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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2016 年 7 月，施達踏進第 26 年。感謝上帝的感召和帶領，讓施達由創辦至今，經歷

不同的發展階段，並於不同時期招聚不同的肢體，一起實踐關愛貧窮的使命。 

 

多年來，我們一直持守所託：藉教會、經教會，扶助亞、非兩洲裏不同的貧困社羣。回

望細看，我們發現受惠的不單是遠方的生命，還包括我們。從貧窮人的身上，我們更多

看見上帝的恩典和奇妙作為；在海外夥伴、前線同工及當地信徒身上，我們更深學習何

謂委身服侍和信心的擺上。 

 

翻開今年的事工報告，我看見孟加拉的夥伴如何在貪污成風的俗流中自潔、雲南教會在

邊緣社羣間的委身服侍、埃塞俄比亞教會與信徒致力打擊傷害女性的傳統惡習、緬甸夥

伴默默地與戰後社羣及貧民窟家庭同行、尼泊爾信徒經歷大地震後繼續堅毅地生活、津

巴布韋夥伴在乾旱之地繼續服侍貧困生命。他們每一個都以自己的生命，追求和活出上

帝的仁愛與公義。願我們繼續與他們並肩同行，同心在世界的破碎處擴展上帝的國度。  

 

董事會主席 

李樹培先生 

感恩有祢、你和妳同行 
感謝上帝的看顧和帶領，讓施達在 2016 至 2017 年間， 

在全球15 個國家，與 64 間夥伴基督教機構及教會攜手， 

推行 86 個救援及發展項目，與貧窮人並肩同行，讓他們重拾生命的價值和尊嚴。 

 

多謝各支持者、信徒和教會的忠心奉獻，全年共籌得16,001,695 港元。 

感恩透過46 次教育活動，以及海外體驗團和赤腳行活動，接觸了逾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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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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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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侍地區 
 

 

 

 

 

 

 

 

 

 

 

 

 

 

 

 

 

 

孟加拉及印度 

> 建設和平項目 

> 服侍貧困兒童 

> 貧民窟事工 

> 災害緩減項目 

> 對抗人口販賣 

> 支持前性工作者 

中國 

> 公益培訓 

> 服侍邊緣社羣 

> 對抗人口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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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塞俄比亞 

> 服侍貧困兒童及家長 

> 倡議停止傳統惡習 

緬甸 

> 教會及社羣培訓 

> 服侍危難兒童 

> 戰後社區重建 

> 貧民窟事工 

> 農業培訓 

> 對抗人口販賣 

尼泊爾 

> 教會及社羣培訓 

> 婦女充權 

> 對抗人口販賣 

津巴布韋 

> 服侍貧困兒童 

> 農業培訓 

> 維護孤兒寡婦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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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焦點國： 

孟加拉 中國 埃塞俄比亞 

緬甸 尼泊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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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17 年度重點活動 

每月重點活動 
2016 年 7 月 

> 探訪印度項目點 

2016 年 8 月 

> 旺角浸信會到訪雲南項目點 

2016 年 9 月 

> 中國雲南同工出訪台灣交流 

2016 年 10 月 

> 到愛爾蘭出席 Integral Alliance 會議 

> 探訪泰國及緬甸項目點 

2016 年 11 月 

> 舉辦「赤腳崇拜」 

> 探訪孟加拉項目點 

2017 年 1 月 

> 探訪印度項目點 

> 農曆新年舉辦「紅封包行動」及「大吉利

是」募捐計劃 

2017 年 2 月 

> 到訪緬甸項目點 

> 到訪中國雲南項目點 

2017 年 3 月 

> 同工退修營 

> 在大齋期間舉行「簡樸．減碳．關愛」行動

及「靈修．務農．關愛受造@大齋期」工作

坊 

> 到訪埃塞俄比亞項目點 

2017 年 4 月 

> 到訪尼泊爾項目點 

> 播道會窩福堂到訪尼泊爾 

> 到泰國參與Micah Global 亞洲區諮詢會 

2017 年 5 月 

> 探訪泰國及緬甸項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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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度救援及發展項目成果 

 

 

對抗人口販賣 
國家：孟加拉、中國、印度、緬甸、尼泊爾

和泰國 

部分成果包括： 

> 協助 650 名高危婦女及居民提供生計培

訓，提升抵抗人口販賣的能力 

> 成功拯救 175 名人口販賣受害者，包括婦

女及兒童 

> 向 10,113 名居民及兒童提供預防人口販賣

資訊 

> 拘捕及檢控 71 名人口販子 

 

倡議維護婦女及 

兒童權益 
國家：阿富汗、孟加拉、埃塞俄比亞、 

尼泊爾和津巴布韋 

部分成果包括： 

> 協助 9,260 名埃塞俄比亞居民認識女性生殖

器官切割(FGM)的害處，及推動 3,232 名學

生參與對抗 FGM 這傳統惡習 

> 為津巴布韋貧困及受愛滋病影響的婦女及兒

童提供法律支援，受惠人次達 2,283 

> 在津巴布韋，為 1,082 名照顧者及 860

名兒童提供關顧和心理支援 

> 協助 2,674 名津巴布韋兒童及 6,445 名家

長／照顧者認識自身權益 

> 協助尼泊爾山區 4條村落的婦女及少女建

立能力，參與社區發展 

> 協助 529 名孟加拉貧民窟兒童及青年，

及 627 名父母認識和維護兒童權利 

> 在阿富汗讓 575 名婦女參與自助小組、

113 名婦女參與地區議事組織 

 

