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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的 話

湯頌年牧師（本會董事會主席）

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無愧的僕人
房角石協會的成立，其中是源於一個禱告。1994 年華南水災，一個小子在回鄉
賑災的歸途上，向上帝發出了一個嘆息：我可以為這些同胞做些甚麼？禱告引發了
行動，就是因為一份觸動與負擔，就這樣二十年過去了，我們經歷了許多神蹟，也
在其中見證了許多因為愛而轉化的生命故事。今年是房角石協會正式註冊及成立廿
周年的日子，是次感恩慶典的主題正是「神蹟 ‧ 活出愛」，也叫我記起最初的感動。
走過二十年，中國的變化很大，「富強」是這些年來描述中國的論調。我們禁
不住要思考，究竟現在她需要的是甚麼？中國教會如何承接在這世代的使命？在現
今中港關係中，香港教會又當扮演怎樣的角色？房角石又當怎樣成為一個使人加深
認識祖國的平台？
綜觀中國各種社會現象，難免為其中的誠信危機而憂心，並且意識到一種排拒
的張力。這時候，我想起服侍的起點，在耶穌基督裡面，都離不開生命的接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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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大，仍有人對真善美抱持至死不休的堅持，也有人為生存苦苦掙扎，心底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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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望，所盼望的是一線光，照進生命之中，使他們看見生之美善。
隨著房角石的服侍漸趨深化與專業化，參與服侍者更要學習如何處謙卑，並且
需要更大的忍耐與堅持。我們更願每次參與的服侍就是一次覺醒之旅，是對苦難與

限制的體察，是對神恩典的體悟。直至今天，房角石的延續，依然離不開真實的生
命接觸與信仰的實踐。
感謝忠心火熱的肢體、義工及同工的參與，延續房角石的使命，他們是最寶貴
的資源；最重要是感謝聖靈，是祂親自呼召人、感動人心——這是我們最大的力量。
而在漫長的路途上，我們逃不過時間的考驗。時間記錄了我們所作的工，也是量度
我們對神的信心與忠心的尺子。提摩太後書 2:15：「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
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現代中文譯本》譯作：「要努力在上
帝面前作一個經得起考驗，問心無愧的工人，正確地講解上帝真理的信息。」「得
蒙喜悅」可以譯作「認可」、「試驗」和「察驗」，意即「經得起考驗」，也有「經
試驗後適合使用」的意思。在神面前得蒙喜悅，意即「在神面前經祂試驗後合格」。
過去的年頭裏，我們經歷過許許多多考驗，也在學習不斷逃避試探，使徒保羅
這教訓一直是我們莫大的提醒。在這充滿危機、多變的世代，我們必須認清生命目
標，我們無法逃避，神已發出要求，要我們把自己呈獻在祂面前，付上代價，成為
經得起時間考驗並無愧的「僕人」。
這是一個過程，並非一蹴而就，保羅提醒我們當「竭力」，不斷靠神的恩典，
經過考驗。
「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啟示錄 2:10 下）唯願我們
用神的眼目看顧同胞，以基督的心腸愛同胞，時間必會顯明神的作為與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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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事工報告
廿載神蹟，重思出發

簡耀堂牧師（本會義務總幹事）

2015 年，房角石協會正式成立廿周年，面對回歸祖國十八載後現今的香港社會環境及兩地關係，
正好是一個時機回顧及檢視過往二十年走過的路，同時得認真思考及尋求未來當走的方向。今年，房
角石的事工雖面臨不少挑戰，但回想過去廿年，卻總看見神豐盛的恩典：信徒多年來忠心服侍、同胞
生命轉化、在嚴峻的環境中神仍然呼召祂的子民背負使命——各界對事工的肯定與積極回應，大大加
添我們力量勇敢面對挑戰，堅持倚靠神作工。
又感謝神帶領黎嘉讓牧師於這特別的一年加入房角石，擔任副總幹事一
職，對事工作出整合，帶來新氣象。現時本會服侍的地區為廣東、廣西、湖南、
湖北、雲南、青海、四川及貴州 8 個省份共 40 多個縣市，雖然某些地區的事
工需要暫緩，但另一方面我們亦積極探索可以開展及深化的服務。在禱告中，
我們大大經歷神奇妙的引導。

教會事工

新上任副總幹事
黎嘉讓牧師

教會事工方面，房角石今年繼續配合省兩會的工作，到訪不同省份探索及開拓可開展服務的平
台，而為配合國家社會現況及各區需要，我們的事工將轉為投放更多資源於神學教育，支援神學院及
聖經學校，除了已經於 2014 年初建成並開始運作的廣西基督教培訓中心，還有歷史悠久的湖南聖經
學校，新校園已於 2014 年開始動土，並將於 2016 年初完成主體工程（包括校舍及基督教兩會的辦
公樓）。新校將開設四年制神學本科課程，並成為湖南全省教牧退修中心。除了繼續資助貧困神學生、
捐贈工具書及改善學校設備外，房角石亦十分重視師資、教學團隊的生命，為此本會舉辦退修會及講
座等，促進兩地牧者及神學院講師交流學習，分享資源。

教育事工
本會今年繼續於廣西、湖南、貴州省助學，其中新增於湖南岳陽地區展開助學工作，全年共資助
大學生 494 人、高中生 316 人、小學生 40 人，投放港幣共約 303 萬元。另外於各助學地區舉行交流
營會及聚餐，在學受助學生及畢業生與香港義工朋友相聚，透過文化交流及競技活動等，學習愛與分
享。活動為他們的生活帶來正能量，亦有助他們發現及認識自己。另外今年安排了湖南優秀老師訪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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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本地學校的辦學理念，盼望對他們的教學工作有所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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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國家教育政策的調整，本會助學的投放有所縮減，加上過往我們積極鼓勵畢業生實踐「施比
受更為有福」，特設「心連心計劃」及「手牽手基金」，本年度僅是湖南地區便有 200 多位畢業生
回應計劃，籌得人民幣約 17 萬元，幫助家鄉學生繼續升學。未來，我們盼望能深化畢業生的關懷工
作，鼓勵他們發揮及承擔新一代的角色，能夠從更多層面真正回饋社會。

醫療及社會服務事工
目前內地社會逼切需要各種醫療服務，尤其是復康服務，以及針對特殊需要人士的醫療援助及技
術培訓。感謝神為我們預備謙卑的工人及合適的團隊，今年本會派駐資深職業治療師及社工於湖北武
漢，負責當地的特殊兒童復康項目，協助進行技術培訓、策劃家庭活動及家長輔導工作。項目至今開
展短短一年半，已經慢慢漸上軌道，並且獲得內地合作伙伴湖北省殘疾人康復中心的肯定與支持，服
務對象亦由一開始的腦癱兒童擴展至其他特殊需要兒童，數目亦由 20 多位增加至 50 多位。
除了向有需要的特殊兒童家庭繼續提供每月生活資助，社會服務同工亦開展個案跟進及小組工
作，配合香港義工的參與，推動家庭服務及培訓指導，感恩香港義工們的愛心都讓當地家庭深感溫暖。
本會計劃於 2016 年購置「關愛列車」進行外展服務，定期家訪及提供訓練建議，促進特殊需要兒童
獲得融合教育的機會。今年 11 月舉辦了「房角石醫療基金步行籌款 2015」，特別為這項事工籌募經
費，活動最終籌得約 90 萬。
臨床關懷作亦是本會醫療夢不容忽視的部份。在湖南省，除了生命天使義工訓練，今年亦開始與
當地合作多年的株洲市中心醫院開展「紓緩醫學」計劃，協助院方發展紓緩及臨終關懷服務。
另外，本會今年亦繼續舉辦四川及青海復康醫療隊，兩地的醫療隊分別自 2008 年及 2010 年的
大地震後開展服務，至今未曾間斷。醫療隊除了繼續提供義診外，亦探訪患病的信徒及同胞。而今年
本會更有機會到訪青海慈善福利醫院，商討開拓服侍的平台。2015 年所舉辦的醫療及相關考察行程
共 24 次，包括湖北武漢醫療隊 10 團、湖南生命天使訓練 8 團、四川醫療隊 4 團和青海醫療隊 2 團。  

推廣及傳訊事工
配合著事工的推展，資訊的傳遞及活動推廣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除了刊印雙月《通訊》，本
會今年繼續善用網頁及社交平台 Facebook 專頁宣傳及發佈事工消息，另外設計及印製整體事工及特
殊兒童復康項目簡介小冊子。同時，我們製作了全新整體事工宣傳片、義工生命見證影片及事工項目
介紹影片，透過影像更具體地與教會及各界分享本會的事工及果效，激發信徒服侍的心志。
此外，我們也十分重視與信徒及義工直接接觸與交流，舉辦義工分享會及祈禱會。除了這些平台，
我們亦藉廿周年感恩慶典一連兩天中國事工研討會、感恩晚宴及為期 3 天的內地探訪行程，凝聚教會、
信徒及各界義工，包括玩具公司 K's Kids、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教育學院等。而廿周年特刊總結房角
石 20 年來的事工發展，亦有助加深大家對本會的認識。不少參加者都反映對房角石的事工有了更完
整的圖畫，亦深受同胞及義工的生命見證所感動，願意有所回應。

展望
2016 年，我們展望事工能有所突破，包
括推動更多教會參與資源不足的省份的事工，
把握每個服侍的機會及平台；同時希望擴大助
學事工的影響力，有效地鼓勵畢業生回應社
會的需要，讓他們真正發揮生命影響生命的
力量。要開展事工，我們深知道必須倚靠神，
為此自去年 12 月起舉辦雙月祈禱晚會，藉分
享及代禱凝聚肢體義工，盼望本會在教會、醫
療、教育或社會服務方面皆有更成熟全面的
發展。願神在我們的服侍中得着最大的榮耀！

5

各省事工

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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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四川

