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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 聽 呼喚

前 呼 後應

房角石協會

黎嘉讓牧師（本會副總幹事）

在香港最近有一齣改篇自真人真事的電影在放映──《沉默》Silence──引發出很多的感嘆
和討論。電影講述基督徒面臨棄教的抉擇，而過程中，這位神似乎一直在沉默。
神是否一直沉默，大眾仍可以繼續討論，但我想確切指出一點：困苦人的哀聲，祂是聽到
的！
約翰福音第九章提到一個生來瞎眼的人，主耶穌將他治好，但法利賽人不信耶穌的能
力，質疑那瞎子並非生來就瞎眼。他如實地作答作見證，最後卻被那些人辱罵是「全然生
在罪孽中」，然後將之驅趕。聖經記載：「耶穌聽說他們把他趕出去，後來遇見他，
就說：『你信神的兒子麼？』」（約9:35）《和合本修訂版》有這樣修正的翻譯：
「 耶 穌 聽 說 他 們 把 他 趕 出 去 ， 就 找 到 他 ， 說 ： 『 你 信 人 子 嗎 ？ 』 」 （ 英 譯 本 The
Message:“Jesus heard that……, and went and found him.”）
耶穌與一般人不同，祂聆聽（Hear）並非「左耳入右耳出」，而是用心聽（Listen）。祂聆聽之後更會行動，祂「就找到他」（and went and found him）。
這世界遍處都是有極大需要的人，他們有些完全無法發出聲來，或是聲音很微
弱，又或聲音（說話）含糊不清的（這不一定代表他們是智力受損的。如有部份腦癱
人士，他們智力完全沒問題，甚或有能力取得高學歷，但說話就無法說得清楚）。這些
人的需要是要特別用心聽才能聽到。
有一首多年前的詩歌叫Lonely Voices〈寂寞的聲音〉，但信息依然切中現今世代，其
中有這樣的歌詞：
Lonely
Lonely
……
Lonely
Lonely
……

voices crying in the city,
voices sounding like a child.

寂寞的聲音在城裡哭泣，
寂寞的聲音仿似小孩子。

voices fill my dreams,
voices haunt my memory.

寂寞的聲音充斥我的夢，
寂寞的聲音纏擾我記憶。

在3月底房角石舉行了一個醫療事工發展異象分享會，令人感動的是，有許多義工出席，坐
滿那個小禮堂。其中不少人過去已一直關心特殊兒童復康項目事工的需要，但他們仍「膽敢」繼
續去聽（dared to hear）──縱然，他們會聽到在武漢康復中心的腦癱孩子，在經過我們提供的
引導式教育之後復康得到大大的進展；然而，他們同時聽到孩子一滿6歲，所謂畢業了，便要離
開中心，然後……然後「唔知點算」！可以預期，沒有學校收他們讀書，他們亦沒機會受教育。
他們會因復康訓練中斷，令先前有所進步的身體機能漸漸倒退，最終呆在家中像廢人一樣──如
此這般令人覺得無比沉重的訊息！

前線同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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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房角石數以千計的義工們（包括各方面的服侍），都是學
像主耶穌那般的聆聽──他們持之以恆地留心傾聽國內各處發出
的寂寞的聲音，且不停留於此，而是身體力行，掏出金錢、用上
假期，勞心勞力地以專業、以技能、以愛去作出回應！
「關愛列車」是現在我們常掛在口邊的一項延展性服務事
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意象──房角石的同工及
義工們，為那些困苦中的人，努力將關愛帶至更遠的地方。
然而，說到延展性，我見很多義工已委身參與數以十年計，
故此不少已達金齡之年。猶記得一位當天出席分享會的醫生是已
屆八十高齡的義工，他曾說：什麼時候醫療隊欠缺醫生出隊，只
要保險公司仍讓他受保的話，他必定義不容辭地協助。而最令人
受激勵之處，是他不停留於個人的參與，他更樂意花心思引導年
幼的信徒，啟發並陪伴他們一起尋索及實踐人生使命。我一方面
實在為有這麼忠心的義工而感恩不已，但也祈求主不斷興起年輕
力壯的一代又一代，讓這列車不單有跨越地域的廣闊度，也能有
穿越時間的縱深度；這列車的車廂一卡卡地緊扣，猶如關愛的使