 

 

服侍貧困及危難中

的兒童 
國家：孟加拉、中國、埃塞俄比亞、印度、

緬甸和津巴布韋 

部分成果包括： 

> 為 518 名貧困或危難兒童提供基本生活 

> 協助 239 名家長自力更生 

> 為 1,473 名小學及學前學生提供教育資助 

 

 

推動及培訓教會 

服侍社羣 
國家：孟加拉、中國、緬甸和尼泊爾 

部分成果包括： 

> 培訓 126 名緬甸牧者及信徒推動教會關愛

社羣 

> 推動 63 所緬甸教會開始學習和實踐關愛

社羣 

> 為 90 名中國牧者及信徒領袖提供整全使

命培訓 

> 在尼泊爾推動 1,840 名信徒領袖、婦女及

青少年實踐整全使命，關愛社羣 

> 推動 170個尼泊爾信徒社羣實踐關愛鄰舍

的教導 

> 在中國不同省份提供公益培訓，共 315 人

次受惠 

> 支持中國公益培訓人員實踐社關項目，包

括向 200 人宣傳守護生命及反墮胎課題；

及接待露宿者，共 67 人次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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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貧民窟、戰後

及邊緣社羣發展 
國家：阿富汗、孟加拉、中國、印度、 

緬甸、尼泊爾、泰國 

部分成果包括： 

> 協助 2,585阿富汗居民獲得生計培訓 

> 協助 2,286戶印度貧民窟家庭改善生活 

> 為緬甸戰後社區興建一個診所及一道橋 

> 為 250 名緬甸戰後社區兒童提供教育 

> 協助 40戶戰後特困家庭興建居所 

> 推動 1,087 名印度民族領袖及社羣成員建立

民族復和 

> 協助 220戶尼泊爾地震後家庭發展生計 

> 協助 395 名泰北少數民族居民改善清潔食

水及糧食供應 

> 為 300 名雲南山區寄居社羣居民提供身體

檢查和義診 

> 服侍 11位雲南戒毒康復者重建生命 

 

救援及災害緩減 
國家：孟加拉、厄瓜多爾、埃塞俄比亞、 

海地、印度、緬甸、烏干達、 

津巴布韋 

部分成果包括： 

> 協助 22,178 名居民提升抗災能力 

> 向 47,135 名災民提供災後救援 

> 為 55,979 名難民及 15,000 名收容地居民提

供人道援助  



 

 

事工發展回顧 

孟加拉是一個地震和水災頻發的國家，於

2017 年的世界風險指數排名第五，極端天

氣容易在當地造成災害。過度密集的人口叫

當地居民長期處於貧窮困境。政府貪腐和不

良管治，叫境內人口販賣、強迫勞工、兒童

及青少年失學等問題越趨加劇。 

 

回顧．感恩 

回顧一年，我們感恩有份參與夥伴WCB 和 LAMB，在當地兩個洪澇常發地區——孟加

拉灣近岸及西北部的沙洲的災害危機緩減(Disaster Risk Reduction, DRR)服侍，協助當

地居民防範災害，LAMB 亦訓練鄉村警察於災害發生時能提供適切的支援。 

 

今年 5 月，我們安排了兩位香港的醫科學生，參與 LAMB在當地的醫療服侍。這一個月

的海外實習，讓他們在社區發展工作和醫護實踐上有更多的發現。例如，他們有機會在

DRR項目點的居民家中留宿，認識當地異常的氣候如何影響居民的生活。切身處地的參

與，讓他們更深明白要關顧民眾的健康，除了給予適切醫護支援，當地的社會和環境狀

況亦同樣關切。 

 

另外，夥伴 SATHI 的貧民窟青少年充權項目進行了檢討，在第一期(2014-2017)成功遏

止了 9宗童婚和 26宗童工，並為 94位街童重新安排入學。 

 

展望．祈願 

推動教會和社羣參與自身社區發展，是施達扶貧發展工作當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由來年

起，我們的夥伴 TF Bangladesh會推動孟加拉一所很具規模的神學院，在當地全國性的

延伸課程網絡，將「整全使命」定為必修科目，並讓神學生在所屬教會的社區，推行實

驗性社區發展計劃。 

 

另外，施達所支持的十間小學，其中八所需要翻新校園。夥伴WCB與學校的管理委員

會、學生家長和村代表商討，參與未來翻新的程序，以提升各羣體對村校的歸屬。祈盼

透過合作，加強彼此間的結連。 

 

同工「感」言 

孟加拉近年的政局，因受伊斯蘭教的基要主義或極端主義的謀叛，時起動蕩。專責孟加

拉項目的同工 Fountain祈望，孟國政府及居民能繼續堅守國際人權法，制衡極端主義的

影響。 

孟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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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tain亦分享到，在 2016-2017 年度，有夥伴在推行新階段的計劃時，拒絕賄賂政

府人員，被迫延遲了九個月才獲得正式許可。他為夥伴正直的行為感到驕傲，但有部分

項目的受惠對象卻因計劃的延遲感到不滿，並對夥伴失去信任。Fountain祈求神親自介

入，祝福夥伴手所作的，叫人從他們的服侍裏，得着更大的福氣。 

 

村災害管理委員會發揮作用 

夥伴WCB在孟加拉近岸地區的村落推展災害緩減及管理工作多年，包括：組織村民成立

災害管理委員會及監督村裏的防災工作。此外，委員會亦積極關注和改善村裏的生活設

施，減少惡劣環境對村民生活和健康所帶來的威脅。 

 

