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3月

本年度累計
22年7月至11月

收入 捐款
 撥款
 賑災捐款
 其他收入

支出 發展項目 — 亞洲
 　　　　  　中東
 　　　　  　中國及香港
 　　　　　  非洲
 災後救援及重建
 推廣拓展
 行政費

盈餘 ／  （不敷）

HK$

HK$

HK$

HK$

九龍觀塘興業街16-18號美興工業大廈B座5樓B10-B11室
或香港郵政總局信箱3212號
電話 (852) 2381 9627｜傳真 (852) 2392 2777
www.cedarfund.org｜sharing@cedarfund.org
　　CEDAR Fund 施達基金會｜　　cedar.fund
    　 (852) 63836861｜　　施達基金會 CEDAR Fund 
匯豐 004-600-385678-001
東亞 015-185-68-00931-7 SSA
中銀 012-581-2-020114-7 
星展 016-478-001364162

董事會
陳念聰 (主席)
陳明泉    黃國維    
劉佩婷    李習庸
馮韻兒    葉漢浩
任國熙    陳國芳
孫靜敏

總幹事
陳佩詩

藉 教 會  經 教 會  扶 貧 濟 困
本年度（2022年7月至2023年6月）收支報告

遊戲中體驗人口販賣 加入施達，服侍貧窮人

註＞2022年7月至2023年6月全年經費預算為港幣$26,156,000。請以禱告及行動支持
施達及夥伴的事工。其他收入已包括最後一期保就業港幣$103,600。

貧國遭受氣候危機最大惡果
尼泊爾青年的話
>
>

在尼泊爾看見AES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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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青年的話
撰文：馬迅榮（傳訊幹事）

2022年11月，第27屆聯合國氣候
峰會在埃及舉行。會上，來自尼
泊爾的24歲青年什雷雅（Shreya 
KC）發言：「我們活在被冰川融水
淹沒的恐懼中。」為甚麼她會這樣
說呢？氣候峰會和尼泊爾冰川有甚
麼關係？

原來，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影響，並
不只導致我們經常聽到的狂風暴
雨、海平面上升等現象。位於喜馬
拉雅山脈地區的尼泊爾，也有被水
淹浸的威脅，不過浸沒該國土地的
並非海水，而是從高山雪嶺溶解和
流下的冰水。

冰水會流入山下一些湖泊，湖水增
加有機會造成洪水和山泥傾瀉，威
脅山谷下的村莊和居民。事實上尼
泊爾政府為了這個威脅而進行排水
工程，2016時展開，用兩年時間排
出超過500萬立方米的湖水（即是
約2,000個香港標準泳池），而這個
工程耗資約港幣$5,700萬，佔國家
GDP約12%，對尼泊爾而言是一個
沉重負擔。

氣候變化除了對國家經濟造成負
擔，對於國內家庭也會帶來不良影
響。什雷雅在會上指出，國內農業
的產值在天災衝擊下大幅減少。尼
泊爾國內最多人從事的工作是農業
（七成以上），而氣候變化大大打
擊耕作。紐約時報中文網在2022年
6月有報導指出氣候變化為南亞國家
帶來的挑戰，而在提及尼泊爾時
指，森林火災增加而令山區的耕地
荒廢，山下的農業又要面臨洪水將

耕地破壞的威脅。這些天災都因為
氣候變化而漸漸頻繁，對於農村家
庭造成長久的影響。

當以耕種來養活家庭的模式無法維
持，生活拮据導致家庭成員關係緊
張，居民所需要的除了是經濟援
助，也要尋找新的生活方式。這也
是為甚麼施達在當地的扶貧工作會
包含生計發展活動，幫助受助者開
拓不同的賺錢方法；也會建立婦女
小組和網絡，賦權予當地婦女。

總括而言，氣候變化影響的不只是
天氣，還牽涉國家經濟、人民生
活，以及人際關係。而造成氣候變
化的原因大部份和尼泊爾無關，什
雷雅在會上提出一項研究指，全球
10%最富有的人口，製造全球近
50%的碳排放量，而五成最貧窮的
人口只佔排放的7%。因此她提問：
「誰來為我們的生活和生命的損失
承擔責任？」

香港作為全球中一個富裕的地區，
我們生活其中應該開始思考，如何
為別國居民所蒙受的損失承擔責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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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一點
為了深入淺出地介紹人口販賣議
題，施達基金會以著名遊戲《殺
手》、《狼人》為藍圖，設計了
《哀鴻騙野》桌上遊戲，模擬現實
世界中的人口販賣活動。遊戲完全
免費，歡迎團體索取。

