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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嘉讓牧師（本會副總幹事）

我辦公室有一株瀕死的楓樹盆景，紅葉隨冬天過去盡皆脫落，春夏

相繼到來，葉子卻沒有再長出來。看著沒有葉子的楓樹，我想起那

只有葉子的無花果樹⋯⋯

聖經記載的那一棵無花果樹，主耶穌對它表達出強烈的不滿，原因是它只長

滿葉子，卻沒有結果子。我深覺得，作為一所服侍人的機構，也不可徒有「葉

子」，縱使那些葉子是多麼可觀！

有「現代管理學之父」之稱的彼得‧德魯克（Peter F. Drucker），他有一個

銳利的觀察：「大多數非營利組織仍舊認為他們只需要有良好的出發點和有一顆

純潔的心。他們還沒有認識到他們要對工作成果和效績負責。」

「良好的出發點」和「純潔的心」充其量只是美麗的葉子，我們必須要有見

得到的成果和效績。

我們服侍的中國，情勢每天在變。好的轉變如國民經濟持續在改善，雖然這令

致我們某些事工的規模相應地有所縮減（如助學）；但與此同時，我們在不少事

工上（如醫療及各地區事工），都有著理想的開展。例如我們在青海福利慈善醫

院正進行的「貧困家庭唇顎裂患兒免費手術治療專案」，自2016年3月啟動服侍

以來，已先後安排四次手術隊，成功為80多名來自貧困家庭的唇顎裂孩子進行手

術（包括資助他們的手術及住院費用），服務成效甚至國內的中新網在6月13日

也作出報導。

又例如對腦癱孩子的復康工作，我們在湖北武漢殘聯，協助其腦癱康復部推

動「引導式教育」，現今全數50多名病童均獲得顯著進步，成績得到殘聯及所有

家長肯定，慕名而至輪候服務的人數大增，排期需三年之久。最近一年，我們也

以「關愛列車」之名，在香港及深圳醫院，先後為10名腦癱孩子進行手術，並配

合術後系統性復康計劃，幫助他們大幅改進肢體活動能力，這也是顯見的成果。

在後方香港辦公室，我們也不斷優化運作的模式，尤其在人力資源的編配上，力求更適切、

靈活及到位，更特別著眼同工的能力能否達最大發揮。具體的成效如過去一年，縱有同工退休離

職，事工加多，我們仍可不增補同工，而事工能暢順有效地開展；更重要是同工能在更配合其能

力及心志之職任安排下，不僅在事工上可發揮更大效能，也能從中獲得愈大的滿足感。

我們的目標固然是要組織有良好的管理，從而能實現我們的使命；然而，不能偏失的，是

「人」的價值──包括同工、義工及受助者──必須備受尊重。不然，所謂開發人的潛能，很可

能只是組織為得到績效，而把人視為工具去利用。我相信，當人獲得尊重，他的才能便可完全釋

放出來。

對於同工，我們說重視成效，不是一般所指的「成功」，而是重視「貢獻」（Not Success, 

but Service1）。對準這焦點，我們才會去掉陳規、構築新思路，為受助者謀求最適切的幫助，

並讓事工能超越原先的領域。這是為

何我們不會滿足於服侍康復中心50

多個 0-6 歲的腦癱孩童，我們還會想

到他們畢業後的前景、關切他們

7-12歲的教育及復康該怎麼辦；也

想到其中有哪些需配合手術的幫助；

又會思索如何延伸這服務至其他地區

的人⋯⋯

德魯克強調每一個組織都必須有

三個主要方面的績效：直接成果，價

值的實現和未來的人才開發。一直關

心房角石事工的您，請也記念在前線

後方眾同工的需要。沒有人才，事工

將無以為繼，也不會有成果產出。您

們的禱告、關心及奉獻2，請也填補

這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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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醫生代表內地腦癱孩子
向六妹婆婆獻上一吻

廣西山水孕育著溫純而美麗的民族

賀壽禮盒變成奉獻箱賀壽禮盒變成奉獻箱

本着耶穌基督的教導，以優質和專業的服務，
關心中國的社群及教會，彰顯上帝的愛，
提昇國民生命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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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韓德裔美國宣教士徐徐平（Elisabeth J. 