Kohinoor Begum居於 East Badurtoli 裏

其中一條村落。村裏沒有自來水，最近的水

井亦在半公里以外；因此，過去村民無法食

用清潔食水，多有感染霍亂、腹瀉等由水傳

播的疾病。WCB在 Kohinoor Begum所住

村落成立了災害管理委員會，主動向地方政

府爭取在村裏興建水井。經過多番的倡議，

最終成功爭取興建管井，讓村民能使用清潔

食水，村裏衛生和健康都得到改善。 

 

▼夥伴亦協助項目村裏的貧困家庭提高地基，以防範洪水侵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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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一帶一路」成為了經濟發展的熱

話，中國周邊國家皆期盼能替他們帶來發展

機遇。然後，我們更看見發展背後潛伏的危

機。當區內的跨境人流、物流、資金流不斷

頻繁，若缺乏相關執法的配合，可能會成為

人口、毒品等非法販賣活動的溫床。 

 

中國雲南將會是「一帶一路」發展裏，其中 

一個與泰國、越南、緬甸、老撾等東南亞國家接連的地區。未來，雲南邊境地區社羣可

能面對的挑戰，實在不容忽視。施達一直參與中國雲南邊境地區的服侍，積極推動和培

訓當地教會及公益組織，關注並回應邊境地區及社羣的需要，與寄居人羣、跨境外勞等

邊緣社羣同行。 

 

回顧．感恩 

感謝天父的預備，在雲南不同地區，包括大理、保山、臨滄等，興起了教會，積極關顧

和回應區內受毒品及愛滋病影響的家庭，藉定期探訪、小組支援，並生計項目等，協助

受困的家庭和生命擺脫籠牢，生命經歷多方的更新和轉化，修補了他們與神、己、他

人，以至社羣的關係。 

 

除了推動和培訓國內教會服侍社羣，過去三年，施達還積極透過公益培訓，接觸了來自

19個國內城市的公益人員及機構，建立和提升國內公益人員及機構的能力，並建立機構

間的支援網絡，分享資源和經驗。現時，施達除了參與雲南省的服侍，亦支持國內不同

夥伴在合肥、陝西、廣東等地的社會事工，回應社會不同弱勢社羣的需要。 

 

展望．祈願 

來年，我們會繼續與國內不同的夥伴同行。對合作逾十年的雲南教會夥伴，我們將鼓勵

他們整理多年累積下來的社會事工經驗，成為範本，傳遞、分享。對新成立的國內公益

組織及夥伴，我們則期望能加強項目執行上的支援。 

 

同工「感」言 

施達雲南團隊十分感恩，能夠連繫國內不同公益及慈惠事工的同路人，同心合意地在整

全使命的服侍上一起盡忠、努力。負責培訓工作的同工表示：「一般學習都是學習那幾

天新鮮，一個月後冷淡；而（公益培訓計劃）一期及二期培訓活動經已過去一、兩年，

（機構間）卻越來越密切聯繫，緊密合作。」 

 

中國 

8 2016/07-2017/06  施達事工報告 



 

 

 

 9 

雲南邊境地區毒品及愛滋病問題嚴重，看見夥伴們非常委身於當前的事工，實在值得讚

賞。但同時間，雲南團隊亦看見夥伴們許多時因投入事工服侍，忽略了自己的孩子在生

活上亦同樣面臨諸多的誘惑和挑戰。「我們也當提供必要的資源和協助，關懷前線的牧

者、同工及其家庭，先從他們的家庭中設立防線，為教會和社區樹立好的榜樣。」 

 

憤怒爸爸成為祝福的源頭 

范爸爸與太太育有兩女一子，2006 年

時，他其中一名女兒證實感染愛滋病，而

今年 11歲的外孫也其後證實是帶菌者。

在中國雲南邊境地區，毒品與愛滋病問題

影響着不少家庭，甚至延至下一代。 

 

曾有資深的發展工作者指出，經過數十年

的演變，在部分愛滋病病毒感染率高的地

區，愛滋病已經不單是不安全性行為或共

用針筒吸毒等問題的伸延，而是整個家庭、整條村落，以至整個社區共同面對的社會問

題。 

 

當范爸爸知悉他的子女感染了愛滋病，他非常憤怒，甚至想殺死所有叫他子女成為帶菌

者的人。施達在雲南的夥伴教會的牧師在當地醫院認識了范爸爸一家，並定期家訪，關

心他一家的情況；又邀請范爸爸的女兒參與農耕訓練，協助她建立謀生技能，得以自力

更生。教會的服侍和關懷感動了這位憤怒的爸爸，將他內心的憤怒轉化成祝福，不但改

善了一家人的關係，更以他的生命見證鼓勵鄰舍和身邊的同路人。 



 

 

 

去年，長期乾旱令埃塞俄比亞再次與糧荒扣

在一起。雖然近年中國在埃國有不少投資，

並推動多項基建；但卻未能叫城市邊陲地區

的貧困及流徙家庭得享所帶來的經濟成果。 

 

回顧．感恩 

施達與夥伴 EGCDWO* 一起服侍當地貧困

兒童逾 20 年。一路走來，見證夥伴由單一 

的兒童基本生活資助項目，擴展至發展家長自助小組，藉營商培訓和小額貸款，協助貧

困家庭建立自力更生的能力；並至今進入收成期，組織和推動現今已長大成人的早期受

助兒童，參與栽培孩子的工作，把祝福傳遞、伸延。 

 

