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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支出   結餘/(不敷)
   HK$ HK$   HK$  
事工項目 (註 1) 
教會事工 72,702.75 (422,858.50) (350,155.75) 
教育事工 (註 2) 40,660.00 (4,690.83) 35,969.17  
醫療事工 128,236.88 (236,605.37)  (108,368.49) 
社會服務 354,030.00 (120,545.75) 233,484.25 
援災 9,995.00 (241.02) 9,753.98 
人力支援  (242,783.63) (242,783.63)
其他 (註 3) 398,309.00 (100,049.69) 298,259.31

管理及行政    
經常費收入 337,147.00
其他收入 94,332.31   
辦公室營運  (111,012.13)   
辦公室同工  (387,877.32) (67,410.14) 

籌款及推廣   
推廣交流費  (15,932.90) 
推廣部同工  (89,260.00)  
文景樓宿舍 (註 4)   5,000.00 (1,881.40)   
對外奉獻  (6,000.00) (108,074.30)

事工及經常費合共 1,440,412.94  (1,739,738.54) (299,3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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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角石協會  董事會成員

財政報告  二零一九年一至二月份

宣傳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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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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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著「遏制宗教商業化」，依法執行

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中有關「禁止

在寺觀教堂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的

規定，中共在2019年2月2日把位於河北

省石家莊平山縣皇安寺後一座摩崖石刻滴

水觀音像炸毀。相信此後，中共官方將會

針對佛、道教違規建像的亂象展開一系列

的拆像行動。

以整頓宗教亂象為名的行動，早已開

展。對基督宗教，在浙江官方以整治違規

建築推行的「三改一拆」；以及對伊斯蘭

宗教，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去極端

化培訓班」和「教育轉化培訓中心」在

2014年早已經開始。這些對宗教亂象進行

整治的目的，就是要確保「國家安全」1，

遏制宗教過速發展所引起的安全隱患。這

是要使中共能夠牢牢掌握「全面管治

權」，貫徹「黨領導一切」，和全面踐行

習近平對新宗教政策講話的精神：「全面

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

中共宗教政策的改變
與宗教的整治 湯頌年牧師（董事會主席）

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和積極引

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2

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後，中共的宗

教政策因應國內外形勢的轉變有著不同

的變化，筆者大致將其分為三個時期：

1.1982-2000改革開放前期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共承認國內正

處於社會主義的初階，所以在宗教上，

有需要全面系統地論述關於宗教的本

質、發展規律和宗教在社會主義初階中

的社會作用等觀點。在1982年3月31日召

開全國宗教工作會議，會後發佈《關於

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

和基本政策》，簡稱十九號文件；在

1990年12月5日再次召開全國宗教工作會

議，會後發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

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

簡稱六號文件，明確提出依法管理宗教

事務。這兩份文件，在這時期為宗教在

文革後的恢復和發展提供了基礎。

2. 2001-2012江、胡時代