命一棒棒地相接。
求主讓我們都看到又聽到了──
Lonely faces do I see,
我看到寂寞的面孔，
Lonely voices calling out to me. 寂寞的聲音向我發出呼喚。

在沉重的需要之中，一眾信徒義工仍然持著盼望同行

傳 承 ——記 去 年 12月 武 漢 醫
我是一位剛畢業的物理治療師。提起去年12月武漢的行
程，不得不先提兩年前暑假的經歷。那時候我還是一位大學
生，還沒有決志成為基督徒。當時，我到了廣西雲彩的腦癱中
心實習，看到一幕幕令人心痛卻又鼓舞的畫面。眼前一個個先
天有缺憾的小朋友，他們走路、食飯、上廁所有問題，就連坐
著也難以做到；但我同時又看見他們會為一粒果凍而笑，會為
一句簡單的讚美而開心，還有他們的家長堅持每天帶他們去做
復康訓練的動人畫面。
有過這些經歷，我喜歡上兒科治療。亦因為見過這些美麗
的畫面，使我後來信了主。2016年7月，我正式成為了一位治
療師，而我工作的第一個崗位正正在兒科物理治療部。在工作
上我遇上到不同的人，有小朋友、家長，也有同事。到來的小
朋友的身體都會有大大小小不同的狀況，而家長當然有多多少
少的擔心和憂慮。我也在想，我所學的，我所得到的，到底如
何可以幫助到更多的家庭？於是有一次，我就去問我的前輩，
到底我們還能作甚麼。
這位前輩在兒科工作多年，也
是位基督徒。除了工作用心外，
也很照顧及關心大家的成長，包
括靈性的成長。工作上她會教
導，工作外也會安排細胞小組聚
會。那次她介紹我去參加房角石
武漢醫療探訪。清楚記得我報名
得比較遲，最終我也成功報名
了，後來聽說是因為這位前輩不
介意把名額讓出來，我才能參
與，到現在還使我很感動呢。

就是這樣，我在上年聖誕節到了武漢。一行
二十人，認識的沒幾個，初次見面卻感覺融洽，
大概是大家都是主內弟兄姐妹，而且想去服侍這
些家庭的信念很強烈吧。在武漢四天，每天都很
充實——到康復中心看小朋友上課，跟他們開聖
誕派對、和家長們聊天，跟他們外出活動及家訪
他們。可能每件都是很小的事情，但卻使我看到
家長和小朋友真摰開心的反應，很簡單，卻很窩
心。家長們每天帶著小朋友，身心想必很勞累
了，能做些事情令他們開心上一天，也使我心暖
暖的。
行程中最令我深刻的畫面是家訪。在對話中我說到自己是
個物理治療師，然後各人都熱切希望我可以看一看他們的孩
子，給他們訓練指導。那時候我心裡很被觸動，沒想到自己每
天在做的、教的一個個小運動，原來對這些家長來說是那麼重

桂柳地區暑假行程現正招募義工，對象為1)開放了解不同文化
並有志於服侍青年人的義工、2)成熟並有豐富聖經知識的義
工。求神感動人心，引領合適又有經驗的人帶到團隊一同服
事。

湖北
廣東
一行七人於4月初探訪五邑地區教會，感謝神保守行程順利，
透過交流服侍，兩地弟兄姊妹彼此認識，在主裡激勵互勉，愛
主更深。

廣西
2月上旬，一行10
人到柳州和桂林兩
江縣教會探訪交
流。感恩眾團員在
期間彼此配搭服
侍，讓當地弟兄姊
妹在交流活動中有
所得著及成長，能
幫助他們在教會的服事。