Shepping 1880-1934）的遺言。她為社會

弱勢群體包括女性、窮人、孤兒、痲瘋病

者，奉獻一生。
2 我們感謝無數支持者為著我們的事工需要奉

獻金錢，但包括同工薪金支出的經常費需用

卻容易被忽略，以致常有赤字，詳情請參閱

我們的帳目。感恩曾有人用各種創意方式支

持我們的需用，如將其生日、結婚、或週年

紀念收得之禮金作奉獻，也有將其遺產或人

壽保險賠償金贈予房角石。現在我們推出每

月定額奉獻計劃，盼望能得著您恆常的支

持。

今年5月11日，在北宣(按:北角宣道會)94歲的老姊

妺潘六妹的安息禮中，我遇見房角石的同工黎嘉讓牧師

和張艷艷傳道，他們代表房角石協會親自向六妹婆婆的

家人致意和安慰。家人為記念他們至愛的親人六妹婆婆

一向對房角石國內兒童腦癱事工的關懷和支持，將當天

收到的全部帛金交予房角石協會，以支持特殊兒童復康

項目「關愛列車行動」的腦癱兒童事工。

這位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老人家──六妹婆婆，

她長期受盡因類風濕關炎而引致的痛楚；雙手變形；因

行動不便要坐輪椅；需助聽擴音器方可與人交談，但她

仍笑口常開，用超人的記憶力背誦金句和聖詩；喜歡與

人真誠對話、交流，弟兄姊妹都稱她為「喜樂婆婆」。

兩年前她邀請我參加她92歲壽宴，開席前，她突然向大家宣告：「我準備了一個精

美的賀壽禮盒，將你們各人送給我的生日賀禮和紅包全部都放進去了。現在交給李醫

生，請他代我轉交房角石協會，作為照顧國內腦癱孩子的經費。」當時，我毫無思想準

備下接受了這「禮盒」，心裏感動萬分，對六妹婆婆說：「我難以用言語表達對你愛心

奉獻的敬意，在此僅代表國內腦癱孩子們親吻你。並代他們向你說一聲：『謝謝！喜樂

婆婆我們愛你！』」散席後，不少賓客來到我面前，將鈔票放入婆婆的「賀壽禮盒」

中，大家對國內腦癱孩子的愛心奉獻，使這禮盒變成了奉獻箱，讓我親身經歷了生命影

響生命的活証。

溫馨的片刻雖然短暫，難忘的追憶卻是永遠！但願這感人的故事也成為我們奉獻愛

心的啟迪和激勵。深願我們能將神所賜的各樣恩賜、能力、金錢和時間⋯⋯以愛還愛地

獻給上主、我們的神！

謙卑的凝視謙卑的凝視
本會同工

在過往的兩年裡，我和太太遊走於廣西不同地方，當中有很多機會與當地的壯族群體相遇、交談，一起工作。我們對壯族群體

普遍的印象是：他們極為單純、友善、簡樸。雖然大部分壯族年靑的一代都能說普通話，甚至可能不太懂壯語，但仍然有為數不

小壯族的中年或長者，特別是居住在小縣城和山區中的居民，他們只能說壯語，反而不懂普通話。我們也驚訝地發現，在壯族群

體中，有幾十到過百以上的壯族支部落分佈於廣西省內。雖然同為「壯」這個少數民族，但各自使用不同的方言，彼此互相不能

溝通。

在我們跟他們交談的經歷中，當他們知道我們是

講「白話」(粵語)的，他們就很主動地轉用「白話」溝

通，原來粵語在部分壯族人中也是通用的語言。雖然

其中夾雜了很重的鄉音，但他們的熱情給我們一種受

尊重的感覺。反而是我們這些受了更高教育的人，往

往以高姿態、自傲的心態去批判他們的文化。當我們

看到他們一些表面的行為與我們日常的生活習慣有差

異時，就會作出一些對他們不尊重的反應。其實，我

們不瞭解他們真實的「世界觀」，甚至不願意去明白

為什麼他們有這樣的表現。問題可能不是出於他們身

上，而是我們自己。當我們願意放下自我的驕傲，謙

卑地從他們的角度去看，明白他們背後的文化、對世

界的看法時，我們會發覺，廣西不僅是山水秀麗之

地，這裡的民族也是友善、溫純而美麗的。

李承澤(本會資深義工)



參觀西樵教會及新堂建址

義工與學子打成一片

親子活動

家訪

家長活動

孩子到醫院會診 義工到深圳小家探訪

有「歌仙」之譽的劉三姐為壯族民間傳說的代表

四川
6月底四川西北部茂縣發生山泥坍塌，出現村落掩埋情況，本
會先後聯絡省基督教兩會及鄰近教會了解災情，並發出賑災呼
籲，以協助災後重建，盼望弟兄姊妹回應需要及代禱記念。

7月20-24日舉辦醫療探訪行程，當中亦有新參加的成員，求
主使用及帶領他們的其中的服侍。

雲南
 4月復活節探訪隊員積極回應需要，願意奉獻回應當地建聚
會點的需用，並支持當地社會服務同工薪津。

4月底及5月初本會同
工分別到兩間事委堂會
進行義賣與及分享事
工，弟兄姊妹都踴躍回
應。願他們都領受異
象，投身參與服侍。

8月中旬會舉辦雲南探訪行程，求神幫助弟兄姊妹有美好的
配搭，為服侍作好預備。

醫療
 特殊兒童復康項目：
4月及6月分別有兩隊家庭服務隊前往武
漢康復中心探訪，隊員與中心的兒童和家
長有美好的互動。6月行程除了舉辦親子
活動，亦特別安排
了為家長預備的環
節，讓家長們能夠
稍為放下日夜照料
孩子的重擔。探訪
隊深刻體會這些家庭面對的壓
力，同時家長們亦感受到無條
件的愛，獲得安慰與力量面對
前面困境。

 感恩湖北武漢的事工將進入新
里程！在當地合作單位的支持
下，我們正在申請當地代辦事處，嘗試開展6歲以上孩子的康
復訓練，求主保守手續順利進行，並為我們預備充足的人手和
資源。感恩現時已在當地聘請新同工，盼望她都能盡快適應工
作崗位，並且與同工團隊有良好的合作。

 關愛列車行動：
4月8至12日本會特殊兒童復康項目總監到訪寧夏銀川殘疾人
康復中心協助培訓，並考察於青海開設關愛康復列車項目的可
行性，求神引領。

5-6月期間先後8名腦癱兒童及其家人到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會
診，其中3人按身體狀況或需暫緩或不宜進行手術，已返回故
鄉。其餘5名孩子已完成手術，他們將與家人留在深圳進行復
康訓練直至8月初。感恩義工探訪隊都十分委身及投入，恆常
前往關顧孩
子與家長，
並協助進行
訓練，讓他
們在異鄉倍
感溫暖。

賀壽禮盒變成奉獻箱賀壽禮盒變成奉獻箱
廣東
 5月初，五邑事委及同工們到訪
西樵，走訪何義思教士昔日的足
跡，了解當地福音工作及建堂需
要，亦參觀了新堂建址。求主帶
領事委會思考事工的開展。

廣西
  6月上旬舉辦河池畢業營，感恩行程順利，大家帶著愛心以謙
卑與真誠的態度與學生交流。願神都保守一眾即將畢業的學子
有足夠的力量迎接人生新階段、新挑戰。

7月中旬兩隊義工隊前往桂柳探訪，分別服侍受助學生及教會
信徒。另外一隊約20人前往田陽探訪，當中有不少初次參加的
義工。求主幫助大家預備心靈參與服侍，並造就各人的生命。

