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主席的話

1

感恩有祢、你和妳同行

1

施達異象與使命

2

服事地區

2

2017-2018 年度撥款比例

3

2017-2018 年度發展及救援項目概覽

4

事工發展回顧
孟加拉

6

緬甸

8

尼泊爾

10

中國

12

埃塞俄比亞

14

津巴布韋

16

救援及重建項目

18

本地教育及籌款活動

19

回顧及展望

21

附件一： 2017-2018 年度項目撥款

22

附件二： 2017-2018 年度財務報告

26

附件三： 2017-2018 年度外出分享團體

27

附件四： 2017-2018 年度工作夥伴

28

附件五： 2017-2018 年度隊工名單

30

附件六：鳴謝

31

2017/07-2018/06 施達事工報告

主席的話
首先，我要感謝您一直對施達的無私支持。沒有您的參與，我們定無法在過去一年裏接
觸那麼多脆弱的生命。
經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服侍，施達在不同方面經歷了許多變化。然而，有一點從未改變的
就是我們學習與主同行，建立一個公義和仁愛世界的心志。我們相信上帝的愛是給世界
帶來轉化的最有力工具。這信念就是我們以「藉教會‧經教會‧扶貧濟困」為運作原則的
基石。透過與地方教會團體合作，我們可以更有效讓貧困者經歷這位慈愛的神。
從這份報告中，您將看到我們與合作夥伴如何忠誠地與上帝同行，幫助他人和社羣。合
作夥伴不少是處於對宗教不友善的環境中，加上其他社會問題，他們需要投入額外的努
力，甚至要冒生命危險，去讓困苦者得着幫助。從他們身上，我們看到無私的奉獻和犧
牲。我希望大家用禱告的心來閱讀這裏每篇文章及每個項目的成果。
對我來說，能夠服事施達是一種榮幸。願我們繼續攜手，在這個彎曲悖謬的世界播下更
多公義和仁愛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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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至 2018 年間，於全球

13 個國家，

54 間基督教機構及教會夥伴攜手，推行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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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人次逾 320 萬。
多謝支持者、信徒和教會的忠心奉獻，我們全年籌得 18,755,601 港元。
感恩透過 100 次本地教育與籌款活動，接觸逾 9,030 名信徒及學生，
與

傳遞實踐整全使命、在基督裏共建公義仁愛世界的信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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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倡議及實踐社會公義

服事地區

項目焦點國：孟加拉、中國、緬甸、尼泊爾、埃塞俄比亞、津巴布韋
本年度，施達還在以下地區支持夥伴的救援及發展工作：
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泰國、黎巴嫩、伊拉克及也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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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年度撥款比例

3

2017-2018 年度發展及救援項目概覽
社區發展
國家包括：中國、緬甸、尼泊爾、泰國、
印度、阿富汗
項目： 13 個；受惠人次：約 28,900
我們強調「參與式發展」，夥拍當地教會
和信徒回應社區的需要。我們又鼓勵婦女
和村民成立小組、議會及合作社等，處理

區內問題。另外，我們提供農業和生計培
訓，改善居民生活。

兒童及青年發展
國家包括：中國、孟加拉、緬甸、印度、
埃塞俄比亞、黎巴嫩
項目： 11 個；受惠人次：約 2,604,000
在中國，我們舉辦少年領袖培訓和夏令營
等，服事流動及留守兒童。印度方面，我

們向貧民窟裏的兒童及青年提供教育資
助，也定期舉辦小組聚會，讓青年互相支
持。在中東地區，我們支持衛星電視台
SAT-7 新開辦的兒童教育頻道 SAT-7
Academy，製作教育節目，使難民兒童
得益。
註： SAT-7 的兒童教育頻道覆蓋廣泛，單在黎巴
嫩地區，接觸人數達 2,600,000

人權保護
國家包括：孟加拉、緬甸、尼泊爾、泰

賣意識、拯救被販賣的兒童及婦女和檢控
人口販子等。在埃塞俄比亞，我們對抗婦
女生殖器官切割（FGM ）的傳統惡習；而
在津巴布韋，我們提倡弱勢兒童申領出生
證明，確保他們的公民權利。

教會及社羣動員
國家包括：中國、緬甸、孟加拉、尼泊爾

項目： 8 個；受惠人次：約 9,500
我們推動各地教會與信徒實踐整全使命，
關愛社羣，如支持孟加拉神學院開辦課
程，鼓勵神學生和教會牧者推動信徒參與
社區轉化；在尼泊爾、緬甸及中國，我們
裝備信徒領袖帶領教會走進社羣。

社區健康
國家包括：中國、巴基斯坦、津巴布韋
項目： 4 個；受惠人次：約 10,800
在中國，針對孩子因感染愛滋病的父母早逝
而成為孤兒，或因家庭受愛滋病影響而受盡
歧視和貧窮捆綁，我們藉當地教會協助兒童
組成支援網絡，照顧他們的身心健康。我們
也鼓勵津巴布韋愛滋病遺孤的監護人組成儲
蓄小組，舒緩經濟壓力。
在巴基斯坦，偏遠的山區村民須花 5 至 7
小時才能抵達醫療中心。我們在該區設立一
所母嬰保健中心，服事區內脆弱社羣。

國、印度、 埃塞俄比亞、津巴
布韋
項目： 11 個；受惠人次：約 39,500
我們在印度、緬甸、尼泊爾和泰國進行反
人口販賣工作，包括提升社區的反人口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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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及危機緩減