湖南
雲南

廣西

廣東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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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清遠
感謝神！我們在清遠的服侍，轉瞬間，已踏入廿
載。感恩來自眾堂會牧者及弟兄姊妹與我們同心同行，
共勉服侍清遠同胞；感恩看到一個又一個的生命，在
主愛中茁壯成長。 願一切榮耀頌讚歸於父神！
配合時代的變遷、世情的變動，我們於今年下半年對清遠的服侍
作了相應的調整。無論人和事如何變更，神對清遠同胞的愛永不改變。

教會事工
今年義工們於 1 月、3 月及 5 月探訪福音村。經過多年的定期關
心探訪後，福音村信主人數增添，火熱愛主愛人，穩定參加教會聚會。
香港弟兄姊妹亦無間斷地探望連州偏遠鄉鎮的信徒，堅立他們對
神的信心，常鼓勵他們在神話語中裝備自己。由於一
直缺乏牧者牧養，其中一位信徒於年中甘願放下田耕
工作，回應神的呼召，出外報讀為期一年的聖經班，
打算回鄉後牧養羊群。
清遠市新堂經過多年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難，工
程已接近尾聲。教會於今年聖誕節前後共舉行 4 天聚
會，平安夜超過千人聚會，估計新堂將於 2016 年下
半年正式投入啟用。

教育事工
年初，本會義工於新年期間前往連州探望 14 位受助高中生，在校內與他
們見面歡聚，送上深切的關懷和鼓勵；也透過遊戲舒緩同學們學習的壓力及
緊張的情緒，度過愉快難忘的一天。
在學校的協助和安排下，3 月初幾位義工和在職畢業生一起探訪及關心
24 位英德市受助高中生。當中 9 位高一同學雖是第一次見面，也玩得投入開
懷；見到學有所成的師兄師姐們，令他們深受激勵，感到非
常雀躍、興奮。而 15 位應屆高考生也出席了晚飯，得以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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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義工們分享鼓勵的說話，同學們深深感受到房角石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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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大家庭的愛。
另外 10 位義工於 3 月中前往廣州探訪在職畢業生，關心
他們在工作和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挑戰和誘惑。10 多位在
職同學都很坦誠地分享他們面對的困難，義工們也分享他們
的經歷和考驗，彼此互勉提醒，作個積極、良善和正直的人。

社會服務
●

社區探訪關懷
今年初於農曆新年期間進行了社區關懷行
動，26 位義工與 40 多位五
保戶、特困戶家庭共晉團年
飯及製作手工藝品，歡度佳
節，大家打成一片，樂在其中。
另 外 於 1、3、5 月 義 工 隊 探 訪
清城區受助的貧困家庭，藉著定期的
探訪和真摯的關懷，陪伴他們度過艱
辛的日子，並見證著受助、受訪者在
關愛中的成長。

能夠重新行走的志剛
●

單車籌款活動
今年繼續舉辦第 18 屆「單車情繫赤子心」單車籌款活動，為廣東省社會服務事工籌款。今年首設內地湖

南株洲站及香港站，兩站活動分別於今年 12 月 25-29 日及 2016 年 1 月 1 日圓滿順利完成。感恩教會及各方
支持及協助，活動順利舉行，兩站參加者連同工作人員分別共 55 人及 175 人，籌得約港幣 40 萬。

湖南株洲站社會服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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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及展望

香港站

在變幻中，我們仍深信神的帶領，願神繼續賜福及眷顧清遠的教會及同胞，並為我們預備合適的時間，可
以善用各種資源，彼此服侍。

廣東五邑
因著環境及人事的變遷，本會的五邑事工
於 2015 年下半年稍作停歇，神使我們在平靜
中重新得力，再思考 2016 年的服侍方向。以
下是 2015 年的一些事工點滴。
街頭攤位活動——

扭汽球，吸引街坊

教會事工

參與

本會五邑事工委員會於今年 4 月初配合基督教江門堂順利舉行了「2015 江門復活節嘉年華」，內容包括
受苦節聖餐崇拜、復活節崇拜、佈道會及活動攤位等，共有 300 多人次入場。
整個嘉年華會主要由江門堂策劃及安排，共有義工 80 多名，幾乎全部都是當地弟兄姊妹，而本會則在事
前提供協助，與他們分享攤位遊戲設計及相關技巧。
感恩江門堂弟兄姊妹都有火熱事奉的心，並且教會
已能夠獨當一面，願教會繼續成長，興旺福音！

學習詩歌，一同讚美

總結及展望

製作五色珠分享福音

12 月初，本會再次前往五邑地區包括江門、新會、開平等地探訪當地教會，並得到以下的回應：
● 協助牧者及信徒領袖接受宣教裝備
● 協助推行小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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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開展成人主日學

房 角 石 協 會

● 協助跟進自來的小學及初中生
● 協助音樂、聖經課程、主日學老師、領袖及義工團隊等訓練
● 協助鄉村探訪
● 協辦暑期及其他活動

願神引領 2016 年的五邑事工的發展，盼望能夠激勵及服侍五邑教會，祝福更多同胞！

廣西河池

2015 年，蒙上帝的引領和保守，本事
委會在國家政策的急速變革下，繼續服侍河
池市金城江、都安、宜州、羅城、環江、巴
馬和東蘭共 7 個縣市。通過與當地政府、學
校和教會的合作，我們主要接觸和關心弱勢
社群，把資源投放在教會、教育和社區建設

暑假探訪河池坡粉堂同工

三個方面：在教會事工上，我們共投入人民幣約 20 萬元；在教育項目上，共投入人民幣約 116 萬元；在社區
建設上，我們投入人民幣 1 萬元，所有事工的總投放達人民幣約 137 萬元。

教會事工
●

資助同工
因農作物收成不穩定，山區農村教會的同工常要面臨生活朝不保夕的問題，為使工人得到應得的工錢，我

們回應了東蘭、環江和巴馬教會共 7 位受過神學訓練的傳道同工的需要，向他們發放了人民幣共約 6.7 萬元的
補助，以幫助他們專心一意地服侍教會。此外，一些經驗豐富的香港牧者義工亦十分關注他們的心靈成長和管
理教會所需的裝備，所以也親自前往探望，鼓勵他們努力堅持真道。
●

重建及維修教堂
承接 2014 年對金城江九圩教會重建工程的投放，我們欣喜能再次籌

集到人民幣共 5 萬元作為完工費用。教堂現在已不再是危樓，連地牢有
三層高，寬闊的大堂和活動室可供住在周邊村落的信徒於團契完結後留
宿，負責的傳道人更可有個安全的棲身之所。
另外，我們在 4 月份首次探訪都安縣弄工堂，認識了一對剛從中南
神學院畢業的牧師夫婦。當時的教堂是一棟久經失修、破爛簡陋的石屎
平房，為使教會有足夠的地方及長遠地發展福音工作，我們奉獻了人民

重建後明淨的九圩教會

幣共 8 萬元資助重建教堂。到了 8 月回訪，教堂已重修為兩層高的明淨
的 樓 房， 衷 心 盼 望
他們日後可以有效
地 使 用 教 堂， 服 侍
周邊村落的留守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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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和老人。

資助都安弄工堂重建及於 8 月視察重建進度

教育事工
●

硬件建設
今年我們資助了宜州的特殊教育學校、環江長美鄉浩宇小學和上

朝小學添置電腦器材和進行飲水池建設工程，當中投入資金合共人民
幣 15.9 萬元，希望可以改善學習環境，並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及寄
宿生活的質素。
●

助學計劃
因應國家對農村小學提供了更多資助，去年我們重新檢視了已沿

向升大一學生頒發助學金

用多年的助學計劃和模式，把更多資源投放在高中生身上。有見物價上漲，我們適度地調整了高中生的資助金
額，由以往每人人民幣 1,000 元增加至人民幣 1,500 至 2,000 元不等，以應付昂貴的書簿雜費。
至於大學生方面，他們在取得路費後，往往能夠申請到國家所設的一定金額的貸款和找到兼職賺取零用，
故此對他們的資助金額仍然維持在每人人民幣 3,500 元。總結全年，我們於河池市共資助了小學生 40 位、高
中生 110 位、大專及大學生 285 位，合計投放達人民幣約 100 萬元。
●

生活營及聯誼聚會
每年 5 月，我們都會為即將踏入職場的受助學生舉行畢業營會，讓他們彼此認識，建立成為一個互助的群

體。很高興今年參加營會的學生連義工多達 80 人，義工和學生各一半。透過團隊遊戲和分享工作願景，大家
建立了如家人般的親密關係。除義工外，更有 20 多位在職場打拼多年的學長前來分
享過往選擇工作或進修的經驗，讓即將畢業、進入人生另一階段的學生能夠有所參
考及作好準備。

義工與畢業生
合力完成遊戲

畢業營話別合唱

學長工作經驗交流

到了 12 月聖誕節，義工分成幾隊出訪各縣
市到受助孩子的學校和家庭探訪，了解他們在生
活上的煩惱和快樂。除聊天外，又會跟他們玩遊
戲、唱歌和跳舞。有些多才多藝的義工更預備了
表演扭氣球、魔術和音樂劇，讓孩子不要只是枯
燥地專注學習，而是從壓力中走出來輕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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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畢業生，我們同樣重視。經常往返內地

房 角 石 協 會

工作和熱心參與助學的義工不時探訪在廣東地區
如深圳和廣州工作的畢業生，舉行聯誼聚餐。人
生閱歷豐富的義工成為一群畢業生在工作、戀愛
婚姻和家庭育兒等各方面的同行者，給予他們心
靈上的安慰和支持。

