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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禮

房角石醫療籌款活動2020 - 「全人醫治齊躍動」

去年，因受大環境影響，我們原定每

年舉辦的醫療步行籌款和各種籌募活動皆

未能按計劃舉行。然而，眼看內地仍有不

少貧困的病患和孩子陷於身心靈的苦疾

中，房角石不敢怠慢，我們一如既往，按

著上帝的帶領，積極配合內地合作伙伴，

協助開展不同的醫療服務項目，建立全人

關顧的平台，以冀能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群。我們夢想能以「無牆醫院」的形式打

破疆界，進入社區，服侍更多需要被關愛

的對象！

今年，全球疫情肆虐，本港仍受限聚

令的限制。為了籌募2021年醫療項目所

需要的經費，我們決定突破傳統，運用網

絡媒體讓參加者以自選活動項目、自選時

段和自選地點的方式，以「全人醫治齊躍

動」為主題推展醫療基金籌款活動，籌款

目標是港幣300萬。

活動於9月19日拉開了帷幕。當天，

我們在線上轉播啟動禮，收到不少朋友的

回應和支持。此次活動，見證了神賜給

我們的恩典超乎我們所想所求。截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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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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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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活動行程表

我們醫療項目的宗旨，今年，我們特別感

恩得到110位來自明愛樂義學校和香港紅

十字會甘迺迪中心的同學報名參加活動。

肢體上的限制並沒有難阻同學們的愛心，

他們靠著自己努力，以行動支持同樣患有

腦癱的孩子，獲得了眾人的讚許，亦深深

感動了很多朋友為他們打氣。期待我們內

地的腦癱孩子能以這群同學為榜樣，將愛

承傳下去。

此外，我們特別要鳴謝一直支持

我們的好朋友，包括K’s Kids、華園食

品（香港）有限公司、蛋撻王控股有限公

司、鴻福堂、Club 616、TCM Healthcare 

(London) Ltd.、盛放創意事務所。謝謝他

們提供充滿心意的加油包，為我們加油，

使活動更添色彩。

截至11月15日，是次活動一共籌得港

幣150萬，這是243位參加者及1,963位贊

助朋友共同努力的成果。在疫情籠罩及忐

忑不安的大環境之下，我們深知每一份捐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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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秀蓮(區聯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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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660.32  (497,030.68) (46,370.36)   
教育事工 (註 2) 821,845.72  (859,874.25) (38,028.53)   
醫療事工 1,098,033.90  (4,994,472.46) (3,896,438.56)
社會服務 261,940.25  (276,724.54) (14,784.29) 
援災 393,260.00  (19,310.98) 373,949.02 
人力支援  (838,483.80) (838,483.80)
其他 (註 3) 10,658,581.00  (10,464,921.02) 193,659.98 

管理及行政    

經常費收入 3,303,501.00
其他收入 719,556.99   
辦公室營運  (1,337,378.39)   
辦公室同工  (1,075,619.72) 1,610,059.88     

籌款及推廣   

推廣交流費  (60,585.10) 
文景樓宿舍 (註 4)    (13,466.75)   
對外奉獻  (18,000.00) (92,051.85)

事工及經常費合共 17,707,379.18 (20,455,867.69) (2,748,488.51)

房角石協會  董事會成員

財政報告  二零二零年一至九月份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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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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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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角石協會2021年事工及活動總覽

月31日，總參與人數共達243人(包括133

個人報名及2支傷健隊共110人)，在個人

組別中，總贊助人數達1,963人！感謝來

自本港、美加及澳洲各地不同堂會、機

構、學校及朋友的積極參與和大力支

持。在整個活動過程中，我們不斷收到

參加者傳來的短片和相片，十分精彩，

令人鼓舞！我們已將這些片段發佈於房

角石的Facebook專頁裡，作為美好的見

證！

來到活動的尾聲，我們11月7日舉行

了嘉許禮，嘉許在此次活動中挑戰自

我，願意以汗水突破限制、突破距離，

將愛和關懷傳遞到遠方的參加者。我們

同時為創意無限的參加者致以「最高人

氣獎」、「去得最遠獎」、「最佳花絮

獎」、「最多贊助人獎」及「最高籌款

額獎」五個殊榮。「傷健同行」一直是

獻都是來之不易，一分一毫都滿載愛

意。房角石承諾會珍惜每一份心意，盡

我們最大的努力讓醫療事工發光發熱﹔

因為有你們在背後強大的支持，我們會

竭盡所能，帶著各位的愛心和祝福走得

更遠，使受助者得到專業的醫療治療及

訓練，讓有需要的得享全人醫治與關

懷。

一位參加者在嘉許禮上分享說：

「人生就好似跑步，如果我們要去得

遠，事前就需要做好十足的準備，在過

程要不斷地忍耐，事後則需要感謝讚美

神所賜的恩典！」神透過這次活動讓大

家的心連在一起，讓我們看見一幅萬眾

同心同行、向著標桿直跑的美麗畫面！

求主使我們縱然在最艱難的處境下，仍

經歷祂的工作和榮耀是不受攔阻！求主

賜給我們與祂同工的信心，使我們能夠

衝破黑暗、繼續勇往直前！

 事工 日期 對象

 教會                 

 教育            因疫情關係，本會暫停安排所有對外行程至另行通知 

 醫療 

 中國事工 3月26日 教會牧者長執、中國事工部/差傳部代表

 部長會 9月27日 教會牧者長執、中國事工部/差傳部代表

 
祈禱會

 6月22日 信徒

  12月14日 信徒

 醫療事工 
10月 公眾

 籌款月 

以上日期將根據疫情情況而有所調整，請密切留意本會消息。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23148942聯絡本會。