興亞難民人道危機及也門戰爭引致的霍亂

國家包括：孟加拉、印度、津巴布韋

目」）

和糧食危機。（詳參「救援及重建事工項

項目： 4 個；受惠人次：約 16,700
我們在氣候災難頻仍的地區，建立社區
居民的災害管理意識，成立災害管理委
員會，執行相關工作，包括改善或增設
災難預警系統和訂立災難應變指引等。

其他 (關愛創造、
和平建設)

我們亦支持農民發展另類生計、採用抵

國家包括：印度、津巴布韋

抗極端天氣的耕種方法，並支持婦女組

項目： 2 個；受惠人次：約 810

成自助小組，加強他們災後的復原能

在印度東北部，兩個部落經年紛爭造成多

力。

次流血衝突，至今社區關係仍兩極化，即

生計培訓
國家包括：孟加拉、緬甸
項目： 3 個；受惠人次：約 1,400

使是教會或學生羣體之間也是如此。我們
在教會舉辦工作坊，以聖經的教導，幫助
族羣正視仇恨對生命和教會帶來的破壞。
另外，我們於津巴布韋服事被社會邊緣化

因受多年的內亂影響，緬甸北部、南部

的部落，教導他們從聖經認識上帝的創

及東南部的社區和土地被嚴重破壞。為

造，包括自己、家庭、社羣及地上生物，

幫助居民脫貧，我們鼓勵他們以有機方

讓他們以愛護大地的方式耕種和發展社

式耕種，保育樹林和環境生態。在孟加

區。

拉首都達卡舊城區，色情事業猖獗，貧
窮令不少婦女遭性販賣及性剝削。我們
接觸及關懷她們，教授她們的謀生技
能，從而脫離牢籠。有些婦女學成後透
過資助，發展小生意，過自力更新的生
活。

救援及重建
國家包括：孟加拉、印度、尼泊爾、伊
拉克、也門
項目： 9 個；受惠人次：約 490,000
我們回應了 5 個不同的災害及後衝突危
機，支持 9 個救援及重建項目。當中包括
水災、旱災和地震，也有人道危機，如羅
5

事工發展回顧
孟加拉
事工： 1994 年至今
夥伴： 7 個
項目：兒童及青年發展、教會
及社羣動員、災害緩減、生計
培訓、人權保護

毗鄰尼泊爾、印度及中國的孟加拉人口密度高，面積與希臘相約，人口卻逾 1.6 億。它
也是全球應對氣候危機最脆弱的國家之一。雖然孟加拉人均國民總收入較 2010 年增加
40%，但其人類發展指數仍屬中度。另外，父權文化影響下，孟加拉女性地位低落，由於

女兒出嫁需付嫁妝，女性更被視為「賠錢貨」。該國的性別不平等指數，於全球 160 國家
列第 134 位，較尼泊爾、巴基斯坦還要低。

針對孟加拉情況，我們支持婦女充權工作、積極遏止童婚與童工，並強化社區的災難緩
減。我們亦與當地知名神學院合辦整全使命課程，冀望基督信仰活現於社區轉化中。

部份事工成果
◇

**SATHI、WCB、TSAB 及 LAMB 夥伴全名見附件四

SATHI ：於貧民窟遏止童婚童工問題。藉來自 55 個少年組的 633 位組員、440
個家長組的 656 位家長、44 個跨代論壇成員協作，至少首半年社區再沒出現童婚。

◇

WCB ：就社區參與可持續教育計劃上，WCB 為 1,029 位小學生和 421 位學前兒童提
供基督教教育。另在災害緩減上，WCB 帶動社區的村民議會，修築 11 條道路，並興
建池塘、水井和公廁，又開墾 12 個能夠調適氣候變化的示範農圃。

◇

TSAB ：藉自助小組的聯繫，420 位前性工作者與貧困婦女得以在生活上互相扶持；緊
密照顧 13 位決心轉業的性工作者；於首都達卡 11 個貧民窟推廣性教育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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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B ：歷經 10 年以來最嚴重的洪災後，LAMB 所服事的社區居民決心做好防災準
備，協助 96,000 人制訂防災及災難應變計劃。

施達感言
施達同工走訪孟加拉各夥伴機構，看見社區村民所承受的經濟、社會與氣候的壓力。其
中，我們看見沙漠化對孟國西北部環境的蠶食。回港後，我們向本港教會分享，讓教會
明白氣候變化為該國帶來的影響。有教會向我們反映，基督信仰的關愛受造世界價值觀
逐漸進入信徒的生命當中。我們為此獻上感恩。

展望未來
孟加拉的經濟雖然持續改善，國家已進入世界銀行報告所指的「中低收入國家」行列，
但是國內貧富差距愈來愈大，國家制度造成的階級隔閡令青年人渴望求變。我們祈願政
府聽取人民渴求正義的呼聲，並改善貧民的生活。我們亦持續評估各項目的進度與成效。
其中，全國各省的信仰羣體將開授整全使命課程，神學生亦會在教會所屬的社區推行實
驗計劃，於社區踐行整全使命的教導。

(上圖：施達夥伴 SATHI 於首都外圍貧民窟的小組論壇，商討兒童和社區議題)
7

緬甸

事工： 90 年代至今
夥伴： 6 個
項目：社區發展、兒童及青年
發展、教會及社羣動員、人權
保護 、生計培訓
自 2015 年緬甸政府與 8 個少數民族武裝組織達成停火協議，泰緬邊境的衝突大致平息，
可是緬甸北部、中緬邊境（如克欽邦）的衝突仍然不斷。緬甸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
家，政府雖無訂立國教，但偏愛小乘佛教。宗教與種族衝突一直是國家潛藏的危機。

