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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香港，有六千多間不同慈善團體成立，

他們用不同名義去註冊成為慈善團體，聲稱服務

不同群體，但究竟有多少團體真是去做慈善。金

融海嘯之前，慈善團體的數目約四千多間，而短

短的三年來，慈善團體增長約二千間，但這些團

體是否真的做慈善呢？

最近，我們發現在街上籌款中，出現一些來

歷不明的團體在街上籌款， 這是近年香港慈善團

體突然增多的原因，因為在籌款項目中會有一些

利潤空間，令到許多人利用別人的愛心來謀取自

己的利益，這些不但令有需要的慈善團體受到嚴

重影響，更令香港慈善團體被人蒙上污點。

香港六千間慈善團體中，約有五份之四是來

自學校、教會、宗教場所、慈善基金會、專業團

體及部份工會等，這些團體都不是需要公開籌款

的團體，只有餘下五份之一的團體是屬於社福機

構，而中小型慈善團體約佔有百份之七十，百份

之三十為有規模的團體，而本港設立的約百份之

十五，其他來自海外組織。

政府對社會福利的慈善團體缺乏承擔及照顧，

這是形成政府難於監管的原因，也令到不法份子

拿慈善來謀利。政府新推出的慈善法，只是用法

律去監管慈善團體，但政府仍然不願去承擔慈善

團體所面臨的困難。今日的慈善團體惹來一些不

法份子，主要原因是政府對慈善團體缺乏照顧及

關懷所致，尤其是面對各種運作的行政費不斷上

漲，政府就無法去補貼所需的費用，慈善團體為

了生存，就只有以街籌來維持日常開支，這是今

日慈善團體無奈的生存方法。我要申明，並非所

有在街上籌款的慈善團體都是為了謀取私利，大

多數在街上籌款的慈善團體都是以心來辦好慈善。

只是運作費用不斷上漲，政府又未能施於援手，

街籌可以令慈善團體的財困，暫得著舒解。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擁有３９２間機構會員，

社聯對會員機構都有嚴格要求，國際天糧事工最

近也正式成為該會的會員機構。除此之外，以民

間成立的「明施慎選」也是一間對慈善團體運作

評級的機構，最近很得香港民間認可，該機構由

專業會計師和核數師去評估慈善團體的公信力、

透明度，國際天糧事工也受到評級，成為三個心

的慈善團體（最高分是四個心，最低分是零心。）

國際天糧事工是以信心、愛心、善心去推動

及運作社會服務，我們以賑災、扶貧和脫貧、助

養國內殘疾孤兒、社區支援及家庭服務作為我們

的主要服務，過去日子，我們親自到不同災區服

務災民，我們在香港也做了多個社區支援的項目。

因著經濟和人力不足，我們不能和一些有多年運

作及資金雄厚的機構相比，但作為剛開始的小型

機構來說，我們也可以交一些功課。

我們今次被評為三個心，與一些有財力及歷

史的社福機構同級，這表示我們雖然機構細小，

但因著我們靠著上帝，以一顆基督的愛心來服務

社會，這是我們可以向大家報告的。另一方面，

我們按著社聯及社署的指引，將我們的財務公開，

以高透明度的方法去介紹有關國際天糧事工，期

望大家能夠支持。

未來，我們會加入「惠施網」，希望令到國

際天糧事工成為一個公信力強的服務社會的機構。

我們國際天糧事工同樣是一間經濟力薄弱的機構，

我們五名同工參與事工，他們都是拿著心來服務

社會，他們只是支取基本生活費用（約香港政府

最低工資）差不多的生活費，然而他們要承擔一

些專業性的社福服務，這是香港社福機構中，最

低層的一群職工及主力人員，相等於社工和管理

人職級。評級機構也列我們為需要緊急支援的機

構，評級機構也呼籲大家對我們的支持。

最後，我們期望香港市民能夠讓你的心連在

我們的心裡，一同以心去服務社會大眾，特別是

一些極需要大家支持的群體，包括一些國內被遺

棄的殘疾孤兒。同時也期望你們參與我們的義工

及會員，支持我們的經費，讓我們可以用心去關

懷及服務社會弱勢，並且讓這些弱勢群體經歷耶

穌基督的大愛。

以心服務社會                                            鄔小鶴



國際天糧事工 2012 年工作方針和計劃

國際天糧事工即將到達三年時間，我們經過不斷努力，也經常遇到經濟上的嚴重困難和給別人的攻

擊令到機構在 2011 年受到嚴重的打擊，收入受到嚴重影響。感謝神！我們雖然遇到困難，但神仍然帶領

國際天糧事工，能夠為主作見證。

我們沒有灰心去繼續在宣教及社福等慈善工作，努力向前，並且得到專業慈善評級機構「明施慎選」，

以三個心去評核國際天糧事工的慈善心，這個評級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鼓勵和對慈善的肯定，同時確立我們