青海

四川

雲南
廣西 廣東

湖南

湖北

董事將滿載愛心的
飛機發送到遠方

「最高籌款額獎」
(籌款額最高之
個人組參加者) 
李承澤醫生

鳴謝贊助商

盛放創意
事務所

董事和同工合唱「活出愛」 獎牌與獎杯 影相區 所有頒獎嘉賓與獲獎者合影

重溫FB相片 
QR CODE

華園食品(香港)
有限公司

K’s Kids 蛋撻王控股
有限公司

TCM Healthcare 
(London) Ltd.

醫療事委會主席
楊君武醫生在
嘉許禮上致謝辭

個人組別中
最年長（84 歲）和
最年幼（6 歲）參加者

甘迺迪中心李靜雯校長
及明愛樂義學校
陳美顏社監接受錦旗

扶輪社Club 616 前會長Andy Li 
頒贈禮品給兩間特殊學校的學生代表

「最佳花絮獎」 (由大會選出
拍攝最佳的短片) 香港浸信教
會基督少年軍50分隊

「最高人氣獎」 (活動舉
行期間截止10月31日止，
在facebook專頁內獲得最
多like的短片) 蕭建輝傳道

「最多贊助人獎」 
(最多贊助人
的參加者) 
周淑卿女士

「去得最遠獎」(在公里挑戰項
目裏里數最多的參加者) 
楊靖紀牧師42公里和

余偉明先生累積67.3 公里

房角石主席湯頌年牧師、
醫療事委會主席楊君武醫生
揭曉籌得金額：1,465,961.80 

(截至7/11/2020)

青海醫療隊
‧ 青海地區的遙距復康跟進工作需要更

多專業義工參與服侍，求主帶領感動

更多同行者。

四川事工
‧ 南充社區醫院自疫情復

業後，最近兩個月營運

穩定，求主帶領當地的

團隊上下一心，讓醫院

健康發展並一步一步實

踐「矜憫如懷，愛鄰如

己」的宗旨。

去年，因受大環境影響，我們原定每

年舉辦的醫療步行籌款和各種籌募活動皆

未能按計劃舉行。然而，眼看內地仍有不

少貧困的病患和孩子陷於身心靈的苦疾

中，房角石不敢怠慢，我們一如既往，按

著上帝的帶領，積極配合內地合作伙伴，

協助開展不同的醫療服務項目，建立全人

關顧的平台，以冀能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群。我們夢想能以「無牆醫院」的形式打

破疆界，進入社區，服侍更多需要被關愛

的對象！

今年，全球疫情肆虐，本港仍受限聚

令的限制。為了籌募2021年醫療項目所

需要的經費，我們決定突破傳統，運用網

絡媒體讓參加者以自選活動項目、自選時

段和自選地點的方式，以「全人醫治齊躍

動」為主題推展醫療基金籌款活動，籌款

目標是港幣300萬。

活動於9月19日拉開了帷幕。當天，

我們在線上轉播啟動禮，收到不少朋友的

回應和支持。此次活動，見證了神賜給

我們的恩典超乎我們所想所求。截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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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得到110位來自明愛樂義學校和香港紅

十字會甘迺迪中心的同學報名參加活動。

肢體上的限制並沒有難阻同學們的愛心，

他們靠著自己努力，以行動支持同樣患有

腦癱的孩子，獲得了眾人的讚許，亦深深

感動了很多朋友為他們打氣。期待我們內

地的腦癱孩子能以這群同學為榜樣，將愛

承傳下去。

此外，我們特別要鳴謝一直支持

我們的好朋友，包括K’s Kids、華園食

品（香港）有限公司、蛋撻王控股有限公

司、鴻福堂、Club 616、TCM Healthcare 

(London) Ltd.、盛放創意事務所。謝謝他

們提供充滿心意的加油包，為我們加油，

使活動更添色彩。

截至11月15日，是次活動一共籌得港

幣150萬，這是243位參加者及1,963位贊

助朋友共同努力的成果。在疫情籠罩及忐

忑不安的大環境之下，我們深知每一份捐

事工檔案

2020年9-11月事工檔案

廣東事工
‧ 西樵教會新堂於2019

年4月動工，至今一年

主體工程已完成，仍

在辦理驗收手續，求

主保守所有手續順利

完成，讓新堂早日啟

用，幫助事工發展。

辦公室
‧ 本會暫停安排所有對外行程至另行通知。

‧ 2019年年報及核數師報告已上載於本會網頁

中，歡迎大家瀏覽和下載。

‧ 11月18-19日為董事退修會，求主引領董事

同工們同尋主心意，帶領本會面前事工的發

展。

‧ 本會舊有Facebook專頁暫停運作，如欲知

最新事工消息及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新

Facebook專頁:

