 月 31 日公布的第三份全球奴隸指數報告(Global Slavery Index)，最新估計全球有
近 4,600 萬人過着奴隸般的生活。
生命重建
近年，上帝不斷擴展我們的眼界和境界，

透過亞洲多個夥伴的服侍，讓施達能從預
防教育、拯救受害者，以至生命重建等工
作，與高危或曾遭販賣的生命同行。
居於孟加拉的 Sumaya 自幼父母離異，缺
乏關愛和照顧。15 歲那年，她被朋友出
賣，以不足港幣一千元的價錢，把她賣進
妓院。她被困四個月，每日被迫接客逾十次。後來，其中一位客人將她贖回，還她自
由。可惜，Sumaya 回家後不獲母親接納，只好流落街頭，以性換取生活費。18 歲那

年，她結婚並當上母親，但丈夫很快就離開了家，留下她與女兒相依為命。感謝神！
Sumaya 透過地區網絡認識了施達夥伴孟加拉救世軍服侍前性工作者及遭販賣人士的工
作。夥伴不但為 Sumaya 提供輔導和心靈支援，還提供縫紉和製作手工藝等職業培訓，
讓她可以藉手藝謀取生計，具信心開展新的生活。
網絡支援
在印度、尼泊爾和中緬邊境地區，施達夥伴亦開展對抗人口販賣的工作，推動教會及社
羣建立支援網絡，協助辨識及防範區內高危兒童及婦女遭誘拐和販賣，並向跨境的流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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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提供支援。
25 歲的娜嘉（化名）是拉祜族(Lahu)人，
原與家人居於緬甸撣邦(Shan State)的臘
戍(Lashio)，育有兩名年幼子女。因為沒
有土地耕作，加上貧窮，於是決定到中國
雲南臨滄的茶園工作。不幸地，她最後被
人口販子賣進一戶農民家庭作陌生人的妻
子。娜嘉的父母失去女兒消息兩個月後，

聯絡緬甸撣邦臘戍的拉祜族教會求助。最
後，透過中緬兩地的教會為跨境勞工所建的支援網絡，找到了娜嘉，並協助她返回緬
甸，與家人重聚。「若沒有教會和牧師的幫忙，恐怕我的餘生都要活在黑暗裏。」
在主裏同服侍
過去一年，施達透過中國、緬甸、泰國、尼泊爾、印度和孟加拉夥伴，為曾遭販賣或高
危人士提供適切援助，包括：
> 拯救 35 名遭販賣的生命
> 向 50 名受害者提供創傷後輔導
> 為 30 名遭販賣人士提供安全居所

> 向 208 名跨境勞工提供諮詢、輔導、安全居所及職業介紹等
> 接觸和探訪 4,609 名性工作者、高危兒童、青年、婦女及少數民族居民，提供預防教
育、救助資訊及認識自身權利
> 舉辦 64 次學校及社區預防教育活動
> 向 64 戶受影響家庭提供跟進探訪
> 協助 126 名前性工作者、曾遭販賣人士及高危婦女建立新的謀生技能
> 向 200 名警員及社工提供創傷後輔導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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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達所服侍的貧困和弱勢社羣中，兒童是
我們從不忽略的一羣。施達在中國、印度、
緬甸、孟加拉、埃塞俄比亞和津巴布韋，為
不同處境的貧困兒童提供多項生活支援，同

服侍貧困及
危難中的兒童

時協助改善他們社區的發展基礎，完善長遠
的生活條件。
救助貧民窟兒童

項目的受助兒童大多來自貧民窟，施達透過多年的合作夥伴 World Concern
Bangladesh (WCB)的服侍，提供貧民窟兒童可持續性的教育，包括資助學前和小學教
育，及協助街童就學等。同時，施達亦從根源着手，協助貧民窟家庭改善經濟狀況。印
度夥伴 CMCT 的兒童支援計劃目前已踏入第二十年，現時，該項目為 211 名兒童提供食
物、醫療、教育等基本援助，以救助兒童脫離貧困。埃塞俄比亞夥伴 Addis Ababa
Guenet Church (AAGC)和津巴布韋夥件 Family AIDS Caring Trust (FACT)除了為貧民窟
兒童提供教育、食物和衣服等實際支援，亦鼓勵家長或監護人設立儲蓄互助小組，發展
小本生意，協助貧困兒童或愛滋病遺孤家庭自力更生。
23 歲的 Nyasha，目前與他已婚的哥哥一
起居住。他的父母在他六年級那年去世
了，他哥哥難以獨力照顧他，因此獲社區
人士推薦加入 FACT 和施達合作的兒童基
本生活資助項目。FACT 為 Nyasha 支付
學費至大學畢業，另每月獲取基本的生活
物資，如玉米粉、沐浴皂、洗衣皂等。今
年，我們見證了 Nyasha 完成了他的財務
及金融學位，準備過獨立的生活。