2001年12月10日江澤民召開全國宗

教工作會議，對宗教工作作出指導，江

澤民的四句話：「講政策，講管理，講

與社會主義相適應，堅持獨立自主自辦

原則」成為江澤民主政時期對宗教政策

的最高指導原則，當時宗教局長葉小文

作總結說：「中國的底線是尋求宗教自

由和共產黨領導。」總言之，江澤民時

代宗教政策的重點是從保護宗教轉向行

政化管理。

在胡錦濤、溫家寶時期為達到「建

構和諧社會」的目的，積極鼓勵宗教界

貢獻和參與從事慈善和公益活動。所以

中共宗教政策的重點，從行政化管理轉

移至引導與社會主義相適應。

2007年中共在十七大提出《工作政

治改革報告》探討登記、放寬非政府組

織的成立，並納入管理；2012年2月17日

簽發《關於鼓勵和規範宗教界從事公益

慈善活動意見》，簡稱六部文件3。此時

期是中共對宗教最為寬鬆的時期，此階

段在「五教同光，共創和諧」的氛圍

下，宗教活動不僅受到法律保護，宗教

人士還能得到地方政府的補貼，建造許

多價值不菲的宗教建築物，各宗教在這

時期都得著蓬勃迅速的發展。

3. 2012-現在 習近平新時代
中共認為國內宗教迅速急遽的發展

和矛盾亂象叢生，是由於中共意識形態

危機、基層管治失效和對宗教認識出現

了偏差所致。十八大之後是「五教同

光，共創和諧」政策的終結。因應國內

外形勢的轉變，習近平新時代的宗教政

策遂從「鼓勵貢獻，建構和諧」轉變為

以「法」管治，嚴防滲透4，提防宗教因

過急速發展所產生的「安全隱患」，提

防顏色革命，以確保國家安全5。

2017年9月中共完成一份《關於黨

十八大以來黨、政、軍政治建設、思想

建設、組織建設和巡視整頓工作總結報

告》，報告披露中共黨、政、軍相關部

門組織和領導幹部隊伍面臨崩潰危機的

嚴峻狀況。所以在習近平新時代更重視

意識形態的控制及「黨建」的工作。在

「黨政分工」、「黨領導一切」的思想

指導原則下，在宗教方面更著重「管

治」和「引導」，「做到導之有方，導

之有力，導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

主導權」。其目的就是「使我國宗教的

信徒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堅定支持

者，自覺維護和積極踐行者，成為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促進者」。6

習近平說：「不審勢即寬嚴皆

誤。」甚麼「勢」？「勢」就是「時

勢」和「局勢」，即國內外的政治環境

和政治形勢。法規、政策，何時寬嚴適

度地使用，全決定於「大局」和「時

勢」，一切以政治為依歸，一切皆為政

治而服務。所有在內地展開的一切宗教

交流、活動和服務，若不審時度勢，必

然進退失據！



青海

四川

雲南
廣西 廣東

湖南

湖北

中國專欄 和諧號速遞 事工檔案

「八千里路雲和月」──岳飛所寫

的《滿江紅‧怒髮衝冠》詞中之名句。

它已從原詞蘊含的悲憤之情跳脫出來，

抹上了一份悠遠古風的、揉合著飛揚黃

土和高雲朗月的中國情懷。

這詞句在八十年代末，曾被台灣的

電視公司用作為演述岳飛故事的電視劇

劇名。後來同一句詞，又被當時名主持

人凌峰，使用為他自資製作及主持的電

視節目之名稱。那是台灣第一個介紹中

國大陸風土民情的電視節目，播了6

年，記錄了大陸的山嶽江河，也訪問了

許多文藝界名人。

「八千里路雲和月」用之於房角

石，也饒有意義。我們在神州大地上的

事工始自九十年代初。數以萬計義工的

足跡遊走於湖北、湖南、廣東、廣西、

雲南、四川及青海。他們相當多是長年

地參與：探訪貧困的家庭、關懷窮苦的

學生、診治被天災遺害或受惡疾纏磨的

病患者、培訓從事醫療復康的人員⋯⋯

各式各樣的服事，不辭路遠。我想，那

豈止是八千里路，說是十萬八千里，也

不為過！

我們固然沒有孫悟空的觔斗雲，在

十多二十年前，高鐵還未出現，縱有飛

機，但礙於費用所限，行程仍多採用火

車或長途車。披星戴月始達目的地，並

非例外；花一整天顛簸在滿是煙塵的路

上，是尋常。

房角石在過去24年，因應內地各方

面的成長變化，我們事工自然也隨之轉

型。最明顯的是，扶貧助學等工作在減

少，醫療及社服專業項目在增多。這並

非說現在參與義工行列的，只適合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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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愛列車行動：
今期將繼續與東莞市殘疾人康復中心合

作，5月將會從9位候選腦癱小孩中選6位資

助，計劃於6月中在深圳接受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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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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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舉辦籌款晚

