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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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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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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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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席：湯頌年   
副主席：簡耀堂   
董 事：鍾尚甘、楊君武、阮成國、鄒德根、畢德富、鍾煥璋、
  潘達文、易嘉濂、彭秋芬、陳茹九、潘國賢、王礽福
義務總幹事：簡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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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640.65 (554,443.73) (327,803.08) 
教育事工 (註 2) 72,918.10 (6,448.79) 66,469.31  
醫療事工 422,999.80 (490,333.41)  (67,333.61) 
社會服務 363,419.00 (124,578.67) 238,840.33 
援災 11,395.00 (339.18) 11,055.82 
人力支援  (483,205.13)  (483,205.13) 
其他 (註 3) 974,539.75 (495,231.12) 479,308.63

管理及行政    
經常費收入 993,067.00
其他收入 198,441.50   
辦公室營運  (221,213.01)   
辦公室同工  (786,795.40) 183,500.09  

籌款及推廣   
推廣交流費  (120,596.47) 
推廣部同工  (173,858.00)   
文景樓宿舍 (註 4)   5,000.00 (5,191.50)   
對外奉獻  (12,000.00) (306,645.97)

事工及經常費合共 3,268,420.80  (3,474,234.41) (205,8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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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一至四月份

一紙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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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四川

雲南
廣西 廣東

湖南

湖北
歡迎您或邀請您的好友，透過掃瞄

以下二維碼選擇你喜歡的方法捐款﹕

(敬請註明捐獻項目為「房角石協會

籌款晚宴/房角石經費」)

編首文章 活動花絮 事工檔案

感謝　父神，讓房角石協會蒙祂使

用，由第一天直到如今，在神州大地不

斷打開服事的門。過去24年，　父神守

護我們渡過或大或小的風浪衝擊，而因

應內地形勢不斷轉變，我們的事工也不

斷更新而變化，如扶貧助學等事工在減

少，醫療及社服專業項目則在增多。但

我們所需的義工，絕不限止於某幾類專

業人士，因我們的服事，除力求去得

「遠」，也盼望能做得「深」，強調對

人「整全」的關懷，所以義工行列需要

各方面的人材。

而為了要承托更多更大的事工發

展，我們辦公室的需用也相應加增。然

而，過去的支持者較少留意這方面的需

要，故此多年累積下來，已有500萬之

赤字。

為匯聚更多關心祖國需要的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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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2日國際腦麻日「與腦麻同行嘉年