湖南
 暑假營會正在籌備階段，各個籌備小組已分工。負責同工需安
排食宿交通等，求神親自引領，讓各項安排得以順暢；義工有
美好的配搭與見證，使參與的受助生得到最大的益處。

 7月初華南發生嚴重水災，湖南為重災區，不少教會亦受災嚴
重。本會隨後發出賑災呼籲，並將會跟進災情，積極參與賑災
及災後重建工作。

腦癱兒童小華獲明德醫院基金資助，於6
月來港接受手術，由本會負責復康治療
部份。感恩手術順利進行，願他們能適
應留港期間的生活。

7月初本會同工前往杭州探訪去年底來港
進行手術及復康訓練的小芬，跟進她的家居訓練及就學的情
況。此行同工向學校提供意見，協助建設無障礙學習環境，
校方反應正面
積極，盼望小
芬能夠於新學
年投入校園生
活。

 湖南紓緩醫學計劃：
6月及7月香港專家義
工前往株洲市中心醫
院開展義工訓練分享
會，幫助他們更深認
識紓緩醫學，使病者
得到全人的關顧。

 青海西寧醫療行程：
感恩4月及6月唇顎裂手術隊分別順利
為29名及25名孩子進行手術，讓他們
與家人再展笑顏。合作單位青海慈善醫
院都大力肯定服務，求主繼續保守孩子
們的康復過程。

社會服務
事委會將商討有關安老服務發展計劃，求主引領。另外今年
單車籌款踏入20周年，為社會服務籌募經費，設有內地站及
香港站，現已完成初步實地考察，求神保守餘下的籌備工
作。