聖誕探訪

社區建設
在都安縣，經民族及宗教事務
局的轉介，我們資助了偏僻的澄江
鄉德雅村共人民幣 1 萬元，幫助村
民開展水池建造工程，改善儲存乾
淨食水的情況。

扶助都安澄江鄉德雅村建造水池

全年行程總結
總結全年出訪 13 次，義工參與人數 191 人，服務人次達 1,528 人，詳細內容如下：
日期

地點

出訪義工人數

行程性質

服侍對象

9-12/2

南寧、都安及金城江

8人

事工探索及跟進

受助學生 30 人、
教會肢體 20 人

15-19/3

環江

4人

事工探索及跟進

受助學生 22 人、
教會肢體 50 人

18-21/4

都安

2人

視察工程及探訪

受助學生 30 人、
教會肢體 4 人

23-27/5

廣州

42 人

大學生畢業營

受助及畢業生 65 人

20-27/8

河池市

24 人

事委行程、

受助學生 65 人、

頒發助學金

教會肢體 40 人

探訪學校、

受助及畢業生 80 人、

教會節慶交流

教會肢體 200 人

探訪學校、

受助及畢業生 70 人、

教會節慶交流

教會肢體 300 人

探訪學校、

受助及畢業生 40 人、

教會節慶交流

教會肢體 100 人

探訪學校、

受助及畢業生 200 人、

教會節慶交流

教會肢體 300 人

探訪畢業生

畢業生 10-30 人不等

22-27/12
23-28/12
24-28/12
26/12-2/1/2016
不定期

環江
金城江
巴馬
宜州、羅城
廣州

23 人
28 人
26 人
26 人
8人

（合共 4 次）

2016 年計劃及展望
未來一年，本區事委會盼望能夠深化都安縣的助學事工，以及支援教會的工作。另外，配合內地教會的發
展方向，我們將積極回應天峨和鳳山縣在教會和社區層面的需要，求神賜下智慧，並引領事工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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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桂柳百色
得到忠心參與服侍多年的義工的支持，本會本
年度繼續在百色市服侍田東、田陽和靖西三個縣；
在桂柳地區，我們的事工主要在柳州市的融安、三
江和柳城縣。總結全年，我們共出訪 5 次，參與義

探訪靖西教會聚會

點

工共約 40 位，事工總投放共人民幣約 36 萬元，當
中於教會事工投入人民幣 26 萬元；在教育事工上投
入人民幣 10 萬元。

教會事工
●

資助神學生及教牧同工
我們所服侍的靖西教會地處偏遠山區，經濟以

農業為主，發展較為落後，受過完備神學訓練的傳
道人未必能夠獲得合適的待遇，基本生活所需未獲
滿足，以致他們未能專心致志地事奉、建立教會。
有見及此，我們在 2015 年資助新靖堂 3 位同工，

當地肢體炮製地道竹筒飯

合共投放人民幣約 1.7 萬元。
我們又積極地鼓勵教會推薦熱心的信徒接受神學裝備，以幫
助教會成長。一位來自田陽的年青的姊妹仍在中南神學院進修，
我們奉獻了人民幣 6,000 元作為她一年兩個學期的津貼，盼望她
在來年畢業後，成為「好牧人」，為主牧養羊群及收取豐碩的莊
稼。我們也回應了田東各個聚會點合共 12 位傳道同工的需要，
向他們每人每月資助人民幣 300 元，全年共投入人民幣約 4.3 萬
元。
●

重建教堂
為回應信徒急速增長的情況和教堂倒塌的危機，田陽感恩堂

於年前開始了重建工程。看見牧者同工熱心發展教會，我們為他
們籌集了約 19.5 萬元人民幣建築費，並組織義工前往當地協助同
工與承建商商談建築細節，確保工程順利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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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田陽感恩堂已由過往一層暗黑色的長型陋室變成六層高
的明亮大樓，日後可以為信徒提供更多活動和團契相交的地方。
但是，教堂的內部裝修仍需人民幣約 15 至 20 萬元，所以，我們
仍然需要弟兄姊妹的投入和支持，並鼓勵他們繼續堅心仰望神的
預備。
重建後的田陽感恩堂

春節探訪

●

交流探訪
今年，我們在春節和暑假時出隊探訪柳州教

會，進行聖經學習交流。除了為牧師、傳道和執
事提供教導和行政管理方面的訓練外，我們也
協助他們舉辦交流活動，以提高信徒領袖的聖
經知識和小組帶領技巧。義工來自香港和海外
地區如美國和加拿大等地，兩次行程分別為期
10 天，當地參與交流的信徒人次高達 400 多。

暑期探訪

感恩我們與當地教會已建立十多年的互信關係，信徒一直踴躍參與學習，大家從早到晚在教會裡分享聖經
和生活經歷，過程中彼此激勵，不論是知識或生命素質都有所提昇。義工又家訪了一些老弱孤寡的肢體，向他
們派發毛巾、餅乾、牙刷和牙膏等日用品，並跟他們一起唱詩歌、分享生活見證和互相勉勵。
除組織探訪隊到當地外，我們十分高興在 4 月和 10 月分別接待靖西和柳州教會的牧師、義務傳道和執事
來港交流，以增廣見聞，為他們的事奉及教會的發展提供一些啟迪。2 次接待合共 15 人，為期 4 至 5 天，他
們參觀了本會辦公室、建道神學院、香港神學院，另外又參加了本事委會教會的崇拜及團契小組，藉此了解更
多運作教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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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靖西教會同工

柳州教會同工到訪事委會成員所屬的教會

教育事工
●

助學計劃
今年，我們繼續通過助學計劃，使有能力又願意求進的孩子得到升學的機會，盼望他們將來能改善生活。

在田東，我們通過教會搜集申請，今年度資助了 7 位大學生，合共投入人民幣 4.2 萬元。在靖西，因整體事工
發展轉向支援教會領袖的訓練，故此只資助 5 位大專生、大學生，合共投入人民幣 1.2 萬元。而在柳州，透過
與政府部門和教會合作，我們共資助 20 位學生，包括 10 位大學生、6 位大專生和 4 位高中生，合共投入人民
幣 4.6 萬元。

●

探訪、生活交流營
今年 8 月 12 至 16 日，我們在柳州再次舉辦了學生生活營，與受助生深入相處及分享，希望他們不僅得

到實際的金錢援助，而且能夠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在人際間真誠的關心和支持下，活出有價值的生命，並獲得
力量度過人生迷惘或惆悵的時刻。
感謝神感動人心，這次有 2 位新義工加入和 17 位學生參加。汲取了 2014 年第一次籌辦營會的經驗，這
次特別增加了生動活潑的元素，以話劇形式帶出「無條件的愛」的主題，讓出身貧困或家庭關係破碎的學生明
白和感受到愛是不分文化差異，也不受身份高低限制。
我們樂見第二次參與營會的同學都有所成長，他們主動擔當起哥哥姐姐的角色，從以往害羞的性格中慢慢
開放自己，推動新來的同學融入活動當中。而經過短短幾天的活動和個別家訪後，原來腼腆拘謹的學生都願意
打開心扉去分享，在道別之際，她們更
主動地擁抱義工，讓大家都很欣慰與感
動。
到了 11 月中，我們又組織了另一隊
義工共 11 人，前往南寧和靖西探訪 20
多位受助畢業生。在聚餐中，大家暢談
工作前程和家庭生活，彼此勉勵及扶持，
願神繼續保守這長遠深厚的關係。

總結與展望
過去幾年，中國經濟騰飛，人民
的生活質素提昇是不爭的事實，然而，
貧富懸殊也是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
廣西農村和山區的孩子依然要面對因
貧窮而無法升學的困境，故此助學仍
然是本區事工重要的一環。未來，我
16

們仍然要倚靠神的帶領，願神帶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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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事委會能夠切實與當地教會同行，
彼此勉勵及安慰，也願神興起、呼喚
更多香港弟兄姊妹關懷廣西地區的同
胞，特別是桂柳地區一群單純真摯、
需要人陪伴成長的青年學生。

湖 南

房角石自 1998 年開始成立湖南事委會

聖經學校老師退修會

至今，已服侍湖南十七年。十七年來，我們
凝聚了一班關心湖南的牧者以至堂會的弟兄

姊妹，服侍安化、長沙、張家界、株洲、郴州、桂東、岳陽 7 個縣市及貴州銅仁的信徒和同胞。我們一方面透
過助學回應社會大眾的需要，另一方面支援當地教會的服侍，本事委會尤其重視湖南神學教育的需要，積極提
供適切的支援，協助當地培育更多有素質的傳道人服侍教會。
總結 2015 年湖南事工共投放約港幣 213 萬，籌辦了 14 次探訪行程及接待訪港伙伴 2 次，服侍約 1042
人次，參與義工約有 254 人次。

教會及神學教育事工
總結 2015 年，湖南事委會大量投放資源在教會及神學教育項目，繼續重點關心當地教會的領袖，同時大
力支援聖經學校的需要，整合全年參與的服侍如下：
●

年來應湖南兩會的需要及邀請，協助聯絡及安排本港或海外牧者前往協助兩會授課及培訓同工。

●

長沙：自 2014 年起，本事委會為長沙聖經學校老師籌辦退修會，協助他們建立合一及互信的服侍團隊，事
委牧者亦與老師同行，了解及分擔他們服侍上的辛勞及掙扎；年來又協助安排香港各神學院院長前往聖經學
校分享交流，致力協助學校升格成為神學院。

●

郴州、安化：支援及關心兩會牧者領袖，並開始資助兩地 22 位教會貧困傳道人的生活費。

●

株洲：與株洲市基督教會繼續開辦生命天使計劃；內地同工協助牧養教會及支援當地傳道人。

●

岳陽：透過當地教會協助開展助學事工；並透過探訪關心當地牧者領袖，作他們的同路人。

總結本年事委會共奉獻了約港幣 33 萬元支援湖南教
會及神學教育項目，資助內容如下：
內容

金額（￥）

長沙聖經學校神學教育

10 萬

長沙聖經學校老師及神學生生活費

約 6.8 萬

長沙聖經學校畢業神學生贈書

1萬

安化東坪教會 12 名傳道人薪金

約 4.3 萬

安化教會 2 名神學生學費及生活費

6,000

郴州教會貧困傳道人薪金

3.6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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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曹偉彤院長前往聖經學校分享交流