於未來數年，夥伴計劃邀請 Nyasha 以及其他曾受惠於資助計劃的畢業生，起來回饋社
區，定期支持其他年幼的愛滋病遺孤，讓這愛的網絡能以伸延下去。願神施恩看顧，並
透過 Nyasha 等畢業生的成長見證，激勵其他幼小的生命，尋得生活的盼望和力量。
為農民工子民帶來盼望
中國昆明是其中一個有大量流動人口遷入的城市。大量農民工子女隨父母來城市，成為
了流動兒童。他們遷到城市後，要適應與農村的不同，亦因沒有當地的戶籍，不能享有
教育、醫療、住屋等福利。他們要申請入讀民辦學校亦較當地兒童困難，就算能付高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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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入讀，亦會因與農村的學習模式不同，
需要從新適應。他們的父母在城市忙於工
作，無暇照顧他們的需要。他們本應享樂和
學習的童年，變得更困難。每年都有不少兒
童在當地發生交通、溺水、搶劫等意外。
施達支持昆明夥伴開辦蓓蕾流動兒童關懷中
心，服侍在昆明的農民工和流動兒童。兒童

在中心裏可以學習衛生護理、自我保護，讓
未能上學的兒童亦能夠有基本生活知識。中
心亦設有兒童圖書室、兒童合唱團、興趣班，讓兒童能過歡樂及有意義的生活。
在主裏同服侍
於 2015-2016 年度，施達透過中國、緬甸、印度、孟加拉、埃塞俄比亞及津巴布韋夥
伴，為貧困及危難中的兒童提供身、心、靈的關顧，並藉改善貧困兒童家庭和社羣的生
活環境，提供適切的保護、養育和成長發展空間，促進全人發展，為兒童的生命帶來深
層和持久的轉化：
> 資助 460 名兒童基本生活需要
> 向 823 名學童或青年提供教育及心靈的培育
> 協助 1,212 名兒童打擊人口販賣
> 維護 700 名兒童的權益，免受剝削
> 資助 31 所學校及幼兒所營運
> 訓練和裝備 117 名社區領袖和老師
> 成立 37 個支援小組關注兒童權益
>舉辦 157 次活動凝聚兒童及青少年，鼓勵他們關注兒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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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達明白除了解決弱勢社羣的基本生活需求
外，讓他們的生活過得有尊嚴同樣是提升他
們社會地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施達英文名
CEDAR 中的 A 代表的 Advocacy，正正帶

倡議維護婦女
及兒童權益

出我們對倡議維護貧窮人權利的重視。
讓無證者復得公民權利
津巴布韋失業率高，不少居民為了生活，選

擇到鄰國打工，53 歲的 Sithembile 便是其中之一。她過去在鄰國博茨瓦納打工期間誕
下了女兒 Thembelihle，由於並非在本土出生，Sithembile 一直未能循一般途徑替女兒
申領津巴布韋的身分證明。沒有公民身分，帶來的是失去獲得良好教育和醫療的機會。
去年九月，Thembelihle 開始參加施達夥伴 Trinity 的兒童工作坊，學習到有關兒童權利
和公民的基本權益，為她帶來了一線曙光。Thembelihle 回家後，告訴父母相關資訊和
註冊程序。Sithembile 的丈夫馬上聯絡 Trinity，協助女兒申請出生證明和身分證。經過
六星期的辦理手續，Thembelihle 終於取得了
自己的出生證明，得享與其他小孩同等受教育
和獲醫療保障的權利。擁有運動天分的她，終
於可以如願以償，能以國民身分參加運動比
賽，一展所長。
施達夥伴 Trinity Project (Trinity)多年來致力
透過培訓及工作坊提升兒童及社區的意識，維
護兒童應有的權利，教育他們盡早申請出生證
明，辦理已故父母的死亡證，及申領他們應有
的遺產。另一方面，Trinity 亦協助貧困遺屬
爭取應有的房屋居住權，及解決遺產被吞併問
題。Trinity 於 2015 年 10 月將項目拓展至

