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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重頭開始　　　鄔小鶴

今年是我很特別的日子，我離開了自己親自創辦18年的福音機構，中國福音事工促進會從1989
年定名，1990年開始，由零開始至現在經已成為一間有名的機構，我當了18年的總幹事，經過無數
的艱辛，2009年三月開始，經已離開這個機構。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願意離開，但我覺得很平安，中
福事實帶給我沉重的壓力，這是我和師母也感受到的，現在我經已離開了。

我離開了中福，並非退休，因為神給我的異象和使命，還沒有完成，我要繼續帶著中國福音
的使命，向前進！當我決定離開中福之時，即開始組織另一個機構，可以在中港植根的慈善福利
機構。面對中國，吸取過去的經驗，我決定不凸出福音的名號，而以一個較平凡的名字來取名，因
此，我取用了「國際天糧事工」作為新機構的名字，避開「中國」和「福音」等字眼，另外也加入
一些非基督徒來參與，目的希望在中國也可以建立相同的機構，但我們的同工全部是基督徒和牧
師，們的使命和異象沒有改變，這是我們新機構的計劃。

過去，中福有許多包袱，由於人手和經濟的不足，令我們在工作上產生非常的困難，也有許多
誤會，只有同工最能感受到，也只有同工才能是真正的同路人。現在我經已離開，成立一個新的機
構，重新開始，也就是要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國際天糧事工是一間非常新的組織，我和師母及金弟兄三個人，離開中福，去創立一間新的
機構，我們找到五名發起人及多名會員參與董事，其中有來自上海和深圳的同路人，當中有多名董
事也未信主；也有多名教會牧者及傳道，大家看到同一個目標。而同工們除了我之外，還有一名牧
師。我雖然離開中福，但我仍然堅持神給我的異象和使命，中國福音的使命，我會繼續承擔，直至
見主面！

我期望教會肢體們能夠理解我邀請非基督徒的參與，我在禱告當中多次與神溝通，也與我們的
教牧人員商討。面對中國，我們這個決定是合乎需要的，因為我很希望「國際天糧事工」在中國可
成立一個機構，能夠公開在
中國國內認可的慈善機構，
而且能夠在香港及國內都可
以公開運作的基督教機構，
現在中國未有這種機構，尤
其是有教會背景的機構。

讓我們重新開始，在中
國高舉耶穌的名，讓基督的
福音成為中國的標誌，「耶
穌愛中國」能夠真正實現在
中華土地上，讓十三億人民
享受從神而來的筵席。而國
際天糧事工的工作主要是以
賑災、扶貧、助養為我們的
目標，推動人道主義，並且
這些事工不但在中國國內，

同時也伸展到亞洲以及全世界，讓中國國內的
信徒到全世界宣教，參與緊急救災工作，所以
我們以國際為名，因此，國際天糧事工的工作
是背向中國，而面向全世界，讓賑災、扶貧及
助養的工作，成為由中國人去成立的無國界的
宣教事工，由全世界的華人教會擔起這個使
命。

國際天糧事工是一個聖工，我們需要你
們的禱告和奉獻支持，而我能夠承諾的，就是
我會繼續堅持神給我在中國的托付和使命。賑
災、扶貧和助養也正是國際天糧事工的工作，
我們也會照著新方向去實現神給我們的托付，
同時，我們也會吸取過去經驗，辦得更好！更
能見證神！願榮耀歸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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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     巫佳豪

主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約翰福音6章35節)，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約翰福音6章51
節)。主耶穌就是天糧，國際天糧事工就是見證主耶穌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所要做的工作。

眾人問他說：「我們當行甚麼才算做神的工作呢？耶穌回答說：「信神所差來的，這就是做神
的工。」(約翰福音6章28-29節) 如何知道誰是神所差來的呢？他們又說：「你行甚麼神蹟，叫我
們看見你就信你；你到底做甚麼事呢？」猶太人想從耶穌的工作或神蹟來判斷耶穌究竟是從哪裡來
的？可見人是會著重所做的是甚麼，但神卻著重人所信的是甚麼？這和舊約聖經哈巴谷先知所說：
「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惟義人因信得生。」(哈巴谷書2章4節)吻合。