因受衝突影響，緬甸有大量流離失所者。我們向他們（特別是老人、婦女及兒童）提供緊
急救助，並支持孩子接受教育。另外，經年的國內衝突破壞地區經濟，我們在貧窮的鄉村
地區從事發展工作，又向他們傳遞寬恕與復和的信息，冀望和平植根在人心裡。

部份事工成果
◇

**MFDC 夥伴全名見附件四

MFDC ：於克欽邦幫助逾 800 位難民營居民，包括衣服、食物及藥物援助，所有人
均享用清潔食水；另外協助約 200 位難民營兒童入學。夥伴工作也間接鼓勵其他非
政府組織於區內難民營開展短期或一次性的援助工作。

◇

Full Moon ：在南部孟邦和東南部克倫邦共 9 條村莊向受衝突影響的村民提供短期
援助，並鼓勵女性參與社區。夥伴持續的工作得到當地政府的信任，村民在多年逃
難後得到安置。村內的和平氣氛吸引其他相同命運的人遷移至當地，村內家庭數量
增加 5 倍（200 個家庭）；夥伴於仰光的兒童之家支持的 300 多位兒童大多來自正
在發生衝突或衝突後的地區，夥伴向他們傳遞寬恕與「回歸社區作貢獻」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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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en Ministry ：針對仰光是緬甸人口販賣的中心，夥伴成功拯救 60 名女性，向
他們提供職業培訓及提升自尊的課程；夥伴亦與 New Hope 合作，在仰光貧民區
為 120 位兒童及青少年舉行教育活動；由於夥伴與教會聯繫密切，受惠女孩也在教
會成長，包括參與啟發課程。

施達感言
緬甸是一個戰禍頻繁的國家。我們佩服夥伴的工作。他們彷彿有無盡的精力去愛耶穌所
愛的人。每一次見面時，他們均分享在國內艱難景況下上主所賜下的恩典。他們的見證
深深感動我們。另外，緬甸國內流離失所者被國際社會忽略，夥伴於衝突地區的工作為
他們帶來點點希望，我們為此獻上感恩。

展望未來
近來，緬甸的發展停濟不前，無論是教育、醫療、經濟及民生均需極力改善。惟願決策
者能權衡輕重，以當地人民福祉為依歸，制訂合宜的政策。

(下圖： Full Moon 同工與中緬邊境的 Sadon 難民營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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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

事工： 2006 至今
夥伴： 6 個
項目：社區發展、
教會及社羣動員、
人權保護
位於中國及印度之間的尼泊爾在「人類發展指數」排名第 149，低於孟加拉，國內超過
7 成工作人口依賴農業為生。女性無論在社會參與、接受教育與醫療服務，以至經濟發
展上多有阻礙。尼泊爾邊境與印度接壤，居民過境容易，卻導致跨境人口販賣情況嚴
重。

我們在偏遠山區推行社區發展項目，包括婦女充權、增加家庭收入及推動教會參加社區
事務。另外，我們喚起當地社區及教會對人口販賣的認識，以達預防之效。

部份事工成果
◇

**ACN、SCN 及 Shanti 夥伴全名見附件四

ACN ：回應 2017 年國內國內嚴重水災，動員眾基督徒義工服事 10,000 人，包括重建

房屋、學校和健康服務站、分派救濟物資等。
◇

SCN ：支持 9 戶家庭建立菜園與蔬菜苗圃，又培訓他們種植商業蔬菜；支持 18 位女孩
的學費與教育用品；組織「創意女青年組」，定期編印報刊，內容關涉人口販賣、童
婚與奴役問題。

◇

Shanti ：透過養豬等牲口與菜園種植， 70 個家庭提升年度收入，平均增長 12000 尼
泊爾盧比（折合約 811 港元）；另支持 103 個家庭建造家用廁所，居民也減少露天排
便行為，其中有社區宣佈「零露天排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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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a Network ：動員當地 17 間教會和基督徒組成網絡，230 位基督徒領袖及平信
徒參加培訓，學習識別人口販賣者以及應對販賣個案； 35 位輟學的弱勢兒童獲安排
於兒童發展中心學習，讓他們順利過度至正規教育，免受童工與被販賣的威脅。

施達感言
2015 年尼泊爾地震後，部份社區的教會意識到他們和信徒可以直接參與災後救援。在
2017 年 8 月， ACN 派出工作小組成員夥同南部的地方教會，回應水災災民的需要。經
過培訓及實際操作，工作小組組員們更具信心服事鄰舍。另外，SCN 在尼泊爾中部
Bharta 及 Kalikatar 地區的婦女充權項目在上年度末已完結，但項目期間成立的婦女行
動小組繼續運作，藉儲蓄及小額貸款，協助小農婦女改善生活。組員 Ram MayaPraja
的分享令我們很鼓舞：「發展小組為我們帶來益處，現在我們不用向外借貸了。小組提
供的小額貸款支持我們做小生意，維持生活，並作子女的教育經費。」