Umguza 區的鄉郊地區，繼續為更多弱勢孤寡
提供法律援助及處理出生證明的申請，協助他
們獲得社會及生活保障。
消除針對女性的傳統惡習
在埃塞俄比亞，施達夥伴 Ethopian Kale Heywet Church Development Commission
(EKHC-DC)致力抗衡當地切割女性生殖器官(FGM)這種傳統陋習，組織 52 個「反對女性
生殖器官切割小組」來裝備年青人成為社區倡議大使，並在學校及教會舉行倡議活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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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夥伴亦積極推動教會領袖和教師發起羣眾運動，教導會眾有關 FGM 的知識，並
從聖經真理重新認識神眼中完備的女性和價值。項目於本年度取得進展，社區對 FGM
的反對程度從 46.9％提高到 93.9％，而仍執行此陋習的比率更從 69.6％降至 27.7％。
自 2014 年起，Rudie 應邀加入反 FGM 小
組，成為組內 100 位成員之一，其中大部
分是年輕女性。Rudie 本身反對 FGM，加
入小組後，她獲得更多的相關知識，更明
白 FGM 對女性身心所造成的損害，包括增
加難產的風險，威脅產婦和嬰孩的性命。
Rudie 積極向她的姊妹、同學和鄰舍傳講
FGM 的害處，並決定不會接受生殖器官切
除手術。「我要以最完整的身體組織家庭，
若然我被迫要接受 FGM，我會立即報警求
助。」Rudie 堅定地說。
在主裏同服侍
經過一年的努力，施達分別與津巴布韋、埃塞俄比亞和尼泊爾夥伴，藉倡議工作維護貧

困兒童及婦女的生命價值和尊嚴，包括：
兒童倡議
> 協助 269 名兒童及 7 名家長／監護人取得出生證明、領取遺產等法律文件
> 協助 15 名遺孤取得父母的遺產
> 為貧窮家庭爭取合理的婦產科護理收費
婦女倡議
> 培訓 71 位婦女參與社區健康教育工作
> 推動 2,972 名青年人參與對抗 FGM 行動組
> 教育 39,954 名青年認識 FGM 及傳統惡習的危害

> 透過 36 個婦女行動組、2 個婦女合作社及 4 個婦女網絡，協助 1,089 名婦女建立能力，
參與社區事務
> 透過 8 個少女及兒童小組，教育 131 名女孩認識自身權利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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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社羣有他們獨特的發展模式，然而，因
着自身的歷史、政治和環境因素，往往為民
眾的生活帶來不同的困難和挑戰。

協助貧民窟、戰後
及邊緣社羣發展

尋回身分和生命
沒有公民身分，難以在一個國家生活；即使
能夠住下來，也缺乏可保障生活的公民權
利。居於泰北高山地區的德昂族，由緬甸遷

往泰國居住多年，但一直得不到合法的公民身分，連帶公民權利也欠奉。他們亦沒有自
己的土地，時常需要搬遷，使他們的生活更不穩。夥伴 Upland Holistic Development
Program (UHDP)透過經濟賦權，協助他
們在後園種植菜蔬和飼養豬隻、鯰魚、青
蛙等，以自給自足代替買糧，省下來的開
支可用於生活其他方面。夥伴亦在寄居社
羣間推廣衛生，興建洗手間和水庫；亦培
訓村民成為社區發展大使，親身示範及協
助其他村落住戶發展。
點燃狹縫裏的曙光
根據 2014 年聯合國人居署於世界人居日公布的數字，全世界城市人口當中有四分之一
居住在貧民窟，在貧窮線下掙扎求存。貧民窟居民除了收入難以維生、遭受剝削外，還
沒有乾淨的水源，缺乏衛生設施，以及居住在簡陋結構的房屋裏。
居於印度貧民窟的 Sarah（化名）早年因丈
夫酗酒把屋賣掉，他們只得遷進簡陋搭建而
成的屋裡。一家生活主要靠大兒子從早到晚
踏單車四處收集破爛變賣維生。然而，面對

生活的挑戰，她與大兒子展現了「無望」與
「希望」的角力。回收分類、變賣破爛的工
作，叫作母親的看不見將來。但藉着施達印
度夥伴 Society for Promotion of Tribal Welfare & Development (SPTWD)的協助，為她兒子及區內居民帶來入學的門徑、職業培
訓、領袖訓練及靈性關顧等，叫他們一家在「無望」的日子裏，找着生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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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戰後孤兒重建家園
過去逾半年紀，緬甸內戰不斷，不少孩童
面對戰爭和天災而痛失家園，甚至至親。
20 年來，施達夥伴 Fullmoon Children
Development Family (Fullmoon)一直致力
照顧這些無依的兒童，為要在他們的生命
中，修補天災與戰爭所造成的傷痕。近
年，上帝為我們開啟了新的服侍，透過