人在地上所做的工作若取得成功，或是夠堅持，總會叫人另眼相看，同時亦會容易使人自高自
大。但一個人的信念和品格，不能單從表面的工作成績去判斷。「所以，時候未到，甚麼都不要論
斷，只等主來，他要照出暗中的隱情，顯明人心的意念。」(哥林多前書4章5節) 那麼我們當如何判
斷誰是神所差來的，好叫我們信他？

關於差人和差他的人請看約翰福13章12-21節：「耶穌洗完了他們的腳，就穿上衣服，又坐
下，對他們說，我向你們所作的，你們明白麼？你們稱呼我夫子，稱呼我主，你們說的不錯，我本
來是。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我給你們作了榜樣，
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作的去作。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僕人不能大於主人，差人也不能大於差
他的人。你們既知道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這話不是指著你們眾人說的，我知道我所揀選的
是誰，現在要應驗經上的話，說，同我吃飯的人，用腳踢我。如今事情還沒有成就，我要先告訴你
們，叫你們到事情成就的時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
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耶穌說了這話，心裡憂愁，就明說，我實實在在的告
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了。」

這段經文筆者默想了很多次，像當時的門徒一樣，完全不明白耶穌的意思。在幾節的經文裡，
三次題到「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僕人不能大於主人，差人不能大於差他的人。二、有人接
待我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而接待神所差遣的，就是做神的工了。
三、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了。這樣看來，神所關心的工，不是地上任何形式的工作，而是門徒
之間和主與父神之間，彼此洗腳潔淨接納的親密關係。

現代人忙碌工作，每天工作8-12小時，甚至通宵達旦，為的是甚麼？主耶穌說，人若賺得全世
界，賠上了生命，有甚麼益處呢？可見工作和生命之間的關係是互為表裡的，從一個人的工作動機
和態度可以見到他的生命型態。主耶穌認為「信神所差來的，這就是做神的工」(約翰福音6章29節)
另外又說，工作可以賠上生命(馬太福音16章26節) 所以，按耶穌的教導，工作的出發點若出於信
(接待)神所差來的，這就是做神的工，若不知道是否信(接待)神所差來的，那就是做賺世界的工。
我們現在究竟是正在做「信」的工還是「賺」的工? 那麼進一步要問的，在我們周圍工作的世界
裡，誰是神所差來的呢？

請看約翰福音6章37-40節：「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裡來，到我這裡來的，我總不丟棄
他。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來者的意思行。差我來者的意
思就是，他所賜給我的，叫我一個也不失落，在末日卻叫他復活。因為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見子而信
的人得永生，並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簡單的說，神所差的一定沒有自己的意思，乃是按那差
人者的意思，那差人者的意思又是甚麼呢？「叫我一個也不失落」。

讓我們看耶穌的意思：「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他既然愛世間屬自
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吃晚飯的時候，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人猶大心裡。
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裡，且知道自己是從神出來的，又要歸到神那裡去，就離席站起來脫
了衣服，拿一條手巾束腰，隨後把水倒在盆裡，就洗門徒的腳，並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乾。」(約翰
福音13章1-5節)

耶穌清楚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又知道自己是從神出來，又要歸到神那裡去，但隨後
所流露出來所關心的，卻不是未完成的工作，而是將要離開的那一班門徒，他們之間的彼此洗腳關
係，並且重複題到你們要彼此相愛，要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
   國際天糧事工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將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和隔膜打破。人在甚麼時候需要糧食
呢？當然是在飢餓的時候。但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是缺少神的話，主耶穌勝過撒但
的第一個試探正是這樣，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接待那些在災難中無
援的人，就是信神所差來的，就是做神的工，滿足神的心意，他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
改，在人與人之間建立彼此洗腳親密相愛的關係。

P.4



四川地震一周年回顧  鄔小鶴  
2008年5月12日下午2時28分，中國西南部四川省汶川縣發生黎克特制8.0級地震，造成約十萬人

死亡，災民人數超過一千多萬人，受影響的除了四川省外，還有甘肅和陝西省。這一場轟動全球的大
地震，震動整個中國，約有四十多個市及縣受到波及，其中的非常重災區，包括震央汶川映秀槙、臥
龍、北川縣、彭州、都江堰、德陽、青川、江油、安縣、高川、理縣、茂縣、廣元等地區，都是非常
嚴重，而且災情慘烈，是近年中國最嚴重的歷史性的大災難。