其他
 雙月祈禱會
8月及10月祈禱晚會將改為29/8及31/10舉行，敬請留意及
預留時間出席。

 辦公室
由於醫療事工不斷發展，需要有專責同工負責醫療事委事
務，求神預備工人在這個崗位上服侍，使事工發揮更大的功
效。

由於架構轉型等因素，本會經常費嚴重不敷，需開拓資源，
求神幫助本會能有效傳遞需要，並感動教會願意回應。

我辦公室有一株瀕死的楓樹盆景，紅葉隨冬天過去盡皆脫落，春夏

相繼到來，葉子卻沒有再長出來。看著沒有葉子的楓樹，我想起那

只有葉子的無花果樹⋯⋯

聖經記載的那一棵無花果樹，主耶穌對它表達出強烈的不滿，原因是它只長

滿葉子，卻沒有結果子。我深覺得，作為一所服侍人的機構，也不可徒有「葉

子」，縱使那些葉子是多麼可觀！

有「現代管理學之父」之稱的彼得‧德魯克（Peter F. Drucker），他有一個

銳利的觀察：「大多數非營利組織仍舊認為他們只需要有良好的出發點和有一顆

純潔的心。他們還沒有認識到他們要對工作成果和效績負責。」

「良好的出發點」和「純潔的心」充其量只是美麗的葉子，我們必須要有見

得到的成果和效績。

我們服侍的中國，情勢每天在變。好的轉變如國民經濟持續在改善，雖然這令

致我們某些事工的規模相應地有所縮減（如助學）；但與此同時，我們在不少事

工上（如醫療及各地區事工），都有著理想的開展。例如我們在青海福利慈善醫

院正進行的「貧困家庭唇顎裂患兒免費手術治療專案」，自2016年3月啟動服侍

以來，已先後安排四次手術隊，成功為80多名來自貧困家庭的唇顎裂孩子進行手

術（包括資助他們的手術及住院費用），服務成效甚至國內的中新網在6月13日

也作出報導。

又例如對腦癱孩子的復康工作，我們在湖北武漢殘聯，協助其腦癱康復部推

動「引導式教育」，現今全數50多名病童均獲得顯著進步，成績得到殘聯及所有

家長肯定，慕名而至輪候服務的人數大增，排期需三年之久。最近一年，我們也

以「關愛列車」之名，在香港及深圳醫院，先後為10名腦癱孩子進行手術，並配

合術後系統性復康計劃，幫助他們大幅改進肢體活動能力，這也是顯見的成果。

在後方香港辦公室，我們也不斷優化運作的模式，尤其在人力資源的編配上，力求更適切、

靈活及到位，更特別著眼同工的能力能否達最大發揮。具體的成效如過去一年，縱有同工退休離

職，事工加多，我們仍可不增補同工，而事工能暢順有效地開展；更重要是同工能在更配合其能

力及心志之職任安排下，不僅在事工上可發揮更大效能，也能從中獲得愈大的滿足感。

我們的目標固然是要組織有良好的管理，從而能實現我們的使命；然而，不能偏失的，是

「人」的價值──包括同工、義工及受助者──必須備受尊重。不然，所謂開發人的潛能，很可

能只是組織為得到績效，而把人視為工具去利用。我相信，當人獲得尊重，他的才能便可完全釋

放出來。

對於同工，我們說重視成效，不是一般所指的「成功」，而是重視「貢獻」（Not Success, 

but Service1）。對準這焦點，我們才會去掉陳規、構築新思路，為受助者謀求最適切的幫助，

並讓事工能超越原先的領域。這是為

何我們不會滿足於服侍康復中心50

多個 0-6 歲的腦癱孩童，我們還會想

到他們畢業後的前景、關切他們

7-12歲的教育及復康該怎麼辦；也

想到其中有哪些需配合手術的幫助；

又會思索如何延伸這服務至其他地區

的人⋯⋯

德魯克強調每一個組織都必須有

三個主要方面的績效：直接成果，價

值的實現和未來的人才開發。一直關

心房角石事工的您，請也記念在前線

後方眾同工的需要。沒有人才，事工

將無以為繼，也不會有成果產出。您

們的禱告、關心及奉獻2，請也填補

這重要的一環。

今年5月11日，在北宣(按:北角宣道會)94歲的老姊

妺潘六妹的安息禮中，我遇見房角石的同工黎嘉讓牧師

和張艷艷傳道，他們代表房角石協會親自向六妹婆婆的

家人致意和安慰。家人為記念他們至愛的親人六妹婆婆

一向對房角石國內兒童腦癱事工的關懷和支持，將當天

收到的全部帛金交予房角石協會，以支持特殊兒童復康

項目「關愛列車行動」的腦癱兒童事工。

這位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老人家──六妹婆婆，

她長期受盡因類風濕關炎而引致的痛楚；雙手變形；因

行動不便要坐輪椅；需助聽擴音器方可與人交談，但她

仍笑口常開，用超人的記憶力背誦金句和聖詩；喜歡與

人真誠對話、交流，弟兄姊妹都稱她為「喜樂婆婆」。

兩年前她邀請我參加她92歲壽宴，開席前，她突然向大家宣告：「我準備了一個精

美的賀壽禮盒，將你們各人送給我的生日賀禮和紅包全部都放進去了。現在交給李醫

生，請他代我轉交房角石協會，作為照顧國內腦癱孩子的經費。」當時，我毫無思想準

備下接受了這「禮盒」，心裏感動萬分，對六妹婆婆說：「我難以用言語表達對你愛心

奉獻的敬意，在此僅代表國內腦癱孩子們親吻你。並代他們向你說一聲：『謝謝！喜樂

婆婆我們愛你！』」散席後，不少賓客來到我面前，將鈔票放入婆婆的「賀壽禮盒」

中，大家對國內腦癱孩子的愛心奉獻，使這禮盒變成了奉獻箱，讓我親身經歷了生命影

響生命的活証。

溫馨的片刻雖然短暫，難忘的追憶卻是永遠！但願這感人的故事也成為我們奉獻愛

心的啟迪和激勵。深願我們能將神所賜的各樣恩賜、能力、金錢和時間⋯⋯以愛還愛地

獻給上主、我們的神！

壯族是中國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至2010年全國壯族約1800

萬人，只廣西省就佔其約8成人口。他們分佈在南寧、柳州、百

色、河池、來賓、崇左、欽州等地。狀語分北部和南部方言，新中

國成立後，創制了拉丁字母的壯文。

今天的壯族是由古代百越的「西甌」、「駱越」等部落發展而

來的。壯族的自稱有20多種，1949年後統一稱為「僮」，後改為

「壯」。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壯族具有其豐富而具其民族特

色的藝術及宗教等。其中壯族人民素以能歌著稱，善於以歌來表現

自己的生活和鬥爭，抒發思想感情，著名的劉三姐就是代表。而壯

族亦有其獨特宗教「麼教」(亦稱「摩教」，即壯族巫教)，信奉萬

物有靈、祖先崇拜等。

壯族小檔案 



考察校園環境

手術團隊先進行評估

義工們手術後與孩子及家長合照

四川
 6月底四川西北部茂縣發生山泥坍塌，出現村落掩埋情況，本
會先後聯絡省基督教兩會及鄰近教會了解災情，並發出賑災呼
籲，以協助災後重建，盼望弟兄姊妹回應需要及代禱記念。

 7月20-24日舉辦醫療探訪行程，當中亦有新參加的成員，求
主使用及帶領他們的其中的服侍。

雲南
  4月復活節探訪隊員積極回應需要，願意奉獻回應當地建聚
會點的需用，並支持當地社會服務同工薪津。

 4月底及5月初本會同
工分別到兩間事委堂會
進行義賣與及分享事
工，弟兄姊妹都踴躍回
應。願他們都領受異
象，投身參與服侍。

 8月中旬會舉辦雲南探訪行程，求神幫助弟兄姊妹有美好的
配搭，為服侍作好預備。

醫療
 特殊兒童復康項目：
 4月及6月分別有兩隊家庭服務隊前往武
漢康復中心探訪，隊員與中心的兒童和家
長有美好的互動。6月行程除了舉辦親子
活動，亦特別安排
了為家長預備的環
節，讓家長們能夠
稍為放下日夜照料
孩子的重擔。探訪
隊深刻體會這些家庭面對的壓
力，同時家長們亦感受到無條
件的愛，獲得安慰與力量面對
前面困境。

  感恩湖北武漢的事工將進入新
里程！在當地合作單位的支持
下，我們正在申請當地代辦事處，嘗試開展6歲以上孩子的康
復訓練，求主保守手續順利進行，並為我們預備充足的人手和
資源。感恩現時已在當地聘請新同工，盼望她都能盡快適應工
作崗位，並且與同工團隊有良好的合作。

 關愛列車行動：
 4月8至12日本會特殊兒童復康項目總監到訪寧夏銀川殘疾人
康復中心協助培訓，並考察於青海開設關愛康復列車項目的可
行性，求神引領。

 5-6月期間先後8名腦癱兒童及其家人到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會
診，其中3人按身體狀況或需暫緩或不宜進行手術，已返回故
鄉。其餘5名孩子已完成手術，他們將與家人留在深圳進行復
康訓練直至8月初。感恩義工探訪隊都十分委身及投入，恆常
前往關顧孩
子與家長，
並協助進行
訓練，讓他
們在異鄉倍
感溫暖。

廣東
  5月初，五邑事委及同工們到訪
西樵，走訪何義思教士昔日的足
跡，了解當地福音工作及建堂需
要，亦參觀了新堂建址。求主帶
領事委會思考事工的開展。

廣西
  6月上旬舉辦河池畢業營，感恩行程順利，大家帶著愛心以謙
卑與真誠的態度與學生交流。願神都保守一眾即將畢業的學子
有足夠的力量迎接人生新階段、新挑戰。

 