展望未來
尼泊爾政府持續收緊對非政府機構和具信仰背景的組織的政策。當地法例表明，任何人
促使別人改信另一宗教、作出任何傷害宗教情感的行為，將被依法懲處。政府也嘗試禁
止國際非政府組織進行政策訂立或修改的倡議工作，又要求他們必得政府批准才可對外
發放工作報告──縱使這兩項的要求未有收入法規，可是已令工作繁重的施達夥伴承受更
大壓力。雖然如此，我們繼續緊守崗位。其中，Viva Network 聯同 Nuwakot 地區的教
會對抗人口販賣事工將在 2018 至 19 年踏入尾聲。我們期望項目完結後，教會繼續推動
保護兒童，對抗人口販賣。

(右圖： SCN
的女性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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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 1991 至今
夥伴： 10 個
項目：社區發展、
兒童及青年發展、
教會及社羣動員、
健康防護

中國
施達從事中國發展扶貧工作已 27 年，由起初支持夥伴工作，轉變為直接執行項目，到
現在成為協作團隊，推動中國社會公益組織履行整全使命。目前工作包括關懷流動兒童
及青年身心健康、愛滋病防護、公益人材培訓等。施達在當代中國急速的發展中，需要
不斷思考我們如何利用自身的優勢和資源，實踐施達的異象和使命。

部份事工成果
◇

昆明市西山區盼望之家兒童關懷服務中心：關懷流動兒童的全人健康，在蓓蕾學校開
設兒童圖書閱覽室，又為 50 個同學進行常規體檢；在昆明市三所民辦學校向 55 名貧
困兒童提供助學，並為其中 3 名同學家庭做一對一關懷服務。

◇

臨滄縣基督教協會社會事工服務：完成了耿馬 9 個點的防愛滋病宣傳活動，覆蓋

2,000 多名羣眾； 30 位青少年參加健康教育活動，題材包括宣告對自己身體的主權、
如何說「不」等；探訪和關懷 33 個受愛滋病影響的家庭，講解愛滋病相關的知識和服
藥的重要性。
◇

大理州基督教協會：戒毒防愛滋平台「福康之家」開展心理援助等小組活動，2017 年
共 1,639 人次參與；對 4 位機會性感染及發病的愛滋病感染者進行生病期間照顧及臨
終關懷； 17 個服務對象的家庭關係修復，並回歸社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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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揚善公益事業促進會：在 5 個地區開展公益動員，強化各地區義工投身於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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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理念； 2017 年 3 月啟動「公益人才培訓（第三期）」，課程涵蓋機構與項目
管理、項目眾籌、社會組織公信力等；在公益動員與公益人才培養計劃的推動下，已
註同成立的社工機構有 5 間。

施達感言
我們自 2007 年開始在雲南省的教會中傳遞整全使命，有豐富的師資、教材及實踐的經
驗，為此感謝上帝。從夥伴關係的調查反映，夥伴最欣賞施達之處為平等的關係、提供
項目技術支援和督導、同工關懷以及充份授權。另外，施達協助地方夥伴建立公開合法

的平台與政府對接，填補需求缺口，使政府部門能夠了解其對社區的好處。自 2014 年
起，我們長期的合作夥伴包括保山、大理和耿馬團隊獲得政府在財政和政策上的支持，
肯定項目專案對社區的積極影響。

在防治愛滋病方面，我們致力通過對家庭的關懷與和諧重建，提升愛滋病預防干預效
果。另外，我們發揮夥伴在少數民族社區的積極作用和語言溝通上的優勢，「面對面」
開展愛滋病防治知識和政策宣傳，這些都是項目成功的關鍵。

展望未來
施達在未來的發展有兩大方向：一、聯合夥伴成為專業的協作者團隊，推動教會履行整
全使命，回應社會需求；二、與同道機構建立並共用全國性（或地區性）公募基金會，
較長遠地為機構當地本土化尋找出路，促進社會組織可持續健康規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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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亞

事工： 1994 至今
夥伴： 2 個
項目：兒童及青年
發展、人權保護
埃塞俄比亞位於非洲東部內陸地區，由逾 80 個民族組成，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內陸國
家，人口接近 1 億。埃國氣候乾旱，而埃國居民主要靠賴農業和畜牧收入維生，令國家
經常面對嚴峻的糧食危機。不過，近年國家急速城市化，首都亞的斯亞貝巴漸次成為非

洲具生產力的城市之一。

針對該國的發展，我們跟當地教會開展兒童全人事工，提供助學、職業培訓和保健，又
組織家長及社區居民成立互助小組，學習儲蓄和小額貸款。我們又於鄉村倡議反對婦女
生殖器官切割（FGM ），抵抗摧毀女性的傳統陋習，鞏固婚姻和女性正面價值觀。

部份事工成果
◇

**EGCDWO、EKHCDC 夥伴全名見附件四

EGCDWO ： 140 位兒童及青年（包括 6 位大學生）獲得學費資助、教材、校服、衛

生用品以及食物援助，其中 15 個受愛滋病影響的家庭獲額外的營養補給、6 位青少年
接受職業培訓，預備就業； 11 個互助小組（部分是受惠孩子的家長）促進婦女了解和
討論社區議題；另增設「愛心同行」計劃，50 位教會信徒接受訓練，成為「愛心師
友」，關顧受惠的弱勢兒童。
◇

EKHCDC ：同工向 4,175 個家庭講解女性割禮的禍害，並完成製作相關紀錄片； 49
個兒童小組每週舉行有關保護兒童權益的活動； 38 個婦女互助小組進行健康和價值觀
的教育； 20 位倡議大使透過再培訓，深化權利知識和加強遊說技巧； 793 位村民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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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8 個大型反對女性割禮的倡議活動。在眾同工的協力下，與 2012 年相較，項目鄉村
地區 16 歲以下 FGM 的人數下降逾 8 成。