今日是四川地震一周年，或許多人經已將這一場震驚全球的大地震災難忘記了，但是當你親身去
探望災難中的人，很難將這一場轟動全球的大地震忘記，對一些曾在 災難中受
傷害的災民，或是經歷過這災難的人，是永遠不能忘記的。我曾出 版 一 部
書《災難與祝福》，我親自走遍災區，訪問了許多災民，我深覺 得災民
所留下的痛苦是很難讓我們體現其苦處。

在地震後一星期，我第一次到達四川成都市，雖然我去過
中國很多省分，但是中國西部的四川省，我還是第一次去。
深圳的弟兄姊妹為我們聯絡安排了一間賓館，我們一行四
人來到四川省成都市，住在一間小型賓館，這間賓館給溫
州教會的信徒全座包下，來自全國的信徒，在這裏組成一
個救災中心。酒店後面停車場停了許多準備到災區派物資的
賑災車輛，而地下也是有三個大倉庫，每日有許多物資從這           裏
直接送到災區分發。

5月20日我去到其中一個重災區，德陽漢旺鎮，這裏災情 非 常
嚴重，到處都是死屍的味道，所有房屋都被毀倒塌，情況非常恐 佈 。 第
二日，我們去到另一個重災區──都江堰市，這裏我們去到一間教 堂，華麗
的教堂全座震裂，成為危樓，所有教會崇拜和聚會都在戶外的帳幕，我們第一次在帳幕外吃午飯。跟
著我們到了一間倒塌的小學──新建小學，這裏有三百多名學生被倒塌下來的瓦礫壓死，有數名家長
前來災場，其中一名家長叫李歐，她大聲哭號，非常悽愴，她的兒子是其中一名受害者。我們看見一
些結構不全的建築物，致令許多學生死亡。

第二次，我們再到災區，到棉陽市江油和安縣，這也是一個重災區，這裏的學校及房屋也受到嚴
重損壞，許多房屋倒塌，並且餘震非常嚴重，每一日都有許多次餘震，有一些學校受到嚴重破壞及倒
塌，包括李白中學等。在江油的教堂也有破裂及倒塌的危險，整座教堂只用帳幕包著，直至現在也是
這樣。在安縣災情更加嚴重，由於接近重災區北川，有許多房屋受到完全破壞，我們看見學校倒塌，
民房也倒塌，沒有一間完整的建築物。

四川的天氣，許多時間是陰沉及下雨的天氣，令到地震的災情，顯得更加悽涼。我們在都江堰的
時候，正是下著雨，到處都是廢墟，這種慘情，更是難以形容。我們與災民一同在露天地方午餐，與
災民共同渡過這個難關。

六、七月期間，我們每天到不同災區探訪，在映秀鎮的時候，到處都是軍隊，天橋倒塌，學校及
屋宇盡毀，整個災區都成了廢墟。到處都是
屍體發出的氣味。這是我第一次到震央附近
的映秀鎮。在映秀鎮內，所到之處全部有軍
隊和特警接管，沒有通行證是不能進去，沒
有道路可以通到汶川，每一次經過映秀鎮，
都要消毒。我們帶著救災隊名義，去到災區
探訪和賑災。

我們也派了一隊人到青川和彭州，在當
地的帳棚學校協助教學，另外也送了一些檯
椅和教學器材給當地帳棚學校。在青川我們
的同工有機會每一家去探訪災民，他們很多
人都住在帳棚中，帳棚的溫度高達四十度以
上。

七月中，我帶了一群來自歐洲的信徒到
災區探訪，我們到了江油和安縣，當他們去

到安縣的時候，他們心裏充滿眼淚。後來，我們再到北川，去到北川縣城，眼看到一個美麗的縣城，
變成廢墟，到處聞到死屍氣味，真是非常恐怖。對於一群來自歐洲的華僑，看到這一場從未遇見的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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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對他們來說，實在非常傷心難過，其中一名成員，是四川人，她經已移民到歐洲比利時，今次
有機會回國，參加我們的探訪四川地震災區的團隊，心裏確實難受，我看到她面容及眼睛充滿愁容
及流著眼淚。我們逗留了半日後，離開北川，當晚回到成都，心裏仍是這樣的沉重。