 或本會網站www.cornerstone.org.hk或致電

2314 8942向本會查詢。

醫療事工
‧「房角石醫療籌款活動 2020‧全人醫治齊

躍動」已完滿結束，感恩共有243人參加，

籌得港幣約150萬。雖然相距目標300萬仍

有一段距離，但在經濟下滑下仍得到各方

人士的支持，實在非常感動和感恩。感謝

神讓眾教會和各界人士積極回應支持，一

起分享當中的喜樂和成果。願一切榮耀讚

頌歸主。

‧誠邀更多熱心愛人的義工參與醫療事工服

侍，除了護醫專業外，也需要非專業的義

工參與，彼此配搭服侍，求主激勵眾人回

應參與。

社會服務事工
‧ 本會明年1月初舉行「單車情繫赤子心 

2021」單車籌款活動，為社會服務事工籌

募經費。今次因為疫情，我們會有兩個組

別，活動詳情請參閱本會網頁、Facebook

專頁及宣傳刊物，現正接受報名。求主帶

領激勵弟兄姊妹踴躍參加，在疫境中不忘

幫助有需要的群體，同心服侍。
廣西事工
‧ 有一位畢業生於10月

中因癌病病逝，求主

安慰她的家人，度過

這哀傷艱難的日子。

特別感謝
為表謝意，本會特別印製了2021年月曆，以腦癱孩子的

畫作為題，配以義工提供的正能量句子而成，贈予每一

位同行者。腦癱孩子在

肢體或智力上或有限

制，但他們卻同樣嚮往

與人分享的喜悅。盼這

份月曆能表達我們對每

一位支持者的愛和感

謝。我們同時會將這份

月曆送給我們的受助對

象，如有感動，歡迎各

位自由奉獻印刷費用。

* 注意地點可能更改，
請留意本會最新通知

湖北事工
湖北特殊兒童復康項目：
‧ 考慮到長期發展，中心決定租用新地方以服務更多

有需要的孩子和家庭，求主預備合適的地方。

‧ 中心9月正式實體上課，11名橋樑班的孩子，有4

名新生。9月份，橋樑班及外展服務有共7名孩子畢

業進入小學，6名入普通學校，1名入特殊學校。中

心目前繼續提供網路課程，包括繪本共讀及鋼琴先

導班，並定時用網路開家長會，瞭解兒童入學後情

況。

‧ 外展服務目前已約有50人登記，建立了35人的微

信聯絡群組，定時互通訊息，為無牆學校作準備。

湖南事工
‧ 因疫情不穩，原定9月底舉行的畢業生營會已取消，求主預

備明年合適的日子，讓畢業生和義工們有機會相聚分享。

‧湖南聖經學校即將搬遷，求主祝福使用新址，培育主的僕

人。

雲南事工
‧雲南新堂奠基禮於11月10日舉行，建堂

工程費約二千萬，求主供應所需，讓教堂

早日完工，榮神益人。

 

‧ 雲南教會的社會服務部探訪需用之福音

四驅車，共需人民幣13萬，現仍有約 2.8 

萬元的缺口，求主預備。

月31日，總參與人數共達243人(包括133

個人報名及2支傷健隊共110人)，在個人

組別中，總贊助人數達1,963人！感謝來

自本港、美加及澳洲各地不同堂會、機

構、學校及朋友的積極參與和大力支

持。在整個活動過程中，我們不斷收到

參加者傳來的短片和相片，十分精彩，

令人鼓舞！我們已將這些片段發佈於房

角石的Facebook專頁裡，作為美好的見

證！

來到活動的尾聲，我們11月7日舉行

了嘉許禮，嘉許在此次活動中挑戰自

我，願意以汗水突破限制、突破距離，

將愛和關懷傳遞到遠方的參加者。我們

同時為創意無限的參加者致以「最高人

氣獎」、「去得最遠獎」、「最佳花絮

獎」、「最多贊助人獎」及「最高籌款

額獎」五個殊榮。「傷健同行」一直是

獻都是來之不易，一分一毫都滿載愛

意。房角石承諾會珍惜每一份心意，盡

我們最大的努力讓醫療事工發光發熱﹔

因為有你們在背後強大的支持，我們會

竭盡所能，帶著各位的愛心和祝福走得

更遠，使受助者得到專業的醫療治療及

訓練，讓有需要的得享全人醫治與關

懷。

一位參加者在嘉許禮上分享說：

「人生就好似跑步，如果我們要去得

遠，事前就需要做好十足的準備，在過

程要不斷地忍耐，事後則需要感謝讚美

神所賜的恩典！」神透過這次活動讓大

家的心連在一起，讓我們看見一幅萬眾

同心同行、向著標桿直跑的美麗畫面！

求主使我們縱然在最艱難的處境下，仍

經歷祂的工作和榮耀是不受攔阻！求主

賜給我們與祂同工的信心，使我們能夠

衝破黑暗、繼續勇往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