以公開透明的慈善團體，平反了網上對我們的誣告，。我們也在今年八月加入成為「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成為會員，我們也申請「惠施網」會員。從 2011 年 9 月開始，我們可算是一個重新開始的日子，經過社

聯及明施慎選評級後，我們如同「災後重建」一樣，重建機構的事工和各界的支持，同時我們堅持過去的

方向、異象和使命，將來我們繼續向四個心發展。繼續見證耶穌基督的愛心，推動中國事工和扶助貧窮人

脫貧而努力。

2012 年國際天糧事工的工作計劃：

一、中國事工

中國事工方面是我們一項使命，這是上帝呼召的聖工，神給我們的異象和使命，這也是由鄔小鶴牧

師領導的團隊在過去的日子，建立了不同渠道的工作，在國內發展。中國事

工是國際天糧事工的主要服務，我們在中國福音事工上，包括信徒培訓、蒙

福之家、探訪教會等。同時，我們會繼續推動「中國福音節」和開辦短宣活

動。我們也為保衛宗教自由努力。

中國信徒訓練中心（中國門徒訓練中心）希望在未來可以啟動，我們建

議在香港近深圳地區建立這個中心，可以容納一百人住宿的培訓中心提供短

期的學習中心，為中國教會訓練人才。

明年希望開辦培訓香港市民如何在內地活動及交往，介紹內地的政

治、宗教、經濟、法律和社會的課程，希望讓香港市民對內地結構、政

府文件、法律法規、社會文化及經濟等都有一定的認識。

二、緊急賑災

天災賑災仍然是我們的一項緊急社會服務，是建立人道主義中的發

揮的一個項目。主要是以地震、風災、嚴重水災和海嘯為我們目標的賑

災方向。

我們賑災是以糧食為主，其次是棉被。我們不會參與龐大的重建計劃。另外我們也會親力親為去賑

災及派物資。同時我們爭取在賑災時傳福音。

我們賑災的義工，除了本會外，我們也會與國內教會合作，一同賑災，在四川地震及青海地震，我

們均與他們合作過，情況滿意。

三、助養國內殘疾孤兒

助養國內殘疾孤兒是我們目前一項主要工作，過去一年多，我們經已助養

一百五十多名殘疾孤兒，我們會以繼續每日七元的助養計劃來推動。明年我們希

望能資助三百名內地殘疾孤兒。我們現在的助養國內殘疾孤兒集中在安徽、湖南、

雲南、四川及廣西等五個省。

在宣傳方面，我們主要以單張、橫額作為宣傳，我們也會以報紙廣告來推動

這個項目。另外，我們在印館十個點派發單張及影片介紹，也計劃在銅鑼灣廣場

電視宣傳等，我們將爭取明年可以用信用咭捐款

計劃。

助養殘疾孤兒我們計劃每年開分享會，明年也會組團到安徽去探訪

孤兒。長遠計劃，我們期望在內地區建立孤兒院。

四、扶貧、脫貧

我們現在仍然是以中國扶貧為主，但未來我們推動「陽光下的天水



圍」項目，主要因為香港貧富懸殊特別嚴重，「陽光下的天水圍」我們將與基督教中福教會聯合推動，合

作方面有天水圍區的教會和團體 。

「戒賭脫貧」是我們在 2012 年推動的項目，貧窮其中一個成因是賭，香港有百分三十人口的貧窮來

自賭博，尤其是賭馬和賭球是香港最熱門的賭，香港馬會的馬迷佔香港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中病態

