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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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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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傳推廣

房角石協會
2020年行程及活動總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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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君武   
董 事：簡耀堂、鄒德根、阮成國、鍾煥璋、畢德富、鍾尚甘、易嘉濂、潘國賢、陳茹九、王礽福、
  黃家輝、周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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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820.18 (1,011,704.41) (273,884.23) 
教育事工 (註 2) 1,183,815.01 (1,543,185.30) (359,370.29) 
醫療事工 1,377,012.06 (1,421,610.32) (44,598.26) 
社會服務 420,473.97 (375,813.22) 44,660.75 
援災 13,795.00 (105,240.35) 26,554.65 
人力支援  (1,139,853.08)  (1,139,853.08) 
其他 (註 3) 2,788,152.47 (6,461,018.72) (3,672,866.25)

管理及行政    
經常費收入 3,480,115.64
其他收入 571,367.34   
辦公室營運  (566,977.64)   
辦公室同工  (1,998,332.65) 1,486,152.69  

籌款及推廣   
推廣交流費  (406,458.17) 
推廣部同工  (299,692.00)   
文景樓宿舍 (註 4)   15,172.00 (35,361.30)   
對外奉獻  (30,500.00) (756,839.47)

事工及經常費合共 10,705,723.67  (15,395,767.16) (4,690,043.49)

房角石協會  董事會成員

財政報告  二零一九年一至十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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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

 編號 日期 地區 性質 招募對象 費用(約)

 SC2002C 2月21-24日 四川 南充事委行程 事委成員 待定

 GL2007C 7月 桂柳 夏季交流探訪行程 成熟義工 待定

 SC2007C 7月30日-8月3日 四川 探訪行程 成熟義工 $4,500

 YN2007C_A 7月30日-8月5日 雲南 暑假探訪行程 成熟義工 $7,500

 YN2007C_B 7月30日-8月5日 雲南 暑假探訪行程 成熟義工 $7,000

 GX2011C 11月 靖西 交流探訪行程 成熟義工 $4,000

 YN2011C 11月13-19日 雲南 交流探訪行程 成熟義工 $7,000

 YN2012C 12月23-29日 雲南 聖誕探訪行程 成熟義工 $7,500

教育

 編號 日期 地區 性質 招募對象 費用(約)

 HN2004E 4月29日-5月2日 湖南 畢業生交流會 成熟義工 待定

 GL2007E 7月 桂柳 夏季探訪行程 成熟義工 $3,000

 HC2010E 10月 廣西 畢業生交流會 成熟義工 待定

醫療

 編號 日期 地區 性質 招募對象 費用(約)

 SC2002M 2月16-22日 四川 骨科手術 醫護人員 $5,000

 QH2004M 4月05-11日 青海 唇顎裂手術 醫療人員 $6,000

 HB2004M 4月10-13日 武漢 特殊兒童項目 成熟義工 $3,000

 QH2006M 6月23-29日 青海 言語治療/復康治療 言語/康復治療師 $6,000

 QH2007M 7月05-11日 青海 骨科手術 醫療人員 $6,000

 QH2008M 8月09-15日 青海 唇顎裂手術 醫療人員 $6,000

 QH2010M 10月04-10日 青海 言語治療/復康治療 言語/康復治療師 $6,000

 HB2012M 12月24-27日 武漢 特殊兒童項目 成熟義工 $3,000

 --- 6-9月 關愛列車_鄭志剛兒童基金計劃2020 成熟義工 ---

 --- 9-12月 關愛列車_(香港地區)計劃2020 成熟義工 ---

*以上行程將按各區事委安排，行程日期及費用或會有所調整，

請留意我們的最新通知；

所有行程會於出發時間30日前截止報名，滿額即止。

出發前將另行通知是否成團。

*可直接於本會網站「活動報名」中報名或下載「房角石活動報名表」，

填妥後郵寄、傳真或電腦至房角石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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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聚會 / 活動