過了一個星期之後，我們再帶著一萬張棉被到安縣，今 次我們安
排到棉陽，這是一個晴朗的星期一，我們去到安縣永安、秀 水 、 沸
水和高川等地方，我們在棉陽住了一星期多，在這一星期 中，我
們經歷了每日至少一次地震，看到災區是一片又一片的廢 墟 。
尤其是高川，兩座山因著地震接合成一座，住在山谷的 村
民，無一個人能夠活著。在今次地震中，有多座山都 是
與高川鄉一樣，兩座山連合成一座山，很多村民被活
埋，死亡人數無法估計，可真是死無葬身之地，令
後人無法紀念他的存在。地震帶來的傷痕，是無法
估計。

我們再一次去到映秀，這次是汶川縣政府帶我們
去，在映秀鎮的山上，我們去到一個萬人塚，地震後集 體
埋葬的地方，在這裏埋葬了超過八千名災民的屍體，沒有 名字
紀念他們，也沒有棺木安放他們，只是一個包屍袋，一個 又 一
個放在地下，然後用泥土埋下，以五一二地震死難者之墓稱 之。

在萬人塚上面有一片臨時安置營，住了那些受到災難影響 的災民，
這些臨時安置地方是用板房造的。當我們探訪災民時，他們心裏都非常痛苦，只說一些安慰話語，
他們的眼淚就流出來，每一個家庭都失去了一位以上的至親，地震奪去家庭團圓。每一個家庭都有
破口。我認識一名司機，他是住在映秀鎮，那天地震時，他和妻子去探親，他和他的妻子相隔只

是不到一米的距離，可是一幅牆從後面倒下，壓中
他太太的身體，之後他太太倒下身亡，他真的難於
接受這個現實。現在他經已接受耶穌，他親眼目睹
太太離開他。在萬人塚上，我們為那已死去的家屬
禱告，住在上面的災民，他們在生命的極點接受耶
穌，這幕幕的見證，成了我們一生裏面難以忘記的
回憶。

今日是四川大地震的一周年紀念，我們對這日
子留下甚麼感覺，四川的地震經已過去了，地震地
區經已開始重建，但是我們對災難抱著甚麼態度？
如果地震發生在香港，你會怎樣？我們需要從災難
中吸取教訓和整理經驗，當災難來到後，我們如何

應變？聖經形容耶穌來好像賊一樣，同樣災難的來臨，也好像賊一樣，無人能夠知道，但是你是否
準備好應變災難的來臨。今次四川地震令到許多災民生命得到改造，他們認識到生命的可貴，接受
耶穌做他們生命的主。因為看到人生命的脆弱，災難帶來的痛苦和悲傷，然而，更美好的祝福會臨
到，災後的明天，更是讓災民重建生命
及家園，將痛苦和悲傷化成力量，建造
美好的明天。

災後一周年，願災民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雖然傷痛的烙印會留下很長
的時間，但是時間的過去和不斷祝福，
能夠將傷痛化成喜樂。居安思危，香港
人怎樣從四川的大地震去反思，面對危
機．香港人如何處理？正如香港人面對
今次的金融海嘯，我們怎樣去抗衡金融
危機對我們的影響，積極面對，是一種
抗衡災難的最好方法，並不是將矛頭指
向政府，或過分倚賴政府，或受任何政
黨的影響。必須要有心理準備，面對災
難的來臨，有準備才能渡過災難所帶來
的損失，化危機為楔機，化災難成為祝福，這樣才能建立美好的明天。

P.6



5.12四川大地震離開現在經已一	周年，然而災難
的傷痛仍然在每一個人心中，每一幅圖片都代表著
災難帶來的傷痛，我們以一首「災難與祝福」來表
達災民的心情。以每幅圖片帶來以後歷史和我們生
活的集體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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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天糧事工簡介

國際天糧事工是由鄔小鶴牧師夫婦在二零零八年底發起的一個賑災及扶貧的基督教機構。在二
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的四川大地震，鄔小鶴牧師發覺賑災工作是一個專業的工作，天糧事工需要由
獨立而專業的賑災隊伍去服務，並且以基督的愛去救人及服事災民。而中國福音事工促進會是一個
多元化的宣教機構，對賑災工作，不能專心去做，因此，我們這樣的感動，要重新組織一個專門機
構去參與賑災工作。鄔小鶴牧師憑十八年的賑災工作經驗，曾被傳媒譽為「香港賑災王」以報導有
關服務，同時，我們更要以愛來見證耶穌的大能，將基督的救恩，藉著賑災及救人生命的過程中，
將福音傳給在災難中的人民，並將榮耀歸神！

