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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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喜愛耶和華

的律法，晝夜思想；

這人便為有福！」

我們以「服侍社

群」為己任的團隊，

除了研讀耶和華律法

外，也考量本地律法

及內地律法，以尋找

合適的服侍平台，向

我們的鄰舍施予援助，待之以誠，彰顯關

愛。論到服侍平台，我們仍有一個醫療

夢，以創立一間內地三甲醫院為服務機構

的理想。此目標維持了十年，風雨不改。

然而，按現時各方面的情況考量，此

「醫療夢」未能在短期內實現。但我們沒

有因此而放棄理想，沒有因此而止息夢

想。我們估量，要達致「醫療夢」需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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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建立自己的三甲醫院上，一段珍貴的

經歷。

其實，我們在湖北武漢市早已有七年

的兒科、復康科、特殊兒童（腦癱兒

童）引導式教育等綜合醫療服務。很多

香港的醫生、護士、物理治療師、職業

治療師、言語治療師、義肢及矯型師、

心理學家、教育學家及無數支援義工，

從接觸、探訪、服侍都深深體會到內地

特殊兒童的困苦和其父母承受的身心壓

力。經過我們的治療及關顧，大家見証

到那份感激及盼望的情懷。武漢的醫療

事工，讓我們體會到耶穌說的「鄰舍」

是誰、地點在哪裏、受了甚麼傷！武漢

的醫療事工，讓我們體會到一所夢想的

三甲醫院能進深接觸社群及持續地給予

他們關愛。

我們在青海的醫療伙伴是一所慈善醫

楊君武醫生 (房角石醫療事工委員會主席)《醫療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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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553.72  (230,111.25) 92,442.47   
教育事工 (註 2) 648,012.40  (38,821.06) 609,191.34   
醫療事工 480,969.52  (1,415,844.02) (934,874.50)
社會服務 146,593.50  (122,302.61) 24,290.89 
援災 390,860.00  (19,142.71) 371,717.29 
人力支援  (599,282.17) (599,282.17)
其他 (註 3) 820,687.20  (222,465.81) 598,221.39 

管理及行政    

經常費收入 2,097,192.00
其他收入 349,880.00   
辦公室營運  (986,447.43)   
辦公室同工  (757,776.52) 702,848.05     

籌款及推廣   

推廣交流費  (38,607.00) 
文景樓宿舍 (註 4)    (12,440.00)   
對外奉獻  (9,000.00) (60,047.00)

事工及經常費合共 5,256,748.34 (4,452,240.58) 804,507.76

房角石協會  董事會成員

財政報告  二零二零年一至六月份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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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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資已付4月30日，我們武漢特殊兒童復康項目