施達感言
施達的埃塞俄比亞夥伴正努力凝聚社區居民，增強他們的歸屬感，從而促進當地教會與社區
領袖在社區的工作。我們喜見夥伴、社區與教會的協作，其中 EGCDWO 兒童項目的「愛心
同行」計劃，就讓更多教會信徒認識社區的弱勢兒童的需要。今年度，EGCDWO 引進兒童
儲蓄計劃，教導孩子成為金錢的好管家，使他們在個人生活、家庭以至社區作好見證，為社

區帶來正面的改變。

展望未來
本年度，埃塞俄比亞選出新任總理。本身是福音派基督徒的艾哈邁德（Abiy Ahmed）以年
輕改革者姿態上台，勵行德政，對內提倡言論自由，釋放政治囚犯，對外則與鄰國厄立特里
亞結束多年的軍事敵對狀態，締造和平。國家氣氛良好，有益於夥伴們事工的推進。

來年，我們的夥伴將致力鞏固項目成果，特別讓婦女有更好的儲蓄支持孩子的生活。我們祈
願夥伴的督導能有助建立教會和區內羣體。另外，我們會探索與當地的新夥伴開展西南部和
拉達（Wolayita）地區的項目。該區的貧窮程度更為嚴峻。我們期望，透過與夥伴的合作，
有效服事該區的弱勢社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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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韋

事工： 2004 今

夥伴： 4 個
項目：健康防護、人權
保護、關愛創造、災害
緩減

津巴布韋位於非洲南部內陸地區，屬前英國殖民地，於 1980 年獨立建國。津國由於過
去多年經濟與政治環境持續動盪，加上經常出現乾旱，極端貧窮人口佔全國 20%。而該

國的愛滋病患者數目雖然持續下降，但在 2016 年仍然有約 1,300 萬人患病。

針對該國情況，施達透過支持當地不同項目，改善家庭及農業經濟，又倡導性教育，以
提升居民的生活質素。

部份事工成果
◇

**FACT、FfF、EFZ 夥伴全名見附件四

FACT ：資助 54 位孩子接受教育，其中 2 位已大學畢業，另外 1 位受惠者攻讀碩士
課程；透過朋輩小組，309 位孩子從中得到學習與心靈支援；藉著家長儲蓄小組，
29 位家長得以學習不同的營商技巧，其中有家長打算經營租借帳篷生意。

◇

Trinity Project ：處理 500 個有關兒童權利個案，包括協助 363 位兒童申領家長
監護權；透過兒童小組，讓 395 位兒童學習自身權利；藉着少女小組，101 位年輕
女性認識愛滋病、童婚與性暴力的問題，並學習性健康的知識；引導 8 間關注兒童
權益的機構撰寫聲明和組成聯盟，持續倡議兒童權利。另在社區方面，夥伴的法律
支援站服務令 1,250 位居民受惠；又於 5 個社區成立行動小組，爭取社區公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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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F ：透過培訓中心，30 位部落成員得以學習家庭和財物管理，以及農務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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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Z ： 5 個社區的災害風險評估員接受生計培訓，並將知識傳授予社區區民。

施達感言
本年度，施達與涵蓋該國數以百間的基督教教會與教會組織的 EFZ 合作，學習在這廣大
平台上開展整全使命的事工。另外，夥伴帶同該國教會牧者與信徒深度認識國家民情，
探討在地實踐聖經教導。施達為此感到興奮。
在 2017 至 2018 年度，FACT 其中一個的家長儲蓄小組一度因成員缺乏還款能力而中
止，但在夥伴同工激勵下，家長們重建互信關係，重新釐定儲蓄計劃。施達為此感恩。

展望未來
2018 年津巴布韋舉行大選，時任總統姆南加古瓦成功連任。是次選舉是曾經統管國家
37 年的獨裁者穆加貝失勢後，該國第一次舉行的大選。施達期望，國家的言論空間得以
放寬，使夥伴有關社區公義和全國兒童權益的倡議行動更能得到關注，從而達致政策改
變。早前，施達夥伴爭取兒童獲取出生證明的議案正式在國會內討論。施達祈願，在新
的國家環境下，議案能夠獲得通過。施達也希望，執政黨和反對黨之爭不要為國家帶來
長期的不穩定，國家可在和平中展開新的局面。
施達昐望，未來可以進一步與該國教會加強合作，支持教會開展的扶貧工作，使到教會
在這個以基督徒為主要人口（佔 8 成）的國家作在地的社區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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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7 至 2018 年度，施達、Integral
Alliance（IA）成員機構及本會夥伴之間更
緊密合作，互相分享前線資源與資訊，攜手
回應困苦社羣的迫切需要。施達藉 IA 的平台
及夥伴共回應 5 個災害及人道危機，受惠人

