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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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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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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紙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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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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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武漢的特殊兒童復康項目，服

侍的大部份發展遲緩兒童均來自農村和

低保困難戶，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

下，武漢及湖北各鄉鎮封城防疫，家長

失去工作，這些家庭便陷入面臨沒有收

入、日常生活拮据的困境中。有見及

此，本會於早前透過合作伙伴為這些困

難的家庭提供了生活援助，以解決他們

燃眉之急。以下是部份家庭收到援助後

的回饋心聲：

因受疫情影響，本會武漢特殊兒童復康項目之合作單位於2月改以遠程教育為腦

癱孩子上課，孩子在家中透過電腦學習及接受復康訓練，效果非常好。除了當地華

中科技大學團隊加入幫忙上課外，香港大學言語治療系學生也協助孩子學習，以電

子平台模式進行評估及訓練，中心挑選了外展服務的孩子為服務對象，中心的老師

則輪流加入觀摩，接受培訓。遠程教學進行了兩個多月，效果非常好，現時已約有

70多位孩子參與。本會來年將大力支持合作伙伴遠程教學的項目，啟動「無牆壁學

校」計劃，讓更多腦癱孩子透過網絡平台接受康復訓練。求主使用此項事工，使更

多有需要的家庭能受惠，請禱告記念。

網路一線牽，遠程教育陪伴特殊兒童

掃瞄二維碼，

看看小朋友如

何在家上課！



青海

四川

雲南
廣西 廣東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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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醫療隊
‧ 青海醫療手術因疫情緣故，暫停上半年4月、6月
及7月的手術及復康項目，祈求神保守青海福利慈
善醫院能於疫情過後，準備8月份的醫療服務。青
海有很大的醫療服侍需要，求神激勵和呼召更多
具專業知識的義工加入我們的服侍行列。

‧ 有鑑於骨科手術後需要配合復康運動方有果效，
本事工於2020年1月啟動遠程復康跟進計劃項目，
動員義工透過網絡平台跟進術後病人復康情況，
項目初階段已為2019年青海骨科手術後的病人進
行復康訓練及評估。

心理學家說，威脅人類生命及健康的

最大敵人，不是癌症，也不是心臟病，

而是憂慮。憂慮能使人百病叢生，令人

精神衰弱及抑鬱，甚至自殺。今天香港

的景況，最令你憂慮的是什麼？到底怎

樣才可以使我們從憂慮中釋放出來？ 

在《馬太福音》第六章25-34節中，

主耶穌曾三次說 : 「 所以，不要憂

慮！」。人之所以憂慮是因為遇見不能

解決的問題，看到事情好似找不到出

路，因恐怕、擔心而產生徬徨憂慮。主

耶穌提醒我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

喝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太六

25）。

在此，主耶穌教導了我們處理憂慮的

三個方法，第一個方法是「細心看」。

主提醒我們不是看自己的力量、專業和

環境等等。我們若單看這些，會令人更

容易憂慮。主要我們看見天上那不種、

不收和不積蓄的飛鳥。為什麼呢？因為

主不要我們看自己的不足、有限和缺

乏，祂只想我們能看見那些不如我們貴

重的飛鳥，如果牠們不種、不收、不積

蓄，還可以無憂無慮的生活，神尚且養

活牠們，何況我們呢？因為在神眼中我

們比牠們貴重。

第二個方法是「懂得想」。憂慮本是

思想中驟起的風浪，若然我們能想得

通，憂慮也自然會消失。主要求我們

「想通」什麼？祂要我們想野地裏的百

合花和草，神尚且給它們這樣的妝飾，

何況貴重的我們呢？人想不通是因為我

們對神的信心小（太六30）。我們常常

只相信神的「救贖」，卻不相信神的

「照顧」。我們之所以憂慮，皆因思想

裏面有許多不必要的「假若⋯⋯」，唯

編首文章

有我們能按主的方法去「懂得想」，憂

慮才可以一掃而空。

第三個方法是「曉得求」。「求」不

是祈求，而是指「尋求」。今天，你和

我基督徒的人生到底尋求的是甚麼？主

耶穌提醒我們要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太六33）。人最重要是曉得尋求神的

國和神的義，以神的心意、國度、要求

為先。我們首要做的是以神為神，以衪

的心意而行。而我們所需要的東西，經

文强調是神給，而不是人求。因為天父

知道我們的需要，祂也必「加給」我

們，我們只需倚靠祂。

最後，主用「所以，不要為明天憂

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

難處一天當就夠了。」（太六34）這句

話作為結尾，這與主禱文的教導是一致

的——「日用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太六11），留意是「今日」，不是

「明日」。我們時常都想擁有明天的東

西，想對明天有更多的把握，所以不斷

為明天的需要而忙碌、擔心和害怕⋯⋯

但神從沒有承諾把我們「明日想要的」

給予我們，只承諾把「今日需要的」給

我們，就是想我們不倚靠自己，乃建立

凡事仰望神的心態。而且憂慮不會將明

天的麻煩帶走，但只會取去你今日的平

安。許多人的一生，就是葬送在追悔昨

天，憂懼明天，而忘記掌握今天。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國內事工受

到嚴峻的考驗和挑戰，願我們在今天風

雨飄搖的環境中，從憂慮中釋放出來，

專心仰望和依靠這位掌管萬有又慈愛公

義的主，相信主必會帶領我們克服困

難，繼續為有需要的群體擺上，將恩主

賜下的祝福帶給那些「憂愁」的人！

簡耀堂牧師（本會董事）不要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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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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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54.00  (129,159.58) (75,605.58) 
教育事工 (註 2) 176,776.00  (8,776.95) 167,999.05   
醫療事工 102,348.84  (990,831.46) (888,482.62)
社會服務 67,140.00  (31,867.42) 35,272.58 
援災 313,660.00  (14,972.47) 298,687.53 
人力支援  (205,962.75) (205,962.75)
其他 (註 3) 154,210.50  (42,315.60) 111,894.90 