宴，為本會經常費籌款。

• 招聘推廣幹事一名

 詳情請瀏覽本會網站:

 cornerstone.org.hk/tc/news.asp?refno=298

湖北特殊兒童復康項目：
1. 日期：3月5-7日

 行程：武漢康復中心探訪

 人數：7人

 

2. 日期：4月19-22日

 行程：武漢康復中心探訪

 人數：32人

八千里路雲和月

1. 國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政權安全）、制度

安全、經濟安全、國土安全、社會安全和網絡

安全。

2. 2016年4月22-23日中共召開全國宗教工作會

議，習近平在會中發表對宗教政策的指導思想。

3. 國宗發【2012】6號文件，它是由國家宗教事

務局、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

會、民政部、財政部和國家稅務局聯合發佈的

2019年3-4月事工檔案

具專業訓練的人。因我們的服事，除

了力求去得「遠」，也盼望能做得

「深」，強調對人「整全」的關懷，

所以義工行列需有各方面人材。

例如我們在武漢的腦癱兒童復康

工作，參與義工涉及職業治療師、物

理治療師、言語治療師及社工；因應

部份兒童需要做手術，也需要醫護方

面的義工參與；但術後兩三個月在深

圳或香港進行的家居復康訓練，我們

就需要很多其他義工，願意恆常地去

探望這些孩子，為他們讀書講故事、

安排活動甚至飲食；我們為使服務廣

及偏遠地區的孩子而推展的「遠程教

育」，則需要在互聯網及電腦方面具

專業知識的義工；每年安排多次的探

訪隊，眾多不用具特別專業的義工更

遠赴武漢，為孩子及其家長安排康樂

活動，也藉家訪將關懷直接帶到他們

家中。如有人因各種原因仍無法參與

以上所述的工作，他們也可加入我們

的「送暖行動」，透過織頸巾，將愛

寄予遠方的孩子⋯⋯

現在，內地高鐵八縱八橫地覆

蓋，由香港去武漢，相距一千公里，

只需5小時。然而，對於仍待我們去回

應的巨大需要，彷彿仍有十萬八千里

路要去奔馳，可謂任重道遠。我們深

盼能匯集更多的人、更多的愛心、更

多的資源去開展事工。

5月28日，我們首次舉行籌款晚

宴──八千里路雲和月，分享我們的異

象、事工和需要。是夜未必有雲和

月，但必不可少的，在新一里路，要

有您和我。

廣西事工
日期：3月16日

籌備10月畢業生交流活動

青海醫療隊
日期：4月21-27日

行程：唇顎裂手術隊

人數：共16人

手術：25例

四川事工
現正籌備5月12日下午的「四川事工

十週年感恩分享會」，歡迎參與及關

心四川事工的弟兄姊妹們前來出席，

共同數算神恩、展望前路

為著「遏制宗教商業化」，依法執行

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中有關「禁止

在寺觀教堂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的

規定，中共在2019年2月2日把位於河北

省石家莊平山縣皇安寺後一座摩崖石刻滴

水觀音像炸毀。相信此後，中共官方將會

針對佛、道教違規建像的亂象展開一系列

的拆像行動。

以整頓宗教亂象為名的行動，早已開

展。對基督宗教，在浙江官方以整治違規

建築推行的「三改一拆」；以及對伊斯蘭

宗教，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去極端

化培訓班」和「教育轉化培訓中心」在

2014年早已經開始。這些對宗教亂象進行

整治的目的，就是要確保「國家安全」1，

遏制宗教過速發展所引起的安全隱患。這

是要使中共能夠牢牢掌握「全面管治

權」，貫徹「黨領導一切」，和全面踐行

習近平對新宗教政策講話的精神：「全面

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

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和積極引

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2

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後，中共的宗

教政策因應國內外形勢的轉變有著不同

的變化，筆者大致將其分為三個時期：

1.1982-2000改革開放前期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共承認國內正