眼見世界上有這麼多貧窮人，如果
你的內心有感動，又願意坐言起行
服侍他們，那就馬上加入施達吧！
我們正在聘請：

＞項目幹事
＞會計及事工行政助理

圖片：The Guardian



編者話：在剛過去的11月底，施達
同工到尼泊爾探訪多個夥伴。行
程中我們既關心夥伴的近況，也
視察事工推行的進度，以期項目
有 更 好 成 效 。 今 期 呼 聲 的 「 焦
點．主題」，我們會看到同工分
享，出差尼泊爾時視察新的「預
防及對抗人口販賣項目」，了解
受 助 人 的 情 況 。 在 「 回 歸 ． 聖
言」中，我們可以藉耶利米書思
考氣候變化和貧窮國家的關係，
以及身在富裕地區的我們可以怎
樣 伸 出 援 手 。 在 「 知 多 ． 一
點」，尼泊爾少女什雷雅講述該
國家庭正承受氣候變化的惡果。
天災和貧窮實在令很多發展中國
家——如尼泊爾——的人民受
苦 ， 其 中 孩 子 是 更 加 脆 弱 的 一
羣，所以我們本年度的「紅封包
行動」以「災害下的兒童」為主
題，呼籲大家關心和幫助他們。

焦點．主題 回歸　聖言

編按：更多關於教會
與 貧 窮 人 的 靈 修 文
章 ， 可 到 「 施 予 達
仁」靈修App閱讀。

下載App：https://link.cedarfund.org/app-247

在尼泊爾看見AES女孩
撰文：馬迅榮（傳訊幹事）

今次我和同工出差尼泊爾，到訪
該國南部和夥伴（Samari Utthan 
Sewa）見面，因為我們合作開展新
的「預防及對抗人口販賣項目」，
此行是要了解項目推行的進度。萬
沒料到，期中一個行程竟然是到訪
「夜總會」。

夜總會裏一片嘈雜，歌聲和伴奏大
得我和同工要以大叫的聲線才可以
交談。除了我們和同工，幾乎每一
位客人都在吸煙，吞雲吐霧。客人
走到台前，隨着音樂擺動身體，至
於台上的舞者也不欺場，用力扭動

腰肢，手舞足蹈。到一首歌終止
時，歌手和舞者都會立即收起笑
容，坐到一旁休息，然後等音樂再
起，她們的笑容又會出現。

對我來說，那分明就是「對人歡笑
背人愁」。這感覺可能帶點主觀，
不過如果你也聽過這班尼泊爾的
AES（Adult Entertainment Sector，
下稱成人娛樂場所）從業員分享，
你大概也會像我一樣「主觀」。

認識這班在成人娛樂場所工作的女
孩，還有後來被她們邀請到夜總會
「捧場」，都是一個下午之內發生
的事。當日，我和同工在夥伴的安
排下，於酒店與一些成人娛樂場所
從業員見面。她們是施達和夥伴在
2022年8月時開展的「預防及對抗
人口販賣項目」的受助者。

在前往見面的路上，由於我不太掌
握這個行業的情況，便不斷向夥伴
提問，希望得到更多背景資料。據
夥伴所說，成人娛樂場所並不是性
交易場所，而是以歌舞表演為主，
一旦涉及性交易就屬於違法。而將
與我們見面的女孩是在合法的夜總
會工作。

被剝削的一羣

或者你有疑問，既然有正當職業，
為甚麼施達還要幫助她們？前來會
面的女孩有八人，從她們的分享
中，大家會得知她們是備受剝削的
一羣：

一、人工低：她們每日由下午6時開始
工作，一直到凌晨12時（甚至2時）。

她們又跳又唱，每月收入最多10,000 
尼泊爾盧比（即約港幣$600），而
在市區一個午餐價格大約是500尼
泊爾盧比（即約港幣$30）。換言
之，即使賺取最高人工，她們的收
入也只能勉強應付食物的開銷；亦
因收入微薄，於是有些女孩子會選
擇提供性服務。

二、沒有保障：在見面的女孩之中
有人負責跳舞，她們可能會受傷，
但夜總會內連急救箱都沒有。一旦
受傷或者生病，她們也不太想求
醫，因為醫藥費可能佔她們月入的
一半（會面時有一個女孩帶口罩，
晚上跳舞時她也不斷咳嗽，看着就
令人心酸）。

三、不公對待：其中一位女孩講述
自身經歷，她曾被老闆意圖強姦，
而即使有閉路電視片段作證，警方
依然接受老闆的解釋：他飲醉時誤
以為對方是妹妹，想抱她。另外，
老 闆 也 可 能 剋 扣 工 資 （ 甚 至 欠
薪），而她們不會找到任何法律上
的援助。

她們的待遇這麼差，為何還要每日
向客人招手送笑，而不乾脆選擇離

開，或轉投其他行業？這與她們的
家庭背景有關。據她們自述，她們
都生於農村家庭，父母會逼她們早
婚，她們想反抗這種逼婚文化，所
以唯有離開，如今已無家可歸。而
因為家境清貧，她們都沒有機會接
受教育，於是亦欠缺謀生技能。