救援及重建項目

次達 490,000。

羅興亞難民人道救援（2018 年 2 月起）
◇

於社區建設廁所、儲水缸及太陽能照明系統；派發煮食爐和防蚊網等

◇

設立「兒童天地」，讓兒童及青年有學習機會；

◇

在收容社區建立自助小組，改善生計，增加家庭收入

◇

訓練 84 名社區健康工作員作定期家訪，並轉介有需要人士到診所就醫，服務覆蓋達
16,000 多個家庭

受惠人次：約 370,000
伊拉克地震救援（2017 年 11 月起）
◇

協助夥伴運輸逾 250,000 份處方藥物，回應受災社羣及境內流徙人士的緊急醫療需要

受惠人次：逾 45,000
也門霍亂及糧食危機救援（2017 年 10 月起）
◇

開設醫療中心，讓社區獲得合適的醫療服務；修復 3 間醫療中心的水利及衛生設施

◇

透過社區健康工作員，提供衛生教育以防止疫情擴散

受惠人次：約 21,000
南亞水災救援（2017 年 9 月起）
◇

於尼泊爾受災社區向 1,100 多個家庭派發緊急救援物資；向 400 多戶受災家庭提供種子
和有機肥料等，協助他們重拾生計

◇

在印度比哈爾（Bihar）邦，向逾 5,800 戶受災家庭派發糧食包、衛生包及日常用品；成
立 5 個臨時醫療中心，提供醫療諮詢和免費藥物；進行預防人口販賣短講，防範災後的

相關危機
受惠人次：約 35,000
印度旱災救援（第二階段）（2017 年 6 月起）
◇

藉提供就業機會及興建社區建設，協助 550 多個家庭重拾生計

◇

與村民修復或建設 6 個水利設施，供灌溉農田使用

◇

修復約 43 公頃農地的土壤和水分；培訓 92 位農民管理牲畜的技巧

受惠人次：約 1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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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教育及籌款活動
施達赤腳行 2017「奴必可破」
於 2016 年停辦了一年後，第 16 屆的
赤腳行獲得 200 名參加者及義工支
持，齊集將軍澳脫下鞋子，與世界上
逾 4,000 萬名現代奴役受害者 同行，
為亞洲夥伴的打擊人口販賣事工籌得

近港幣 29 萬元。

「紅封包行動」及
「大吉利是」募捐計劃
每逢農曆新年，我們均鼓勵香港教會及
信徒透過「紅封包行動」及「大吉利
是」募捐計劃向貧困家庭送上祝福。今
年我們得到 57 間教會和學校參與，籌得
港幣 54 萬元，支持施達的社區發展項
目。

2018 大齋期
「與大地復和的使命」
今年大齋期，我們撰寫一連六星期
的靈修素材，從聖經和施達夥伴的
事工，與弟兄姊妹思想與大地復和
的使命，並每週透過「實踐行
動」，學習關愛創造 ，又鼓勵大家
以奉獻、禱告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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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查經及外出分享
我們推動信徒實踐整全使命。透過
68 次的講道、查經及外出分享，我
們接觸超過 6,700 名學生和弟兄姊
妹，讓他們了解貧窮社羣所面對的
挑戰，並明白神對貧窮人的心意。

體驗及教育活動
我們透過體驗活動、遊戲和繪本分享，
帶領近 969 位學生及兒童體會貧窮，
認識發展中國家貧困社區的兒童境況，

讓他們從小建立世界觀，藉貧窮人的經
歷反思自身生活與成長。

其他籌款活動
施達一直以「藉教會．經教會．扶貧濟
困」為運作原則，與教會及基督徒夥伴
攜手服事貧困社羣。感謝 6 間教會、學
校及團體身體力行，以不同形式籌得港
幣 12.8 萬元，支持我們亞、非兩洲的
扶貧發展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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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及展望
「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體，又缺了日用的飲食；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平平安安
地去吧！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這有甚麼益處呢？」（雅二
15-16）
施達的主要召命是藉救災和扶貧發展項目去服事貧窮人。在過去的 26 年裏，我們學習忠心
於這個神聖的使命，儘管路途從不平坦。在 2017 至 2018 的財政年度裏，我們開展了 14 項
新扶貧事工，及在亞洲和中東地區推行了 57 個發展項目來回應全球貧窮危機。這使我們能
服事更多有需要的人。
我們在這個財政年度也作了一個新嘗試，就是製作了一本繪本圖書，講述一位緬甸年輕女孩
的真實故事。她經歷衝突和流離失所，但最終被上帝所建立，而成為一位「和平之子」。我
們的支持者及信徒對這本書反應熱烈，實在令人鼓舞。我們祈盼神使用它來幫助香港甚至更
遠的弟兄姊妹，進一步認識流離失所者的需要。
對內方面，董事會和同工團隊在年內緊密合作，改革了項目審批的流程，以便能更及時地回
應貧困人的需求。這也鼓勵我們不斷提升在救災和發展項目上的果效。因此，我們將在
2018 至 2019 年度，積極尋求更多機會去服事最貧困的人，而一些中東和撒哈拉以南非洲
國家是我們的探索目標。
若要服務最為弱勢的羣體，我們必須離開自己的舒適區，進入世界上最黑暗的地域。 我們需
要上帝的同在以及您不斷的支持。保羅說：「無論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
益處。」（林前十 24）我祈盼藉着聖靈的引導，我們一同無私地讓世上最無助的羣體經歷
神的大愛。
您的弟兄
總幹事

鄺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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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 2017-2018 年度項目撥款
國家

項目

撥款（港幣）

亞洲（不包括中國）
阿富汗
SERVE

4,976,474
117,535
117,535

社區發展

孟加拉
SATHI
WCB
WCB
WCB
LAMB
TFB
Salvation Army
印度
CMCT
EFICOR
EFICOR
EFICOR
EFIC@R
GRF
黎巴嫩
SAT-7
緬甸
Eden Ministry
Full Moon
Full Moon
Full Moon
Full Moon
HOPE
MBC
MFDC
MFDC
MFDC
New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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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853
兒童權利推動（社區動員）
災害緩減及管理（另類生計）
社區參與可持續教育項目
社區為本學校翻新計劃
災害緩減及管理（醫護健康）
整全使命課程（神學延伸教育項目）
生計培訓（性工作者轉業）

