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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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寄發本會通訊和活動資訊，以及招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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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

# 請將填妥表格連同支票/入數紙(如有)

寄回房角石協會辦事處(郵寄/傳真/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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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郵寄通知
為了節省郵費開支及節約用紙，本會歡迎大

家轉收電子版《通訊》。

若你有意改以電郵方式收取《通訊》，請將

姓 名 、 聯 絡 電 話 及 電 郵 地 址 電 郵 至 

info@cornerstone.org.hk。謝謝！

歡迎瀏覽本會網站捐獻支持，亦可掃瞄以下二維碼直接前往捐款頁面﹕

               每月捐款https://goo.gl/bESH9L                          單次捐款https://goo.gl/NPLG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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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工檔案

感謝神過去一年帶領本會眾義工、事委員、同工及董事會成員，上下一心、

同心合意服侍主、服侍內地教會及社群。求主賜福眾人，並賜健康的身體及靈

命，在未來的日子繼續為主擺上，發熱發光。

廣東事工
日期：2月下旬(2天)

行程：探訪五邑地區教會

人數：6人

醫療事工
1. 請繼續記念湖北申請代辦處的手續，

求主為申請過程開平坦的道路。

2. 本會正在為特殊兒童復康項目購置新

物業，求主繼續供應所需資金。

關愛列車行動：
3. 感恩2018年9月在港接受手術的3位

小朋友復康治療進展理想，已於12月

20日順利返回原居地。

社會服務事工
1. 感恩南充地區有關單位的領導有意進一步探索醫療與社服融合項目，求主帶領有美好

的進展。

2.「單車情繫赤子心2019」香港站單車籌款活動於1月5日完滿結束，感謝眾人參與支

持，為本會社會服務事工籌得經費超過港幣36萬！

辦公室
1. 請繼續禱告記念本會經常費需要，求主親自供應！我們擬於5月底舉辦籌款晚宴，為本

會經常費籌款。

2. 感謝主！黃勁潔姊妹於1月2日加入本會，出任醫療事工幹事。請記念姊妹的適應及團

隊的配搭。

雙月祈禱會
2019年雙月祈禱會日期如下：26/2、30/4、25/6、27/8、29/10、3/12

願神呼召更多有心人一同來為中國及房角石的工作禱告。

湖北特殊兒童復康項目：
1. 日期：2018年12月下旬 (4天)

 行程：武漢康復中心聖誕探訪行程

 人數：34人親子團

 

2. 日期：1月上旬 (4天)

 行程：參觀廣西雲彩行動

 人數：3位本會同工

3. 日期：2月中旬(6天)

 行程：武漢康復中心專家心理評估行程

 人數：5人

2018年12月-2019年2月事工檔案

奉獻表格
我願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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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透過WhatsApp 6848 4994交回表格及入數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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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雲南事工
日期：2月中旬 (5天)

行程：教會分享交流

人數：1人

廣西事工
1. 日期：2018年12月下旬(6天)

 行程：廣西教會20週年堂慶聖誕探訪行程

 人數：19人

 

2. 日期：2月中旬 (10天)

 行程：桂柳交流探訪行程

 人數：9人

四川事工
1. 日期：1月中旬(5天)

 行程：南充事委醫療及骨科手術行程

 人數：6人

 手術：4例

 

2. 正在商討和籌備四川南充醫院擴建和培訓

專案，幫助醫院重整

湖南事工
2019-20年助

學申請及甄選

工作展開



印刷品

香港尖沙咀柯士甸路22-26A號好兆年行504室

電話：2314 8942  傳真：2782 4891

電郵：info@cornerstone.org.hk

網址：www.cornerstone.org.hk

房角石協會

主 席：湯頌年   
副主席：簡耀堂   
董 事：鍾尚甘、楊君武、阮成國、鄒德根、畢德富、鍾煥璋、潘達文、易嘉濂、彭秋芬、陳茹九、
  潘國賢、王礽福
義務總幹事：簡耀堂
副總幹事：黎嘉讓
義務核數師：吳孫劉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後

   收入 支出   結餘/(不敷)
   HK$ HK$   HK$  
事工項目 (註 1) 
教會事工 2,013,055.33 (1,787,336.51) 225,718.82
教育事工 (註 2) 2,095,021.25 (2,105,944.58) (10,923.33) 
醫療事工 3,112,170.49 (3,594,061.10)  (481,890.61) 
社會服務 839,865.45 (711,777.96) 128,087.49 
援災 194,280.00 (190,393.92) 3,886.08 
人力支援  (925,664.81) (925,664.81)
其他 (註 3) 4,196,187.61 (2,753,694.65) 1,442,492.96

管理及行政    
經常費收入 2,964,733.98
其他收入 956,287.20   
辦公室營運  (809,663.26)   
辦公室同工  (2,292,434.29) 818,923.63

籌款及推廣   
推廣交流費  (491,339.22) 
推廣部同工  (481,754.70)  
文景樓宿舍 (註 4)   42,100.00 (28,899.01)   
對外奉獻  (36,000.00) (995,892.93)