張家界營會

長沙營會

禮

貴州獎教獎學頒獎典

郴州營會

教育事工

一如往年，教育事工為本區資金和人力投放最多的一環。本事委會於教育項目上總投放約人民幣 145 萬，
包括資助 201 位高中生及 178 位大學生升學，以及接待優秀教師來港交流。

●

助學項目
感恩在神的帶領下，本事委會順利於 8 個地區（包括湖南安化、

長沙、張家界、株洲、郴州、桂東及貴州銅仁）推行助學計劃，今
年更新增於岳陽開展助學工作。一年一度的各區學生營會亦於 2015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13 日期間於其中 4 個地區順利舉行，營會主要
以「愛 ‧ 回家」為主題，香港弟兄姊妹與受助生一起認識及了解其
原生家庭及其對自身的影響，又一起思考夢想中的家庭，最後鼓勵

家訪桂東受助學生

學生向家人表達愛。大家彼此真情流露，有深入美好的交流。
另外，本會首次於佛山舉行畢業營會，共有 14 位畢業生參與，營會內容是分享及探討理財、職場、及戀
愛三方面的正確思想和道德觀。我們感恩看見不少受助學生於畢業後都持守所學，並且彼此推動回饋社會。其
中已開展多年、並由畢業生組織及管理的「心連心計劃」，逐漸得到越來越多畢業生的回應，本年度（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8 月）行動整體共有 241 位畢業生回
應，一共籌得人民幣約 17 萬元。這筆款項已按捐獻者
所屬地區撥入助學基金，資助該區貧困學生。我們深信
將有更多人投入及支持，令計劃愈趨完善及對社會發揮
更大的作用。
我們又鼓勵並支持於各校區的畢業生或受助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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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聯繫及相聚，互相關心扶持，其中特別鼓勵他們關
心升讀大一的新生。今年，北京、廣西、長沙、株洲及
深圳地區的新舊生繼續維持定期聚會，同時亦激勵了上
海區的畢業生再次凝聚該區的學生。
畢業生營會

●

獎教計劃
透過獎教計劃，我們接待了 28 位來自長沙及貴州的優秀老師訪港交流，行程包括探訪基督教學校及社福

機構。是次交流給予他們不少教學上的啟發，特別是對全人教育的反思。

探訪本港中學及宣道中心

全年行程總結
總結 2015 年探訪共 14 次、接待共 2 次，參與義工人次達 254，服侍人次達 1041，詳情如下：
日期

地點

出訪義工人數

行程性質

服侍對象

29/1-1/2

香港

/

兩地學生交流

湖南及香港學生共約 40 人

廣東韶關

4

聖經學校老師退修培訓

聖經學校老師 7 人

23- 25/3

長沙

2

聖經學校交流培訓

神學師生約 150 人

3-7/4

長沙

23 人

兩地學生交流

湖南及香港學生約 80 人

7-10/6

長沙、岳陽

8人

事委會行程、開展岳陽助學事工

神學師生約 40 人

9-21/6

益陽

2人

教牧培訓行程

縣級教會的負責人 100 人

31/7-4/8

張家界

28 人

助學探訪及營會

受助及畢業學生 76 人

31/7-4/8

桂東

11 人

助學探訪及營會

受助及畢業學生 31 人

5-9/8

郴州

27 人

助學探訪及營會

受助及畢業學生 62 人

5-9/8

郴州

28 人

助學探訪及營會

受助及畢業學生 53 人

9-13/8

長沙

64 人

助學探訪及營會

受助及畢業學生 164 人

13-15/8

貴州

15 人

助學探訪及交流

受助學生 32 人

7-8/9

長沙

3人

聖經學校交流培訓

聖經學校師生約 150 人

7-9/9

安化

3人

探訪及關心教會

牧者 14 人

1-5/10

佛山

16 人

畢業生營會

畢業生 14 人

14-18/11

香港

/

湖南、貴州優秀教師訪港交流

優秀教師 28 人

2-4/2

2016 年計劃及展望
來年，本事委會將更致力支援湖南的神學教
育，並繼續關心各區教會的屬靈領袖，同時支援他
們實際生活所需。另一方面，本事委會從教育着
手，從根本改善當地社會，除了金錢上的援助，更
重要的是透過生命影響生命，培育有素質及眼界的
青年，能夠持守正確的價值觀，發出人性真善美的
力量及光芒。最後，盼於來年能嘗試凝聚有心的香
港義工，深化關懷畢業生的工作。
兩地學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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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北

在 2015 年，湖北事工有所暫緩，求神使用我們一直以來所作的工及其中投放的資源，並引領
未來的事工發展。以下是今年的事工點滴：

教會事工 ‧ 資助教牧同工
本會今年繼續資助 7 對夫婦及 9 位傳道的薪津，合共奉獻人民幣 7 萬多元，以補足他們的生
活需用，讓他們能夠安心盡力牧養信徒，建立教會。

教育事工 ‧ 助學計劃
在 2015-2016 年度，本會共資助湖北省監利縣 3 位大學生及 1 位高中生，合共人民幣 1.7 萬，
盼望他們將來能夠回饋社會，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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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事委拜訪四川兩會
自 2008 年四川大地震後，房角石協會逐漸開展四川事工，動用超過 300 萬人民幣修建或重建多間受災教
堂及聚會所，包括北川、江油市等地區共 9 間教會。如今大部分教堂已可安全聚會，能夠繼續牧養信徒和服務
社群，而本會亦積極投入資源於當地醫療及社會服務方面的服侍。

教會事工
●

事委探訪考察
今年事委行程於 5 月 24-26 日順利舉行，並與四

川基督教兩會牧長有美好的溝通和相處，建立良好友
誼關係。藉此事委會主席深入介紹了本會的事工理念
和做法，加深了兩會對本會的認識，也得到了兩會主
席的積極回應。

●

交流探訪
一行 11 人的探訪隊於 7 月 16-20 日前往江油市

協助新安教會舉行名為「最佳拍檔」的德育夏令會，

夏令會交流活動

團隊又到農村探訪，其中一位少年成員與當地的朋友
很快便打成一片，離別時依依不捨，因此立下志向再
參與探訪。還有多位首次參加行程的成員被當地肢體
感染，彼此激勵。感恩團隊雖來自不同的堂會，但能
彼此配合，發揮恩賜。

●

嘉賓訪港交流
應本會邀請，民宗委領導及兩會領袖等一行 8 人

於 11 月 5-9 日來港考察。在港期間，他們參觀了區聯會、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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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及社會服務處等機構，加深他們對宣道會及房角石的認識，
盼望能夠彼此啟迪，開拓服務的空間。

民宗局及兩會來港參觀及交流

醫療事工
本會自 2008 年起組織復康醫療隊前往災區，當中的義工包括醫生、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和護士等醫護人員，至今已派遣共 38 隊，服務人次超過 4,000。2015 年，
有 4 隊復康醫療隊前往北川、安縣及江油市等地區進行醫療服侍，有 80 位義工參與，
義診 550 人次，個別探訪約 30 人，並提供復康服務。
●

SC1501M（1 月 16-19 日）：共有 10 人參加，其中包括 5 位醫生，2 位護士和 1
位治療師。是次行程主要在雙河、新安及江油教會提供義診服務，約服侍了 150

醫療隊下鄉探訪

人，另外亦於新安進行個別探訪，以及探訪雙河敬老院，跟進特別個案。
●

SC1504M（4 月 3-7 日）：共有 38 人參加。成員主要來自 3 間堂會（宣道會愛
光堂、興華堂及大圍平安福音堂），外加一些資深的參加者，由 3 位同工帶隊。
感恩有不少家庭參加，更創了醫療行程年齡新低（最小 6 歲），其中更有 3 位年
輕的護士學生參加。此次行程除了醫療服務的元素外，亦藉嘉年華吸引更多人關
注健康，教會弟兄姊妹的參與程度亦因而有所提高。感恩是次嘉年華攤位設於教
堂門口，吸引了途經的路人，包括一些小孩、青年，嘉年華服侍了約 110 人次，

探訪敬老院

約有 10 幾位新朋友，其中有 5 至 6 位年青人前來幫手。整個行程共義診 2 次，
服侍了 200 人次，並跟進一月份高血壓的個案，三天共探訪了約 45 戶。

嘉年華攤位

互相效力的團隊

義診

入村探訪

重聚日數算主恩、彼此激勵
●

SC1507M（7 月 16-20 日）：共有 12 人參加，包括 2 位職業治療師、1 位醫生、1 位中醫師、2 位護士，
以及 1 位醫學生。

●

SC1510M（10 月 9-13 日）：共有 18 人參加，包括 1 位職業治療師、1 位中醫師和 7 位護士，行程探訪了
雙河及大堰敬老院，為行動不便的院友清潔傷口、梳洗、剪髮及清理房間，又為院友舉辦唱遊活動，給他們
帶來一點樂趣。是次行程義診共服侍了 100 人次，探訪及跟進個案共 8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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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與展望
綜合今年的四川醫療服侍，感謝神興起家庭及年輕一代醫護界信徒參與服侍，其中更有幾位已開始持續
參與服侍。透過醫療隊服侍，不同年齡階層的信徒彼此感染及激勵，大家都經歷合一服侍的美好。願神繼續
帶領四川事工的發展，弟兄姊妹能一同領受異象，興起四川教會，讓當地同胞的身心靈都得以健壯。