 7月中旬兩隊義工隊前往桂柳探訪，分別服侍受助學生及教會
信徒。另外一隊約20人前往田陽探訪，當中有不少初次參加的
義工。求主幫助大家預備心靈參與服侍，並造就各人的生命。

湖南
  暑假營會正在籌備階段，各個籌備小組已分工。負責同工需安
排食宿交通等，求神親自引領，讓各項安排得以順暢；義工有
美好的配搭與見證，使參與的受助生得到最大的益處。

  7月初華南發生嚴重水災，湖南為重災區，不少教會亦受災嚴
重。本會隨後發出賑災呼籲，並將會跟進災情，積極參與賑災
及災後重建工作。

 腦癱兒童小華獲明德醫院基金資助，於6
月來港接受手術，由本會負責復康治療
部份。感恩手術順利進行，願他們能適
應留港期間的生活。

 7月初本會同工前往杭州探訪去年底來港
進行手術及復康訓練的小芬，跟進她的家居訓練及就學的情
況。此行同工向學校提供意見，協助建設無障礙學習環境，
校方反應正面
積極，盼望小
芬能夠於新學
年投入校園生
活。

 
 湖南紓緩醫學計劃：
 6月及7月香港專家義
工前往株洲市中心醫
院開展義工訓練分享
會，幫助他們更深認
識紓緩醫學，使病者
得到全人的關顧。

 青海西寧醫療行程：
 感恩4月及6月唇顎裂手術隊分別順利
為29名及25名孩子進行手術，讓他們
與家人再展笑顏。合作單位青海慈善醫
院都大力肯定服務，求主繼續保守孩子
們的康復過程。

社會服務
 事委會將商討有關安老服務發展計劃，求主引領。另外今年
單車籌款踏入20周年，為社會服務籌募經費，設有內地站及
香港站，現已完成初步實地考察，求神保守餘下的籌備工
作。

其他
 雙月祈禱會
 8月及10月祈禱晚會將改為29/8及31/10舉行，敬請留意及
預留時間出席。

 辦公室
 由於醫療事工不斷發展，需要有專責同工負責醫療事委事
務，求神預備工人在這個崗位上服侍，使事工發揮更大的功
效。

 由於架構轉型等因素，本會經常費嚴重不敷，需開拓資源，
求神幫助本會能有效傳遞需要，並感動教會願意回應。

我辦公室有一株瀕死的楓樹盆景，紅葉隨冬天過去盡皆脫落，春夏

相繼到來，葉子卻沒有再長出來。看著沒有葉子的楓樹，我想起那

只有葉子的無花果樹⋯⋯

聖經記載的那一棵無花果樹，主耶穌對它表達出強烈的不滿，原因是它只長

滿葉子，卻沒有結果子。我深覺得，作為一所服侍人的機構，也不可徒有「葉

子」，縱使那些葉子是多麼可觀！

有「現代管理學之父」之稱的彼得‧德魯克（Peter F. Drucker），他有一個

銳利的觀察：「大多數非營利組織仍舊認為他們只需要有良好的出發點和有一顆

純潔的心。他們還沒有認識到他們要對工作成果和效績負責。」

「良好的出發點」和「純潔的心」充其量只是美麗的葉子，我們必須要有見

得到的成果和效績。

我們服侍的中國，情勢每天在變。好的轉變如國民經濟持續在改善，雖然這令

致我們某些事工的規模相應地有所縮減（如助學）；但與此同時，我們在不少事

工上（如醫療及各地區事工），都有著理想的開展。例如我們在青海福利慈善醫

院正進行的「貧困家庭唇顎裂患兒免費手術治療專案」，自2016年3月啟動服侍

以來，已先後安排四次手術隊，成功為80多名來自貧困家庭的唇顎裂孩子進行手

術（包括資助他們的手術及住院費用），服務成效甚至國內的中新網在6月13日

也作出報導。

又例如對腦癱孩子的復康工作，我們在湖北武漢殘聯，協助其腦癱康復部推

動「引導式教育」，現今全數50多名病童均獲得顯著進步，成績得到殘聯及所有

家長肯定，慕名而至輪候服務的人數大增，排期需三年之久。最近一年，我們也

以「關愛列車」之名，在香港及深圳醫院，先後為10名腦癱孩子進行手術，並配

合術後系統性復康計劃，幫助他們大幅改進肢體活動能力，這也是顯見的成果。

在後方香港辦公室，我們也不斷優化運作的模式，尤其在人力資源的編配上，力求更適切、

靈活及到位，更特別著眼同工的能力能否達最大發揮。具體的成效如過去一年，縱有同工退休離

職，事工加多，我們仍可不增補同工，而事工能暢順有效地開展；更重要是同工能在更配合其能

力及心志之職任安排下，不僅在事工上可發揮更大效能，也能從中獲得愈大的滿足感。

我們的目標固然是要組織有良好的管理，從而能實現我們的使命；然而，不能偏失的，是

「人」的價值──包括同工、義工及受助者──必須備受尊重。不然，所謂開發人的潛能，很可

能只是組織為得到績效，而把人視為工具去利用。我相信，當人獲得尊重，他的才能便可完全釋

放出來。

對於同工，我們說重視成效，不是一般所指的「成功」，而是重視「貢獻」（Not Success, 

but Service1）。對準這焦點，我們才會去掉陳規、構築新思路，為受助者謀求最適切的幫助，

並讓事工能超越原先的領域。這是為

何我們不會滿足於服侍康復中心50

多個 0-6 歲的腦癱孩童，我們還會想

到他們畢業後的前景、關切他們

7-12歲的教育及復康該怎麼辦；也

想到其中有哪些需配合手術的幫助；

又會思索如何延伸這服務至其他地區

的人⋯⋯

德魯克強調每一個組織都必須有

三個主要方面的績效：直接成果，價

值的實現和未來的人才開發。一直關

心房角石事工的您，請也記念在前線

後方眾同工的需要。沒有人才，事工

將無以為繼，也不會有成果產出。您

們的禱告、關心及奉獻2，請也填補

這重要的一環。

奉獻封
我願意：

□ 成為房角石之友       □ 成為房角石義工

□ 邀請房角石的同工到本教會 / 機構 / 公司分享中國事工

□ 為房角石協會及其中國事工禱告

□ 定期收到房角石協會《通訊》（ □ 電郵 ／□ 郵寄）

□ 一次過 ／ □ 每月 奉獻支持房角石協會以下項目：

○ 經常費 $ ____________________   ○ 同工薪津 $ ______________ 

○ 醫療事工 $ __________________   ○ 教育事工 $ ______________              

○ 社會服務 $ __________________   ○ 教會事工 $ ______________          

○ 援災工作 $ 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如特別指定地區、項目）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