2月初本會接待荊州同
工探訪考察本港敬老
護老事工，感恩一行
人都有所啟發，求神
興起當地教會服侍社
區的長者。
3月本會代表出席監利縣培
訓樓奠基禮，祈求主使用此
樓培育更多時代的工人。另
外，事委楊漢義牧師在監利
縣與當地教牧同工分享牧養
經驗，彼此激勵。

感恩今年有幾位新義工加入服侍，最終一行
11人無懼寒春前往當地交流。

6月將舉行河池畢業營，今年踏入第十四年，祈求同工和委員
仍然保持熱誠，發揮創意，善用寶貴經驗，設計適切的活動內
容，回應一群即將踏入社會工作的同學在心靈和現實上的需
要，對他們的生命帶來正能量。

湖南
3月下旬本區事委會修定助學準則，盼望能使有需要的學生
受惠；亦讓資源使用得當，作神良善的好管家。
另外，暑假營會的籌備成員於3月初赴湖南視察營會場地，感
恩行程平安順利，求主都為行程預備合適的舉辦地點及服侍團
隊。

四川

醫療探訪

梁子駿（本會義工）

繼1月初的接待後，
本區事委於3月中再
訪瀘州和南充考察醫
療情況。現正思考如
何進一步協助當地單
位發展更好的服務，
求神賜智慧與能力，
使我們跟隨祂的心意
而行。
四月中旬舉辦醫療行
程，一行28人參
與，求神使用每位弟兄姊妹的恩賜與愛心，預備合宜的活
動，使團隊與當地信徒及同胞有美好的交流與連結。

作者(右一)與義工們一同家訪孩子

要。一位小朋友在我接觸她時就張開嘴巴笑了。有時候，小孩
只要是感覺獲接納，得到關心，就會笑起來了。我知道我的能
力很渺小，也沒有能力根治，始終只有主才可以完全醫治；但
我依然很感激主給予我這次經歷，讓我看見這一張張臉孔，也
讓我再想起廣西的經歷，想起自己的承諾。
「我會更努力學習，將來去幫助你們和更多跟大家一樣的
家庭。」這是兩年前實習完結時向家長們說的話。我確信這次
經歷、這個延續，也是上主對我的提醒。在工作上，在服侍
上，我的確是個新鮮人，我很感謝天父讓我認識到不少出心出
力的前輩，感激你們讓我在這個旅程中看到更多。也感激那位
前輩的引導，並且一次又一次帶領我回到主的身邊，感激你讓
我看到你所結的果子，感激你讓我看見美麗的恩典。未來我也
會做好自己的崗位，傳承你那份精神，我知道靠著那加給我力
量的，凡事都能作。
願主保守武漢每個家庭，保守當地中心的老師及同工們，
讓他們都得到力量，好好守護每位家長和小朋友。

雲南
3月中旬接待了一批雲南牧者，感恩行程中各人都有豐富的
得著，生命得到更新。願主繼續激勵他們，讓他們有新的視
野，重新得力傳揚主愛。
4月中旬有雲南探訪交流行程，求主保守，讓參加者能夠發
揮恩賜與才幹，成為當地教會的祝福和支持。

醫療
特殊兒童復康項目：
今年武漢康復中心腦癱部約有10位新來的孩子和家長，求主看
顧，使他們盡快適應。另外現時家長班活動每週約有15人穩定
參加，求主繼續使用，使活動能夠支援與祝福這些家庭。
武漢前線一位同工即將放產假，當地康復中心最近也有兩位幼
教老師離職，求主眷顧，並保守能盡快聘請到合適的新老師，
好使中心運作順利，求神賜當中同工額外的能力和恩典去面對
繁重的工作。