賭徒約佔百分之三十以上，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數字，香港人要

脫貧，戒賭是一項有效脫貧的方法。

五、社區支援

國際天糧事工在今年開設本地社區支援，為一些受困的家

庭提供支援，包括法律及其他緊急支援，社區支援希望 2012

年能夠在屋村建立家庭及社區中心，目前我們在沙田廣源村及

葵青長康村申請地方，目的是設立家庭社區支援中心用途。

六、會員招募

2012 年我們會大力推動會員，招收會員計劃，期望給予

會員增加本機構的了解。推動會員參與本機構的義工，並定期

舉辦活動，同時本機構給予會員有一些指定產品優惠。

2011 年工作總結：﹣

1. 2011 年 3 月  舉辦聯歡餐會。

2. 2011 年 3 月及 4 月 分別在天瑞及天恆社區會堂舉辦健康講座。

3. 2011 年 3 月及 8 月 安徽地區孤兒探訪。

4. 2011 年 5 月 往三水探訪殘障兒童。

5. 2011 年 8 月 在上海培訓在職人士。

6. 2011 年 6 月 成立全港性戒賭服務中心。

7. 2011 年 9 月 往深圳與在職人士交流。

8. 2011 年 3 月至 9 月 為李倩婷家屬輔導 ( 李倩婷 3 月 15 日因醫療失誤去世 ) 及 ? 助家人爭取賠償。

9.　2011 年 7 月 探訪輔導天瑞村一個全家要自殺家庭 ( 因有人沉迷賭博 , 至使責台高築 )。

10. 2011 年 6 月及 7 月 探訪屯門醫院。

11.  2011 年 8 月至 9 月 為許 X 生 成功申請綜援 ( 他已有兩次被社署拒絕 ) 。

12.  2011 年 9 月 在社聯溫沙公爵夫人大廈舉辦感思及事工分享會。

八、未來動向

由於香港政府在未來一年去訂立慈善法，我們與一些中小型機構有共同商量過，希望成立中小型慈善

機構聯會或中小型社福聯會，初步有五間中小型機機願意發起，目的是抗衡政府對中小型慈善機構或社福

機構的歧視，務求令中小型機構可以聯合向政府申請資助，令中小型機構可以為社會提供更有效的服務。

我們希望在即 2011 年底可以加入「惠施網」，更提高本機構在市民中的公信力和對慈善服務的肯定，

也增加捐款者及支持者的信心。願主與你們同在！

本會為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機構成員之一

慈善機構認證

                         

評級　:
 

各項指標不俗。平均每籌$100的成本為$12，而籌款費用佔總

支出約11%。項目費用、員工薪酬和行政費用佔總支出56%，

  

本機構為提名機構

香�商界展關懷伙伴合作公司

以信心 - 推動神的異象
   以愛心 - 見證耶穌基督
      以善心 - 服務社會大眾



消息與代禱
1. 國際天糧事工於今年七月二十七日加入成為「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會員。並且已申請加入「惠施網」計劃　
2. 國際天糧事工被香港專門評級慈善團體的評級機構「明施慎選」，評為有三個心的慈善機構，該評分最高是

四個心，最低是零心。同時也告訴本機構是急需有人支持的機構。
3. 國際天糧事工現在急需招聘同工一名，主要負責行政工作。同時，本機構正招募義工多名，請與本機構聯絡，

電話：31566291 陳傳道聯絡。
4. 基督教中福教會重新選出新董事，新董事包括：鄔小鶴牧師、蔡樂強牧師、陳卓麗牧師、梁文輝牧師、楊國

偉牧師、伍華牧師、陳景潮先生。
5. 國際天糧事工正在申請政府公屋地下做社會服務計劃，地點：沙田廣源村及葵青長康村兩個屋村，從兩個申

請地方選擇一個。在這裡我們希望大家支持我們新服務中心的裝修和設備費用。

6. 國際天糧事工本地社區支援服務，成功為香港弱勢人仕提供支援服務，我們經已完成多個個案，包括申請綜
援和法律支援的人仕。

7. 本機構曾在傳媒公開要求香港政府派發每人５000 元計劃，得以落實，並且派發是 6000 元，希望可以幫助弱
勢群體可以有一筆應急錢可以用，對於一些中、上層人仕，我們鼓勵他們以這筆錢來幫助有需要人仕，捐給
一些需要者身上的作為慈善用途。

8. 歡迎各教會安排時間，舉辦「中國主日」，由鄔小鶴牧師將中國福音的異象帶給教會的信徒。如有需要可聯
絡鄔牧師，電話：3156 ６291 或 9667 5301。

