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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地域的事工

有許多人提供不同意見，希望國際天糧事工將主
力工作放在香

中國福音事工是我們主力的異象和使命，我們會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有許多人不 集中在培訓信徒方面，並且與基督教中福教會一齊在國

知道機構的方向，尤其是很多慈善團體沒有真正異象和 內推動基督教教育及培訓工作。最近，我們開始在國內
使命，加上經濟不足，需要因應香
協的調整，

人的需要去作出妥 推動福音培訓工作，並且在廣東省開始。未來，我們會

括它的使命和異象。

出版簡體字單張及國內教會，同時，也會在香

舉辦特

國際天糧事工是一間有方向、有使命、有異象的 會去培訓國內信徒。我們在會今年中舉行中國異象分享
機構，由鄔小鶴牧師創辦。我們著點是以中國福音為主 會，具體將國際天糧事工的中國福音工作，向各教會報
的機構，同時是一間推動人道主義的機構。在服務方 告。
面，我們是以緊急賑災、扶貧、助養內地殘疾孤兒為長
遠目標。這些工作，除了一部份在香

助養國內殘疾孤兒是我們一個主力工作，我們設

外，大多數在中 在安徽的辦事處，仍是我們推動助養國內殘疾孤兒的主

國內地或其他亞洲國家執行。我們的中國福音主要是內 要辦事處，我們與安徽、廣西、湖南、四川及貴州等地
地宣教，而賑災則跨地區的工作，而助養殘疾孤兒主要 助養國內殘疾孤兒，由本會國內辦事處與各社會福利院

鄔小鶴

是內地。

和國內教會主辦的孤兒院合作。未來一年，我們希望可

社聯會最近調查一個報告，香

有五分之一人口 以助養五百名殘疾孤兒。提供緊急生活、教育及醫療等

是在貧困線以下，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數字，一個國際大 需要的支援。每日七元助養國內殘疾孤兒，就是讓一些
市竟然有五分之一人口是在貧困線下，難於生活。 被遺棄的孤兒，得到一些幫助。
天水圍和深水

是貧困人仕集中的地區，因此，為了服

在賑災方面，本會主要以第一線賑災為目標，本

務需要將辦公室搬入天水圍，開始扶貧、脫貧工作，以 會賑災是由本會工作人員直接到災場賑災，不會假手他
陽光下的天水圍作為扶貧目標。希望讓天水圍在五年內 人或其他機構，

括政府在內，在過去的日子，我們經

可以減少貧窮人的基本問題。天水圍是一個擁有三十二 已有十多年賑災經驗，而且取得成功的項目之一，為香
萬人口的社區，約有百分之三十人口是單親家庭。天水

成立的一個賑災非政府組織。未來的計劃，我們希望

圍是稱為悲情城市，有許多獨居老人和隱性的獨居老人 成立賑災隊伍及裝備，讓我們的賑災工作，可以幫到更
居住；也有許多家庭問題在這裡發生，還有青少年的問 多災民，得到及時的支援，同時可以在災場救出更多的
題，為了推動陽光下的天水圍，我們的工作人員及辦公 災民。
室全部搬入天水圍，實行為天水圍的悲情要變成陽光下

國際天糧事工是跨越地域的服務，我們的宗旨就

的天水圍。同時，我們已在區內接觸不同社群及居民， 是在災場及貧窮的人仕中見證上帝的愛，並且讓更多
並多次派發物資給居民。

人，得到從神而來的改變，同時藉著上帝的愛，救出更

陽光下的天水圍是我們的扶貧項目之一，我們希 多在災難中的人，使他們得著生命。
望建立一個可以脫貧的社區，因此，我們希望在天水圍

我們需要大家支持，就是禱告，我們也需要大家

建立一個多元化的社區中心，幫助天水圍居民脫貧及解 在經濟上支持，讓我們的工作，更能使一些在災難中、
困，這是我們未來五年要做的工作，期望各界為我們禱 殘疾中和貧窮中獲得幫助，願主的愛與大家同在。
告及支持。
在扶貧方面，我們附設社區支援，協助社區上的
支援需要，我們
獨居老人及中

括協助居民在法律、緊急、新移民、
的支援，這

是我們扶貧工作一部份。

在緊急支援方面，我們將會設立一個二十四小時的電話
支援。社區支援我們經已在去年開始試行，並幫助多人
解決困難。我們為社區內一些弟兄姊妹翻案，最近，其
中有兩宗法庭案件涉及四位國內人仕，