處於社會主義的初階，所以在宗教上，

有需要全面系統地論述關於宗教的本

質、發展規律和宗教在社會主義初階中

的社會作用等觀點。在1982年3月31日召

開全國宗教工作會議，會後發佈《關於

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

和基本政策》，簡稱十九號文件；在

1990年12月5日再次召開全國宗教工作會

議，會後發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

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

簡稱六號文件，明確提出依法管理宗教

事務。這兩份文件，在這時期為宗教在

文革後的恢復和發展提供了基礎。

2. 2001-2012江、胡時代
2001年12月10日江澤民召開全國宗

教工作會議，對宗教工作作出指導，江

澤民的四句話：「講政策，講管理，講

與社會主義相適應，堅持獨立自主自辦

原則」成為江澤民主政時期對宗教政策

的最高指導原則，當時宗教局長葉小文

作總結說：「中國的底線是尋求宗教自

由和共產黨領導。」總言之，江澤民時

代宗教政策的重點是從保護宗教轉向行

政化管理。

在胡錦濤、溫家寶時期為達到「建

構和諧社會」的目的，積極鼓勵宗教界

貢獻和參與從事慈善和公益活動。所以

中共宗教政策的重點，從行政化管理轉

移至引導與社會主義相適應。

2007年中共在十七大提出《工作政

治改革報告》探討登記、放寬非政府組

織的成立，並納入管理；2012年2月17日

簽發《關於鼓勵和規範宗教界從事公益

慈善活動意見》，簡稱六部文件3。此時

期是中共對宗教最為寬鬆的時期，此階

段在「五教同光，共創和諧」的氛圍

下，宗教活動不僅受到法律保護，宗教

人士還能得到地方政府的補貼，建造許

多價值不菲的宗教建築物，各宗教在這

時期都得著蓬勃迅速的發展。

3. 2012-現在 習近平新時代
中共認為國內宗教迅速急遽的發展

和矛盾亂象叢生，是由於中共意識形態

危機、基層管治失效和對宗教認識出現

了偏差所致。十八大之後是「五教同

光，共創和諧」政策的終結。因應國內

外形勢的轉變，習近平新時代的宗教政

策遂從「鼓勵貢獻，建構和諧」轉變為

以「法」管治，嚴防滲透4，提防宗教因

過急速發展所產生的「安全隱患」，提

防顏色革命，以確保國家安全5。

2017年9月中共完成一份《關於黨

十八大以來黨、政、軍政治建設、思想

建設、組織建設和巡視整頓工作總結報

告》，報告披露中共黨、政、軍相關部

門組織和領導幹部隊伍面臨崩潰危機的

嚴峻狀況。所以在習近平新時代更重視

意識形態的控制及「黨建」的工作。在

「黨政分工」、「黨領導一切」的思想

指導原則下，在宗教方面更著重「管

治」和「引導」，「做到導之有方，導

之有力，導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

主導權」。其目的就是「使我國宗教的

信徒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堅定支持

者，自覺維護和積極踐行者，成為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促進者」。6

習近平說：「不審勢即寬嚴皆

誤。」甚麼「勢」？「勢」就是「時

勢」和「局勢」，即國內外的政治環境

和政治形勢。法規、政策，何時寬嚴適

度地使用，全決定於「大局」和「時

勢」，一切以政治為依歸，一切皆為政

治而服務。所有在內地展開的一切宗教

交流、活動和服務，若不審時度勢，必

然進退失據！

文件。

4.《中國國家安全報告(2014)》提出宗教滲透威

脅國家安全。

5. 2014年12月15日《環球時報》報導：西方敵

對勢力欲扳倒中國已亮出三種武器：i) 藉基督

教傳教活動，ii) 境外非政府組織，iii) 普世價值

和憲政觀念的傳播。

6. 2015年習近平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的講話。

黎嘉讓牧師（本會副總幹事）

廣東事工
3月

行程﹕探訪五邑地區教會(共2個行程)

人數﹕共11人

湖南事工
1.日期：3月21日

 行程：湖南義工二十週年聚餐感恩分享會

 人數：50人

 

2. 日期：4月1-4日

 行程：湖南事委行程

 人數：15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