雲南昭通

位於中國的西南面的雲南省地形多
為高原山地，土地貧瘠，多有天災如地
震，是全國第二貧困的省份。本會一直
十分關心雲南同胞及教會的需要，服侍

探訪昭通市教會

位於雲南東北部的昭通已有十年之久。
感謝神讓我們看到過去服侍的成果，祝
福了當地很多同胞及少數民族信徒。與
此同時，本會亦積極探索服侍的空間，
盼能更有策略及有效地祝福更多不同民
族的同胞。
本區事委會過去持續與昭通教會配
搭，積極回應社會大眾的需要，如助學、
援災、醫療服務、修築基建等，更重點協助教會籌辦聖經學習班，招募各鎮各鄉的年輕信徒前來接受兩年制的
課程。透過每年兩季的學習，教導他們聖經知識、培育他們的生命成長，期盼他們接受基本的學習後，能返回
自己的教會服侍或繼續深造。事委會一方面以金錢奉獻支援教會開辦聖經班的經費，如資助學員的生活費所需
及津貼老師的薪金；另一方面，每年至少兩次前往培訓學員及老師。今年，本會分別於 6 月及 12 月前往昭通
聖經學校交流，並探訪位於貴州石門坎的畢業學員。

探訪昭通聖經學習班畢業學員

探訪永善縣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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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於 11 月中旬初次前住雲南西南部的保山市，了解當中寄居山頭的少數族群的生活狀況，並參
觀了當地的聖經學校及福音戒毒所等。

探訪保山市設備簡陋的傈僳族學校

探訪保山民族聖經學校

家訪保山市傈僳族

全年行程總結
總結 2015 年，事委會共投放約港幣 20 萬及籌備了 3 次的探訪行程，詳情如下：
日期

地點

22-27/6

昭通市、

出訪義工人數
3人

行程性質

服侍對象

聖經學習交流、探訪災區

聖經班老師及學員 38 人、

貴州石門坎、

聖經班畢業生 2 人

魯甸縣
20-25/11

保山市、

4人

探訪教會、視察新地區

5人

探訪教會、聖經學習交流

/

昭通市、
永善縣
23-28/12
24

昭通市、
貴州石門坎

聖經班老師及學員 28 人、
福音堂信徒約 300 人

房 角 石 協 會

2016 年計劃及展望
展望 2016 年，我們盼望繼續探討開拓事工的可能性，積極推廣並喚起更多堂會關心雲南，並將努力以兩
條腿走路的服侍形式——從社會及教會兩方面回應雲南人民的需要。願神引領！

醫療
項目
武漢同工團隊

醫療夢
三甲醫院

特殊兒童
復康項目

復康
醫療隊

醫療
手術隊

生命天使
計劃

紓緩醫學
計劃

醫療夢：三甲醫院
醫療服侍是本會重點發展的項目，而開創一所三甲醫院為本會定市定點的大型計劃，現時仍在尋覓地點及
進行磋商。

特殊兒童復康項目（湖北）
我們深深體會神帶領著本會在湖北的醫療事工，2015 年全是神恩典記號之年。本會資深義工王俊傑（職
業治療師）夫婦於 2015 年 3 月正式成為本會同工，分別到任湖北特殊兒童復康項目主任及行政助理，其後 2
位社會服務同工於 10 月加入團隊，期望能加入社會服務元素，建立專業團隊合作模式，進一步推動全人發展
理念。
●

中心運作
2015 年，湖北特殊兒童復康項目獲得湖北省殘疾人康復中心（殘聯）的肯定及信任，並且有了巨大的突破。

透過提供專業技術、定期培訓、家庭關懷及輔導服務，項目亦漸上軌道，並且達到技術轉移及建立當地康復與
教育結合的團隊等目標。項目最初在一樓兩個房間進行引導式教育訓練，至 2015 年 10 月正式擴充至二樓全
層作相關教學及本會同工辦公之用，12 月所有腦癱部的孩子約 55 人全部接受引導式教育，而且康復中心所有
老師都需接受相關訓練，還因應發展，在人員架構中加入了 3 位幼教老師，事工亦因此得以更全面地發展，一
個較完整的團隊也正在慢慢地建立並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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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委會主席與殘聯高層合影
中心二樓全層作引導式教育訓練

專業指導和培訓

●

2015 年內分別有 5 隊專業義工隊前往湖北協助孩子和家長在
醫療、復康和教育上的需要，同時也向康復中心的老師提供各類型
培訓，服務約達 600 人次。義工們大部份都是此項目醫教組的成
員，當中有不同專科的醫生、言語治療師、義肢矯形師、物理治療
師及護士等，在專業發展的層面上給予中心很大的幫助。
言語治療師進行評估

2015 年度專業指導和培訓行程共 5 次

●  

                                      內容
1. 7-9/4：
1 位言語治療師和 1 位物理治療師探訪
I. 為兒童評估口肌能力和向家長提供指導
II. 與康復中心老師分享溝通的元素和
如何引導孩子於課堂中溝通
III. 提供家長講座，主題：「溝通」
2. 27-29/5：
1 位義肢矯形師和 1 位物理治療師探訪
I. 為兒童提供腳部評估及製造矯形腳托
II. 與康復中心義肢矯形師分享和臨床
示範如何運用矯形器具
3. 21-23/7：1 位言語治療師探訪
I. 為兒童評估口肌能力和向家長提供指導
II. 向康復中心老師講解孩子口肌情況和
訓練技巧
4. 14-16/10：牙科及胸科醫生探訪
I. 為兒童檢查牙齒及向家長提供指導
II. 為兒童和家長看診及接受諮詢
III. 向家長示範如何正確協助孩子刷牙
IV. 提供家長講座，講解牙齒和胸部的相關
知識和保健方法
5. 9-11/11：1 位腦科醫生、1 位家庭醫生
及 2 位物理治療師探訪
I. 為兒童檢查腦部和接受諮詢
II. 為兒童評估體能及向家長提供指導
III. 提供家長講座，
主題：「認識癲癇症及處理方法」
IV. 提供家長講座，
主題：「痙攣的處理方法」
總出席人次

兒童出席人數

家長出席人數

康復中心老師出席人數

9

9

6

／
／

／
60

／
14

12
／

12
／

3
7

12
／

12
／

6
6

32
25
／
／

32
25
32
60

／
／
8
14

44
44
／

44
44
60

14
14
14

／

60

14

178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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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同樂日戶外活動

中心親子活動

義工探訪及家長關懷活動

●

另外，本會又安排定期義工探訪活動，協助當地同工及中心老師舉辦親子戶外活動，讓這些家庭能夠享受
天倫之樂，重建親子關係。今年共探訪 5 次，服務人次達 700。另外，自 6 月起又特別開設每月兩次家長班，
今年共舉辦 12 次，平均每次出席家長人數約 11 人。
2015 年度義工到訪及家長關懷活動行程共 5 次

●  

                                      內容
1. 3-6/4：6 位香港義工探訪
I. 聯合復康中心老師在中心舉行親子活動
II. 聯合復康中心老師帶領兒童和家長遊覽
武漢海洋世界
III. 家訪兒童
IV. 義工在中心為家長舉辦回顧分享會
2. 29-31/5：12 位上海義工探訪
I. 聯合復康中心老師在中心舉行親子活動
II. 家訪兒童
3. 26-28/9：6 位香港義工探訪
I. 為兒童和家長舉辦戶外賞月活動
II. 帶領兒童和家長遊覽室內遊樂場
III. 聯合復康中心老師在中心舉行親子活動
4. 3/11：29 位香港房角石協會牧長探訪
I. 探訪中心，並與兒童和家長遊戲和交流
5. 25-28/12：24 位香港義工到訪
I. 聯合復康中心老師在中心舉行親子活動
及聖誕聯歡會
II. 聯合復康中心老師帶領兒童和家長遊覽
武漢動物園
IV. 帶領兒童和家長到戶外觀賞聖誕燈飾
總出席人次

兒童出席人數

家長出席人數

康復中心老師出席人數

24
21

24
26

6
9

7
／

7
21

／
4

24
9

24
9

6
／

19
22
22

20
24
24

／
／
6

25

25

7

60

60

14

51

66

14

23
307

24
354

／
66

2015 年度復康中心家長班共 12 次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內容
家長出席人數
12/6
介紹家長班、彼此自我介紹、遊戲和小組分享
9
26/6
歷奇遊戲：認識聆聽的重要
10
6/7
烹飪
12
13/7
手工
7
11/9
歷奇遊戲：認識彼此間關係的重要
10
23/9
認識情緒（一）：讓家長了解情緒是什麼和如何產生
9
16/10 烹飪
13
23/10 認識情緒（二）：透過了解自己的情緒，尋找解決方法
9
12/11 運動
13
19/11 手工
14
3/12
「明明白白孩子心」：認識腦癱、發育遲緩、自閉症
12
11/12 烹飪
13
總出席人次
121

27

●

每月生活資助計劃
本會為來自農村、到康復中心接受引導式教育的貧困特殊需要兒童家庭設

立每月生活資助計劃，透過同工家訪的形式了解中心學生的家庭狀況，每個家
庭每月資助人民幣 1,000 元。2015 年間共資助了 24 個家庭共約人民幣 20 多萬。

資助月份

資助家庭數目

1-3/2015
4-8/2015
9-12/2015

11
17
20

家訪期間亦同時為他們設置家居訓練場景，並跟進返鄉後個案的情況，今年共
家訪 44 次。

●

手術治療援助
本會今年成功替 2 名特殊需要兒童申請香港明德國際醫院愛

心兒童基金，安排他們分別於 7 月及 11 月來港進行髖關節復位手
術。他們獲免費提供手術室和住院服務，醫院亦提供食宿予陪同
來港的家屬，而本會則安排他們來港的事宜，並資助來回兩地之
交通費。手術最終在資深兒科及骨科醫生的義務協助下順利完成。
●