我們的異象：
我們以三幅圖畫顯示神給我們的異象

一、	 看到在末世時，不停戰爭所帶來的災難，將會令到很多人受到傷害！
二、	 看到多處發生地震，道路裂開，地大震動，樓宇倒塌，有許多人死傷！
三、	 看到農村受災，田地失收，災難令到全地充滿煙霧，無人有生存希望！
	 那些在災難受傷的人，正在呻吟，他們正等待人來救他們！

我們的使命：
一、	 第一時間去搶救在天災受傷的災民。
二、	 使受災的人士得到及時的幫助。
三、	 將耶穌的愛，送到災民身上。
四、	 輔導災民平復災難帶來的傷痛。
五、	 以上帝的信實，重建災民的信心及家園。
六、	 協助災民面對明天。
七、	 協助貧困地區居民脫離貧困。
八、	 以耶穌的愛關懷殘疾孤兒。

具體工作方面：
救災、賑災、重建災區、扶貧、助養殘疾孤兒。

我們的經濟收入：
國際天糧事工是一間由香港及中國內地人士聯合組成的國際救援工作機構，由內地信徒和香港

信徒共同組成，我們是屬於香港註冊的慈善團體，經費主要是透過募捐和各界人士的捐助。
同時我們以人道主義作為我們工作的原則，以上帝愛世人的信息及耶穌在十架上的愛來幫助那

些受災人士和殘疾孤兒。我們經費來源也透過會員的會費收入和一些計劃基金。
我們的隊伍包括有來自教會的牧者、醫生和社工。由鄔小鶴牧師夫婦十八年共參加了三十多次

的賑災及扶貧工作經驗來領導及發展。

銀行戶口：匯豐銀行	112-158449-001				東亞銀行	136-40-400109-8

國際天糧事工有限公司
International Tin Lang Ministry Ltd.     (香港政府註冊慈善團體		91/1020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883號億利中心1208室
電話：3421	1267	
傳真：3421	1265
綱頁：www.heavenlyfood.org						電郵：info@heavenlyfood.org

國際天糧事工伙伴機構：
基督教中福教會、明愛天糧、香港復康力量、香港輪椅輔助隊、堅毅忍者、無國界心靈
導航、四川微笑天使協會、香港健障會、湛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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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天糧事工有限公司團隊經驗介紹

國際天糧事工有限公司雖然是一間新成立的國際救災機構，但我們的成員有十多年賑災
及扶貧經驗，為香港人所知。國際天糧的發起人鄔小鶴牧師是中國福音事工促進會的創辦人
及前總幹事，他親自在該機構主持了十八年，而中國福音事工促進會在中國及亞洲地區曾擔
任了三十次大小天災的賑災工作，並且有豐富的經驗。鄔牧師更有兩名資深同工從中國福音
事工促進會轉到國際天糧事工，參與國際天糧的團隊，他們都有十年以上的賑災及扶貧經
驗。

從列表上我們的團隊曾參與的賑災工作，以最近期的來說：
一、1996年的雲南麗江地震。
二、1998年長江水災。
三、1999年台灣大地震。
四、2002年淮河賑災行動。
五、2003年伊朗巴姆地震。
六、2004年南亞海嘯。
七、2006年菲律賓風災。
八、2008年四川大地震。

以上列舉的賑災工作，我們都有詳細資料可以查核的，鄔小鶴牧師最近出版的「災難與
祝福」這一本書，更以圖文來見證這些災難，該書也可以作為當時的賑災報告之一。

至於扶貧方面，我們一直與國內不同教會和政府民政單位合作，我們在中國二十多個省
市取得聯絡。而重點地區我們放在中國中部和西部的落後地區。

在助養孤兒方面，我們與四川地區的孤兒院和安徽省的孤兒院取得聯絡，並透過安徽省
和四川省的辦事處安排，我們會提供有關助養孤兒的資料和相片、感謝信及有關孤兒的健康
及學習成績報告等。