在對抗婦女生殖器官切割（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FGM）及傳統不良習俗的工作

上，我們喜見夥伴 EKHCDC有效地動員社區裏不同人士，包括學校教師、教會領袖和前

FGM作業者，形形色色的社區教育活動，一起建立無 FGM的社區。去年，他們更成功

拯救 16 名女童，免受 FGM的傷害。 

 

展望．祈願 

來年，埃國夥伴 EGCDWO將推動當地教會信徒成為生命導師，貼身關顧受助的貧困兒

童，與他們同行。 

 

打擊 FGM事工上，夥伴會以拍攝紀錄片，整理和記錄過去提倡打擊 FGM的社區教會和

倡議工作的學習及成果，作為當地教會及學校的教材；並期望能將事工推展至其他 FGM

問題嚴重地區，繼續消除此等傳統惡習。 

 

同工「感」言 

每當家訪是聽到受助兒童們訴說着他們的夢想，同工 Hollace倍感高興，因為能擁有夢

想，代表了他們已找得盼望，尋得追求更美好生活的途徑。 

 

能夠看見項目能達成起初所定的目標固然感恩，但 Hollace 更喜見埃國的打擊 FGM項

目能有效動員社區裏不同的持份者參與，預備他們去迎接將來更多的社區參與，為未來

自身社區發展注入更多新的可能。 

 

*施達基金會於 1994 年開始支持 AAGC 的兒童資助項目。此項目自 2016 年開始交由總

會 EGCDWO 直接管理。 

埃塞俄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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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羣同心對抗 FGM 的母親 

相中的婦女是一羣同心對抗 FGM的埃塞俄比亞母親。他們在夥伴的協助下，成立了自助

小組。她們每個周六早上都會聚在一起，一同學習和商討如何保護他們的子女免受 FGM

和其他傳統惡習的傷害；以及怎樣將這些重要訊息傳遞給社區內的其他母親。 

 

施達深信，改善傳統惡習要由社區教育和建立社羣力量開始。感恩我們能透過夥伴，在

埃國社區帶來根本性的轉化。祈盼這股力量能繼續伸延至其他社區，叫更多婦女及女孩

免於不必要的身心創傷，得享天父所賜的完整身體、價值和尊嚴。 



 

 

 

緬甸北部的克欽邦和西南部的若開邦，過去

一年都深受緬甸軍與不同民族間的衝突和戰

爭蹂躪，數十萬居民逃離家園，甚至引來種

族屠殺的指控。緬甸和平之路仍然漫長。 

 

回顧．感恩 

以往，緬甸項目提及向受天災及戰亂影響的

兒童提供基本生活需要、戰後社區重建，及 

對抗人口販賣的工作。今年，期望與大家分享我們夥拍夥伴 New Hope 在仰光城市邊陲

的貧民窟中的服侍。 

 

New Hope過去數年積極走進不同貧民窟，藉兒童教育、營養補充等活動，接觸社羣，

建立關係。去年 8 月，施達支持夥伴在一處新的貧民窟設立社區中心，服侍區裏的貧困

家庭，與他們緊密同行。 

 

過去一年，夥伴藉課後輔導活動支援學童學習，協助有特別學習需要的女童提供生活技

能訓練，及救回一名為了替父母抵債而被賣的少女。 

 

展望．祈願 

過去一年，專責緬甸項目的同工與緬甸各夥伴緊密連繫，一同商議施達在緬甸扶貧及發

展工作上的策略。感謝上帝，施達在緬甸仍然封閉的年代，已經參與其發展，與忠心愛

主的夥伴同行超過 20 年。未來，施達將會集中北部的重建社區貧窮人口的建立，當中以

充權婦女及培育兒童為優先。 

 

同工「感」言 

去年，專責緬甸項目的同工佩珊到北部克欽邦探訪難民，那次旅程教她在逆境中仍要常

存盼望。「緬甸是天災人禍並存的國家，若內心不夠堅強，很難面對接踵而至的災

難。」同時間，佩珊亦提醒自己，不可以對這些情況變得習以為常，失去了那份同理

心。 

 

從夥伴身上，佩珊亦獲益良多。「2016 年年底，克欽邦再次發生衝突。當地克欽族教會

除了即時向兩個臨時安置區的難民提供糧食援助和靈性支援，也從宏觀的角度成功去遊

說地方政府回應難民子女的上學需要。教會視他們為耶穌眼中的珍寶，而不是次等公

民，這份對人的信念非常感染我。」 

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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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貧民窟裏建立支援網絡 

夥伴 New Hope 在仰光邊陲的貧民窟社區設社區中心，透過功輔班服侍區內流徙勞工家

庭的子女，又組織少女組和少年組，教導他們認識人口販賣等社會議題，並建立他們的

生活能力。 

 

May（化名）是其中一位參加功輔班的女孩，功輔班的導師發現她連續一星期沒有來，

心裏開始生疑。於是到她家了解，發現原來她父母因無法還債，被迫將她賣給債主以抵

償債務。債主將May賣到茶檔當抵債勞工，每天工作 19小時。後來，夥伴同工跟債主

和茶檔談判，成功把May救出來，回家與家人團聚。 

 

May 只是抵債童工的其中一員，更是幸運的一位。我們期盼透過社區中心，建立社區支

援網絡，讓更多不幸的兒童和貧困家庭能獲得適切的援助和支援，免受人口販賣與奴役

的威脅和傷害。 

 