個人資料

□ 先生       □ 女士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網上信用卡捐款
請登入本會網頁www.cornerstone.org.hk進行，可即時捐款或登記
成為每月捐款者，程序簡單安全。

□ 直接存入銀行戶口
本會銀行帳號為恆生銀行277-9-019591，請將收據副本連同姓名及
聯絡電話，郵寄、傳真或電郵至房角石協會辦事處。

□ 銀行每月自動轉賬
請於本會網頁下載「直接付款授權書」，填妥後郵寄、傳真或電郵
至房角石協會辦事處。

□ 支票一次性捐款

支票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抬頭請寫「房角石協會有限公司」或「Cornerstone Association Ltd.」 

□ 信用卡捐款

□                      □                     □ 

信用卡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期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簽發銀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每月捐款  本人現授權房角石協會有限公司由本人之信用卡賬戶內定期扣除上
 述之賬款，直至本人另行通知為止。 本人同意此授權書於本人之信

 用卡有效期後及獲續發新卡時繼續生效，並毋須另行填寫授權書。

□ 單次捐款  請於本人之信用卡賬戶內一次過扣除以上賬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簽署  (必須與信用卡簽名相符)                        日期

(港幣100元或以上的捐款均可憑收據享有香港政府稅務扣減優惠。) 

內部專用

開始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終止日期及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處理日期:_______________

多謝  的支持您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 閣下提供本會的個人資料，只會用於寄發本會通訊、活動和課程資訊，以及開立收據、
招募、宣傳推廣及邀請、籌款、收集意見等有關用途。

 *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本會所持閣下的個人資料。
使用個人資料同意書：
本人 * 同意 / 不同意房角石協會使用所持的本人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話號碼、傳真號

碼、電郵地址、郵寄地址、所屬教會/機構資料等）於寄發本會通訊、活動和課程資訊，以

及開立收據、招募、宣傳推廣及邀請、籌款、收集意見等相關訊息。

(*請刪去不適用者)

簽名：                                    日期：

請對摺及封口

請對摺及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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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政 報 告
二 零 一 七 年 一 至  五 月 份

   收入 支出   結餘/(不敷)
   HK$ HK$   HK$  
事工項目 (註 1)     
教會事工   395,051.18 (546,581.48) (151,530.30) 
教育事工 (註 2)   467,347.13 (75,319.44)   392,027.69  
醫療事工   1,016,979.65 (814,461.54) 202,518.11  
社會服務   734,150.76 (336,704.51) 397,446.25  
援災   131,500.00 (211,014.62) (79,514.62)
人力支援    (407,323.35) (407,323.35)
其他 (註 3)   1,281,863.66 (351,324.96) 930,538.70  

管理及行政     
經常費收入   1,014,218.60   
其他收入   196,592.17   
辦公室營運    (281,884.09)   
辦公室同工    (968,828.71) (39,902.03)

籌款及推廣     
推廣交流費    (29,646.88) 
推廣部同工    (211,149.75)  
文景樓宿舍 (註 4)   6,000.00 (10,533.86)   
對外奉獻    (15,000.00) (260,330.49)
事工及經常費合共   5,243,703.15  (4,259,773.19) 983,929.96  

    
註 1：收入包括由個別教會奉獻指定事工項目之「專用款」。
註 2：教育事工需要籌募足夠儲備以於每個新學期開始時一起發放助學款。
註 3：包括各地區事工運作行政、探訪交流行程。
註 4：文景樓宿舍供接待內地官員、牧者或海外人士，以便來港交流。