的合作單位為過去2-4月參與遠程網上上課

的孩子們進行結業典禮。家長、孩子和義

工都出席，一同回顧網上課程的奇妙歷

程。

作為結業禮的參與者以及主持人，和

那麼多人一同記錄這個奇妙時刻，我十分

高興。還記得2月初我受疫情影響，留在香

港，心情十分迷惘。怎料到3個月後，竟能

與小朋友們一同在網上舉行結業典禮，讓

我驚嘆天父的作為奇妙。

孩子們為了回應家人的愛護和期待，

日復一日堅持訓練；家長們因為愛，日夜

陪伴，守望孩子；老師因為愛，認真備

課，耐心引導家長和孩子；義工們實踐基

督的愛，在經濟、專業上奉獻自己。全因

為愛，成就了一切，着實叫人動容。

結業禮中，家長對課程的回饋十分正

面。有家長言談中不時流露出感激之情，

更有家長分享時眼泛淚光。她分享到﹕

「有一種愛，叫作放手。」她深感孩子的

潛力超乎想象，只要家長願意放手，引導

孩子成長，孩子能做到很多的事情。中心

不單幫助了孩子，在教育上也給了家長專

業的指導。

在別人的眼中，腦癱的孩子是不幸

的，然而，幾個月來，我看得最多的，是

他們幸福的笑容。我想起有人問耶穌，為

何有人生來就瞎眼，耶穌回答﹕「是要在

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天父顛覆了我

對幸福的想法。有些人身體健壯，物質富

裕，卻不快樂。孩子們身體雖然有困難，

可經歷很多人的愛。因着神的愛，這裏充

滿了祝福。

結業禮感受 IT專家義工

目標：

1.盼望以個人或家庭為

單位與腦癱家庭結成

伙伴關懷關係，陪伴

成長。讓腦癱家庭不

孤單，深感有人同行

同走康復路。

2. 為孩子提供閱讀繪本的機會，彼此分享

情感並建立正確的人生價值理念。

服侍對象：

約50多位有需要的孩子和家庭

舉行日期︰

2020年8月至2021年1月

招募對象：

‧個人或家庭 

‧有愛心、肯堅持、充滿正能量的家庭

‧懂普通話

繪本共讀時段：

逢星期二 

下午4:00-5:00 或晚上7:30-8:30

活動形式：

1.參加者/團隊需承諾至少連續參加3次

Zoom活動(每星期一次)及1次總結交接

會議(Zoom形式進行)，與服務對象共讀

1-2個繪本故事。服務對象及人數由主辦

方安排。繪本教案將也會由主辦方提供

資料。

2.有意參加此計劃的朋友於群組報名。

醫療事工特殊兒童康復項目
『繪本共讀心連心2020計劃』

懇切的祈禱，伺機更長的年日。因此，

我們默默耕耘，努力不懈，服侍不間

斷，我們努力並無間斷地將「醫療夢」

的預備工作發展更廣更深。

懷著這一個「醫療夢」，這兩年，我

們嘗試在不同省份開拓平台，我們轉介

專家團隊到四川，共同研討全人醫治概

念，協助內地夥伴以專業模式發展醫療

事工。深盼將來醫院的優質服務能延伸

進社區，以配合國家衛計部倡導的政

策，幫助社區建立衛生和健康服務系

統。雖然，我們未擁有自己夢想的醫

院，但在與四川的合作夥伴探索如何成

為一所優質醫院的過程中，彷彿我們就

是在實踐整個建立醫院的過程。這是模

院。在過往四年，有唇顎裂手術隊、骨

科手術隊、中風復康團隊等為省市藏民

提供義務醫療服務。青海省的服務，反

映我們有手術專科、麻醉專科及復康專

科的專才及高端技術，而且有跨專業的

團隊合作，手術後能有復康支援，補足

了內地醫院各部門只顧單獨運作的漏

洞。

「醫療夢」的三甲醫院雖未有具體

省市地點進行硬體建設，但我們已匯集

醫療顧問、義務專科醫生、護士、輔助

醫療治療師、特殊教育專家等成一股人

力資源的力量。我們的專業知識，就是

我們的軟體。房角石本著「要愛鄰如

己」的律法精神，凝聚異象相同的醫護

專才，組合成各按各職的軟體力量。我

們雖無醫療硬體，但我們合一的服侍力

量，使房角石已擁有一所「無牆醫

院」。



青海

四川

雲南
廣西 廣東

湖南

湖北

青海醫療隊
‧ 由於疫情緣故，本會專家於3月開始
為去年骨科手術後的病人提供遠程復
康服務，通過網絡指導患者進行復康
練習，求主讓更多病人得幫助。

「惟喜愛耶和華

的律法，晝夜思想；

這人便為有福！」

我們以「服侍社

群」為己任的團隊，

除了研讀耶和華律法

外，也考量本地律法

及內地律法，以尋找

合適的服侍平台，向

我們的鄰舍施予援助，待之以誠，彰顯關

愛。論到服侍平台，我們仍有一個醫療

夢，以創立一間內地三甲醫院為服務機構

的理想。此目標維持了十年，風雨不改。

然而，按現時各方面的情況考量，此

「醫療夢」未能在短期內實現。但我們沒

有因此而放棄理想，沒有因此而止息夢

想。我們估量，要達致「醫療夢」需要更

編首文章

擬建立自己的三甲醫院上，一段珍貴的

經歷。

其實，我們在湖北武漢市早已有七年

的兒科、復康科、特殊兒童（腦癱兒

童）引導式教育等綜合醫療服務。很多

香港的醫生、護士、物理治療師、職業

治療師、言語治療師、義肢及矯型師、

心理學家、教育學家及無數支援義工，

從接觸、探訪、服侍都深深體會到內地

特殊兒童的困苦和其父母承受的身心壓

力。經過我們的治療及關顧，大家見証

到那份感激及盼望的情懷。武漢的醫療

事工，讓我們體會到耶穌說的「鄰舍」

是誰、地點在哪裏、受了甚麼傷！武漢

的醫療事工，讓我們體會到一所夢想的

三甲醫院能進深接觸社群及持續地給予

他們關愛。

我們在青海的醫療伙伴是一所慈善醫

事工檔案

2020年6-8月事工檔案

廣東事工
‧ 感恩廣東省各地區的教會陸續恢復崇拜和聚會，求主保守信
徒健康平安。

‧ 西樵新堂於2019年4月動工，經過一年的時間，現主體工程
已經基本完工，等待驗收。工程總造價約326萬元，包括門
窗、地板磚、刮白、通水通電的簡單裝修。由於總缺口仍有
約25萬，室內其他裝修部分暫無資金進行購置。求主供應。