�夥伴在貧民窟的社區中心開辦功輔班，支援貧困兒童學習。 



 

 

 

尼泊爾自 2015 年 9 月頒布首部由民選代表

制定的憲法後，劃分新的地區選區，並在

2017 年 5 月首次進行地方選舉，900萬選

民第一次參與投票，包括長期被置於較低社

會地位的婦女和低種姓人士，例如 Dalit。 

 

不過當地基督徒持續受到迫害，情況依然令

人關注。這一年更發生多宗針對教會及信徒 

領袖的暴力事件和法庭案件。施達夥伴 UMN積極在當地教會推廣整全使命，但在

Nawalprasi 地區卻遭當地政府指控他們進行傳福音的活動，需要暫停當地的工作。 

 

另外，當地在 2015 年的大地震後，建築物仍在復元中，很多房屋和歷史遺跡仍有待修

復。災民以政府發放的地震抗災援助技術指引，逐步重建他們受毀的房屋。而大地震令

災民損失慘重，亦助長人口販賣問題的滋生。 

 

回顧．感恩 

2017 年，夥伴 SCN在尼泊爾中部地區的婦女充權項目，及夥伴 Shanti Nepal 在

Dhading偏遠村落的社區衛生及健康教育項目皆進入最後階段。感恩我們能與夥伴多年

同行，見證項目如何為受困的婦女和低種姓村落，帶來建立能力和改善生活的機會。 

 

過去六年，夥伴 SCN透過婦女充權項目，教導山區婦女認識自身權益，藉透過生活技能

教育提升婦女的能力，並設立不同的行動小組，建立婦女的社區支援網絡。多年下來，

夥伴成功組成了 26個婦女行動小組，爭取更多社會資源，促進婦女的社經發展。此外，

夥伴亦組織少女行動組，每季出版Wall Newspaper，為社羣提供打擊人口販賣、社會

暴力等資訊，並鼓勵社羣參與社區發展。 

 

在 Dhading 地區，夥伴 Shanti Nepal過去三年在區內的偏遠村落推行建廁及社區健康

教育工作，以解決村民因缺乏廁所而公開便溺的習慣，及提升他們的衛生及健康意識。

雖然 2015 年的大地震破壞了部分過去項目建設的衛生設施，但居民仍持守多年來所建

立的衛生及健康常識，大幅減少了腹瀉等傳染病的感染個案。 

 

展望．祈願 

未來三年，夥伴 SCN將會在中部地區一條偏遠農村開展綜合社區發展項目，期望能於項

目初期推動兩性村民參與，從而促進兩性平等。另外，夥伴 Shanti Nepal亦將繼續在兩

條服侍的村落，協助傷殘及邊緣社羣改善生活。 

尼泊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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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感」言 

甚麼是苦難？甚麼是信靠？甚麼是信仰？專責尼泊爾事工的項目同工 Serena，過去兩年

在尼泊爾社羣和夥伴身上，學習到縱使面對 70 年來最嚴重的地震，人們仍然堅毅地生活

下去；縱使自己同樣受災，仍然走到最前，服侍所愛的同胞，將咒詛化成祝福。 

 

感恩她們可以…… 

夥伴 SCN在尼泊爾中部山區村落開展婦女充權項目多年，包括 Raksirang村落。五年

前，夥伴在村裏組織婦女自助小組，後來更發展成跨村的婦女網絡小組，關顧區內的社

會事務。 

 

過去，我們見證了婦女自助小組如何為村裏婦女提供支援，協助她們面對財政和家暴的

威脅。今天，我們更進一步見證婦女網絡小組如何透過參與社區事務，協助村裏的貧困

戶和單親家庭獲得太陽能燈，為受火災影響的家庭提供緊急支援，舉辦山羊飼養培訓，

及組織預防人口販賣社區教育工作。 

�其中一位婦女領袖 

 

 



 

 

 

津巴布韋的整體經濟依舊惡劣，貨幣短缺。

人民亦受到政治壓迫。當地同時遭受到天災

影響，當地常出現旱災，諷刺的是，龍捲風

亦導致河流泛濫，大量作物被毀。 

 

回顧．感恩 

為了讓受愛滋病影響的家庭能獲適切的醫護

服務，遺孤、貧困兒童和寡婦等弱勢羣體的 

生活和僅餘的財產能得到保障，施達夥伴 Trinity在當地推行生育註冊計劃，與議會成員

合作，透過議會工作推動改善出生註冊的制度，並配合社區工作，教育和協助居民辦理

手續，以確保他們及其子女可獲教育、醫護等基本社會服務和生活保障。夥伴亦積極與

當地電視台和電台合作，加強對公眾的宣傳，鼓勵更多羣眾替子女辦理出生註冊。 

 

2016 年的厄爾尼諾現象，導致非洲多國出現旱災，農作物嚴重失收，叫農民難以靠地得

食，包括逾三分二人口靠務農維生的津巴布韋。雖然我們難以即時改變氣候，帶來合適

天氣，但卻可藉改善耕種模式，提升農民與地共存、共生的能力。夥伴 FfF依據聖經的

教導及津國當地的自然環境，教導農民以尊重創造和關愛大地的態度與大自然相處，學

習如何管理農地，不再只視大自然為生產的工具。 

 

展望．祈願 

來年，夥伴 Trinity將投放更多資源在農村地區，協助資源更困乏的農村居民維護兒童及

孤寡的權益。夥伴 FfF亦會協助另一個去年遭受風災襲擊、失去家園的族羣居民，開展

農耕訓練，重建生計。 

 