Fullmoon 兒童院舍的畢業生，把復和的種
子帶返戰後的家鄉，藉教育、醫療和農
業，協助村民重建戰後生活。
今年 2 月，施達緬甸扶貧體驗之旅的參加者到訪孟邦，認識了 Fullmoon 兒童院舍第一
代的畢業生阿華（化名）。阿華年幼時經歷戰亂，父親被克倫族的地方武裝組織殺害，
只剩下他與母親相依為命。七歲那年，母親把他交託給 Fullmoon 兒童之家照顧，直至
數年前畢業回鄉，參與戰後重建工作。他不但以其護士專業服侍村裏人，更選擇原諒昔
日下令殺害他父親的人，一起努力為戰後家鄉帶來復和。
於 2016 年下半年，施達將與夥伴 Fullmoon 協助孟邦戰後村落興建醫療所，我們期盼
診所能於明年投入服務，為村民提供基本醫療護理及婦產支援。
在主裏同服侍
感謝天父，讓我們過去一年攜手服侍不同社羣，推動社區和生命的轉化，包括：
印度及孟加拉貧民窟
> 協助 5,181 名貧民窟居民改善生活
泰北及中國邊境少數民族與寄居人羣
> 改善 1,176 名居民的食水供應和衛生設備

>讓 1,143 名居民健康及營養情況得改善
緬甸戰後社羣
> 興建 1 所學校
> 資助 10 戶孤寡家庭興建居所
> 支持 15 名已受訓年青人參與重建工作，包括教育、醫療、農業
> 讓 250 名學生可重返校園
> 向 5 名年青人提供職業培訓
>向 50 名婦女提供小額貸款和職業培訓
12

「藉教會、經教會、扶貧濟困」是施達創辦
至今廿五年一直持守的事工運作原則。近
年，我們除了夥拍不同地區的教會和基督教
夥伴開展扶貧項目外，還致力推動及培訓社

推動及培訓教會
服侍社羣

區教會服侍社羣。
從聖經中學習
在緬甸和孟加拉，施達支持夥伴推行教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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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 Garo Baptist Convention (GBC)便是一例。
Garo 是孟加拉境內一個少數民族，GBC 於
2014 年藉夥伴 Tearfund Bangladesh 的
協助，在兩處 Garo 族人聚居的貧窮地區開
展培訓項目，推動區內八所教會關心社羣。
感恩經過兩年的培訓，有部分教會已能實踐
關愛社羣的教導，留意社區的需要並作出回
應，包括把教會附近的荒廢池塘填平及開墾

作耕地、修理遭洪水衝毀的道路及河堤，以
及照顧有需要的家庭。
施達與夥伴深盼，教會作為社會的一員，能在社區裏擔當重要的角色，網絡及動員社會
裏的不同持份者和資源，推動社區發展，持續轉化社羣和生命。展望未來，我們期盼能
有更多地區教會能放眼社區，服侍社羣。
培訓神學生作服侍
在尼泊爾，施達亦支持夥伴 United Mission to Nepal (UMN)編寫教材，推動當地神學院

和培訓中心培訓牧者和神學生實踐整全使命，轉化社區。
Dedgaun Atmiki Church 是尼泊爾位於偏遠地區的教會。原先位於同一地區的村民視
教會的會眾為異類，不接受他們一同參與社區活動；教會亦視村民為敵人，冷待一切社
區活動。夥伴教導教會整全使命和研習聖經，讓他們了解愛鄰如己、關愛世界和管理萬
物。教會開始明白到即使對方不友善對待他們，他們仍需要愛他們和愛護環境。他們逐
步與村民建立好的關係，亦嘗試管理水資源的使用。當教會實踐在社區肩負他們應有的
責任時，村民看到他們的態度改變，不再敵視他們，建立互信合作的關係。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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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致力培育新的信徒領袖參與社區服侍
在主裏同服侍

在這一年度，我們於中國、孟加拉、尼泊爾和緬甸等地，在推動及培訓徒服侍社羣的工
作上作出了以下的成果，包括：
> 培訓逾 300 位牧者及信徒領袖，推動教會服侍社羣
> 共推動 535 所地區教會關心社區
> 協助 8 所神學院設立整全使命課程，共 105 名神學生接受整全使命的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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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5-2016 年度，施達致力支援夥伴
Integral Alliance (IA) 成員機構回應尼泊爾
地震及中東難民危機。
助援眼下困境
在黎巴嫩的 Bekaa Valley 住有逾 40 萬敘利

救援及災害緩減

亞難民，生活環境異常惡劣。過去一年，施
達與其他 IA 成員合力資助其中成員機構

MEDAIR，向 Bekaa Valley 區內 26,262 名難民（共 4,377 戶難民家庭）提供住屋、清
潔食水及衛生的援助，受惠難民主要是長
者、傷殘人員及婦女。
在同受內戰影響的伊拉克，施達支持另一
IA 成員機構 Mission East 在北部地區，
向伊拉克境內難民提供食水和衛生設備、
兒童教育及情緒支援，以及創傷後輔導。
夥伴提供興建物資助難民搭建帳幕
預防保障生命