166,637
162,863
364,429
60,208
117,981
39,784
84,951

兒童發展項目
建設和平項目
弱勢社羣可持續生計項目
災害緩減及管理（社區抗逆）
教會對抗販賣兒童項目
支援學習項目

958,720
231,540
95,196
177,834
174,230
157,345
122,575
78,260
78,260

SAT-7 Academy 兒童教育頻道

拯救人口販賣受害者和再培訓項目
青少年發展項目
孟邦及克倫邦社區重建
水利工程項目
指定奉獻支持兒童院舍日常運作
資助風災納爾吉斯遺孤
教會及社羣動員
戰後重返社區及重建項目
農耕活動轉化及重建安全社區項目
農耕及社區建設
社區充權項目

1,460,510
101,728
204,117
141,503
141,276
32,500
31,338
78,664
286,087
227,059
117,523
98,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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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
SCN
Shanti Nepal
TFN
UMN
VIVA

879,228
社區發展及婦女充權項目
社區健康及充權項目
教會推動及社區發展項目
整全使命及社區轉化培訓
對抗販賣兒童及性剝削項目

巴基斯坦
PMS

390,991
196,633
39,205
174,399
78,000
78,333

婦幼基本醫療服務項目

泰國

78,333
407,035

LIFT
TLF

對抗人口販賣項目（檢控）
泰緬邊境農村發展項目

117,258
172,355

UHDP

少數民族生計發展項目

117,422

中國

1,698,800

安徽

49,141

施達、揚善公益事業促進會

公益培訓項目實踐資助：孕婦救助熱線

49,141
482,000

廣東
施達、揚善公益事業促進會

廣東惠州公益人才開發與培訓項目

施達、活水泉源公益家園

公益培訓項目實踐資助：廣州街頭流浪人員健
康項目

395,382
86,618

147,440

四川
施達、四川宣漢縣龍泉學校

達洲市農村基礎教育及災害緩減項目

施達、福溢社區中心

福溢困境青少年芥菜種項目

1,879
145,561
993,299

雲南
施達、磐石社會事工委員會

保山市自願性戒毒及公益人才培養項目

436,834

施達、霖雨澤健康教育中心

大理愛滋病防治關懷及種子基金項目

161,926

施達、大理州基督教協會

大理州公益人才培養項目

61,586

施達、耿馬縣基督教兩會

愛滋病與社區關懷項目

82,473

施達、盼望之家

昆明流動兒童全人健康發展項目

10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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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55

施達、雲南省基督教兩
會、撣邦僳傈協會

雲南省邊界愛滋病預防及關愛流動務工青年項目

施達、瀾滄縣基督教兩
會

57,684
普洱市愛滋病防治及社區關顧項目
26,920

陝西
施達、揚善公益事業促
進會

公益培訓項目實踐資助：構建困境兒童及青少年
社區支援網絡項目

非洲

1,771,926

埃塞俄比亞
EGCDWO
EKHC

697,412
兒童基本生活資助及家長自助小組
反對女性生殖器官切割

462,583
234,829

津巴布韋
EFZ
FACT
FfF
Trinity
Trinity
Trinity
Trinity

1,074,514
社區參與災害緩減及管理
受愛滋病影響兒童及家庭充權項目
農耕保育培訓
法律支援及倡議兒童及孤寡的權利
教會及社區為本兒童及婦女充權項目
指家奉獻資助弱勢兒童生活
指家奉獻支持夥伴購置車輛

災後救援及重建項目

824,905
支援羅興亞難民及收容難民的社區
羅興亞難民人道救援（與聯合國組織提供醫療支
援）

印度
EFICOR
EFICOR
EFI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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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590
392,315

2,990,426
旱災緩減項目
比哈爾邦水災救援（香港政府賑災基金撥款）
比哈爾邦水災災民醫療支援

伊拉克
IHP

78,290
241,498
101,699
519,689
79,373
7,155
46,810
4,300,917

孟加拉
CCDB、TFUK
FH、MTI

26,920

82,606
2,883,000
24,820
39,141

地震救援（醫療藥物支援）

3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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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

352,499
156,587

ACN

水災救援

ACN

水災後生計復元支援

78,231

SUS

地震後生計復元項目

117,681
93,946

也門
Medair

霍亂及糧食危機救援

其他

施達

93,946
3,340,409

項目支援

3,340,409

註：此表顯示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項目撥款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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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 2017-2018 年度財務報告
2017 至 2018 年度財政簡報表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港幣

奉獻收入

15,764,247

香港政府賑災基金撥款（印度水災救援）

2,883,000

其他收入
減：

108,354
事工發展及救援

(13,205,526)

香港政府賑災基金撥款（印度水災救援）

(2,883,000)

教育

(617,690)

推廣

(1,242,695)
806,690

行政事務

(1,016,010)

年度折舊

(240,622)

不敷

(449,942)

2017 至 2018 年度財政簡報圖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總收入：港幣 18,755,601 元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總支出：港幣 19,205,543 元
捐款支持

◆

本報告經核數師核實；全年錄得 449,942 元不敷；「事工項目發展及救援」支出包括施
達獲批的香港政府賑災基金，以支持印度水災賑災項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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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 2017-2018 年度外出分享團體
教會

基督教神召會欣榮堂

香港華人基督會慧賢組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提比哩亞團契（夫婦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聯合少年詩班