多年來在津國關顧愛滋病遺孤家庭的夥伴 FACT，在下年度開始引入四位朋輩指導員

(Peer educator)，負責帶領和開拓兒童小組的活動；同時亦加強培訓三個服侍社區的受

助婦女進行儲蓄計劃，實踐小額生計項目。 

 

同工「感」言 

夥伴 FfF的農耕培訓結集門徒訓練元素，同工 Fountain 不但替去年受助的杜馬族

(Doma people)居民能掌握農耕技術，能自給自足而感恩，還喜見村民們的生命改變。

杜馬族群從前以狩獵為生，在津巴布韋社會是被排擠的人羣。經歷了 12日的農耕及門徒

訓練，30位杜馬族人回到原居地將好消息和新的農耕法教授其他族人。FfF團隊的衷心

服侍讓杜馬族人感受到在神國裏王子公主般的待遇，受訓的 Doma族人形容：「我們從

前被當成野獸一樣，遭人唾棄，但透過 FfF 以愛相待，我終於體會神對我的厚愛。」 

津巴布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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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嘗豐足收成 

在津巴布韋，近年的極端天氣叫乾旱和豪雨交接來襲，當地社區難有收成。Jasi過去數

年都受失收影響，無法從地得食。今年 4 月，夥伴 FfF傳來探訪 Jasi 時所攝的相片，看

見他身後的豐富收成，實在替他感恩。Jasi表示，FfF教導他們的有機耕作模式，確實大

大改善了土壤質素和作物收成，叫他們縱使面對不穩天氣，仍能有足以餬口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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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6-2017 年度，施達繼續善用

Integral Alliance 這全球基督教救援機構網

絡，與其餘 22個成員機構一起攜手回應以

下大型災害。 

 

厄瓜多爾地震救援（2016 年 4 月） 

行動回應： 

> 組織心理及教育小組支援受災兒童及青年 

> 提供創企和自顧培訓，協助災民建立災後謀生技能 

> 培訓臨時營地管理人員制定保護兒童政策，給予受災兒童適切的照顧和保護 

> 協助當地 10 所教會和 10個社羣建立災害緩減和管理計劃，提升抗災能力 

受惠人數： 2,900 名受災兒童、300 名成年災民、10 所災區教會及 10 個受災社羣 

 

海地風災救援（2016 年 10 月） 

行動回應： 

> 資助災後評估工作 

> 購買和派發基本日用品和救援物資 

受惠人數： 2,300 戶受災家庭（共 11,500 人） 

 

東非糧荒救援（2017 年 1 月） 

行動回應： 

> 提供清潔食水及衛生支援 

> 提供糧食援助 

> 派發種子和肥料 

> 提供謀生培訓 

> 提升環境保育及管理意識 

受惠人數： 25,000 名災民獲清潔食水、560 戶家庭獲農耕支援、700 名母親和小孩獲發

營養飲食 

 

烏干達南蘇丹難民救援（2017 年 4 月） 

行動回應： 

> 興建 3 所社區健康中心支援難民健康及營養需要 

> 提供外診及住院支援 

受惠人數： 53,979 名南蘇丹難民及 15,000 名烏干達居民 

Integral Alliance 
救援項目 



 

 

回顧及展望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着智慧的心。」（詩篇 90 篇 12 節） 

 

2016 年 7 月，我們慶祝了施達的 25歲生日。四分一個世紀的服侍叫我們清楚看到，若沒有

主的同在和您的同行，根本是走不到今天。雖然跟不少機構一樣，施達在 2016/2017 年度

也經歷種種困難，但回頭一看，這 12個月還是滿載恩典。 

 

在扶貧發展路上，這一年，我們在八個重點地區擴展了 11個新項目，並將 2個災後救援的

項目轉變為長期發展事工，讓災民能得着持續發展的機會。而在救援事工方面，施達雖是

Integral Alliance網絡 23個會員機構中，在人力和物力上最小的一家，但在過去一年，我

們是兩家曾參與所有災禍救援項目的會員機構之一。這是我們沒有刻意計劃，全是神的供應

和帶領。 

 

為了更有效地運用上帝所賜資源，我們在 2017 年初，開始在兩個重點國家（中國和緬甸）

探討長期發展方向。緬甸的策略性方向已於 2017 年 9 月董事會審議，而中國的方案預計在

12 月的董事會內討論。 

 

2017 年 9 月份，我們開始了機構整體未來 5 年的策略計劃，目的是打好基礎，讓事工在未

來日子能為神國帶來更大影響 (Kingdom impact)。這策略計劃預計要分數個階段進行。

2017/2018 年度，其中一個重點是提升事工項目的管理系統。這不單能提升項目成效

(performance)，也能給我們拓展新項目的空間。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箴言 16 章 9 節） 

 

縱然我們盡力地作計劃，但仍按上述經文的提醒，去學習順服主的帶領。所以，在感恩之

餘，更要多求從上而來的智慧。期盼您繼續為我們守望！ 

 

主內 

 

總幹事 

鄺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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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 2016-2017 年度項目撥款  
國家 項目 撥款（港幣） 

亞洲  4,583,954 

阿富汗  116,777 

SERVE 社區發展 116,777 

   

孟加拉  508,060 

SATHI 兒童權利推動 170,047 

WCB 災害緩減及管理 71,349 

WCB 社區參與教育項目 116,892 

WCB 社區為本學校翻新計劃 32,824 

LAMB 災害緩減及管理（醫護健康） 116,948 

   