除了救援，我們亦繼續在災害頻發地區推行災害管理及緩減項目，以提升貧窮社羣的抗
災能力。今年，我們在印度水災中得以見證項目的成效。過去數年，施達支持夥伴
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India Commission on Relief (EFICOR)在印度北部的 Bihar 地
區推展災害危機緩減（Disaster Risk Reduction, DRR）項目，教導村民如何應對大自
然所帶來的破壞，敏銳於生活環境裏的潛在危險；又設定防災及逃生計劃，定期演習，
藉以提升村民的抗災能力。今年六月，南亞多國暴雨成災，廣泛地區受洪水侵襲，印度
Bihar 亦受影響。我們看到項目村裏所設定的防災措施，成功協助村民減低水災帶來的損
害，部分 DRR 參加者更主動到其他受災村落協助災後救援，對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

在主裏同服侍
在 2015-2016 年度，我們夥拍海外夥伴及 Integral Alliance 成員機構，向亞、非兩洲
多地遭遇天災或戰亂的災民，提供災後救援及人道援助；並於印度及孟加拉兩地進行防
災及抗災工作，包括：
> 為 7,969 戶受災家庭提供災後緊急救援
> 為 5,099 戶受災家庭提供庇護
> 為 79,299 名災民提供糧食援助
> 為 5,827 戶難民家庭提供人道援助
> 協助 76 條災害頻發村落，共 41,255 名村民提升抗災能力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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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事工
無論是海外或是本港的教會，都是施達所要
連繫的對象。我們期盼透過與教會、信徒及
年青人一起放眼世界，與貧窮的生命相遇，
一起發現上帝在貧窮人中的工作，以及祂對
我們的呼召。

EXPLORE

多年來，施達透過恆常到教會、學校和神學
院中分享，及「施達貧友」(CEDAR Club)

這一平台，接觸關愛貧窮的信徒，將不同貧窮社羣和生命的境況及需要帶到弟兄姊妹的
眼前，放眼世界和上帝對貧窮人的心意。
過去一年，施達除了繼續透過赤腳行活動，
讓支持者藉處境性的赤腳活動，淺嚐貧窮滋
味；我們亦先後兩次與國際十字路會合作，
舉辦貧民窟體驗活動，讓參加者走進孟加拉
貧民窟的模擬生活場景，藉感受去認識貧

窮，並思考我們可如何回應。

EXPERIENCE

然而，不可少的是親身走到貧困社羣當

中，透過真實的接觸，去發現破碎世界的真實境況，並尋找上帝如何藉施達及夥伴的服
侍，帶來更新和轉化。今年 2 月，施達帶領十位支持者遠赴緬甸，到訪夥伴 Fullmoon
兒童院舍，探望受戰亂或天災影響的孤兒及兒童；到孟邦探訪戰後重建社區及村民；認
識夥伴在當地的農業培訓及發展工作；並接觸當地曾遭人口販賣的婦女及少女。回港
後，團友們更積極分享在緬甸的所見、所聞、所想，把上帝藉緬甸夥伴重建復和的信息
傳開，鼓勵香港教會及信徒一同支持和見證緬甸戰後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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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及展望
「……隨走隨傳，說：「天國近了！」醫治病人，叫死人復活，叫長大麻瘋的潔淨，把鬼趕出
去……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裏的一個喝，我實在告訴你們：這
人不能不得賞賜。」（馬太福音 10 章 7-8，42 節）
這是主在差遣十二使徒時所作的指示。2015-16 年度再次看到世上滿是紛亂及天災人禍。在
這「天國近了」的處境下，施達盡力地實踐主的吩咐，藉地方教會和信徒羣體給在苦難中的
人帶來一杯涼水。

在這年度，我們繼續在六個重點國家推展不同發展項目，服侍不同的羣體，如偏遠的少數民
族、貧困兒童、愛滋病感染者、吸毒人士、貧民窟居民等。同時，我們亦藉着倡議教育工作
裝備教會履行「整全使命」的責任，及對抗童婚和切割女性生殖器官等不良傳統。值得一提
的是，施達在對抗人口販賣的參與上已由原先的「預防教育」和「營救輔導」工作，擴展至
「搜證檢控」層面。我們正求問神是否在這議題上有更大的責任要交付給施達，懇請您為我們
代禱！
在救災方面，除了聯同 Integral Alliance 網絡成員在全球協助受天災所影響的人外，施達亦
本着上帝的愛去幫助那些在戰禍當中的人。雖然難民的人數遠遠超出我們的能力範圍，但在
未來日子，我們會繼續關注和援助他們，也希望有您同行！
服侍超過 11 個年頭後，陳念聰醫生在三月底退下火線（卸下總幹事一職），轉居幕後（成
為董事之一）繼續支持和參與施達的事工。我們非常感謝陳醫生過去超過十年的帶領，讓機
構能發展至今天的規模。由於領導層的交接，原先預期完成的新三年事工策略將延後至
2017-18 年度開始。然而，我們將不會改變「藉教會，經教會，扶貧濟困」的方針，繼續在
各地關心不同的受苦羣體。
總括而言，在神的帶領和您的同行下，2015-16 是滿載恩典的一年。但願我們在來年繼續一
起與困苦人同行，見證主的信實。
總幹事
鄺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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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 2015-2016 年度項目撥款
國家