9. 國際天糧事工定於 9 月 23 日下午七時三十分在香港灣仔軒尼詩道溫莎公爵大廈一字樓舉行感恩會及發佈會，
誠邀各界人仕參加，本機構提供茶點招待。聯絡電話：31566291

10. 國際天糧事工開拓戒賭脫貧計劃，並己展開工作，並且由經驗戒賭同工陳傳道負責，最近經已幫助一個家庭，
因賭而集體自殺家庭，挽救出來。不致發生這個家庭悲劇，目前該家庭經已好轉，而且也戒了賭。我們將會
設立熱線電話，現在正安排中，計劃服務推廣至深圳。成為中港戒賭脫貧行動。

11. 國際天糧事工正為在修改機構網站，我們希望有熱心人仕協助我們的網站管理及修改工程，今次的修改是將
會本機構的最新內容加入網站。本機構邀請對互聯網及 IT 技術有經驗者協助，並且懂 Linux 及 PHP 等系統
軟件者協助，聯絡請電：31566291 或 96675301 鄔牧師。

賭



	 	 	 	 	 國際天糧事工有限公司		
	 	 	 	 						
	 	 	 	 					2011 年 01 月至 03 月財務收支表	 																																											

收入　　　　　　　　　　　�幣 HK$   支出    �幣 HK$ 
 

              　    123,635.30       123,706.45   
         

  不敷               71.15      

            123,706.45        123,706.45  
          



國際天糧事工的工作（2012）年預算及安排
國際天糧事工的工作目標以中國福音、賑災、扶貧、助養國內殘疾孤兒、社區支援等項目。

一、中國福音

我們主要工作是以探訪國內教會、培訓國內信徒、支持國內神學生計劃。

預算：港幣 30 萬元。

二、賑災

賑災是突發性的緊急救援工作，因此不是經常性的事務，我們將不會特別評估預算支出或收入。由於災難是突發

的事件，我們會在發生災難時才啟動籌款及賑災行動等工作。（如有天災賑災時，我們將會由賑災扶貧組直接參

與賑災工作）

三、扶貧

扶貧方面我們主要是以香港和中國內地扶貧工作，除了扶貧外，我們主要希望從扶貧中達到脫貧為目標。

我們的扶貧項目有：

陽光下的天水圍───在天水圍推動扶貧及脫貧工作，包括派米及協助居民創業，社企等項目，鄰里互助計劃。

中國扶貧─────主要集中在災區及山區扶貧。

戒賭脫貧─────我們看到許多家庭貧窮是因為賭錢而搞到家庭走入極貧窮的生活。

我們的預算：　　　項目支出 : - HK$105 萬                                 運作及行政費   : - HK$22.1 萬

一、項目支出主要是設立：一、戒賭熱線電話，二、設立外展探訪隊。三、戒賭輔導站。

二、國內探訪災民及貧困人仕的路費及住宿費。

四、助養國內殘疾孤兒

每日 7 元，即每個月 210 元助養國內殘疾孤兒，可以幫助一名殘疾孤兒一年的生活費用。計劃明年我們會助養

300 名殘疾孤兒。

助養殘疾孤兒項目支出 :            HK$37.5 萬                           運作行政費   : - HK$15 萬

包括：行政處理，監察，同時管理個案等善後工作。

除非匯率差額很大，否則我們不會因匯率的問題，而提高助養捐款。

五、社區支援

社區支援是我們以家庭及社區支援組負責，主要為一些弱勢群體提供必要的扶助。我們提供的有法律上的協助、

社會支援、緊急個案支援及中港支援等。

個案包括

中港支援：廖ｘｘ                                                緊急個案支援：李 X 婷

綜緩受助者： 陳 X 德                                           綜緩受助者：許慶ｘ

法律支援受助者 : 和 X 金

社區支援方面：我們明年的預算　　項目支出   HK$59.4 萬                    運作及行政費用：HK$11 萬

一、社區支援包括設立登記輔導及法律支援等費用。

二、 社區支援 - 為弱勢群體提供諮詢和協助 , 伸領綜援和法援 . 成功為受屈者上訴平反。. 