 日期 地區 性質 招募對象

 2月25日 香港 雙月祈禱會 信徒

 4月28日 香港 雙月祈禱會 信徒

 6月23日 香港 雙月祈禱會 信徒

 8月25日 香港 雙月祈禱會 信徒

 10月27日 香港 雙月祈禱會 信徒

 12月8日 香港 雙月祈禱會 信徒



青海

四川

雲南
廣西 廣東

湖南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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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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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編首文章

踏進十二月，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

會，不是近乎理所當然地洋溢著歡樂的

聖誕氣氛，而是籠罩著令人看不到前景

的瘴霧。

曾填寫一首聖誕詩歌〈聖誕星光〉

（調寄〈God Rest You Merry Gentle-

man〉），首節歌詞與今天城中人的心

境，或許有點貼近：

迷濛星光　蕭索缺月　寒夜令我怯慌
無從抵擋　淒風凜冽　潛夢肆意進闖
裂斷涯岸　困境多驚嚇　盼期待曙光
嘆息生關死劫兩茫茫　哪是前方
讓我滿心焦灼　失卻盼望

其實，在第一個「聖誕日」，又何嘗

有熱鬧的節日氣氛？神子耶穌降生為

人，理應是人類歷史中最轟天動地的事

件；然而，從聖經中我們讀到的，除了

祂的肉身父母約瑟、馬利亞及其親戚撒

迦利亞和以利沙伯這四人之外，知道主

降生而來朝拜的──幾個東方博士、一

群牧羊人、一個普通人西面和一位老女

先知亞拿──屈指可數。

我們從聖經也讀到，在主將要降生前

的一段日子，有一顆「聖誕星」在天際

出現。但這顆特別明亮燦爛的星，竟然

只有幾個東方博士留意到（守夜的牧羊

人似乎也視若無睹）。

造成分別的，我相信不是誰具有資訊

或知識方面的優勢。希律王後來也知道

了這星，但與博士們的反應截然相反：

博士見了，會涉水攀山去尋找、朝拜新

生王；希律王知道了，卻要千方百計去

剷除之而後快。

故此，有福得以朝拜這聖嬰孩的，是

那些具備一顆「柔軟」的心的人。他們

的身份不論是博士、是先知、或是牧羊

人，皆承認人的渺小卑微，誠懇地去尋

真問道，從而蒙引領、認識天地的主

宰。相對那些自以為是、自高自傲的

人，他們要緊抓著對一切人與事的掌控

權；他們非但不會朝拜主，反而會瘋狂

地要將之消滅。

今天，無數困苦憂傷的心靈正亟亟以

待，所差的是有「誰」向他們告知這大

喜的信息。在所寫的另一首聖誕歌＜沒

有聖誕的地方＞中，歌詞（普通話）有

這麼一段：

北風還在吹　敲打某人心房
像吼叫悲嘆　又像呼喊
誰為他點燈　為他淺唱輕彈
寄予盼望　不在隔岸觀看

在這沒有聖誕氣氛的聖誕節期中，讓

我們切切禱告：唯願地上掌權者和所有

民眾都有一顆柔軟的心，能欣然接受從

天上而來的聖子耶穌；也讓我們願意跋

涉湖泊江河一彎又一彎，不問水遠路

長，將這份最珍貴的聖誕禮物「派送」

出去。

黎嘉讓牧師（本會副總幹事）

寫在沒有聖誕氣氛的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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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工檔案 湖北特殊兒童復康項目：
‧ 日期：11月19-22 日