項目

亞洲

3,695,575

阿富汗
SERVE

撥款（港幣）
116,317

社區發展

孟加拉

116,317
675,839

SATHI

兒童權利推動

92,818

SATHI

貧民窟社區發展

77,963

WCB

災害緩減及管理

77,652

WCB

小學及學前教育營運

TF Bangladesh

Umoja 教會及社區培訓計劃

78,298

TF Bangladesh

災害緩減及管理

77,579

孟加拉救世軍

婦女充權（前性工作者及遭販賣人士）

77,579

印度

193,950

1,015,808

CCI

兒童基本生活

EFIC@R

對抗兒童人口販賣工作

308,985

EFICOR

貧民窟社區發展

298,337

EFICOR

災害緩減及管理

165,336

CMCT

兒童基本生活

188,772

緬甸

54,378

1,075,665

Hope Children Home

兒童基本生活

47,542

MFDC

農業培訓及發展

MFDC

本地夥伴能力建立

Fullmoon

兒童及青少年基本生活資助

147,613

Fullmoon

戰後重返社區及重建項目

258,122

Fullmoon

醫療服務

13,984

Fullmoon

替受戰亂影響的居民購置土地

23,268

Fullmoon

水利項目

53,695

Fullmoon

指定奉獻支持兒童院舍糧食及運作

65,808

MBC

伊甸計劃（教會及社區培訓）

Micah Global

資助 2015 年緬甸整全使命會議部分經費

Micah Global

本地夥伴能力建立

170,851
39,159

155,905
6,205
1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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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

523,746

Share & Care

婦女充權

Share & Care

指定奉獻支持婦女充權項目

UMN

整全使命與社區轉化培訓

Viva Network

對抗兒童人口販賣及性剝削

294,730
10,505
140,511
78,000

泰國

288,200

TLF

少數民族社區健康及發展項目

184,632

UHDP

少數民族生計發展項目

103,568

中國

1,544,552

廣東

111,257

施達、揚善公益事業促進會

111,257

公益人才培訓計劃

194,166

湖北
施達、湖北基督教兩會

鄖西農村發展項目

194,166

四川

167,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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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達、正軒文化交流中心

教會推動與公益人才培訓計劃

84,423

260,856

雲南

1,071,689

施達、保山市基督教兩會

保山寄居人羣社區關懷及發展

229,514

施達、保山市基督教兩會

服侍戒毒更生人士

24,292

施達、保山市基督教兩會

指定奉獻支持服侍戒毒更生人士工作

10,000

施達、保山市基督教兩會

整全使命發展項目

106,342

施達、耿馬縣社會事工部、

臨滄教會推動、跨境勞工支援及預防愛滋病

428,361

臨滄縣社會事工部、

項目

MBC、SSLCA
施達

整全使命行動研究和神學生能力建設項目

61,401

施達、大理市基督教兩會

關懷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提供健康教育

66,517

施達、

愛滋病預防與關懷及種子基金項目

99,989

盼望之家

流動兒童關懷項目

44,019

施達

雲南隊工能力建立

1,254

大理百合花社會事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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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1,479,605

埃塞俄比亞

626,627

AAGC

兒童基本生活及家長自助小組

459,188

EKHC-DC

反對女性生殖器官切割

167,439

萊索托
Joy To The World

295,002
指定奉獻支持興建課室

津巴布韋

557,976

FACT

兒童基本生活及祖母自助小組

FACT

指定奉獻支持關懷受愛滋病影響兒童及家庭

Trinity

關注及維護弱勢兒童及孤寡的權利

Trinity

農耕改善項目

災後救援及重建項目

201,968

8,079
336,281
11,648
4,827,285

中國
福溢社區文化交流中心

295,002

63,196
雅安地震後青少年發展與關顧

印度

63,196
233,036

EFICOR

旱災救援

77,700

EFICOR

水災救援

42,177

EFICOR

火災救援

29,765

EFICOR

水災救援

5,732

CMCT

水災救援

77,662

中東地區

514,125

Mission East

伊拉克難民人道救援

69,522

Mission East

伊拉克難民生活援助及心理社會復元支援

78,059

MEDAIR

敘利亞難民生活援助

緬甸

366,544
139,774

Fullmoon

旱災救援

77,651

Hope Christian Mission

戰亂人道援助

6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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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7,654