辦公室
‧ 本會暫停安排所有內地行程至另行通知。

‧ 6月23日雙月祈禱會有27人出席，當晚以中

國整體情況和腦癱事工為分享的焦點。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最新情況，本會原定7月

24日(星期五)晚舉行的 「中國事工部長會」

延期至另行通知。

‧目前本會辦公室常費累積不敷為港幣300多

萬元，求主親自供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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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醫療服務項目
‧ 四川綿陽市合作單位的醫養結合項目辦證及籌

備工作緩慢，求主開平坦的道路，賜項目負責

人員有智慧及耐性去進行各項申辦工作。

‧ 南充社區醫院於疫情期間，出現人才流失情

況，求主引領醫院的營運和疫情後的服務方向。

‧本會將於九月舉辦「房角石醫療籌款活動

2020‧全人醫治齊躍動」，籌款時段為9月19日

至10月31日，詳情請參閱本會網頁、網絡平台

及宣傳刊物。

社會服務事工
‧ 本會計劃明年1月初舉行單車籌款活動，為

社會服務項目籌募經費，求主帶領活動的

籌備及各項的安排。

‧ 請參照特別醫療服務項目內容

廣西事工
‧ 感恩各教會於6月中陸續開始實體崇拜。
‧前河池市兩會主席覃牧師早前高血壓引
致腦梗塞送院醫治，經過3個多月的診療
跟進，現時腳可以慢慢的走路，但手仍
無力，需要定期回醫院覆診觀察治理。
求主記念忠心僕人的情況。

‧請記念今年參加全國高考的學生和畢業
的同學，包括本會的受助生，面對困難
重重的環境，求主賜下他們平安的心和
耐性，不論升學或就業，都能積極面對
困難及挑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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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作伙伴的老師4月中復工後，仍以實施遠程網
課教育為主，效果理想。中心正招聘康復師、社
工和老師，求主預備愛孩子及與團隊合作的工
人。

‧目前服務中心的場地空間不足，更只有一個衛生
間，求神賜同工智慧去處理，做好防疫和衛生工
作，讓孩子們在安全的環境中上課訓練。

‧「繪本共讀心連心」計劃
 感恩約有20多位的義工幫忙以繪本與腦癱孩子來
分享生活，期待透過故事能幫助孩子成長並建立
正確的人生觀。 (詳參<一紙寄情>)

湖南事工
‧ 湖南聖經學校因疫情已停課，開課日期待定。求主
賜一眾教師力量與合一的心。

‧ 因受疫情影響，就業壓力大增，求主看顧畢業生，
引領他們前面的道路。

‧ 畢業生交流營因應疫情，決定取消。

雲南事工
‧感恩雲南教會6月底已回復實
體崇拜，求主使教會做好復會
準備，遵守防疫措施，使各人
可以安心回到教會中，繼續研
習聖經和參與事奉。 

‧ 當地教會建新堂工程及探訪需
用之福音車皆需籌募經費，求
主供應所需。

‧ 原定7月30日-8月5日為雲南探
訪行程，現因疫情而取消，求
主讓疫情早日完全受控，讓我
們有機會再訪當地。

懇切的祈禱，伺機更長的年日。因此，

我們默默耕耘，努力不懈，服侍不間

斷，我們努力並無間斷地將「醫療夢」

的預備工作發展更廣更深。

懷著這一個「醫療夢」，這兩年，我

們嘗試在不同省份開拓平台，我們轉介

專家團隊到四川，共同研討全人醫治概

念，協助內地夥伴以專業模式發展醫療

事工。深盼將來醫院的優質服務能延伸

進社區，以配合國家衛計部倡導的政

策，幫助社區建立衛生和健康服務系

統。雖然，我們未擁有自己夢想的醫

院，但在與四川的合作夥伴探索如何成

為一所優質醫院的過程中，彷彿我們就

是在實踐整個建立醫院的過程。這是模

院。在過往四年，有唇顎裂手術隊、骨

科手術隊、中風復康團隊等為省市藏民

提供義務醫療服務。青海省的服務，反

映我們有手術專科、麻醉專科及復康專

科的專才及高端技術，而且有跨專業的

團隊合作，手術後能有復康支援，補足

了內地醫院各部門只顧單獨運作的漏

洞。

「醫療夢」的三甲醫院雖未有具體

省市地點進行硬體建設，但我們已匯集

醫療顧問、義務專科醫生、護士、輔助

醫療治療師、特殊教育專家等成一股人

力資源的力量。我們的專業知識，就是

我們的軟體。房角石本著「要愛鄰如

己」的律法精神，凝聚異象相同的醫護

專才，組合成各按各職的軟體力量。我

們雖無醫療硬體，但我們合一的服侍力

量，使房角石已擁有一所「無牆醫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