「達利特」羣體

那些女孩在農村家庭長大，如果同
時又是「達利特」（Dalit，又稱
「賤民」，種姓制度中最低層）的
話，就要承受更多的壓逼。據夥伴
調查所得，八成成人娛樂場所從業
員都是來自「達利特」家庭。因為
在尼泊爾種姓制度已經廢除，但
「達利特」在文化上仍然遭受歧
視，例如他們就算被「非賤民」性
侵、打死，案件都可以不了了之；
經濟上他們也被逼從事低下的工
作，例如清潔工，而就算做小生意
也有人不願意跟他們合作。他們的
工作和教育機會往往比「非賤民」
差。我們當日所見的八個女孩中，
有六名就是出身「達利特」家庭，
有人自述和「非賤民」結婚，結果
被對方家人厭棄。

在成人娛樂場所打工，可以是環境
所逼；不過我們也無法排除有人喜
歡表演，同時又可以賺錢，於是自
願留下。傾談到最後，有女孩表示
想離開這個行業，只是沒有方法；
也有人表示想繼續，但希望有尊嚴
地工作。

離開時的期望

面對她們這些需要，施達和當地夥
伴計劃以不同途徑，改善她們的生
活和工作環境，例如：成立從業員
網絡，向僱主提倡僱員的權益，並
提供職業訓練令她們有其他謀生技
能。透過這個事工，我們希望令這
些女孩能夠在安全環境之下工作，
同時也有選擇離開這個行業的自
由；更加希望使「達利特」羣體的
權益受保障，在工作上得到公平的
待遇。

這個項目在8月開始，如今從業員網
絡已經成立，不過她們能否集合同
業的聲音，組成一個強而有力的羣
體，以致向僱主爭取權益還是未知
之數。因為她們分享，某些同業認
為她們在搗亂、是「害羣之馬」。

離開夜總會，那些女孩下午所流的
眼淚，和台上的笑容在我腦海交
疊。那裏明明應該是娛樂場所，但
我和同工的心情都不快樂。因為經
過下午的傾談，我們已經感覺像朋
友一樣，她們還邀請我們去捧場；
看見朋友要對人歡笑背人愁，怎麼
可能覺得快樂？我祈禱，希望這些
女孩面前的路能夠平坦一點，在不
久將來可以有尊嚴、快樂地生活。

貧國遭受氣候危機最大
惡果
撰文：趙汝圖

經文選讀：耶利米書四1-3

2019至2020年的環境新聞中，最觸
目要算是美國、澳洲及歐洲的山林
大火，波及範圍史無前例地廣泛，
現場畫面亦的確觸目驚心，獲得媒
體鋪天蓋地的報導；可是，同一時
間，在南美亞馬遜森林及北亞西伯
利亞森林的嚴重火災持續不斷，以
及在黎巴嫩、敘利亞及土耳其接壤
地區一帶出現林火，雖然有關災情
及長期的影響均遠較美、澳等地的
更為嚴峻和深遠，卻只有零星報
導，完全無法引起應有的高度關
注。同樣是颶風吹襲或暴雨成災，
2020年美國南部的風災或法國與意
大利接壤地區所受的罕見洪災，亦
遠比菲律賓、孟加拉或東非莫桑比
克更嚴峻的災情，受到更多輿論注
目。然而，氣候不公平並不單表現
在新聞關注的落差。

其實，因着氣候變異而出現日益嚴
峻的災難——由旱災、饑荒、洪災
以至林火，貧國居民所承受的惡果
都要比發達國家嚴重。這不單關乎
地理分布上，各種相關災害直至現
時為止都較集中在鄰近赤道兩旁的
廣泛地區內發生，更在於貧國所擁
有的基礎建設、應急資源，以及救
援和支援系統，均遠較發達國家薄
弱。發達地區居民受災，多可獲某
種保險補償；食物及必需品供應及
價格即使暫時受影響，亦有較大餘
力及財力應對。貧國卻缺乏上述保
障。事實上，這種貧富差距所造成

的不公待遇，在富裕國家內部同樣
出現。

今次經文描述猶大國面臨嚴重旱
災，連基本用水都闕如，情況淒
慘，哀鴻遍野。不知我們身處擁有
相對充分保障的安穩地區，缺水時
可由鄰近地區轉運，食品供應有多
種來源選擇而不用發愁，是否能夠
體味貧窮羣體在受災下根本毫無選
擇的境況？

讓我們一同思想：

在注目各種災難及人間苦況之際，
我們應如何反省個人，以至所屬羣
體，甚至所在城市或國家的責任？
我們有甚麼可以做，以作苦難中的
支援？女孩們表面歡樂地載歌載舞，背後卻有很多不為人知的眼淚。

見面之後施達同工、夥伴（後排左三）和女孩們一起拍照，我們情誼已似朋友一樣。她們還邀請我們
晚上到訪工作的夜總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