國際天糧事工2009至2010年的計劃

本會自2009年四月六日開始運作，因此我們的工作計劃由零九年四月至一零年三月份為
止，在這一年的計劃中，我們預算將有多項活動，這些活動在緊急賑災之外，因緊急賑災屬
於即時性緊急應變用的，也是突發性的工作，故此如有這些突發性的災難事件發生，所有預
先安排的活動，也可能會改變或取消，因為國際天糧事工是一間賑災機構，救災救難是我們
主要工作。

一、我們經已在四月底開始第一次街頭籌款，以後我們會定期每一個月舉行一次。
二、今年七月初在沙田公園舉行三天嘉年華會，目的為四川一周年重建籌款。
三、今年十月份舉辦中國周活動，將會有展覽會、音樂會及研討會等活動。
四、明年農曆年舉辦扶貧贈米活動。

   另外，我們計劃在今年之內助養國內殘疾孤兒約200名。每一年我們至少有一次賑災工
作。我們也會與中國緊急救災中心合作培訓救災人員，同時在未來兩年，我們成立一支緊急
救災隊伍。在宣教方面，我們主要與基督教中福教會共同合作，在本地宣教，特別是殘疾人
仕。中國宣教方面，我們主要是栽培中國信徒和資國內神學生計劃。我們為四川江油市教會
災後重建工作籌款，期望讓這一所受到四川地震影響的教會，可以早日重建。另外，江油市
基督教華光社會服務中心，我們正在向香港政府申請重建基金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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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會財政安排

收入方面:
個人捐款----15%   

公開籌款----30%

會員費------5%

活動收入----10%

贊助費------10%

義賣收入----15%

教會捐款----5%

支出方面:
經常費-----------10%

助養殘疾孤兒-----25%

賑災-------------25%

宣教-------------20%

扶貧-------------20%

紀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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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震
災
民
　

訂購書籍電話：3421 1267

1 2 3 4 5 6 7

個人收入

籌款收入

會員費
活動收入

贊助費

義賣收入

教會捐款

1

2

3

4

5

賑災

助養殘疾兒童

經常費

宣教

扶貧

每本定價港幣$100.-

本書描寫六個天災地區的真實故事，
由作者和他的團隊親自在災區所目
睹的見證，包括四川大地震在內，
每一幅圖片都是用生命拍出來的，
每一頁文章，都導出災民的見證，
同時，更提出環保及災難應變的方
法，使這本書更有教育價值。

本書也是一本讓香港人有一個集體
回憶，因著四川地震一周年，讓我
回顧四川地震及南亞海嘯的回憶。

本書出版後一個月經已有良好銷售，
為一本值得閱讀的見證書籍。€

鄔小鶴 著 

國際天糧事工有限公司代售

災難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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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天糧事工有限公司
消息與代禱

1、感謝神!讓國際天糧事工在今年四月五日開幕奉獻禮，並且正式在四月份開始成為香港註

冊的慈善團體。

２、我們正在在申請香港政府四川重項目，包括一間中學及一間基督教社會服務中心。

３、本會與香港多間機構共同設立伙伴關係。同時本會也與四川徽笑天使成立伙伴關係。

４、本會計劃在今年七月十日至十二日至十二日假沙田中央公園舉行中國培育嘉年華，歡迎

各界人仕參加，內容有綜合表演、攤位遊戲、義賣等，詳情查詢：34211267。

5、本會計劃今年十月舉辦「中國周」，內容有展覽、綜合晚會、研討會等，詳情請留意下

期通訊。

６、本會邀請名歌星胡渭康先生為助養大使，為本會「助養國內殘疾孤兒」做宣傳工作。

７、本會正在招募會員，歡迎任何人仕參加，年齡在十八歲以上，報名請與本會聯絡。

８、本會現正聘請同工一名，主要做行政工作，請與鄔師母聯絡，電話:3421 1267。

9、本會計劃在中秋出品「福音月餅」,該月餅由明愛天糧在香港製造，每盒四個雙黃白蓮蓉

月，港幣一百元，本會作為義賣。

１０、本會在上海、四川、湖南、安徽設有聯絡工作站。

１１、本會為一間以賑災、扶貧、助養殘疾孤兒為主的基督教機構，我們的經濟需要各界人

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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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燦行實業公司
Sunrise Enterprises Company