特別個案跟進

兩位小孩來港進行髖關節復位手術

本會今年家訪跟進特殊個案共 8 次：
1 月初中心腦癱部主任的女兒雙手燙傷，本會同工曾前往探望，事工委
員透過電信給予專業意見。
1 位家長的頭暈情況嚴重，本會協助聯繫了有關醫生給予專業意見，建議
先以藥物治療。
本會過去所接觸及提供醫療援助的腦癱青年人小宋現已建立自己網上的
生意。
現時我們正跟進 1 位腦癱少女巧玲，她雖不健全，卻擁有自己的夢想，
充滿生命力。我們正為她安排來港評估及治療，盼望她也像小宋一樣，
可以達成夢想，人生過得更有意義和豐盛。
●

合作伙伴

特別個案跟進——腦癱女少巧玲

項目過去一直得到香港不少義工及機構團體的支持，其中有不少更積極投
放資源，成為我們的合作伙伴，提昇項目服務對象的生命素質。
玩具商 K's Kids 捐贈了一批玩具給本會，經商討後以本會名義將該
批玩具分發給四個康復中心：房角石特殊兒童復康項目所服侍的
湖北省殘疾人康復中心、廣西雲彩社會工作服務中心、浙江省殘
疾人康復中心和東莞市殘疾人康復中心。各個中心記錄孩子對玩
28

具的反應，以供 K's Kids 作參考。

房 角 石 協 會

本會今年繼續與香港理工大學合作，帶領理大康復治療科學系學
生於湖北實習。本會項目亦獲系方捐贈家居康復器材，送予中心
兒童或供他們借用，器材總值約港幣 3.3 萬元。另外又得香港教
育學院主動提供協助，計劃支援特別個案如腦癱青年的學習需要。

理大學生於中心考察及帶領活動

●

2016 年計劃與展望
長遠而言，本會希望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個案，

並跟進已離開中心的孩子的康復進度，為他們安排
家居訓練；同時促進特殊需要兒童獲得融合教育。
但鑑於內地農村山區公共交通十分費時，本會正籌
備開展「關愛列車」計劃，購置車輛作偏遠地區探
訪之用。
另外，神也讓此項目成為湖北省其他復康中心的參考，並且獲邀前往協
助開展「引導式教育」。成為湖北省的示範單位亦是現時此項目所在的湖北
省殘疾人康復中心的遠景，本會同工於 8 月初就到過咸寧復康中心考察。另
外本會又接觸到武漢大學復康系的教授，日後可繼續聯絡和合作。本會盼望
日後可以慢慢協助其他康復中心，為更多特殊需要兒童和家庭帶來轉變。

理大學生進行家訪及
協助派發輔助用具

復康醫療隊
2015 年共有 16 隊復康醫療隊分別前往四川、
武漢及青海等地區提供免費診斷治療，服侍各類患
者，合共約 230 位隊員參與，義診人數共約 1,800
人次，約 150 人次接受個別跟進治療。
●

四川
2015 年有 4 隊復康醫療隊前往北川及江油等
地 區 開 展 醫 療 服 事， 有 80 位 義 工 參 與， 為
550 人次進行義診，為 30 人提供個別探訪和
復康服務。（詳參四川事工部份）

●

青海
今年 5 月中，醫療事委成員前往青海慈善福利
醫院考察雙方合作的可能性。7 月 11-19 日有
21 位醫護人員組成醫療隊，到訪玉樹進行義
診及交流，行程最後數天與另一服侍團隊在
西寧參與慈善醫院的服務。

●

武漢

青海醫療隊義診及交流

2015 年共有 10 隊探訪隊（包括專家團隊）前
往湖北支援本會特殊兒童復康項目。（詳
參特殊兒童復康項目（湖北）部份）

醫療手術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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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與青海有關單位接洽後，
安排在 2016 年招募唇顎裂手術隊前
住服侍。

武漢義工團隊

「生命天使」計劃
昔日主耶穌在醫治人肉身病患的同時，從不忘醫治及處理人內心的創傷。房角石的「生命天使」義工培訓
計劃便是嘗試為內地病患同胞提供整全的醫治，配合內地教會培訓當地信徒義工，恆常關顧住院病人及家屬，
開展臨床關懷事工。
出隊及服務人次

●  

「生命天使」義工探訪事工自 2010 年 4 月開展以來，至 2015 年共探訪約 600 名病人，範圍包括醫院（床
前探訪）與家居（上門探訪），所探訪的醫院遍及株洲市的 7 所醫院：株洲市的中心醫院、市二醫院、
省直中醫院、株洲市 331 醫院、株洲市德凱醫院、株洲市骨傷醫院及株洲市友誼醫院。2015 年，探訪是
以教會委派及個人邀請的形式進行，探訪的對象包括教會的兄弟姐妹及非信徒。2015 年 3 月，教會一年
輕弟兄口腔癌復發，天使義工們堅持定時探訪病人及其妻兒半年多，直至弟兄離世歸主。
訓練及活動

●  

「生命天使」分享聚會於每禮拜五晚 7-9 時舉行，每次聚會穩定人數在 12-16 人左右。透過訓練及探訪服
侍，天使義工們靈命日趨成長。另外，天使義工團隊又會舉辦聯誼活動如秋遊及聖誕聚餐，以加深大家默
契及情誼，在服侍路上彼此分擔、同行。

「紓緩醫學」計劃
今年 3 月中，本會醫委會成員到訪湖南株洲市中心醫院，洽談協助院方發展紓緩及臨終服務的可能性，讓
內地合作夥伴在專業醫療工作方面能壯大並成熟發展。
6 月下旬，本會引介專業醫療團隊到訪株洲市中心醫院，協助株洲市護理學會為株洲市醫院舉辦第一期臨
終護理課程基礎班，培訓 50 名來自腫瘤科或臨終病房之護士。參加者十分踴躍，熱心學習。課程基礎班完結後，
醫院在腫瘤科開展了一系列病友活動，成立了病友俱樂部，組織病友聊天、唱歌等活動，活用專家們教給他們
的關懷理念和活動方法。
12 月中旬，株洲市中心醫院 6 人團隊到訪香港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聯合醫院和屯門醫院考察紓緩
服務，並進行了個案研習。盼望是次考察能有效幫助醫院發展癌症紓緩及臨終關懷服務。

紓緩醫學計劃培訓

株洲市中心醫院訪港考察

總結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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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祖國的發展與國情，中國內地同胞對醫療服務實在有龐大需求，而復康服務亦是重要的一環。過去幾

房 角 石 協 會

年，我們在禱告中尋求方向，感謝神一直引領本會的醫療事工，為我們開路，感動不少專業人士、肢體、團體
及機構參與服侍。願藉著各人一點一滴的付出，更新內地醫療生態，亦讓人重拾生命的希望與尊貴。

社會服務
為更全面地回應內地社會服務的需要及倡導
內地社會工作者的角色，本會於 2015 年 11 月
開始派駐社會服務事工同工（香港註冊社工）於
湖北武漢，負責當地特殊兒童復康項目有關家庭
支援的服務，開展個案及小組工作；同時與醫
療事工同工合作，建立跨專業團隊，包括醫生、
治療師、社工及幼兒教師合作的康復服務模式。

個案工作
2015 年度 11 至 12 月間，共服務了 45 個有特殊需
要兒童的家庭，家訪了 8 戶家庭。透過日常面談及家訪，
了解這些家庭的需要及互動關係，為家長提供心理支援，
以及提升他們管教子女、管理情緒、處理人際關係及夫
婦溝通等方面的能力。

小組工作
為讓家長之間有彼此交流、扶持的平台，項目同工由 6 月開始每月舉行兩次家長班，透過舉辦一些興趣
小組如運動班、手工藝和小食製作等建立家長的興趣愛好，讓家長在日常繁重的育兒工作及復康訓練中獲得喘
息、輕鬆的機會；同時開展主題式小組，讓家長在設定的主題範圍內，彼此分享困難、心得，彼此學習、支持，
亦從中刺激家長，給他們帶來一些新思維。2015 年 12 月間，開展了為期 4 節、題為「明明白白孩子心」的小組，
家長們一起探討各類殘疾類別兒童的特性與需要，討論成人在面對兒童這些需要時應抱持的態度，以及回應的
方法。

中心服務機制及跨專業團隊合作模式的發展
社會服務事工同工與醫療事工同工攜手合作，建立跨
專業團隊合作的個案管理工作，草擬申請及退出服務機制
等；以及確立各專業的角色分工。

總結與展望
湖北特殊兒童復康項目的社會服務事工開展不久，我
們仍然在摸索及試行的階段。未來我們盼望能優化中心的
服務機制，進一步確立內地社會工作者在康復服務中的角
色，倡導「以人為本」的價值，以及「助人自助」的社會
工作理念，並且培養本地社會工作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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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及傳訊
在現今資訊發達、影像主導的網絡世代中，本會除了繼續出版印刷品進行宣傳，亦加強善用多媒體影片，
以及網絡平台如社交網站等，發放及宣傳本會活動及事工消息。同時，亦透過聚會如事工分享會及祈禱會親身
接觸及凝聚義工及肢體，傳遞異象，盼望將事工推廣至更多不同的層面及界別，讓大家可以從中配搭付出，成
就美事。

出版
2015 年，本會透過雙月出版的《通訊》發放本會最新消息，並於區聯會每月刊物《宣訊》刊登事工與代
禱消息，另於 1、4、7、10 月的「宣道足跡」一欄撰寫特稿文章，與眾堂會分享神的作為，並讓眾堂會弟兄
姊妹同心記念我們的事工，成為我們的支持。

印刷
本會為 2015 年各個大型活動如 JMC、廿周年感恩慶典、步行籌款及單車籌款製作各種相關宣傳及推廣物
品，同時亦重新設計及印製整體事工小冊子、特殊兒童復康項目小冊子及製作了新款環保袋，以配合各個活動。