我們為他們提

供法律咨詢及支援，並且為他們和他們的親人傳褔音，
我們也看到上帝在這些事上作工！

日本地震的啟示
日本在今年 3 月 11 日發生一場九級大地震，引

賑災部
海嘯。 希望看到這篇文章的人，可以捐出你們的愛心，支持我們賑

這是日本自開國以來最大的地震，造成約三萬人死亡及失蹤。 災行動。而我們的捐款戶口為匯豐銀行 112-158449-001，國
同時在地震及海嘯中，也引

核電廠爆炸，並且擴散核輻射， 際天糧事工為香

註冊的慈善團體及賑災機構，我們有十多

令日本有四月之一地方成為災區。這是自南亞海嘯及四川地

年的賑災經驗，願上帝賜福給你。查詢電話：31566291 或

震後一場浩大的災難。我們曾親自參與南亞海嘯和四川大地

96675301 鄔小鶴牧師。同時我們會有公開賑災報告及相片，

震的賑災工作，我們自己也經歷這些災難。但整個賑災行動

我們也歡迎大家一同去賑災，可向我報名。

中，我們是親自到災區派發物資和輔導災民。
近日的災難頻繁，尤其是大地震不斷發生，短短一年
來，發生的強烈地震經已有十次以上，

括海地、伊朗、青

海、新西蘭等地區，這表明地球經已受到文明的破壞，環境
失去平衡。在我做賑災的十多年來，我已經去過二十多個地
震、海嘯和水災的地方，對災難所帶來的傷痛，正如我作的
一首歌所表達的，災難帶來人民的傷痛；將美好的城市成為
廢墟。
在信仰上，災難是上帝的審判。聖經上的末世觀，大災

災難帶來的警告，就是世界將會末日，上帝的審判即將來臨。

雲南省盈江縣地震賑災
及社區重建

再一次警告人類，盡快悔改。事實上，地震所帶來的威力，

最近國內雲南盈江縣發生五點八級地震，造成

真的仿如世界末日一樣，其恐慌程度，真的不能以筆墨去形

７５人死亡及數百人受傷，災民人數達到５０萬人，由

容。我曾在印尼經歷過一場八級以上地震，可說走向死亡的

於日本地震在翌日發生，雲南地震災民則缺乏別人的關

門口。在災難中受過傷害的人，不只一場災難，更是家散人

心。國際天糧事工創辦人過往曾參與多次天災賑災工

亡的慘劇。

作，

難會不斷發生，尤其是末日以前。近年來，災難的頻繁是以
往從來沒有的，而且每一個災難

地震對香

是百年不遇的災難。這些

遠離地震帶，

一書。國際天糧事工是一間基督教慈善團體，由鄔小鶴

不能忽視地震，同時地震帶附近

牧師主持，主要是以賑災、扶貧、助養國內殘疾孤兒。

人而言，可能很多人認為香

不會有大地震。事實上香

括四川地震及南亞海嘯，曾出版「災難與祝福」

就是大亞灣核電廠。如果這個地震帶爆發了八級以上地震，

我們每次賑災

香

物資到災民手上及協助他們重建社區。

外香

傷亡比日本更嚴重，因為香

樓房

沒有防震設備。另

西部近海處正形成新的地震帶，去年在后海灣的地震

就是序幕。
另一方面，今次日本大地震，帶給中國人和日本人之間
的和睦機會，雖然過去日本對中國進行侵略，並且令到很多
中國人受到傷害，這段歷史雖為中國帶來沉痛的傷害，直至
今日這個傷害，仍未完全痊癒。因著時間的過去，讓我們抱
著人與人之間的愛，以今次的災難，將過去的仇恨忘記。同
時，我們藉著上帝的愛和人道主義的精神，去幫助日本災民，
將基督的愛向日本人傳播。日本是一個拜天道教為主的國家，
基督教在日本並不興旺，希望藉著這次災難，讓耶穌基督的
福音興旺日本。同時讓民族之間的仇視，能夠得到體諒及化
解過去的恩怨，使災難成為祝福。
本會希望各界支持我們到日本賑災，然而，我們需要籌
款才能出發，我們希望教會弟兄姊妹能夠支持及奉獻，今次
賑災目標是 150 萬元。今次賑災目標主要是重災區仙台縣，，