事工及經常費合共 16,413,701.31  (16,208,964.01) 204,737.30

和諧號速遞 活動花絮

房角石協會  董事會成員

財政報告  二零一八年一至十二月份（未經審核）

耶穌心裡是想著那人的，我這樣相

信。縱使祂在海邊面向著成千上百的群

眾，一整天在向他們講論時，祂心裡仍

是想著那人的。

所以當夜幕低垂，加利利海已漆黑

一片，祂仍吩咐門徒將船渡到對岸。

在海中心，狂風暴浪陡然翻起，祂

因身心俱疲依然沉睡；後來是門徒帶著

驚恐的怨聲將祂弄醒，祂隨即平靜了風

浪。而那時，我相信，祂的心仍繫念著

那人的。

一直在說「那人」，是因他的名字

無從稽考。人以他被關鎖的地名──格

拉森──稱呼他，那也可能是他土生土

長的地方。

這「格拉森人」是怎樣的一個

「人」？按一般標準言，他已喪失作為

人應有的最起碼本質──理智、羞恥

心、自控及社交能力盡皆缺如──他說

是被鬼附著，晝夜在墳塋、山中喊叫，

赤身露體，不斷用石頭砍自己。人一次

又一次用腳鐐、鐵鍊捆鎖他，他一次又

一次掙脫。他在人類社會中，雖如影子

般隱沒，但卻是眾人心底沒法甩開的重

擔；既是潛在的威脅，又如一根在背上

的芒刺！

耶穌，卻心中念記著這樣的一個

房角石「單車情繫赤子心」單車籌

款活動已於2019年1月5日圓滿結束，

為本會國內社會服務籌得港幣超過36

萬，衷心感謝各位踴躍支持，願大家未

來亦保持著這份衝勁與愛心，新一年更

豐盛精彩！

是次活動約有200人出席，反應踴

躍，當日氣氛熱烈，不論老少齊齊身體

力行為房角石國內社會服務籌款！今次

的路線與歷屆不同，由屯門至濕地公園

折返，全程約24公里，實在是一大挑

戰，但參加者毫不退縮，到達終點後仍

回味無窮！

感恩有大家付出汗水體力，各崗位

義工亦謹守其職，有的在前方開路護

航，有的負責打氣鼓勵、補給物資，有

的負責拍照錄影，大家都不遺餘力，同

心踏上這熱血的旅程。每年我們都會向

參加者致送嘉許證書，接過證書那一刻

大家的表情都很自豪！

尋找？？？人 大踏步．單車情繫赤子心2019年1月5日黎嘉讓牧師（本會副總幹事）

今天對於格拉森(Gerasenes)這地方究竟在哪，仍富爭論。一個說法指那

是約旦的Umm Qais，另一個說法則是以色列的庫爾西(Kursi)。後者就在

加利利海的東邊，現於其中找到一處屬五世紀的拜占庭修道院遺跡。

痳瘋病者

腦癱兒童

若想回顧更多精彩片段，歡迎造訪本會Facebook專頁﹕

人，並不辭勞苦地去尋找他、幫助他，

使他神志終於清醒過來了、羞恥之心恢

復了。耶穌更鼓勵他重新與人建立關

係，讓他可再被大眾社會所接納；然而

耶穌自己卻因幫助此人而得咎，反成了

眾人驅趕的對象。

這事蹟到最後，我們仍不知那人姓

甚名誰；但肯定的是，他已重新找回自

己，也曉得耶穌是按名字認識他、更是

按他本相接納了他。

昔日，主耶穌便是這樣，眼中不單

有成千上萬的群眾，也刻意去尋找有特

別需要的人──痳瘋病者、癱瘓病人、

妓女、被鬼附的人⋯⋯──一個、一

個、又一個地給予最適切的幫助。今

天，說要學傚耶穌的人，當如何看重祂

所看重的？房角石在神州大地的服事，

除看到那些以千萬計的群眾外，豈不也

當找出掩蔽在黑影下的一個、一個、又

一個個體，助他們尋回作為一個「人」

的價值？

一首古舊的聖詩＜奇異恩典＞有這

樣的歌詞──「前我失喪，今被尋回；

瞎眼，今得看見。」──這寶貴的信

息，歷久常新地仍在無數蒙恩的心靈內

迴響。

房角石協會

盼望透過這個活動，可以讓大家

身體力行地與人分享自己所擁有的，

付出的不只是金錢，也是一顆溫暖的

心、一份真摯的愛。

[特別鳴謝]
感謝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荔枝角靈糧堂敬拜隊、鴻福堂集團、

蛋撻王、億達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龍記單車及插畫師小半全力支持是次

房角石協會單車籌款活動，願您們的

心意成為社會服務對象的祝福！

2019年之始，我們已經十分期待

下一趟旅程的到來，深願您也能夠與

我們一同踏上這趟旅程！

宣傳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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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單位、牧者或海外人士，以便來港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