影片製作
年初，本會為單車籌款製作重聚日片段重溫短片及羅氏律師行單車贊助短片，年中又為 JMC 製作了有關
內地神學教育及青海醫療服務需求的宣傳影片。為了讓教會及各界義工更了解湖北省特殊兒童復康項目，我們
以腦癱青年小宋的故事及腦癱孩子溫銀的故事製作兩部宣傳影片。另外重新製作本會整體事工影片，更新本會
事工發展，並以李承澤醫生的服侍見證製作了名為「最珍貴的角落」的短片，希望能激勵弟兄姊妹參與服侍。

更新會員系統
為了日後能更準確與會員聯繫並發放事工消息，本會於 2015 年開始更新會員系統，重新訂定所需的會員
資料詳情，並於不同活動中讓會員重新填寫個人資料。

其他推廣事工
1. 本會於 1 月 26 日到香港電台接受「非常人物」生活雜誌訪問，
介紹本會特殊兒童復康項目，節目於 2 月 8 日大氣電波中播放。
2. 今年重新推出上海商業銀行聯營卡，會員每次憑信用卡簽賬，
銀行便會捐出 0.4% 作為本會經常費。

特殊兒童復康項目義工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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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義工們能夠掌握項目的發展。除了於 5 月初於王俊傑夫婦就
職禮中同時報告了項目進度外，亦於 10 月 6 日晚在宣道中心順
利舉行了第 6 次義工分享會。當晚約 30 位核心義工踴躍出席，
同心商討項目的發展方向。

王俊傑夫婦及項目義務總監鄭毓君博士
在就職典禮中分享心志及異象

特別活動
●

廿周年感恩慶典
受助畢業生及助學義工於
台上分享生命的豐盛

2015 年，房角石正式成立廿周年，並於 10 月底至 11
月初舉辦連串感恩慶典，主題為「神蹟 ‧ 活出愛」，數算

資深醫療義工
李醫生於台上分享

二十個年頭的恩典。為了讓更多人認識及了解房角石的歷史以及神的工作，
本會製作了廿周年特刊，紀錄過去二十年走過的路。同時又於 11 月 28-29 日舉行
了一連兩天研討會，講員的信息開闊了參加者的視野，提醒及安慰了與會者該如
何繼續服侍中國，亦為我們的服務提供了亮光。
而 11 月 29 號晚假尖沙咀 The One 煌府酒樓舉行感恩晚宴，超過 450 人聚
首一堂，回顧及前瞻房角石的事工。幾位資深義工及受助人把生命中奇妙的經歷 一眾同工及醫療義工於台上與湖北特
殊需要兒童及家庭對唱，場面動人。
和收獲娓娓道來，大家都深深感受到他們心中那一團由愛所燃點的火。
另外，共有約 30 位牧者信徒參加了 11 月初舉行的的內地探訪行程，在短
短幾天走訪好幾個房角石服侍的省份，認識當地的事工。時間雖短，卻都觸動
了大家的心靈。期望過去的經驗有助我們未來的服侍，同時求主讓我們心意
更新而變化，有信心開拓新路，繼續以優質及專業的服務去服侍同胞。
●

醫療基金步行籌款

一眾牧者長執到訪湖南省聖經學校

「房角石醫療基金步行籌款 2015」於 11 月 28 日圓滿舉行，今
年參與人數超過 400。今次活動旨在為湖北省特殊兒童復康項目籌募
未來的家庭及外展服務的經費，參與及支持的群體比往年多，感謝神

步行籌款空前盛況

使用步行籌款這個平台讓更多人認識本會在湖北的醫療服侍。
除了義工們越發投入及委身，付出時間、金錢、力氣參與服侍，亦有越來越

多團體對本會的服務給予肯定及支持，如玩具商 K's Kids 捐贈富啟發及學習性的

項目服侍的腦癱
孩子蒞臨分享

玩具、明德國際醫院愛心兒童基金及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提供醫療援助
傷健小組享受
到會食品

等。活動當日亦得鴻福堂及蛋撻王分別贊助飲品及麵包，而 616 Club 及香港龍柏
組則分別贊助傷健同行小組的交通、食物安排，以及製作曲奇餅送予傷健小組。
活動當天亦有很多義工團體提供協助，如荔枝
角靈糧堂親子歌詠團獻唱、宣道會華基堂敬拜隊帶

玩具商 K's Kids
全體員工鼎力支持

領詩歌，來自香港理工大學及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
感謝不同義工團體大力支持

學的同學擔任傷健小組的義工，以及基督少年軍 264
分隊及聖約翰救傷隊站崗維持秩序及提供急救服務。

另外，今年有 34 位香港特殊需要的學生及其家長願意以愛心及同理心
來回應內地的特殊需要兒童，他們分別來自紅十字會瑪嘉烈戴麟趾學校、紅
十字會甘迺迪中心、耀能協會學校家長小組、協康會以及北角宣道會的傷健
小義工與傷健小組同行

群體牧養科，為活動額外籌得港幣 3.4 萬元。
    

●

「單車情繫赤子心」單車籌款
今年的單車籌款活動為本會社會服務事工籌募經費，除了內地湖南

株洲站，亦額外設一天香港站，吸引教會、機構及學校參加，大家對活動
都有正面的評價。本會亦藉着這個活動介紹房角石的事工，幫助參加者對本會有更全面的認識。
    

雙月祈禱會
本會於 12 月 8 日舉辦第一次的雙月祈禱會，以「堵破口、尋突破口」為題，
當晚共約 60 位來自不同教會的教牧肢體出席，同心為祖國及房角石事工禱告。
2016 年將繼續於雙月份舉行祈禱晚會，以禱告作為未來推動及發展事工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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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Independent Auditors' Report and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Extract)

獨立核數師報告及經審核之財務報表（摘要）

This summary was extracted by Cornerstone Association from the Independent Auditors’ Report and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5 audited by Ng, Suen, Lau C.P.A.
Limited,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The full report and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available on
our website, www.cornerstone.org.hk
此摘要乃由房角石協會節錄自本會的獨立核數師報告書，以及經由吳孫劉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審核
之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完整的報告及財務報表已上載至房角石協會網頁
www.cornerstone.org.hk。

INDEPENDENT AUDITOR’S REPORT (EXTRACT)
Opinion
In our opini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give a true and fair view of the financial position of the
Association as at December 31, 2015, and of its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cash flows for the year
then ended in accordance with Hong Kong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for Private Entities and
have been properly prepared in compliance with the Hong Kong Companies Ordinance.

Ng, Suen, Lau C.P.A. Limited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Practising)
Hong Kong, 4 May, 2016
Ng Sau Wa Sylvia,
Practising Certificate Number: P01895

獨立核數師報告及經審核之財務報表（摘要）
意見
我們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私營企業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 貴協會於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務狀況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現金流量，並已遵照香港《公司條例》妥
為擬備。

34
房 角 石 協 會

吳孫劉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香港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一六年五月四日
吳秀華會計師
執業證書編號：P01895

財政報告
CORNERSTONE ASSOCIATION LIMITED 房角石協會有限公司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全面收益表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5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pressed in Hong Kong Dollars 賬項以港幣計算 )

2015

2014

Revenue 收益

  
  
  
  

Offerings received 奉獻收入
Received from interflow team  交流團收入
Interest income  利息收入
Sponsor received  津貼收入
Exchange gain  匯兌收入
Other income  其他收入
Activities income  活動收入

Expenditure 支出
Administrative expenditure 行政支出
   Designated funds expenditure 各項基金支出

Surplus/(deficit) for the year 本年度盈餘 /( 虧損 )

11,927,044
2,020,863
318,651
400,000
-   
1,165,931
64,954
__________
15,897,443
__________

10,621,832
2,150,595
283,539
750,000
11,538
672,850
-   
__________
14,490,354
__________

4,225,571
11,103,655
__________
15,329,226
__________
568,217
=======

3,214,716
11,536,510
__________
14,751,226
__________
(260,872)
========

***********************************************************************************************************
CORNERSTONE ASSOCIATION LIMITED 房角石協會有限公司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財務狀況表
AS AT DECEMBER 31, 2015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pressed in Hong Kong Dollars 賬項以港幣計算 )

2015

2014

395,529
327,566
__________
723,095
__________

12,336
336,419
__________
348,755
__________

183,068
80,276
22,705
17,214,516
__________
17,500,565
__________
18,223,660
========

66,833
70,580
21,952
17,224,989
__________
17,384,354
__________
17,733,109
========

92,245
__________

169,911
__________

(848,117)
18,079,532
900,000
__________
18,131,415
__________
18,223,660
========

(671,061)
17,334,259
900,000
__________
17,563,198
__________
17,733,109
========

ASSETS 資產

Non-current assets 非流動資產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物業、機器及設備
   Land use rights 土地使用權證
Current assets 流動資產
Accounts receivables  應收款項
   Utility and sundry deposits  按金
   Prepayments  預付款
   Bank balances and cash  銀行存款及現金
Total assets 資產總額
LIABILITY AND RESERVES 負債及儲備
Current liability 流動債務
   Accounts payables and accruals 應付及應付未付款項

Reserves 儲備
   General fund 常費
   Designated funds 各項基金
   Multi-purpose service/development fund 綜合服務發展獻金

Total liability and reserves 負債及儲備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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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NERSTONE ASSOCIATION LIMITED 房角石協會有限公司
STATEMENT OF CHANGES IN RESERVES AND FUNDS 儲備及基金變動表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5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pressed in Hong Kong Dollars 賬項以港幣計算 )

General Jiang-men Hu-nan
Hu-bei Yun-nan Qing-yuan Guang-xi He-bei Si-chuan
fund
fund
fund
fund
fund
fund
fund
fund
fund
常費
江門基金 湖南基金 湖北基金 雲南基金 清遠基金 廣西基金 河北基金 四川基金
Year 2015