管理及行政    

經常費收入 521,846.00
其他收入 58,352.84   
辦公室營運  (100,139.58)   
辦公室同工  (321,196.35) 158,862.91     

籌款及推廣   

推廣交流費  (104.20) 
文景樓宿舍 (註 4)    (2,671.90)   
對外奉獻  (6,000.00) (8,776.10)

事工及經常費合共 1,447,888.18 (1,853,998.26) (406,110.08)

房角石協會  董事會成員

財政報告  二零二零年一至二月份財政報告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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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工檔案

2020年3-5月事工檔案

廣東事工
‧ 內 地疫情有緩和跡
象，各省陸續復工，廣
東省回流人潮特別多，
求主保守疫情不會因此
再度惡化擴散；又求主
保守當地民眾及信徒家
庭平安。

‧ 西樵教會新堂工程復
工中，現階段進行裝
修，地板基本已經鋪
好，正在裝電、音響設
備，並找廠家購買凳
子。又求主保守帶領建
堂工程順利完成，新堂
能早日啟用。

辦公室
‧目前本會辦公室常費累積不敷為港幣

400多萬元，求主親自供應！

‧現時雙月通訊將更改為每三個月登出

季刊，今年4月開始實施。

‧受疫情影響，經濟下滑，面對辦公室

常費緊絀的需要，同工們於3月起以

自願減薪形式減輕機構運作壓力，深

信父神必然會帶領我們渡過難關。請

切切禱告記念我們的需要。

‧ 本會舊有Facebook專頁疑因帳戶被

入侵而暫停運作，如欲知最新事工消

息及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新Face-

book專頁:

 或本會網站www.cornerstone.org.hk

或致電2314 8942向本會查詢。

‧ <特別消息>

 本會現正招聘總幹事，求主差派工

人，同心服侍內地同胞。

醫療事工
‧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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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恩去年順利完成關愛列車東莞項目

的5個專案，現正提交報告給有關贊

助單位，求主感動他們繼續支持及資

助我們這項服務，讓更多家庭受惠。

社會服務事工
‧ 四川綿陽市合作伙伴的醫養結合項目

目前辦證及籌備工作緩慢，加上疫情

的影響，使綜合樓暫無法使用，給他

們帶來很大資金壓力。求主賜負責人

員有智慧去應對難關，求神開平坦的

道路。

廣西事工
‧已於3月展開2020-21年度助學申請，求主保
守申請和審核過程不受疫情的影響，使更多有
需要的同學得到支持和援助。

‧當地疫情基本受控，人們陸續開始復工，但教
會仍然暫停聚會，傳道同工通過網絡和電話關
懷牧養信徒。當地堂會已聘請一對年輕傳道夫
婦來教會服事。

‧ 10月畢業生交流活動已展開籌備工作，求主
保守一切順利。 * 注意地點可能更改，

請留意本會最新通知

湖北事工
湖北省近日解封，求主憐憫、幫助和供應居民所
需；求主的保護臨到當地民眾和教會弟兄姊妹。

湖北特殊兒童復康項目：
‧ 受疫情影響，本會已取消2-4月期間的武漢事
工行程，並暫停安排義工入內支援。

‧ 合作伙伴中心運作大致順暢。本會已通過他
們為武漢困難的腦癱兒童家庭提供生活援
助。2月初開始實施遠程教育，效果理想。(詳
見〈一紙寄情〉部份)

‧ 合作伙伴中心現時的地方不足夠，因此中心
決定於未來數年，仍以租用物業為主。待疫
情過後會積極物色合用地方。

湖南事工
‧ 已於2月發出2020-21年度助學金申請。

‧ 2020年畢業生營會原定於4月尾舉行，但因疫情營
地已暫停開放，又考慮到學生們能否順利來港，故
決定取消是次營會。如下半年情況許可，會重辦營
會活動，讓義工們能與畢業生見面相聚。

‧ 感謝天父保守看顧，湖南各地區現沒有確診案例，
所有病患都已痊癒。求主讓當地日常生活盡快重回
正軌。

雲南事工
‧因應疫情，教會聚會暫停，透
過網絡彼此關懷。感恩鄉鎮的
道路逐漸開通，同工們亦可開
始下鄉探訪。感恩本會所服侍
的兩個地區已沒有新案例，教
會沒有人染病，各人都平安。

‧三項策略性事工計劃進展：共
6個教會參與，教會每月定額
奉獻。

‧記念雲南當地教會的同工團隊
及當地教會建新堂工程費缺
欠，求主供應所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