全年平均預算支出

全年籌款目標：250 萬元                                     其中項目運作費：160 萬元

薪金：67.5 萬元                                                  行政及運作費：22.5 萬元

感恩及事工發佈會

日期：2011 年 9 月 23 日 ( 星期五）

時間：下午七時三十分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溫莎公爵大廈 103 室（即社聯）

查詢電話：852 - 31566291

內容：感恩、分享、工作發報、商界展關懷介紹。

歡迎主內及商界朋友、會員、弟兄姊妹、教牧長執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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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隔月／每季／每半年／一年／一次奉獻及捐助�幣＿＿＿＿元，用作：
　　口宣教事工　　口緊急賑災　　口中國福音　　口中國扶貧　　　口本地扶貧　　口助養國內殘疾孤兒
　　口同工薪金　　口蒙福之家　    口戒賭脫貧       口國內辦公室　　口經常費　　    口社區支援服務
口直接捐款
　捐款戶口：匯豐銀行　112-158449-001
　　　　　　東亞銀行　136-40-400109-8

　24 小時直接接捐款：O.K 便利店／華潤 VingGO 便利店
　憑電腦條碼可以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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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天糧事工有限公司
International Tin Lang Ministry Ltd.
香�新界天水圍嘉湖山莊翠湖居二座一字樓 F 座
電話：3156 6291   　傳真：3156 6290
電郵：heavenlyfood@ymail.com      網頁：http://www.heavenlyfood.org

姓名：＿＿＿＿＿＿＿＿＿性別：＿＿＿

地址：＿＿＿＿＿＿＿＿＿＿＿＿＿＿＿

　　　＿＿＿＿＿＿＿＿＿＿＿＿＿＿＿

電話：＿＿＿＿＿＿＿＿＿＿＿＿＿＿＿

傳真：＿＿＿＿＿＿＿＿＿＿＿＿＿＿＿

電郵：＿＿＿＿＿＿＿＿＿＿＿＿＿＿＿

全港市民派發 6000 元　　　　　　鄔小鶴牧師

國際天糧事工在去年初曾在「全港反貧窮運動」中向政府提出全港市民派發 6000 元要求，今年終於可以落

實。6000 元對中產以上的人仕可能認為港府派錢不是好的政策，當時公民黨和一些中層及專業人仕都有不同的

反對聲。

但對大部份生活在貧窮線的居民，是一個好消息，可以令他們得到生活上舒解的補助。無論如何，也是政

府對貧窮人覆行社會責任的一部份。不過，由於今次派錢，受益人全部是香港公民，無論貧富都有。對貧窮人而

言，是生活補助的一部份，對中層或富有人家來說，可算是一筆意外之財，可以刺激消費，並沒有什麼特別。

因此，我們建議大家，尤其是中、上層的社會人仕，能夠捐助慈善機構，造福社會的責任。近年，香港很

多經濟環境差，尤其是金融海嘯後，慈善團體經營更差，有許多中小型慈善機構在艱苦中爭扎。

國際天糧事工是一間在香港註冊的一間中小型慈善團體，我們主要工作是以賑災、扶貧、助養國內殘疾孤

兒及社區支援。最近我們在扶貧脫貧上開設戒賭服務，幫助香港人因賭博而貧窮的居民脫貧。相信每一位香港人

都曾受賭博影響，特別一些家庭所受到賭博禍害。這項服務我們經已開始。但是因著資金缺乏，令到我們工作推

展援慢。

國際天糧事工是一個公開而透明度極高的機構，我們沒有政府資助，因為機構還是比較新，而我們的主要

同工，在慈善及社福界已服務了約二十年之久。助養國內殘疾孤兒都是由我們最先開始發起。今次戒賭脫貧服務，

我們更伸展深港兩地。

國際天糧事工是抱著信心、愛心、善心來服務社會，我們憑神給我們信心、耶穌給我們的愛心、以及大家

的善心來服務社會。在香港有公信力的慈善評級機構「明施慎選」以三個心評鑑本機構，該評級以四個心為最高，

零心為最低。

同時，我們也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會員，未來，我們會參與「惠施網」成員。在公信力和慈善心，

我們經已獲香港社會認可，但我們機構仍缺乏資金，因為機構的開辦時期，正值金融海嘯的侵襲期間，我們希望

廣大市民對我們的支持，讓我們的慈善工作可以有效地為市民服務。

如果你們可以將你們的 6000 元捐助慈善活動及機構，請顧念國際天糧事工，我們保證會全數放在慈善用途，

並且會以公開及透明度，向社會大眾會報有關用途的去向。多謝各位，願主與大家同在！

評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