是由本機構同工親自到災場賑災及派發

本機構聽聞雲南地震，情況嚴重，缺乏幫助，期
望各界可以為這個貧困山區的地震災民提供援助，使貧
困山區災民，可以得著救助，重建家園及社區。 本會
在此代表災民向閣下致謝。

報告與代禱
1. 國際天糧事工在 2011 年 2 月１日搬遷到天水圍嘉湖山莊及觀塘偉業街 145 號六樓辦公。
2. 國際天糧事工擬計劃在國內成立天糧服務中心機構，並邀請丁先生為法人代表，計劃在華中及華南
成立。
3. 國際天糧事工增聘兩名同工，陳錦榮傳道為本機構的助理總幹事和鄧月芬女士項目幹事。
4. 由於人民幣不斷升值，助養國內殘疾孤兒成本增加，國際天糧事工助養國內殘疾孤兒由五月份開始
由每日六元增加為每日七元，敬請各位支持，並為此禱告！
5. 本會啟動中國福音事工，正安排在內地開設查經課程。
6. 國際天糧事工啟動本地社區支援服務，為香港市民提供社區支援等社會服務
7. 基督教中福教會重新註冊，並推廣福音事工及服待中國信徒及天水圍事工。
8. 歡迎各教會安排時間，舉辦「中國主日」，將中國福音的異象帶給眾教會。如蒙邀請可聯絡鄔牧師，
電話：31566291 或 9667 5301。
9. 國際天糧事工計劃在廣東省成立「蒙福之家」計劃，該計劃即前希伯崙社區計劃，因為希伯崙社區
經已存在十多年，並且與本機構沒有關係。同時未來在本港也設立同樣的服務。
10. 國際天糧事工經已完成第一份 (1/4/09-31/3/10) 年度財務報告，經核數後出版，關心者可在機構網
上參閱。
11. 國際天糧事工今年推薦十七間公司參加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商界展關懷，全部獲得批核，同時
我們鼓勵商界繼續支持有關對社會企業責任理念及支持慈善團體的義工及捐款。
12. 國際天糧事工定於 6 月 3 日 ( 星期五）下午七時正在荔枝角泓景台商埸君臨酒樓舉行兩周年紀念餐
會、頒獎禮、董事就職禮（基督教中福教會與國際天糧事工）。
13. 我們推動蒙福之家計劃，鼓勵精神康復者創業，最近我們協助一名精神病患者建立自己的業務，
由於精神病人長期受到社會歧視，在找職業發生困難，多年失業，令到精神病患者失去自我的價值，
對精神病康復造成困難，本機構除鼓勵外，也提供必要的援助及支援。另外，本機構社區支援也正
在為來自國內的人仕提供法律支援及協助申請法援。
14. 國際天糧事工為一名腦受損的香港居民，提供緊急支援，並安排申請社署綜合支援及房屋署申請
緊急提供房屋安排。

廣東省「蒙福之家」計劃

無花果

中國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後，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強國，表面看來，中國是一個富有的國家，
尤其是廣東省更是一個富庶的省份。但實際的情況，中國的富有只集中在某一部份特殊階級的人，
括官員、幹部及企業家身上或是城市一些尖子。對於鄉鎮及農村的小市民來說，仍然生活在極貧
困線下生活，與一些城市居民來說，可算是一個對比，對於屈居全球第二的經濟大國來說，可算是
一種諷刺。
除此之外，對於一些弱勢 體， 括釋囚、精神病患 、殘疾浪童，更是成為經濟開放的遺棄品，
他們生活在被人歧視，在社會上無法立足，生活無依無靠，這些人極需要有人去關懷，讓他們能夠
過著一種新生活，重新立足社會。
國際天糧事工在中國事工上有著一個特別的使命，就是要關顧一些被忽略的貧窮人身上，對於
這些被國家及社會忽略的人，正是神給我們的使命，讓他們可以得著從神而來的溫暖。我們在安徽
註冊了天糧服務中心，有機會與國內有關單位合作在廣東省山區建立蒙福之家計劃，期望可以幫助
弱勢 體融入社 ，為國家及社會創造未來，並且榮耀神的名。有關蒙福之家初步的章程如下：

宗旨﹕ 1. 幫助弱勢 體認識生命存在意義
2. 提昇個人自我價值融入社
3. 改變生命貢獻社會造褔人
策略﹕ 1. 籍住院舍形式服務學習群體生活
2. 籍著自力企業服務 運及自力務農建立全  
     人康復
3. 定期個人輔導及小組協談解決困難
4. 籍著康復 經驗，彼此建立生命