印度  1,063,157 

CMCT 兒童基本生活需要 179,203 

EFICOR 建設和平項目 77,863 

EFICOR 充權及替代生計項目 326,605 

EFICOR 災害緩減及管理 174,734 

GRF 支援學習項目 35,177 

   

緬甸  1,679,731 

MFDC 流動農耕訓練 137,253 

New Hope 貧民窟社區中心 74,629 

Fullmoon 築橋及建診所 365,573 

Fullmoon 戰後重返社區及重建項目 249,499 

Fullmoon 青少年發展項目 178,995 

HCH 兒童基本生活 61,441 

Eden Ministry 拯救和培訓曾遭販賣人士 101,400 

MBC 伊甸計劃（教會及社區培訓） 78,033 

Fullmoon 指定奉獻支持醫療護理服務 18,614 

Fullmoon 指定奉獻支持輔導及社區發展工作坊 25,340 

Fullmoon 指定奉獻支持農耕及社區建設 217,967 

Fullmoon 指定奉獻支持孟邦及克倫邦社區重建 146,687 

   

柬埔塞  58,157 

up! International 街童情況基線研究 58,157 

EFIC@R 對抗販賣兒童項目 269,575 

Fullmoon 指定奉獻支持兒童院舍日常運作 24,300 



 

 

尼泊爾  795,929 

UMN 整全使命及社區轉化培訓 151,663 

Asha Nepal 對抗人口販賣項目 72,535 

SCN 婦女充權 294,181 

TFN 教會及社區培訓 77,550 

Shanti Nepal 社區健康及充權項目 200,000 

   

泰國  362,143 

TLF 泰緬邊境農村發展項目 235,852 

Nvader 對抗人口販賣項目 77,875 

UHDP 少數民族生計發展項目 48,416 

   

中國  2,390,108  

安徽  25,117  

施達、廬陽區睦鄰幫扶中心 公益培訓項目實踐資助──反對墮胎熱線 25,117  

   

廣東  402,853 

施達、揚善公益事業促進會 公益培訓項目 374,972  

施達、活水泉源公益家園 公益培訓項目實踐資助──關顧露宿者項目 27,881  

   

陝西  35,456 

施達、晨星社工服務中心 公益培訓項目實踐資助──孤兒、貧困 

兒童及青少年支援網絡 

35,456 

   

四川  75,024 

施達、宣漢縣龍泉學校 鄉村學校災害緩減及管理 75,024 

   

雲南  1,851,658 

施達、霖雨澤健康教育關懷中心 整全使命發展項目 207,842 

施達、磐石社會事工委員會 整全使命發展項目 403,472 

施達、耿馬縣社會事工部、 

臨滄縣社會事工部、 

MBC、SSLCA 

臨滄教會推動、跨境勞工支援及預防 

愛滋病 

759,888 

施達、盼望之家 流動兒童關懷 92,920 

施達  雲南隊工能力建立 13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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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349 

施達、瀾滄縣基督教兩會 瀾滄教會推動、預防愛滋病及關顧感染者 169,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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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1,222,645 

埃塞俄比亞  589,508 

EGCDWO 兒童基本生活及家長自助小組 407,047 

EKHC-DC 反對女性生殖器官切割 182,461 

   

津巴布韋  633,137 

FfF 保育性農耕培訓 77,570 

Trinity 關注及維護弱勢兒童及孤寡的權利 368,940 

FACT 兒童基本生活及儲蓄小組 186,627 

   

災後救援及重建項目  3,000,310 

中國  98,610  

施達 雅安地震災後復元項目──青年發展及關顧 98,610 

   

厄瓜多爾  155,179 

PHI 地震災後復元 155,179 

   

埃塞俄比亞  484,211  

EGCDWO 糧荒救援 234,505 

TFUK 糧荒救援──食水及衛生項目 249,706 

   

海地  93,082  

World Concern U.S. 風災救援 93,082 

   

印度  155,121  

EFICOR 水災救援 155,121 

   

尼泊爾  1,114,601  

UMN 地震救援 467,107 

SUS 社區為本可持續生計復元項目 367,900 

SUS 水災救援 38,392 

ACN 災害回應義工發展及動員 202,422 

ACN 水災救援 38,780 

   

緬甸  377,343  

MFDC 水災救援 46,526 

MFDC 難民人道救援 237,725 

HCM 山泥傾瀉糧食救援 93,092 



 

 

烏干達  319,154  

MTI 南蘇丹難民醫療支援 319,154 

   

其他  2,496,576 

施達 項目支援 2,490,767 

 

註：此表顯示 2016 年 7 月 1日至 2017 年 6 月 30日的項目撥款紀錄。  

Micah Global 指定奉獻支持Micah Global 5,809 

Trinity 旱災救援 95,883 

津巴布韋  203,009 

   

Trinity 水災救援 10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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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 目的 總籌款額 

（港幣） 

2016 年 7 月 9日 25周年感恩暨總幹事就職禮  - 

2016 年 11 月 12日 赤腳崇拜  - 

2017 年 2 月 紅封包行動 & 「大吉利是」

募捐計劃 

支持亞、非兩洲社區 

發展工作 

72萬 

2017 年 3 月、4 月 2017 大齋期 ─ 簡樸．減碳．

關愛  

鼓勵教會及信徒實踐減

碳，活出簡樸，分享愛 

- 

2016 年 11 月 24日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赤腳行

籌款活動  

支持施達事工 2.6萬 

2016 年 12 月 19日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籌款活動 

支持施達兒童事工 1.6萬 

2017 年 6 月 26日 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赤腳

行籌款活動 

支持施達兒童事工 1萬 

 