商燦行實業公司是葉湛溪先生跟一班朋友開設的環保膠袋製造廠，分別在香港及中國內

地設有寫字樓和廠房，葉湛溪先生本身是一

位殘障人士，而公司亦主要聘用傷殘人士作

為根本，致力為 他們提供就業機會，現時

公司共聘用了二十名傷殘人士負責處理 定

單、設計、推廣及包裝工作。至於運貨及技

術性工序，則由健全人士負責。

公司創辦人葉湛溪先生在幾個月大時己

證實患上了小兒麻痹症，雙腳無法走動自

如，由於需經常進出醫院的關係， 很難像

其他孩子般正常上學，所以在讀到中四己要

被迫停學了，由於身體殘障及學歷較低，以

令在社會找工變得很難，幸得友人及傷殘人士志願機構轉介工作，給他就業機會，就在這十

幾年，他轉了很多行業，包括:製衣，包裝，塑膠裝配，接定單等。但多年來，他更希望的

是靠人不如靠己而自力更生，藉著掌握多面工作技能，裝備自己創業。葉湛溪先生現為國際

天糧事工有限公司會長。

上下一心 共創明天

由於經濟低迷，公司 亦只能支付較市價低 三

成的工資，但大家 都有共識，明白最緊 要上下一

心令公司繼 續生存及發展。可幸 的是公司的業績

每年 都有可觀的增長，故 公司上下都對公司的 

發展很樂觀，更期望 隨著業務不斷擴充， 及可聘

請更多的傷殘 人士，致力發揚殘而 不廢的精神。   

葉湛溪先生格言

「我的目標是做個好榜樣，全力投入工

作，令人認同傷殘人士，幫番同路人，助

他們投身社會，別讓人看低」 

    --輯錄於1999年5月4日蘋果日報 

「逆境創業，希望創造多點機會俾傷

殘人士，令人明白傷殘人士唔係淨係識得拿取綜援，一樣可以靠一雙手賺取生

活」        --輯錄於1998年9月4日東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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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架 主 愛 傳 四 方

十架軒團契(逄禮拜三下午2時至4 時聚會)

特定於2009年3月4 日(禮拜三)下午2時至4 時

在基督教新生會旺角堂舉行成立禮，歡迎凡有

心尋道求工者參加。

(凡年滿18Y歲以上者可名參加)。

十架軒團契

內容:唱詩、祈禱、信息分享、報告、訓練或講座、操作、點數、預告、代禱。

聚會地址:九龍旺角上海街670號上海大廈3/F D-E座

電話:2397 1927  9281 3231

中秋獻愛心買福音月餅傳佳音!

福音月餅 (義賣及訂造)

歡迎各教會、機構訂購

全部在香港製造新鮮衛生，符合香港衛生標準，
由明愛天糧社會企業製造，餅面刻上耶穌愛你和

主愛中華等字附有福音單張。

訂價電話:34211268

即訂即造!	

雙黃白蓮蓉月每盒100元，迷你月餅每盒60元

總代理:國際天糧事工有限公司(社企部)

  九龍長沙灣道883號億利中心1208室

  電話:3421 1267 傳真:3421 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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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震‧災情損失情況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造成四川181個縣（市、區）中的98個縣（市、區）有遇難或
失蹤人員

遇難同胞：68,712名　
失蹤同胞：17,921名
其中遇難和失蹤的學生：5,335名　
共造成殘疾：7,000餘名
新增「三孤」（孤老、孤兒、孤殘）
人員：1449名　其中孤老：635名、
孤兒：630名、孤殘：184名
救治傷病員：445萬人次 
累計住院：143,367名
其中傷員：91,177名 
送到省外救治的傷病員：10,015名
受損農房：347.6萬戶 
城鎮需重建住房：31.4萬套

祝國際天糧事工
(天糧)創刊誌慶

NetBook P3 10.2"  手提電腦 
FORSA MULTIMEDIA LTD 仜誌意

 P3 10.2"NetBook

Intel atom N270 1.6 Ghz CPU
2 GB DDR2 667 Mhz Ram
160 GB SATA 2.5" Hard Disk
LED 10.2" Monitor 
Wireless Lan and 2 USB and SD CARD
System: Windows XP Home Edition