團）

基督教宣道會愛民堂

勵德福音堂

旺角浸信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真理堂

中華基督教閩南三一堂

茶果嶺浸信會

中華基督教會鰂魚涌堂

柴灣平安福音堂

基督教宣道會觀塘堂
小西灣浸信會福音堂

神學院

中華基督教會基磐堂

伯特利神學院

顯恩浸信會

恩福聖經學院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黃埔堂
基督福音堂

學校

中華基督教閩南三一堂北角堂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四方福音會大角咀堂

滙基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堂（長沙灣）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葵盛浸信會

協恩中學

佐敦浸信會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啟德基督教會

通德學校

聖公會聖匠堂

中華基督教會福幼第二幼稚園福幼第二幼

聖安德烈堂

兒中心暨育嬰園

生命頌浸信會

英華女學校

路德會九龍聾啞堂

基督教四方福音會深培中學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

粉嶺救恩書院

百德浸信會

播道書院

西區福音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雅斤堂

基督教銘恩堂大埔堂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馬鞍山堂
荃灣浸信會（以利亞團契與弟兄會）
香港華人基督會麗禾堂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
香港華人基督會華豐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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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 2017-2018 年度工作夥伴
夥伴機構
大理白族自治州霖雨澤健康教育關懷中心（霖雨澤健康教育中心）
大理州基督教協會及三自愛國委員會（大理州基督教協會）
四川宣漢縣龍泉學校
成都福溢社區文化交流中心（福溢社區中心）
昆明市西山區盼望之家兒童關懷服務中心（盼望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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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洱市瀾滄縣基督教協會及三自愛國委員會（瀾滄縣基督教兩會）
雲南省基督教協會及雲南省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雲南省基督教兩會）
廣州市天河區活水泉源公益家園（活水泉源公益家園）
廣東省揚善公益事業促進會（揚善公益事業促進會）
臨滄市耿馬傣族佤族自治縣基督教協會社會事工服務部（耿馬縣基督教兩會）
撣邦僳傈協會
Asal Chhimekee Nepal (ACN)
Christian Missions Charitable Trust (CMCT)
College of Christian Theology Bangladesh (CCTB)
Eden Ministry
Ethiopian Geunet Church Development & Welfare Organization (EGCDWO)
Ethiopian Kale Heywet Church Development Commission (EKHCDC)
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India Children At Risk (EFIC@R)
The 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India Commission on Relief (EFICOR)
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Zimbabwe (EFZ)
Family Aids Caring Trust (FACT)
Food for the Hungry (FH)
Foundations for Farming (FfF)
Full Moon
Grass Root Foundation Trust (GRF)
Hope Children Home (Hope)
International Health Partners (IHP)
LIFT International (LIFT)
Medair
Medical Teams International (MTI)
Myanmar Baptist Convention (MBC)
Myanmar Family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MFDC)
New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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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k Mission Society (PMS)
SAT-7
Serve Afghanistan (SERVE)
Shanti Nepal (Shanti)
Share and Care Nepal (SCN)
Society for Promotion of Tribal Welfare & Development (SPTWD)
Sustainable Association for Taking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SATHI)
Tearfund Bangladesh (TFB)
Tearfund UK (TFUK)
Thai-Lahu Foundation (TLF)
The Salvation Army Bangladesh (SAB)
Transformation Nepal (TFN)
Trinity Project
United Mission to Nepal (UMN)
Upland Holistic Development Programme (UHDP)
VIVA Network
World Concern Bangladesh (WCB)
World Mission Prayer League (LAMB Hospital)
World Renew
ZOA
參與網絡
香港教會關懷網絡
惠施網
Integral Alliance (IA)
Micah Global
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 (WEA)

（註：中文名單依筆劃序，英文名單依字母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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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 2017-2018 年度隊工名單
董事會成員

總幹事

李樹培先生

鄺偉文博士

孔慶明醫生
許文森先生

行政

林希維先生（至 2017 年 12 月）

丘紫君女士

蔡少琪牧師（至 2017 年 12 月）

何綺嫺女士

尹慧兒醫生

黃敏芝女士

黃浩倫博士

孫金玲女士

陳念聰醫生

王雁萍女士

黃國維博士

鄧成燕女士

陳明泉牧師（2017 年 12 月加入）
劉佩婷博士（2017 年 12 月加入）

推廣及拓展
黎文慧女士

顧問

潘文欣女士（至 2017 年 12 月）

麥希捷先生

鄧振東先生

何屈志淑醫生

秦韻欣女士（至 2017 年 9 月）

莫昭友醫生

陳文達先生

薛奐珩女士
項目
陳佩詩女士
植燦明先生
李綺雯女士
鍾佩珊女士
柴凱琳女士
姚麗華女士
馮麗麗女士
郗偉先生
金華女士（至 2018 年 6 月）
鄧小珍女士（至 2018 年 3 月）
王莉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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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 鳴謝
團體
2017 年施達赤腳行籌委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志道堂
宣道會宣愛堂
柏茵音樂基金會有限公司
香港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
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柴灣分校）

香港賑災基金諮詢委員會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基督教香港祟真會救恩堂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第一城浸信會迦勒團義工
聖約翰救傷隊
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
銀行同業福音團契
觀潮浸信會

Asian Charity Services
個人
文蘭芳女士
申金柱先生
伍翠梅女士
佘雪婷女士
俞真先生
高汶麗女士
梁正芝女士
莊力行先生
莫斯夏先生
黃浩恩女士

（註：中文名單依筆劃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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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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