Shanti Nepal

地震後提供臨時帳幕

128,558

Shanti Nepal

地震後社區健康及發展

219,717

Shanti Nepal

地震後社區復元

358,373

LTD/NCFN

地震後社區復元

190,453

LTD/NCFN

重置學校物資

LTD/NCFN

地震後提供臨時房屋

256,182

Share & Care

地震後提供臨時帳幕

263,623

Share & Care

地震後禦寒支援

216,286

ITEEN

地震後提供臨時帳幕

163,162

ITEEN

地震後提供臨時帳幕

183,274

ITEEN

地震後學校教育及物資支援

396,669

ACN

災害回應義工發展及動員

117,736

UMN

第二期地震救援工作

469,716

SUS

社區為本可持續生計復元項目

387,900

SUS

地震後重建生計項目

116,400

NELHOS

修復校舍

19,811

69,794

巴基斯坦
Pak Mission Society

77,652
地震救援

77,652

津巴布韋

241,848

Trinity

旱災糧食援助

Trinity

抵禦旱災能力培訓

77,652
137,328

其他
施達

2,355,974
項目支援

2,355,974

註：此表顯示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項目撥款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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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 2015-2016 年度外出分享團體
教會

基督教宣道會天頌堂

鴨脷洲浸信會

荃灣浸信會

基督教宣道會宣愛堂

西區福音堂

基督教宣道會蝴蝶灣堂
基督教宣道會活水堂

神學院

基督教宣道會真道堂

中國神學研究院

基督教宣道會油塘堂
基督徒信望愛堂（紅磡堂）

機構／團體

基督教會忠愛堂

Endowment for Youth Global

中華傳道會中心堂

Development (EYGD)

中華傳道會基石堂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基督教般福堂

學校

頌恩浸信會

香港嘉諾撒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傳恩堂

北角循道學校

香港浸信教會好鄰舍福音堂

粉嶺救恩書院

佐敦浸信會

宏恩基督教學院

基督教宣道會康怡堂

嶺南大學經濟系

九龍城基督徒會將軍澳堂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愛羣道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

中華宣道會曉麗堂

聖保羅男女中學

中華宣道會友愛堂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勵德福音堂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幼稚園

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元朗靈糧堂

香港真光中學

中華基督教閩南三一堂

滙基書院

旺角浸信會

英華女學校

基督教宣道會調景嶺新堂
牛池灣竹園潮語浸信會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
鰂魚涌浸信會西灣河福音堂
基督教協基會馬可堂
赤柱浸信會
四方福音會大角咀堂
香港華人基督會華豐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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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 2015-2016 年度施達貧友活動
日期

活動

主題

講者／合作機構

2015 年 7 月 18 日

體驗活動

黑暗中對話體驗

黑暗中對話

2015 年 10 月 9 日

分享會

絕望中的光 ── 光房

余偉業先生
「要有光」創辦人及
行政總裁

2015 年 11 月 5 日

探訪活動

逛遊深水埗午夜墟

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

2015 年 12 月 18 日

分享會

見證分享 ── 《五個小孩

關信輝先生

的校長》電影導演關信輝

附件四 | 2015-2016 年度籌款及公開活動
日期

活動

目的

總籌款額
（港幣）

2015 年 7、8 月

洪盛興超級馬拉松籌款

支持尼泊爾地震救援

9萬

2015 年 9 月 17 日

伴「尼」同行在「爾」地

分享尼泊爾賑災工作

-

支持尼泊爾地震救援及

31 萬

─ 尼泊爾賑災分享會
2015 年 12 月 5 日

伴「尼」同行 ─ 施達赤腳行

重建工作
2015 年 12 月

薑餅傳愛行動

推動關注非洲糧荒問題

2016 年 1、2 月

紅封包行動 & 「大吉利是」 支持亞、非兩洲社區
募捐計劃

發展工作

2016 年 2 月 10 日至

簡樸．減碳 ─ 大齋期六周

鼓勵教會及信徒實踐減

3 月 26 日

省察行動

碳，活出簡樸，分享愛

2016 年 2 月 27 日

跨界走進貧民窟 ─貧民窟

推動關注亞、非兩洲

體驗活動

貧民窟社羣

復和路上 ─ 緬甸扶貧體驗團

分享緬甸扶貧體驗團的

分享會

見聞和體會

2016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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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 2015-2016 年度財務報告
2015 年至 2016 年度財政簡報表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港幣

奉獻收入

16,917,793

其他收入

374,163

減：

事工發展及救援
教育及推廣

(13,902,991)
(1,680,001)
1,708,964

行政事務

(1,772,585)

年度折舊

(197,345)