華」，本會是支持機構之一，共5位義工協

助活動流程，同工張艷艷傳道代表本會出席

當天下午開幕典禮。

湖北特殊兒童復康項目：
5-6月共約30名義工及專家前往湖北探訪八千里路雲和月    房角石協會籌款晚宴

1. 雲南麗江的中甸縣於2001年成功申請改名為「香格里拉」， 從此中甸聲名大噪。

2019年5-6月事工檔案

為了籌集更多資源去回應當前的機遇，

今年5月28日，房角石首次假尖沙咀煌

府酒家舉行籌款晚宴，分享我們的異

象、事工和需要。感恩各方同行者踴躍

支持，是次晚宴筵開38席，一眾同路人

聚首一堂，推杯換盞間回顧美事，歡聲

笑語下共襄善舉，當晚為本會籌得經常

費約港幣87萬元，不勝感激！然而金額

離500萬的目標仍有一段距離，我們需

要更多像你們這樣的後盾！

廣西事工
7月份三江交流探訪行程

現正接受報名

青海醫療隊
1. 日期﹕5月5-11日

 行程﹕骨科手術行程

 義工人數﹕16人

 手術﹕36人求診，手術10例

2. 日期﹕6月24-29日

 行程﹕言語治療/復康治療行程

 義工人數﹕7人

 手術﹕18例

四川事工
日期﹕5月12日

行程﹕四川事工十週年感恩分享會

人數﹕39人

2019年5月28日，是夜有雲，間有驟

雨。在尖沙咀商廈林立之間，看不到地平

線，月也遍尋不見。房角石首次舉行籌款晚

宴＜八千里路雲和月＞，筵開38席；四百多

位關心房角石事工的嘉賓，不問風雨，齊聚

「煌府」，分享了菜餚，也分擔了我們的異

象、事工和需要。

如你問，我們為何要讓人同擔擔子？我

會說，非因不沉重，只因有意義──你能重

現「心中的日月」、再次窺見「消失的地平

線」！

1933年，詹姆斯‧希爾頓（James 

Hilton）在他的小說《消失的地平線》（Lost 

Horizon）中，虛構了一處地方──香格里拉

（Shangri-La）──那是一處位於崑崙山脈

西面，有着雪山與草地、神秘而和諧的和平

之邦；其中的居民長生不老，過着快樂的生

活。以它改編的電影主題歌＜Lost Horizon＞

有這樣的描寫：

Have you ever dreamed of a place
（你曾否夢見一處地方）
Far away from it all
（遠離塵世）

Where the air you breathe is soft and clean
（那裡空氣溫軟而潔淨）

And children play in fields of green
（孩童在綠野戲耍）

And the sound of guns doesn't pound in your ears
（鎗炮聲不會轟鳴入耳）

「香格里拉」1這名字的含義與中甸縣古

城藏語地名「尼旺宗」一致，意思為「心中

的日月」，也成了世外桃源與烏托邦的同義

詞。然而現實是，散居在那裡群山周圍的，

許多都是貧病交煎的人。藏民不少孩子生來

有唇顎裂，立時將整個家庭拖進地獄般的生

活。

房角石的擔子就是要分擔類似這些困苦

的人的重擔。以青海手術隊事工為例，這幾

年間，我們為唇顎裂及不良於行的孩子免費

施手術已達200例。然而，我們唯有得到更

多同行者的支持，我們才可以服事更多的

人。為此，呼籲人分擔我們的重擔，我們沒

有歉意。

況且，邀請你與我們同行，意義不僅如

此，你還可能親睹神蹟的出現──例如「剛

強Ｂ」的手指尾神蹟──他是個11個月大、

生於青海的藏族小男嬰；他生命力頑強，從

我們香港醫護義工一致賺得「剛強Ｂ」的美

譽。他不是一般的唇顎裂，而是三級程度的

嚴重裂面！我們四月的青海手術隊，為他進

行了稱得上是世界級的修補面頜手術。在進

行手術前，需要找得一條可供打麻醉藥及輸

血的血管，但一眾醫生用盡方法，只能找到

唯一一條在手指尾的血管可供使用。你能想

像一個11個月大的小ＢＢ的小指頭上的血

管，會是如何的纖幼？然而，就是憑藉這條

血管，撐持整個手術直至完成，歷時足有十

個小時！所有的醫護人員，都存著謙卑又敬

畏的心讚嘆：這是神蹟！

與我們同行，你也可能親歷跨越語言障

礙的奇妙──我們許多義工說普通話並不標

準，甚至離標準有一段相當遠的距離。不

過，在此想讓大家知道，在內地不少地方就

算你能說標準的普通話也未必管用；就如在

青海不少藏民，他們聽或講普通話都有困

難。但我們的義工卻見證如何使用身體語言

及愛的語言，體驗到溝通無障礙的奇美！

諸如此類，並非「一千零一夜」的故

事，而是重現「心中的日月」、讓人一瞥

「消失的地平線」之實例。

黎嘉讓牧師（本會副總幹事）

廣東事工
5月中旬(兩天)

行程﹕五邑交流探訪

人數﹕3人

雲南事工
1. 日期﹕5月9-14日

 行程﹕香港交流活動

 人數﹕約18人

2. 日期﹕5月20-25日

 行程﹕雲南交流活動

 人數﹕6人

湖南事工
日期﹕5月1-4日

行程﹕畢業生營會

人數﹕約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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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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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愛列車行動：
今期繼續與東莞市殘疾人

康復中心合作，5月20日

在深圳香港大學醫院會

診，從9位候選腦癱小孩

中選6位資助接受肉毒素

注射或手術，5月23日完

成關愛列車啟動禮，計

劃於6月17日在深圳接受

手術。

房角石協會籌款晚宴「八千里

路雲和月」已圓滿結束，感謝

各堂會弟兄姊妹及各方好友撥

冗蒞臨，為我們帶來莫大的支

持及幫助，無盡感激！深盼未

來路上繼續有您同行，延續這

八千里路雲和月！

房角石協會
晚宴

見證分享 分享事工和需要

分享異象及呼籲捐款

復現「消失的地平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