請給他一個家

服務範圍﹕關心老弱孤寡、殘疾人仕、殘疾浪童、釋囚人仕、吸毒 及精神病患
經費來源﹕國際天糧事工是香 註冊慈善機構，天糧服務中心是國內非牟利機構，而蒙褔之
家是天糧服務中心附屬單位，我們經費來源主要來自各界熱心人仕捐款，透過服務活動籌款
支持事工經費收入。

國際天糧事工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至 12 月 ( 四個月 ) 財務收支報表
會計項目  ( 收入 )
   
  
經常費

44,032.60

助養殘疾孤兒捐款

          146,524.20

總收入

                190,556.80

支出
     
助殘生活費

129,713.40

經常費

43,237.60

財務行政費

  3,000.00

扶貧運作費

40,237.99

不敷 :   (25,632.19)
  

總 支 出 :  216,188.99

總支出 :        216,188.99

國際天糧事工
二周年紀念餐會暨
蒙福之家計劃啟動禮
日期：2011 年 6
3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七時正
地點：九龍荔枝角道泓景台商場
君臨海鮮酒家
近荔枝角地鐵站 D4 出口
內容：分享、簡介、工作報告、介
紹蒙福之家及蒙福之家計劃啟
動禮、商界展關懷、本機構義
工頒發感謝狀及義工證書、基
督教中福教會及國際天糧事工
董事會就職典禮、拍賣籌款。
今年是辛亥革命 100 周年
我們在會場拍賣
辛亥革命
100 周年紀念
地圖。
餐費：每位 150 元
歡各界人仕參出席

1911 年中國的版圖

同沐主恩！
國際天糧事工有限公司董事會 敬約

給血癌女孩李

劃上句號

去年九月，我們接受一名來自內地的血癌女童李

鄔牧師

家人的求助，為她的醫療及換骨髓籌款，引來了

香 一群八十後的網民，攻擊國際天糧事工、立法會議員梁耀忠及病人等，這群香 網民的不負責任的行為，
並且在網上流傳的言論，因著李

的事所發表對國際天糧的攻擊， 是與實際情況並不相符。由於網上言

論自由，反映年輕網民的情 及對社會不滿，引 社會不安。
這件事對國際天糧事工雖然有一定程度的傷害，但不影 我們對這位女童的援助。她是一位來自內地
的單親家庭的女童，母親患了精神病，父親卻從小離她而去，只留下一位年老的婆婆，與她一同生活。兩年
前女童患了急性血癌，在廣州中山醫院驗錯病（註），令到治療期間，病情不但沒有好轉，而且更加嚴重。
後來到了北京道培醫院再檢驗，才驗出過去有問題的治療，北京醫院建議她們到香 來治療，因為內地醫院
治療有困難，因此她就轉到香 瑪麗醫院接受治療，而她的姨媽也是香 永久居民。另一方面，由於李
姨媽是香 人，所以將她帶來香 醫治，也是合理。
李

來 治療費用，除了家鄉的捐款外，她婆婆將祖屋賣掉，帶了二十多萬元來香 醫療，不敷的錢，

還有她在香 親人支持，實在沒有用過香 任何醫療福利。可惜，香 民粹主義和一些極右的大香 人主義
，在網上大造文章，曲解事實，在網上不斷對女童的攻擊，真是令人難過。但感謝的，仍有善心人仕，支
持她醫療費，在短短的五天內籌得約五十萬元，這筆善款經梁耀忠議員親自交給李
瑪麗醫院在這些網民迫逼下，終於放棄對李
環境所迫下，先前答應為李

家屬及醫院。

的治療，並轉介到廣州南方醫院，繼續接受治療。但

捐贈骨髓的人，因著懷孕無法捐贈骨髓，令李

答應捐贈，但病情突有轉變，經已轉移到腦部，並且惡化。李

失去希望，後來雖然有人

終於在 2011 年 3 月 15 日上午安息主懷。

從整件事情個程中，我們看到香 一個現代化社會中，香 的文明與善心不及西方，人生活在缺乏愛
的社會中，排斥外來人， 括來自國內的同胞，社會發展越來越不理性，甚至充滿仇視，這樣下去，香 社
會出現的動亂機會極大。對於國際天糧事工來說，我們並不怕這些這論的攻擊，只要我們出於愛心及善意，
我們無法去阻止別人的言論，因為香 是言論自由。但我們可以向上帝負責，相信聖經上一句話「為義受迫
逼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的」。
往後的日子，我們正在設法追討今次醫療責任，按著醫療報告中，若當時能夠對症下藥，李