請對摺及封口

感謝神！特別為本會特殊兒童復康項目籌募經費的香港靈糧
堂幼稚園聯校親子步行籌款於2月25日順利舉行，一眾師生及
家長無懼風雨嚴寒，踴躍參與。當日過來人世豪亦蒞臨在開
幕禮分享，讓參加者都更深認識特殊群體的需要，體會籌款
的意義。是次活動共籌得港幣47萬元，求神幫助本會有智慧
地運用，讓更多孩子獲得有需要的服務，生命再添色彩。

奉獻封
我願意：
□ 成為房角石之友
□ 成為房角石義工
□ 邀請房角石的同工到本教會 / 機構 / 公司分享中國事工
□ 為房角石協會及其中國事工禱告
□ 定期收到房角石協會《通訊》（ □ 電郵 ∕□ 郵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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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學生全情投入演出及老師用心設計攤位，在嚴寒中散發暖意。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感謝K’s Kids繼續大力支持及贊
助禮物，使大家滿載而歸！

我們盼望透過遊戲，讓孩子更深
認識及體會腦癱兒童的處境。

3月30日舉辦了醫療異象祈禱會，分享湖北特殊兒童復康項目
的發展，並為事工的發展及前線同工的需要獻上禱告。感謝
神召聚超過50名弟兄姊妹參與其中，深信聖靈會引導眾人領
受使命，參與服侍，彼此激勵。
4月中旬有21人到訪武漢中心參觀及體驗，求主帶領參加者能
夠在行程中學習以基督的心為心，也使用這個行程讓中心的
孩子和家長得到更多的愛和鼓勵。
關愛列車行動：來自杭州的小
芬完成手術及術後復康訓練已
安抵家鄉，本會同工將於7月前
往與學校溝通加建配套設備，
盼望小芬盡快開展校園生活。
另外4月底將有6名孩子到深圳
醫院進行會診及手術，求主看顧保守整個過程。

湖南紓緩醫學計劃：
生命天使計劃現時正物色院牧負責新一年的課程，求主預備
合適的人選，以致課程順利進行。

青海西寧醫療行程：
2月中旬，青海醫院
院長及領導共4人來
港考察了四間醫院，
了解本地醫療情況，
期望這次寶貴的交流
經驗可為當地醫院
復康服務帶來更好
的發展。
4月9-12日舉行今
年第一次唇顎裂手
術行程，計劃為30位病患進行手術，求神保守過程順利。

社會服務
本會單車籌款今年踏入20周年，今年繼續為社會服務事工籌
募經費。求神為我們預備義工團隊及相應的資源，保守商討
的過程，能夠達成共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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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收據副本連同姓名及
聯絡電話，郵寄、傳真或電郵至房角石協會辦事處。
□ 銀行每月自動轉賬
請於本會網頁下載「直接付款授權書」，填妥後郵寄、傳真或電郵
至房角石協會辦事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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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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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和課程資訊，以
及開立收據、招募、宣傳推廣及邀請、籌款、收集意見等相關訊息。
(*請刪去不適用者)

簽名：

日期：
多謝

您 的支持

請對摺及封口

本著耶穌基督的教導，以優質和專業的服務，關心中國的社群和教會，彰顯上帝的愛，提昇國民生命素質。

財政報告
二零一七年一至 二月份
香港尖沙咀柯士甸路22-26A號

好兆年行504室

電話：(852) 2314 8942
傳真：(852) 2782 4891
電郵：info@cornerstone.org.hk
網頁：www.cornerstone.org.hk

收入
HK$

支出
HK$

結餘/(不敷)
HK$

教會事工

116,590.07

(226,286.05)

(109,695.98)

教育事工 (註 2)

190,165.63

(61,183.71)

128,981.92

醫療事工

496,698.20

(249,898.63)

246,799.57

社會服務

400,690.76

(170,116.82)

230,573.94

3,000.00

(68,175.36)

(65,175.36)

213,685.11

(80,904.55)

132,780.56

事工項目收支 (註 1)

援災
其他 (註 3)

經常費收支
經常費收入

528,316.26

同工薪津及福利

(642,736.24)

租金及辦公室開支

事工及經常費合共

1,949,146.03

(136,040.88)