我辦公室有一株瀕死的楓樹盆景，紅葉隨冬天過去盡皆脫落，春夏

相繼到來，葉子卻沒有再長出來。看著沒有葉子的楓樹，我想起那

只有葉子的無花果樹⋯⋯

聖經記載的那一棵無花果樹，主耶穌對它表達出強烈的不滿，原因是它只長

滿葉子，卻沒有結果子。我深覺得，作為一所服侍人的機構，也不可徒有「葉

子」，縱使那些葉子是多麼可觀！

有「現代管理學之父」之稱的彼得‧德魯克（Peter F. Drucker），他有一個

銳利的觀察：「大多數非營利組織仍舊認為他們只需要有良好的出發點和有一顆

純潔的心。他們還沒有認識到他們要對工作成果和效績負責。」

「良好的出發點」和「純潔的心」充其量只是美麗的葉子，我們必須要有見

得到的成果和效績。

我們服侍的中國，情勢每天在變。好的轉變如國民經濟持續在改善，雖然這令

致我們某些事工的規模相應地有所縮減（如助學）；但與此同時，我們在不少事

工上（如醫療及各地區事工），都有著理想的開展。例如我們在青海福利慈善醫

院正進行的「貧困家庭唇顎裂患兒免費手術治療專案」，自2016年3月啟動服侍

以來，已先後安排四次手術隊，成功為80多名來自貧困家庭的唇顎裂孩子進行手

術（包括資助他們的手術及住院費用），服務成效甚至國內的中新網在6月13日

也作出報導。

又例如對腦癱孩子的復康工作，我們在湖北武漢殘聯，協助其腦癱康復部推

動「引導式教育」，現今全數50多名病童均獲得顯著進步，成績得到殘聯及所有

家長肯定，慕名而至輪候服務的人數大增，排期需三年之久。最近一年，我們也

以「關愛列車」之名，在香港及深圳醫院，先後為10名腦癱孩子進行手術，並配

合術後系統性復康計劃，幫助他們大幅改進肢體活動能力，這也是顯見的成果。

在後方香港辦公室，我們也不斷優化運作的模式，尤其在人力資源的編配上，力求更適切、

靈活及到位，更特別著眼同工的能力能否達最大發揮。具體的成效如過去一年，縱有同工退休離

職，事工加多，我們仍可不增補同工，而事工能暢順有效地開展；更重要是同工能在更配合其能

力及心志之職任安排下，不僅在事工上可發揮更大效能，也能從中獲得愈大的滿足感。

我們的目標固然是要組織有良好的管理，從而能實現我們的使命；然而，不能偏失的，是

「人」的價值──包括同工、義工及受助者──必須備受尊重。不然，所謂開發人的潛能，很可

能只是組織為得到績效，而把人視為工具去利用。我相信，當人獲得尊重，他的才能便可完全釋

放出來。

對於同工，我們說重視成效，不是一般所指的「成功」，而是重視「貢獻」（Not Success, 

but Service1）。對準這焦點，我們才會去掉陳規、構築新思路，為受助者謀求最適切的幫助，

並讓事工能超越原先的領域。這是為

何我們不會滿足於服侍康復中心50

多個 0-6 歲的腦癱孩童，我們還會想

到他們畢業後的前景、關切他們

7-12歲的教育及復康該怎麼辦；也

想到其中有哪些需配合手術的幫助；

又會思索如何延伸這服務至其他地區

的人⋯⋯

德魯克強調每一個組織都必須有

三個主要方面的績效：直接成果，價

值的實現和未來的人才開發。一直關

心房角石事工的您，請也記念在前線

後方眾同工的需要。沒有人才，事工

將無以為繼，也不會有成果產出。您

們的禱告、關心及奉獻2，請也填補

這重要的一環。



最明亮的星

   收入 支出   結餘/(不敷)
   HK$ HK$   HK$  
事工項目 (註 1)     
教會事工   395,051.18 (546,581.48) (151,530.30) 
教育事工 (註 2)   467,347.13 (75,319.44)   392,027.69  
醫療事工   1,016,979.65 (814,461.54) 202,518.11  
社會服務   734,150.76 (336,704.51) 397,446.25  
援災   131,500.00 (211,014.62) (79,514.62)
人力支援    (407,323.35) (407,323.35)
其他 (註 3)   1,281,863.66 (351,324.96) 930,538.70  

管理及行政     
經常費收入   1,014,218.60   
其他收入   196,592.17   
辦公室營運    (281,884.09)   
辦公室同工    (968,828.71) (39,902.03)

籌款及推廣     
推廣交流費    (29,646.88) 
推廣部同工    (211,149.75)  
文景樓宿舍 (註 4)   6,000.00 (10,533.86)   
對外奉獻    (15,000.00) (260,330.49)
事工及經常費合共   5,243,703.15  (4,259,773.19) 983,929.96  

    
註 1：收入包括由個別教會奉獻指定事工項目之「專用款」。
註 2：教育事工需要籌募足夠儲備以於每個新學期開始時一起發放助學款。
註 3：包括各地區事工運作行政、探訪交流行程。
註 4：文景樓宿舍供接待內地官員、牧者或海外人士，以便來港交流。

通訊第81期
出版：房角石協會有限公司
督印：湯頌年 

房角石協會董事會成員

主  席：湯頌年 義務總幹事：簡耀堂 
副主席：簡耀堂 副總幹事：黎嘉讓 
董 事：鍾尚甘、楊君武、阮成國、鄒德根、畢德富、 義務核數師：吳孫劉會計師事務所
  鍾煥璋、潘達文、易嘉濂、彭秋芬、陳茹九、 同工：張艷艷、連碧霞、蘇詠雅、翁傑剛、鄧英娥、
  潘國賢、王礽福  江厦妮、周秀琼、鍾文珊、朱少珍、黃小玲、
    劉惠儀