無需

換骨髓，很容易治療。可惜「中山醫院」斷錯症，卻換來日後的問題。同時國內的醫德問題，更加速病人的
痛苦及死亡。從這個情況下，李
可以將賠償所得的，能夠以李

家人決定向廣州五間相關醫院，追討醫療事故責任，並要求賠償。希望
名義在中國山區建一間小學，為一些山區兒童提供多一所學校，令這名女

童能夠助其他人。正如聖經說：「一粒麥子，若不死，仍是一粒；一粒麥子若死了，結出許多子粒來」。
對我們來說，向國內醫院追討這筆經費是非常艱難，因為成功個案不多，而且國內存著許多既得利益
的問題，加上法律不健全。但我們相信神是公義，我們有信心去追討這筆賠償，因為我們相信神的帶領。我
們需要有專業人仕的幫忙，更需要弟兄姊妹的禱告，讓神蹟奇事可以出現。
中國醫療問題是一個大腫瘤，老百姓受到國內醫院無情的對待，他們更無法得到病人應有權利，同時
內地很多醫療個案中，有許多人不但沒有得到合理賠償，更因為追討醫療失誤時，被公安無情的對待，這種
不合理的事，受害人往往是老百姓。我們希望藉著今次的追討，
不但可以追討李

的賠償，還她一個公道，更能夠讓國內醫療

得著改善和改革，讓國內的病人，得到應得醫療權益。更讓李
得到合理的處理。
對於國際天糧事工的被攻擊和侮蔑，在網上的言論，會慢慢
隨著時間淡忘，國際天糧事工仍然堅持神給我們的異象和使命，
繼續向前行。對中國福音事工和反貧窮的工作，我們繼續堅持，
不會搖動，因為我們相信上帝，祂是我們的主。
對李

來說，可以在她人生上劃上句號，她的家人希望為

她建立一間小學去紀念，是值得支持，希望大家能夠支持，願主
與每一位同在。過去善長們對她的支持，我們在此代表她家人，向各界善長們致謝。
註：李

患的是急性非淋巴白血病，這是北京道培醫院、香 瑪麗醫院檢驗結果。中山醫院所驗的結果是慢性非淋巴白血病。兩種結果所得醫療方法及結果有很大的差異。

總幹事的話

                      

去年下半年是國際天糧事工最艱難的半年，我們的經濟收入去到谷底，加上同工缺乏，我們的
籌款也去到底谷，除了一次幫助一位血癌女童的籌款最多外，其餘我們奉獻收入也很少。幫助血癌
女童的經費，我們是全數幫助這位女童醫療費，當中我們沒有自己的收益，

括行政費。到了十二

月，我們連租金也付不出來，甚至收到法庭的追樓令，要求我們搬遷。由於幫助來自國內的血癌女
童，我們曾受到網上很大的攻擊，令到我們的捐款跌到零點，但沒有人真正理解事實，只有憑信心
相信

察我們的主繼續向前行。
到了一月，我們決定搬入天水圍，租用比較平的地方；改變籌款策略，另外，要求友會協助籌

款，經過一個月後，經濟有明顯好轉，我們搬入天水圍嘉湖山莊及在觀塘區一個地方做聯絡辦公室，
讓我們事工可以繼續發展。
到了天水圍後，我們增加多兩名同工，一名是專職籌款項目工作，另外一名是助理總幹事協助
推廣事工。同時為了在財務上更透明，我們得到在天水圍的友會介紹下，認識一位會計師，使困繞
著我們發展的財務及審計問題，在短期內可以解決。
我們也在三月初在安慶開辦安慶市天糧服務中心計劃，同時，我們計劃在廣州附近開設「蒙福
之家」計劃，這些計劃

是籌辦中，但最重要的，我們感謝神帶領我們經過曠野路，現在開始向著

正常的路行，相信神會繼續帶領我們向前行，讓我們再一次經

神蹟，信心的路。

國際天糧事工會堅持（一）中國福音的路，（二）扶貧的路、（三）助養國內殘疾孤兒的路、（四）
本地社區支援的工作，這四項主要服務，

括宣教、賑災、扶貧及助疾孤兒等，會一直發展下去，

我們也堅持「耶穌愛中國」的理念，繼續為神作見證，願歸榮耀於上帝。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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