2015 年度

Balance brought

上年度

   forward

   結轉

Income

本年度
   收入

Expenditure #

(671,061) (10,743) 235,288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15,897,443

-

-   

-   

-   

-   

-   

-   

-   

-   

-   

-   

-   

3,601,291
_________
-   

900,000
_______
-   

17,563,198
_________
15,897,443

-   
-   
________ ________

-   
________

-   
-   
________ ________

-   
-   
-   
-   
-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   
_________

-    (15,329,226)
_________ ___________

本年度

   the year

   盈餘

Transfer net

轉撥各項

   result of

基金

   designated

本年度

   funds   

(147,234) 386,082 (474,904) 1,222,942 307,902 4,561,516 329,233
-   
(24,282) 7,347,168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Total
總計

本年度
   支出 (15,329,226)
-   
-   
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Surplus for

Multi-purpose
service/
development
Qing-hai Hai-nan Gui-zhou Medical Unallocated
fund
fund
fund
fund
fund
fund
綜合服務
青海基金 海南基金 貴州基金 醫療基金 未分配基金
發展基金

568,217

淨收支 (745,273)

-   

-   

-   

-   

-   

-   

-   

353,467

-   

-   

-   

-   

42,630

-   

-   

568,217

11,111 (337,794)

23,323 147,888

77,843

595,492

(29,237)

-   

-   

-   
-   
________ _________

-   
________

(11,639)
-   
________ _______

-   
3,710
-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   
(40,000)
_______ _________

7,929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_

Net movement

本年度

   for the year

   淨變動 (177,056) 11,111 (297,794)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23,323 147,888
________ ________

77,843
________

341,828
-   
________ _______

(21,575) (114,165)
-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42,630 555,492
_______ _________

(21,308)
_______

Balance carried

結餘轉入

   forward

   下年度 (848,117)
368 (62,506) (123,911) 533,970 (397,061) 1,564,770 307,902 4,539,941* 215,068
-   
======= ====== ====== ======= ====== ======= ======= ====== ======= ====== ======

18,348 7,902,660
===== =======

3,579,983
=======

轉賬

-   

-   

-   
-   
40,000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Transfer

(21,575) (117,875)

-   

-   
_________

568,217
_________

900,000 18,131,415
====== ========

Notes 備註：
# Expenditure including regional/project investment, visiting activities and ministry & administration fees 年度支出包括：地區 / 項目投放，探訪活動支出及事工行政費用
* Mainly from disaster relief raising fund 主要為賬災捐款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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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分析
房角石協會 2015 年總投放
A. 以地區投放分析

港幣 $6,780,447.93

湖南 $2,226,453.22（32.84%）

廣西 $2,540,526.24（37.47%）

五邑 $1,602.70（0.02%）
清遠 $263,849.16（3.89%）
雲南 $104,330.50（1.54%）
其他（包括整體地區的醫療事工
投放 $1,005,012.95）
1,523,603.51（22.47%）

B. 以項目投放分析

湖北 $106,036.00（1.56%）
四川 $14,046.60（0.21%）

港幣 $6,780,447.93
醫療 $1,084,445.16（15.99%）

教育 $3,419,117.83（50.43%）

社會服務 $417,221.17（6.15%）
援災 $150,876.7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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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1,708,787.02（25.20%）

鳴謝 Acknowledgment
房角石協會衷心感謝在 2015 年參與及協助我們工作的所有個人、教會、機構和企業。
Cornerstone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he people, churches, institutions and companies for joining
and assisting in our Ministry in China throughout the year of 2015.

本地教會 Local Church
宣道會北角堂
宣道會荃灣堂
宣道會華基堂
宣道會華貴堂
宣道會宣愛堂
宣道會希伯崙堂
宣道會青衣堂
宣道會油塘堂
宣道會信愛堂
宣道會德荃堂
宣道會青怡堂
宣道會大埔堂
宣道會美孚堂
宣道會真道堂
宣道會荔灣堂
宣道會恩石堂
宣道會康怡堂
宣道會天頌堂
宣道會愉景灣堂
宣道會興華堂
宣道會盈豐堂

宣道會證恩堂
宣道會宣基堂
宣道會天水圍堂
宣道會西環堂
宣道會活石堂
宣道會杏花邨堂
宣道會愛光堂
宣道會國語堂
宣道會柴灣堂
宣道會海怡堂
宣道會利福堂
宣道會以琳堂
宣道會香港仔堂
宣道會將軍澳堂
宣道會景林堂
宣道會美門堂
宣道會馬灣堂
宣道會宣恩堂
宣道會青恩堂
宣道會宣福堂
宣道會秀茂坪堂

宣道會觀塘堂
宣道會以勒堂
宣道會嶺恩堂
宣道會長亨堂
宣道會元基堂
宣道會深水埗堂
宣道會葵芳堂
宣道會顯恩堂
宣道會黃埔堂
宣道會牛頭角堂
宣道會油麗堂
宣道會基蔭堂
宣道會麗瑤堂
宣道會長洲堂
宣道會石蔭堂
宣道會太和堂
宣道會厚德堂
宣道會屯門堂
宣道會宣麗堂
宣道會葵涌堂
宣道會五旬節堂

宣道會元朗堂
宣道會朗屏堂
香港宣道差會
宣道會沙角堂
宣道會錦繡堂
宣道會坪洲堂
北角福音堂
播道會港福堂
中國佈道會香港迦南堂
康山浸信會有限公司
香港懷恩浸信教會
播道會太古城堂
大圍平安福音堂有限公司
鴨脷洲浸信會
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鰂魚涌浸信會
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有限公司
基石浸信會
翠竹平安福音堂
基督教新蒲崗潮人生命堂
順寧道平安福音堂

團契 Fellow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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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F
香港教育學院學生會屬會基督徙團契詩班
清遠連塘村探訪隊
宣道會北角堂甘心頌讚團
宣道會美孚堂迦勒團
宣道會北角堂摩利亞團
宣道會美孚堂讚美操團契
宣道會恩石堂禾果子團契

宣道會青怡堂恩慈團
香港靈糧堂宣教部
西環平安福音堂約瑟團
上海國際（廣東話）基督徒團契浦西姊妹組
香港龍柏姊妹會
星期五團契
星期五火鍋團
真道成人團

錫安職青團契
以諾家庭團契
嘻哈一族
荔枝角靈糧堂親子歌詠團
宣道會北角堂傷健群體牧養科
香港耀能協會羅怡基紀念學校家長小組

學校 School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教育學院
香港真光中學

香港紅十字會瑪嘉烈戴麟趾學校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
協康會

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

公司 / 機構 Company/Institution
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宣道會西差會
鴻福堂集團有限公司
蛋撻王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商業銀行
天照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永興香料磨粉廠有限公司
東方空運有限公司
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

麗都汽車有限公司
更新教育事工有限公司
明輝中西美食
億達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明德兒童慈善基金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
香港基督少年軍 264 分隊
ASDA Limited
Senco-Masslink Technology Limited

Paka Preschool Products Ltd.
Euro-Asia Electric MFG(Holdings) Ltd.
Ausley Properties Limited
Quebish China Limited
Neo-Concept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Red Corporation Limited
C Y Tsun Investment Co., Ltd.
Frank Company
616 Club

海外教會 / 團體 Oversea Church/Association
澳洲 Australia
Australia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es Committee (ACACC)
North Side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Christian Alliance Church of Victoria

加拿大 Canada
Westside Calgary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Vancouver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North Toronto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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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United Kingdom
Manchester Alliance Church (U.K.)

美國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CCA

（篇幅所限，未能盡錄）

董事會 成員
主

席： 湯頌年

副主席： 簡耀堂
董

事： 鍾尚甘、吳錦明、許金根、潘士達、楊君武、阮成國、郭瑞榮、鄒德根、畢德富、
鍾煥璋、潘達文、易嘉濂、許振武（2015 年 9 月委任）、彭秋芬（2015 年 9 月委任）、

       

黎鍚雄（2015 年 9 月離任）

事工委員會 成員
廣東清遠：

湖

吳錦明（主席）、陳茹九（副主席）、
湯頌年、何約翰、潘國賢、顏喜恩、
趙偉舜、甘晨智、卓世盈

湯頌年（主席）、許金根、阮成國、
黃幗媚、葉希賢、高燕嫦、李瑞麟、
許英妍、李銳民（2015 年 10 月加入）、
鄭鎮鴻（2015 年 10 月加入）

廣東五邑：
潘達文（主席）、湯頌年、簡耀堂、
張美薇、鍾展文、張賢生、梁佩琼
廣西河池：
畢德富（主席）、潘士達、趙景漢、
彭秋芬、郭慧珠、周家和、麥幸如、
李錦安、蕭偉明、溫德宏、葉國強、
陳韻琴

湖

南：

北：

湯頌年（主席）、楊漢義、邱梓亮、
陸正雄、何錦輝
四

川：

湯頌年（主席）、張觀運、
王俊傑（2015 年 3 月退出）、
梁鳳芯、何萬輝、陳鳳雲

廣西桂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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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尚甘（主席）、洪清流、陳婉冰、
梁龍、鄧思豪、李漢基、梁恩銘

雲南昭通：

廣西百色：

醫

田東小組：
簡耀堂（主席）、潘達文、曾繼強

楊君武（主席）、鄒德根（副主席）、
湯頌年、林泰忠、周毓輝、關少琼、
譚志偉、吳馬太、鄭毓君、王俊傑

房 角 石 協 會

靖西小組：
劉思廷、區紹賢、梁沛忠、謝關凱琪、
黎鍾艷梅、徐雪芬、楊靖紀
右江小組：
楊君武、李國光

許振武（主席）、關興愉、余鴻操
療：

社會服務：
易嘉濂（主席）、鍾煥璋（副主席）、
湯頌年、簡耀堂、卓世盈、雷慧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