Multimedia Ltd 榮譽出品

P.16



陳以誠兒科醫生
港大醫科畢業後，在格拉斯哥及愛丁堡取得專科資格，並在英國
牛津及倫敦受訓成為兒童腦神經專家。

資深音樂創作人，歷任香港

大學基督徒團契主席，大專

聯合基督徒團契主席及教會

執事會主席，並經常應邀作

見證與講道。

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人大代表選舉委

員，香港醫務委員會委員，香港醫學會副會長，醫學

會國際事務，健康教育，推廣運動健康，復康等委員

會主席及社區醫療網中央聯絡人。陳醫生是亞太醫學

會聯會義務司庫，亦是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醫學系

之榮譽臨床助理副教授，以及多個團體之顧問。

聯絡地址：九龍彌敦道688號旺角中心第一期1816室

預約電話：2789 1633

愛健慈善基金

陳以誠醫生成立愛健慈善基金，推廣教育、衛生文化、

健康服務及傳揚好信息。陳以誠醫生曾任「點蟲蟲」 及

「教育電視」主持，其兒歌在電視「兒歌金曲」屢登榜

首並榮獲大獎。陳醫生四出宣講親子之道，更為多間學
校創作校歌。

陳醫生創作四百首歌曲，在卡拉OK亦可點唱。

由「突破」主題曲開始，出版多輯專集，在近年更推出三十輯兒
歌及DVD，包括醫生叔叔之開心大派對--兒童音樂故事及兒
歌卡拉OK,溫暖家庭樂繽紛, 頑童小乖乖,Music  B o x, 基督
兒歌1--我是主的羊，寶貝歌集１－－普通話新一代等歌曲，愛
人愛國愛神的陳醫生關心教育及健康工程，帶北上參與義務
工作。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日，陳以誠醫生應邀成為葛福臨佈道大會
親子福音盛會的講員，並為大會作了七首歌，在政府大球場向
四萬人傳福音，更主持了多場跟進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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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nti-Virus  奧升防毒軟件
榮獲三項世界紀錄:

最高病毒檢測率

最快新威脅回應

最密更新之頻率

曾與Kaspersky Lab 

合作開發奧升防毒。

慈善、教會及教育版代理:

國際天糧事工有限公司

電話:3421 1268    

一年

防毒特價$88.-

基督教中福教會
Christian Church of Chinese Ministry  

基督教中福教會前身為中福差傳教會，由鄔小鶴牧師開始成立。
我們現在有兩位牧師及兩位傳道參與工
我們的信仰是跟按著信義宗教義
我們著重中國宣教及差傳。
門徒訓練、本地牧養及、社會服務等。

聚會時間：主日崇拜－－星期日下午三時正

查經聚會－－星期五晚上七時正

青年聚會－－星期六下午四時正

在經濟危機及人豬流感的影響下，香港人面對許多困難，有些人雖然有很好的工作
經驗及學歷，但面對經濟危機，有些人失業、無助，人生顯得沒有盼望，甚至破產及自
殺，在危機無助的時候，耶穌就會來找你，為你解決問題。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有當
你遇到困難危機時，只有耶穌可以為解決問題。

我們經常在災區，看到很多災民因著耶穌，他們可以得著更大的祝福，耶穌愛你！

九龍長沙灣道883號億利中心1208室(近荔枝角站A出口)  電話:3421 1267

主任牧師:鄔小鶴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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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表
國際天糧事工有限公司

International Tin Lang Ministry Ltd.
本人/公司/教會___________得知貴會的異象及事工後,願意

口為貴會代禱,並請寄上代禱資料及通訊
口成為貴會會員及義工
口母月/隔月/每季/每半年/一年/一次奉獻及捐助港幣_______元，用作：

口宣教事工　口緊急賑災　口經常費  口中國扶貧  口本地扶貧  口助養國內殘疾孤兒

口同工薪金  口信徒培訓  口國內辦公室   口信徒培訓   口天糧雙月刊

口直接捐款
  捐款戶口: 匯豐銀行 112-158449-001
            東南銀行 136-40-400109-8
口支票郵寄
抬頭請寫「國際天糧事工有限公司」
         International Tin Lang Ministry Ltd.
    寄九龍中央郵箱71496號

註:本會為香港政府註冊慈善團體(編號:91/10203)

   本會所發的捐款收劇可作免稅用途。

查詣電話:3421 1267  傳真:3421 1265 

地址:九龍長沙灣道883號億利中心1208室
電郵:info@heavenlyfood.org  網頁:www.heavenlyfood.org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性別: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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