附件二 | 2016-2017 年度籌款及公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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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 2016-2017 年度外出分享團體  

教會 

基督教宣道會廣恩堂 

基督教宣道會宣恩堂 

基督教佈道中心慈恩堂 

基督教佈道中心念恩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靈泉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尖福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頌恩浸信會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馬鞍山堂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 

香港懷恩浸信教會 

佐敦浸信會 

九龍城基督徒會將軍澳堂 

勵德福音堂 

馬鞍山浸信會 

旺角浸信會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 

赤柱浸信會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黃埔堂 

西區福音堂 

 

神學院 

建道神學院 

禧福協會 

 

機構／團體 

恩光使團 

房屋署基督徒團契 

 

 

 

 

 

 

學校 

北角循道學校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台山陳元喜

小學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粉嶺救恩書院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九龍真光中學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沙田培英中學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第二小學 

真光女書院 

滙基書院 

英華女學校 

 

 



 

 
 

附件四 | 2016-2017 年度財務報告  

2016 年至 2017 年度財政簡報表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港幣 

奉獻收入 15,949,586 

其他收入 52,109 

  

減： 事工發展及救援 (13,693,593) 

 教育 (722,658) 

 推廣 (824,652) 

   

  760,792 

   

行政事務  (1,506,999) 

年度折舊  (201,713) 

   

不敷  (947,920) 

   

2016 年至 2017 年度財政簡報圖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6 月總收入：港幣 16,001,695元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6 月總支出：港幣 16,949,615元 

 

 

 

 

 

 

 > 全年共錄得 947,920元不敷。 

>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全年經費預算為 17,449,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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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捐款支持本會事工： HSBC 600-385678-001 或 BEA 015-185-68-009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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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機構 

Asal Chhimekee Nepal, ACN 

Asha Ne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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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洱市瀾滄縣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保山市基督教協會（瀾滄縣基督教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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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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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hiopian Guenet Church Development and Welfare Organization (EGCDWO)  

Ethiop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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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ndations for Farming (FfF) 

Full Moon Children Development Family (Full Moon) 

綿陽市正軒文化交流中心 

Grass Root Foundation (GRF) 

盼望之家  

融樂浸信會 

Hope Children Home (HCH) 

Hope Christian Mission (HCM) 

Joy To The World 

大理州霖雨澤健康教育關懷中心 

廣州市天河區活水泉源公益家園 

四川宣漢縣龍泉學校 

Lutheran Aid to Medicine in Bangladesh (LAMB) 

Medical Teams International (MTI) 

Mission East 

Myanmar Baptist Convention (MBC) 

 

附件五 | 2016-2017 年度工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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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anmar Family Development Company (MFDC) 

合肥市廬陽區睦鄰幫扶中心 

New Hope 

Nvader 

Peace & Hope International (PHI) 

Samari Utthan Sewa (SUS) 

Serve Afghanistan (SERVE) 

Shan State Lisu Christian Association (SSLCA)  

Shanti Nepal 

Share & Care Nepal (SCN) 

陝西晨星社工服務中心 

Society for Promotion of Tribal Welfare & Development (SPTWD) 

Tearfund Bangladesh (TF Bangladesh) 

Tearfund UK (TFUK) 

Thai Lahu Foundation (TLF) 

保山市基督教協會磐石社會事工服務工作委員會（磐石社會事工委員會） 

The Salvation Army - Bangladesh (TSA-B) 

Transformation Nepal (TFN) 

Trinity Project (Trinity) 

United Mission to Nepal (UMN) 

up! International 

Upland Holistic Development Program (UHDP) 

Viva Network 

World Concern U.S. 

World Concern Bangladesh (W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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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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 

李樹培先生 

孔慶明醫生 

許文森先生 

林希維先生 

黎高穎怡女士（至 2016 年 12 月） 

蔡少琪牧師 

尹慧兒醫生 

黃浩倫先生 

陳念聰醫生 

黃國維先生（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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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鄺偉文先生 

 

行政 

丘紫君女士 

馮思鳳女士（至 2016 年 12 月） 

何綺嫺女士 

賀文亮先生（至 2017 年 7 月） 

黃敏芝女士（2017 年 3 月加入） 

 

推廣及拓展 

黎文慧女士（2016 年 10 月加入） 

潘文欣女士 

鄧振東先生 

秦韻欣女士 

陳文達先生（2017 年 6 月加入） 

 

項目 

莫昭友醫生 

姚麗華女士 

植燦明先生 

孫顯華女士（至 2017 年 6 月） 

鍾佩珊女士 

柴凱琳女士（2017 年 3 月加入） 

 

 

 

 

附件六 | 2016-2017 年度隊工名單 



 

 

團體 

第一城浸信會迦勒團義工 

崇真會筲箕灣堂 

崇真會黃埔堂 

 

個人 

文蘭芳女士 

趙繼馨女士 

趙雅恩女士 

莊力行先生 

鍾銘楷牧師 

何明禮先生 

高汶麗女士 

劉國輝先生 

莫斯夏先生 

伍翠梅女士 

申金柱先生 

胡應麟先生 

俞真先生 

 

附件七 |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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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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達基金會 CEDAR Fund 

cedarfu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