(250,460.86)

(1,635,342.24)

313,8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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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貼郵票

註 3：包括各地區事工運作行政及探訪交流行程。

傷健一家，互助互愛

張世豪（本會義工）

現今香港，絕大部份年青人都會講求利益，賺快錢心態；能擁有健康身軀，則視為理所當然。更甚
者，只為一時刺激而染上毒癮，沉淪毒海。有些只為了完成父母心願而讀大學，根本志不在此。讀畢，終
日在職場裡營營役役或自閉在家，與電玩相伴。
何以至此，則生活過於物質化，而欠缺心靈富足，莫說主動關心社會上被忽略的一群— 殘障者。我
是張世豪，出生時因醫療失誤導致徐動型腦癱，唯靠右手一隻手指在鍵盤上打字，才能與人溝通，完成課
業和投身社會，為工作和理想努力打拚，現就讀於香港浸會大學電腦系碩士課程。
我為能生於香港而感到萬幸——因從小能接受引導式教育和適當的體能訓練，才可駕駛電動輪椅上學
和上班。而內地之腦癱患者卻因缺乏特殊學校的支援，無機會接受教育，終生留在家中。更甚者，基於內
地過往推行一孩政策，又欠缺保障殘障者的社會制度，早已被家人遺棄。較為幸運者，家人為其傾盡家
財，不斷尋訪名醫，但最終換來債台高築而放棄。身為過來人很應該挺身而出，將以往經驗與同路人分
享，攜手結伴同行。而作為主內弟兄，理應在能力所及內服待其他肢體，深信在基督眼中，每人都是無價
的——不分富貧或傷健，所以我在三年前答應鄭毓君博士邀請，加入了房角石協會擔任義工工作。
今年2月25日早上，我很榮幸獲邀出席於山頂舉行的靈糧堂聯校親子步行籌款活動。是次活動目的是
為房角石湖北的復康項目募捐，讓醫療團隊能夠為貧困而有需要的患者引介手術援助，並提供密集並模擬
家居的術後復康訓練，以加強及恢復他們活動能力。縱使當天氣溫驟降，又風又雨，但眼見過千名名幼稚
園師生及家長無懼嚴寒前來支持，確實令我感動不已，皆因深深體會「傷健一家，不分你我」的精神。其
後得知靈糧堂屬下的幼稚園非常著重品德培養，不會講求考試操練，以聖經故事為藍本，透過活動教學，
耳濡目染地向孩童灌輸正確價值觀。我對此十分欣喜！今之世代，何以道德淪亡，金錢掛帥；愛情以大宅
來衡量？乃基於貪婪自利之心，而缺乏關愛扶持之情。試問社會豈有安寧之日？
衷心希望能與協會各人攜手同心，積極參與
內地復康服務，實踐榮神益人之本，宏揚互助
互愛之意。

作者簡介
世豪自幼在香港紅十字會甘廼迪中心接受引
導式教育，雖有肢體及語言障礙，卻無阻他熱心
求學，反而在限制中發現恩典與使命，堅持活出
有意義的人生。他發揮所學IT專業，為母校研發
電腦系統供師弟妹使用，並志在以其自身體驗為
特殊需要人士研發應用程式(App)，促進社會傷
健共融。世豪現時繼續進修，盼望將來能夠更好
服侍特殊需要群體，助人自助，傳揚主愛。
世豪在開幕禮上的分享讓大家深受感動

房 角 石 協 會 董事會成員
主 席：湯頌年
副主席：簡耀堂
董 事：鍾尚甘、許金根、潘士達、楊君武、阮成國、
郭瑞榮、鄒德根、畢德富、鍾煥璋、潘達文、
易嘉濂、彭秋芬、陳茹九、潘國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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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工：張艷艷、連碧霞、蘇詠雅、翁傑剛、鄧英娥、
江厦妮、周秀琼、鍾文珊、朱少珍、黃小玲、
劉惠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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