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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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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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800.60 (932,153.08) (344,352.48) 
教育事工 (註 2) 709,568.93 (1,372,383.98) (662,815.05) 
醫療事工 1,214,369.33 (1,071,565.83) 142,803.50  
社會服務 398,919.00 (339,956.63) 58,962.37 
援災 127,195.00 (104,879.31) 22,315.69 
人力支援  (916,995.83)  (916,995.83) 
其他 (註 3) 2,182,172.69 (3,948,261.38) (1,766,088.69)

管理及行政    
經常費收入 2,991,692.91
其他收入 519,548.72   
辦公室營運  (456,482.03)   
辦公室同工  (1,591,409.58) 1,463,350.02  

籌款及推廣   
推廣交流費  (363,840.30) 
推廣部同工  (299,692.00)   
文景樓宿舍 (註 4)   13,972.00 (23,228.10)   
對外奉獻  (24,000.00) (696,788.40)

事工及經常費合共 8,745,239.18  (11,444,848.05) (2,699,608.87)

房角石協會  董事會成員

財政報告  二零一九年一至八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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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C醫療服務

 合作伙伴醫院裝修工程順利，估計11月份投入服

務。服務開始會以健康檢查服務為主，並探索開

展慢性病護理、康復治療、社區護理等項目。

關愛列車行動
‧ 關愛列車大口環項目已開始，廣西1位孩子於9月

23日到港，翌日於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會診，並已在

9月26日接受手術。

‧ 回顧：

 日期：8月17日

 活動：2019年第三期關愛列車畢業典禮

事工檔案 湖北特殊兒童復康項目：
‧ 日期：10月8-10日

 行程：專家團隊到訪中心，為開展遠程教育

作準備

‧ 10月初中心將有1位新同工加入團隊

2019年9-10月事工檔案

廣西事工
‧ 日期：10月上旬(一連5天)

 行程：畢業生交流活動

‧ 日期：10月30日-11月4日

 行程：探訪交流+畢業生家庭重聚活動

‧ 求主賜福新學年度各位受助生，保守他們

的學業、人際關係及品格成長。

廣東事工
記念西樵教會新堂工程

雲南事工
正推動雲南策略性

事工計劃。盼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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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事工
‧2019-2020年度一共有141位助學生

‧2020年畢業生營會現正展開籌備

‧回顧：感恩順利完成湖南暑假交流活動

辦公室
‧繼續禱告記念本會

經常費需要，求主

親自供應！

醫療事工
‧請繼續記念申請代辦處的手續，求主為申請

過程開平坦的道路。

‧ 日期：9月26日

 活動：義工祈禱會

 出席人數：約20位核心義工

社會服務事工
‧正籌備開展醫療與社服融合項目，求主帶領

有美好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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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傳推廣