聖傑很享受校園生活上體育課也很積極投入

聖傑媽媽（本會特殊兒童復康項目資助家庭）

我辦公室有一株瀕死的楓樹盆景，紅葉隨冬天過去盡皆脫落，春夏

相繼到來，葉子卻沒有再長出來。看著沒有葉子的楓樹，我想起那

只有葉子的無花果樹⋯⋯

聖經記載的那一棵無花果樹，主耶穌對它表達出強烈的不滿，原因是它只長

滿葉子，卻沒有結果子。我深覺得，作為一所服侍人的機構，也不可徒有「葉

子」，縱使那些葉子是多麼可觀！

有「現代管理學之父」之稱的彼得‧德魯克（Peter F. Drucker），他有一個

銳利的觀察：「大多數非營利組織仍舊認為他們只需要有良好的出發點和有一顆

純潔的心。他們還沒有認識到他們要對工作成果和效績負責。」

「良好的出發點」和「純潔的心」充其量只是美麗的葉子，我們必須要有見

得到的成果和效績。

我們服侍的中國，情勢每天在變。好的轉變如國民經濟持續在改善，雖然這令

致我們某些事工的規模相應地有所縮減（如助學）；但與此同時，我們在不少事

工上（如醫療及各地區事工），都有著理想的開展。例如我們在青海福利慈善醫

院正進行的「貧困家庭唇顎裂患兒免費手術治療專案」，自2016年3月啟動服侍

以來，已先後安排四次手術隊，成功為80多名來自貧困家庭的唇顎裂孩子進行手

術（包括資助他們的手術及住院費用），服務成效甚至國內的中新網在6月13日

也作出報導。

又例如對腦癱孩子的復康工作，我們在湖北武漢殘聯，協助其腦癱康復部推

動「引導式教育」，現今全數50多名病童均獲得顯著進步，成績得到殘聯及所有

家長肯定，慕名而至輪候服務的人數大增，排期需三年之久。最近一年，我們也

以「關愛列車」之名，在香港及深圳醫院，先後為10名腦癱孩子進行手術，並配

合術後系統性復康計劃，幫助他們大幅改進肢體活動能力，這也是顯見的成果。

在後方香港辦公室，我們也不斷優化運作的模式，尤其在人力資源的編配上，力求更適切、

靈活及到位，更特別著眼同工的能力能否達最大發揮。具體的成效如過去一年，縱有同工退休離

職，事工加多，我們仍可不增補同工，而事工能暢順有效地開展；更重要是同工能在更配合其能

力及心志之職任安排下，不僅在事工上可發揮更大效能，也能從中獲得愈大的滿足感。

我們的目標固然是要組織有良好的管理，從而能實現我們的使命；然而，不能偏失的，是

「人」的價值──包括同工、義工及受助者──必須備受尊重。不然，所謂開發人的潛能，很可

能只是組織為得到績效，而把人視為工具去利用。我相信，當人獲得尊重，他的才能便可完全釋

放出來。

對於同工，我們說重視成效，不是一般所指的「成功」，而是重視「貢獻」（Not Success, 

but Service1）。對準這焦點，我們才會去掉陳規、構築新思路，為受助者謀求最適切的幫助，

並讓事工能超越原先的領域。這是為

何我們不會滿足於服侍康復中心50

多個 0-6 歲的腦癱孩童，我們還會想

到他們畢業後的前景、關切他們

7-12歲的教育及復康該怎麼辦；也

想到其中有哪些需配合手術的幫助；

又會思索如何延伸這服務至其他地區

的人⋯⋯

德魯克強調每一個組織都必須有

三個主要方面的績效：直接成果，價

值的實現和未來的人才開發。一直關

心房角石事工的您，請也記念在前線

後方眾同工的需要。沒有人才，事工

將無以為繼，也不會有成果產出。您

們的禱告、關心及奉獻2，請也填補

這重要的一環。

2016年夏季是一個讓我期待又讓我迷茫的季節，因為我們就要離開中心（編按：湖北省殘

疾人康復中心）回去上小學了。離開像家一樣的中心，回到現實，我們又該何去何從？之前王老

師(按:本會同工)帶我們去過的學校，沒有一所有肯定的答案，各種推脫之詞讓人提心吊膽，心有餘

悸。儘管後來我們又找社區的工作人員一起到教育局基教科諮詢，並得到回覆：「適齡兒童都有上

學的權力，學校不能拒收適齡兒童，不管是否有殘疾。」但心裡的擔憂卻依然如影隨形。

熬到了8月底，我們終於在錄取分配表看到孩子的名字。當時的心情無法用言語來表達，有種望眼欲穿、突見光

明的感覺，那種長時間的壓抑突然得到釋放。孩子高興得跳起來：「我可以上學啦！」因孩子的特殊性，我及時跟班

主任溝通，與學校領導協調後同意我在學校陪讀。

孩子有了學校，心裡稍微踏實了，但我知道這只是第一步，還有很長一段充滿未知的路要走，但我並不害怕。9

月1日正式開學，班主任是一個既有愛心又很和藹的女老師。第一節課講學校的規章制度、注意事項，還要求大家要

互相關愛，照顧他人。孩子遇上這樣的老師，是他的福份。而上課很快進入了正軌，我每天也跟著忙碌起來，上課寫

不完老師講的內容，我就要求孩子下課後把它再補寫完成。我跟他一起上課，體育課跟著他，鼓勵他做能做的鍛煉，

放學牽著他的手回家。

孩子也很自覺做作業，沒寫好的字擦了再重寫。他寫得很努力，也挺辛苦。即使寫得不好看，可在我眼裡，也是

最美的文字，是他努力做到的。完成作業後還要做鍛煉，每天的時間過的很緊，很苦也很充實。雖然有時他也會使點

小性子，想想孩子都是淘氣的，就跟他慢慢溝通。

他想參加畫班，我與他爸爸商量後都同意，不求學的多好，只要他快樂。他有興趣是好事，也是鍛煉的機會，可

以練練他的手，擴闊他的眼界。而且他從小就膽子小，這樣也可以接觸更多的朋友。儘管我們的條件有限，但我不想

因為這造成我和他今後的缺憾，我要支持他。後來繪畫老師說他還不錯，注意觀察，敢於下筆，一些結構還是很清

楚，只是手的動作協調差了點。他的進步，我都看在眼裡，存在心間。感謝一路上給予我們幫助的人，你們的幫助給

孩子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

轉眼到了上學期期末，迎來他第一次真正的考試。我期待他有好成績，但又擔心他寫字慢，跟不上時間，做不完

題目，還有閱卷老師會是自己班老師嗎？成績下來後，語文數學都在95以上。我很欣慰，孩子取得的成績來之不易，

付出了比其他孩子更多的努力。因為他不放棄，從他身上，我反而學會了許多⋯⋯

儘管辛苦，甚至絕望過，但這一切是值得的！其實不是我們的孩子不優秀，而

是我們是否願意為他去爭取，只要我們捨得放開手，他一定會為自己創造一片天。

儘管會遭遇挫折，甚至更嚴酷的事情，只要他不放棄，他是快樂的，我們就得支持

守候！因為他是那麼的與眾不同，在我眼裡他就是我心中最亮的星星！

(編按：聖傑是本會特殊兒童復康項
目所服務的孩子，在同工的協助
下，現時他已在普通學校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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