不敷

(260,966)

2015 年至 2016 年度財政簡報圖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6 月總支出：港幣 17,552,922 元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6 月總收入：港幣 17,291,956 元

> 本年度事工發展及救援項目整體支出為 13,902,991 元，全年共錄得 260,966 元不敷。
>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6 月全年經費預算為 18,1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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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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 2015-2016 年度工作夥伴
夥伴機構
大理州基督教協會百合花社會事工部
保山市基督教協會磐石社會事工服務工作委員會
Addis Ababa Guenet Church, AAGC
Asal Chhimekee Nepal, ACN
Calvary Commission India, CCI
成都市福溢社區文化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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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保山市基督教協會（大理市基督教兩會）
臨滄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保山市基督教協會（臨滄市基督教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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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an Missions Charitable Trust, CMCT
Christian Solidarity Worldwide, CSW
耿馬縣基督教協會社會事工服務部（耿馬縣社會事工部）
瀾滄縣基督教協會社會事工服務部（瀾滄縣社會事工部）
臨滄縣基督教協會社會事工服務部（臨滄縣社會事工部）
大理基督教聖經學校

Eden Ministry
Ethopian Kale Heywet Church Development Commission, EKHC-DC
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India Children At Risk, EFIC@R
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India Commission on Relief, EFICOR
Family AIDS Caring Trust, FACT
Food for the Hungry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HI
Fullmoon Children Development Family, Fullmoon
綿陽市正軒文化交流中心
盼望之家
Hope Children Home
Hope Children Mission
湖北省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湖北省基督教協會（湖北基督教兩會）
Insititue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by Extension Network, ITEEN
Leadership Training Department-National Christian Fellowship of Nepal, LTD-NCFN
大理州霖雨澤健康教育關懷中心
四川宣漢縣龍泉學校
MAP International
MED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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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East
Myanmar Baptist Convention, MBC
Myanmar Family Development Company, MFDC
Nepal, Lhomi Society, NELHOS
Pak Mission Society, PMS
Samari Utthan Sewa, SUS
Serve Afghanistan, Serve
Shan State Lisu Christian Association, SSLCA

Shanti Nepal
Share & Care Nepal
Society for Promotion of Tribal Welfare & Development, SPTWD
Tearfund Bangladesh, TF Bangladesh
Tearfund New Zealand, TFNZ
Tearfund UK, TFUK
Thai Lahu Foundation, TLF
孟加拉救世軍
Trinity Project

United Mission to Nepal, UMN
Upland Holistic Development Program, UHDP
Viva Network
World Concern Bangladesh, WCB
World Concern Haiti
世界福音聯盟
World Renew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gram, SATHI
雅安教會
廣東省揚善公益事業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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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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 2015-2016 年度隊工名單
董事會成員

總幹事

盧炳照牧師（至 2015 年 12 月）

陳念聰醫生（至 2016 年 3 月）

李樹培先生

鄺偉文先生（2016 年 5 月加入）

孔慶明醫生
林希維先生

行政及發展

何慧雯女士（至 2015 年 12 月）

莫家鋕先生（至 2016 年 7 月）

黃岳永先生（至 2015 年 12 月）

丘紫君女士（2015 年 12 月加入）

黎高穎怡女士

馮思鳳女士

楊柏滿牧師（至 2015 年 12 月）

何綺嫺女士

蔡少琪牧師

潘文欣女士

尹慧兒醫生

賀文亮先生

許文森先生（2015 年 12 月加入）

關靜怡女士（至 2016 年 7 月）

黃浩倫先生（2015 年 12 月加入）

鄧振東先生

陳念聰醫生（2016 年 4 月加入）

文睿嵐女士（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1 月）
秦韻欣女士（2015 年 10 月加入）

顧問

林靖怡女士（2016 年 2 月至 9 月）

麥希捷先生

何屈志淑醫生

項目

馮思聰先生

陳佩詩女士（至 2015 年 7 月）
莫昭友醫生
蔡莉莎女士（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1 月）
姚麗華女士
植燦明先生
孫顯華女士
鍾佩珊女士（2015 年 12 月加入）
會牧
陸倫泉牧師（至 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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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 鳴謝
團體
第一城浸信會迦勒團義工
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
旺角浸信會
崇真會黃埔堂
施達貧友委員會
個人

文蘭芳女士
Ms. Sophia Chan
Ms. Joey Chu
何明禮先生
洪盛興先生
高子珺女士
劉國輝先生
莫斯夏先生
Ms. Cindy Ng

Mr. Revan Ng
伍翠梅女士
申金柱先生
鄧美美女士
鄧寶山先生
黃慧楠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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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edarfund.org
Facebook www.facebook.com/cedarfund
Instagram www.instagram.com/cedarfu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