「毒蛇的牙齒再鋒利，也敵不過會感恩

的孩童。」大文豪莎士比亞如是說。

然而，當人心中充滿著怨氣、怨恨、怨

仇，如何能感恩？若然「頭頭踫著黑」，經

歷的都是糗事壞事，又如何感恩得了？

美國第32任總統羅斯福有一次被人入屋

爆竊，他一位朋友聽聞後便寫信安慰他。羅

斯福回信說：「親愛的朋友，謝謝你來信安

慰我！我現在很平安，心存感恩！」

這羅斯福是阿Q嗎？大家可評說一下。

他說感恩是有他的理據的，他舉出三個原

因：一、賊偷去的只是一些物質東西，並沒

有傷及生命；二、賊只偷了我部份東西，不

是全部；三、最慶幸的是，做賊的是他，不

是我。

的確，爆竊事件同時帶來人命損傷的機

會是大的；而損失金錢，總比起損失人命好

很多。假如羅斯福只著眼於賊人怎麼在千萬

人中偏偏選中他，又或專注事件中有多少財

物失去了，那他絕對有大條道理去怨天尤

人、無法感恩的。

對於羅斯福的遭遇，其實我還能為他想

出多三樣值得感恩的理由：一、這是他第一

次遇到爆竊，而不是第二次或第三次；二、

他經歷到不好的事時，能有愛他的朋友給他

安慰關心（若非有此遭遇，他可能不知道這

位朋友是多麼寶貴）；三、這事能提醒他，

地上的財物是容易失去的（其實即或能保存

到最後，離世時也不能帶走）。這份覺悟，

有可能讓他對人生要怎樣投資有重新的評估

──是繼續追求擁有更多物質？抑或努力去

建立愛的關係、學習去關懷服事更多的人？

此刻香港，令人焦心困惱的事猶如毒蛇

鋒利的牙齒，不斷啃噬我們心靈。你願嘗試

作一個「感恩的孩童」以作應對嘛？如是，

你先為自己生命作以下盤點：

曾在你生命中出現過的人，誰在你迷惘

時給了你指引？誰在你不知所措時給了你寶

貴的建議？誰在你堅持時反對過你？誰在你

退縮時給了你鼓勵？誰在你傷心時給了你擁

抱？誰在你艱難時默默地支持你？誰在你痛

苦時與你同行？你知道嘛？這些人都是對你

極其重要的人，你已擁有比財富更寶貴的東

西，是絕對值得你感恩的呢！

懂感恩的人，自然會是一個樂於施恩的

人。那為主耶穌獻上五餅二魚的孩子，肯定

就是一個「感恩的孩童」。

不知道過去多年來，你是否都有透過房

角石參與支援內地貧困病者的需要？其中包

括參加每年一度的醫療基金步行籌款──融

義行。我們原定在十月舉辦此活動，但由於

市面秩序仍未安穩，我們決定今年停辦一

次。不過，病患者的缺欠及愁苦並不會就此

消失。來年我們在醫療事工方面的需要，仍

要籌集超過五百萬元之數。

深切期望你懷著一顆感恩的心，為我們

醫療基金的需要，大力的給予支持及捐助！

黎嘉讓牧師（本會副總幹事）感恩的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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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夢
約於一百三十多年前，有先聖踏足中國內

地，看見中國一般的人民飽受疾病的折

磨和痛苦，因此先後在中國各地開

設了醫療服務，建立了醫院。今

天四川省的南充市就有其中的一

間，亦是僅存可數由教會主辦的

醫院。

本會深願能承傳先賢的工作，協助

內地的夥伴繼續發展醫療事工，以愛心及先進的醫護

理念在創建和諧社會及健康人民上貢獻一份力量。

以『無牆壁醫院』的理念建立一間社區醫

院。引進現代的醫護專業知識，以全人健康的模

式服務社群；建立醫療團隊，以優質的服務將治

療、康復衛生及健康教育從醫院帶進社區及家庭。

    特殊兒童復康項目——腦癱兒童(武漢)
懷著對每個生命的尊重，2014年本會正式在中國開展

特殊兒童復康項目，腦癱兒童是我們主要服侍的群體之

一。為了打開這些孩子教育之路，融入社群，2018年

開始，本會支援內地一間非盈利

民間機構免費訓練7歲以後腦癱孩

童，本會定期凝聚專家及義工親身

前往進行培訓和指導，致力協助

當地建立復康治療與教育結合

的專業團隊，期盼他們和家

長能成為孩子在復康與教

育路上的最佳導師。

特殊兒童手術項目 
——唇顎裂及骨科手術 (青海)
為了能使更多貧窮的病人得到手術治

療，2015年開始組織醫療團隊為青海省內或

有需要的兔唇顎裂病患進行修復手術和後期

復康訓練，本會派出醫療專家為當地醫院提

供手術技術交流，同時並資助貧困病人手術

費用接受唇顎裂手術及骨科手術。手術期

間，我們同時會組織病人家庭活動提供正能

量及積極思考，讓家庭感受他們是珍貴的一

群。

我們的需要----2020年醫療事工投放預算
腦癱項目

 橋樑班服務 $500,000

 遠程教育 $500,000

 外展關懷 $300,000

手術項目

 唇顎裂(青海) $192,000

 骨科(青海+四川) $100,000

 術後復康 $100,000

關愛列車 $100,000

社區醫院 $5,000,000

其他項目 $500,000

房角石2020全年醫療事工預算共  $7,292,000

如欲奉獻支持任何醫療項目，
歡迎填寫尾頁奉獻表格，

一起為有需要的小孩子打打氣！

2020年醫療行程計劃表
(行程或有調整，請留意本會最新通知)
 日期 地區 性質

 2月16-22日 四川 骨科手術

 4月5-11日 青海 唇顎裂手術

 4月10-13日 武漢 特殊兒童項目

 6月23-29日 青海 言語治療/復康治療

 7月5-11日 青海 骨科手術

 8月9-15日 青海 唇顎裂手術

 10月4-10日 青海 言語治療/復康治療

 12月24-27日 武漢 特殊兒童項目

 6-9月 關愛列車_鄭志剛兒童基金

  計劃2020

 9-12月 關愛列車_(香港地區)

  計劃2020

特殊兒童項目 
——關愛列車行動計劃 (合作省份)
2016年，我們正式開展「關愛列車行

動」以「醫院—社區—家居」的整全復康專

業團隊外展服務模式，回應中國其他地區特

殊群體復康的需求。行動是向來自貧窮家庭

的特殊兒童提供醫療援助，安排他們接受會

診評估、骨科矯治手術，並配合適切的術前

及術後復康訓練，手術後由房角石的專業義

工團隊提供具針對性、密集及模擬家居的復

康及生活訓練，幫助孩子們取得理想的復康

成效，同時義工們亦會前往探訪及關懷，陪

伴及鼓勵家長與孩子們堅持訓練。不少孩子

能活動更好，甚至可以站起來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