 行程：專家到訪中心指導

 專家人數：3人

‧ 日期：12月23-27日

 行程：義工探訪

 義工人數：18人

2019年11-12月事工檔案

廣西事工
‧ 日期：11月

 行程：探訪交流+

 畢業生家庭重聚活動

 義工人數：9人

‧ 為桂柳地區基督教兩會改選代

禱，並求主興起更多的青年信徒

起來服侍和幫助教會的發展。

‧ 回顧：

 10月初一連五天的畢業生交流活動順利完成，23 位

畢業生與義工們歡度一段美好難忘的時光。

廣東事工
‧ 記念西樵教會新堂工程

‧ 日期：11月29日-12月1日(3天)

 行程：探訪交流

 義工人數：3人

雲南事工
‧ 日期：11月10-14日

 行程：探訪交流

 義工人數：8人

‧ 日期：12月20-26日

 行程：探訪交流

 義工人數：5人

‧為雲南策略性事工計劃祈

禱。求主感動本港各堂會願

意成為雲南教會的同行者，

能夠在禱告、事工推展及奉

獻上支持。

青海醫療隊
‧ 記念青海顎裂手術項目於2020

年申請基金資助及協議書的計劃

‧[回顧]

 日期：10月7-16日(10天)

 行程：第二期青海言語復康隊

 內容：

 A. 牙齒健康檢查及教育（40位唇顎裂手術後及腦癱病人）；

 B. 言語治療訓練（顎裂手術後19人次及腦癱病人28位）；

 C. 物理治療及職業治療的肢體康復訓練共23位病人；

 D. 培訓康復科的康復員6位及言語治療師2位。

 義工人數：7位澳洲雪梨華人宣道會義工，3位香港同工及義工

湖南事工
‧部份受助學生現正參與實習，求主帶領及保守。

‧請代禱記念明年舉行畢業生營會的籌備工作

‧[回顧] 感恩10月一些已成家立室的舊生們帶同配偶和兒

女，彼此聚首一

堂，分享他們一

起成長及與義工

們相處的快樂點

滴。

辦公室
‧請繼續禱告記念本會經常費需要，求主親

自供應！

‧今年最後一次雙月祈禱會已於12月3日舉行，

來年請繼續同來為中國及房角石的工作禱

告。(2020年祈禱會日期請參後頁行程表)。

‧本會Facebook專頁疑因帳戶被入侵而遭刪

除，如欲知最新事工消息及活動詳情，請

瀏覽本會網站www.cornerstone.org.hk或

致電2314 8942向本會查詢。

醫療事工
‧今年10月份醫療步行籌款活動因香港時勢而

取消，改用書面呼籲支持，至今，只收到回

應奉獻約合共港幣5萬元；來年醫療事工投

放預計約合共港幣700萬元。求主供應!

‧關愛列車行動
 在港完成骨科矯形手術的一位

廣西孩子，12月已將雙腳石膏

完全拆去並開始進行全面復康

運動，預計12月中旬回家鄉。

求主保守他有良好的復康進度及回鄉順利。

‧特別醫療服務項目
 南充社區醫院計劃於明年初投入服務，會先開設

門診服務，並住院大樓第一及第二層病房，初步提

供 35 張病床服務。求主帶領服務計劃順利展開。 

社會服務事工
‧為內地合作伙伴推展醫

療及社服融合項目祈

禱，盼能早日開展此項

服務，讓需要的人士得

著適切的幫助。

‧ 原定於明年1月4日舉

行，為社會服務事工需

要籌款的單車籌款活動

因時局暫停舉辦，求主

記念。

‧<特別消息>

1. 本會副總幹事黎嘉讓牧師因另有事奉方向

而請辭，將事奉至2020年2月1日。感謝黎

嘉讓牧師一直以來忠心的事奉，願主恩領

其前路。請記念!

2. 現正公開招聘總幹事，承接黎嘉讓牧師的

職事。求主差派工人，與本會團隊同心同

行，一起服侍國內教會及同胞，榮耀主名! 

‧ 為遠程教育課程( LONG 

DISTANT LEARNING)的籌

備祈禱

‧ 內地伙伴RL正物色附近更寬

闊地方，盼能於明年開始租

用，以改善服務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