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老者講座及訓練班

事工消息

「帶領長者團契的技巧」訓練班已經完滿結束。今次訓練班
有多達170位弟兄姊妹參加，反應非常踴躍。導師透過實例、問卷
調查及個案，從多個角度闡述長者的特質，幫助同學掌握帶領長
者團契的技巧。
在耆福會與宣道會北角堂合辦的「與至親長者溝通的技巧」
午間講座中，有不少長者帶同親友一同出席。參加者從講座中學
習彼此提醒、互相包容、以及互諒互愛的相處之道。

本會謹訂於2008年2年17日
(星期日) 下午四時正，
假大角咀浸信會(九龍大角咀
通州街51-67號新漢大廈2字樓)
舉行十八周年感恩會
暨義工嘉許禮。
歡迎各界人士赴會，與我們一同
共證神恩，同享愛筵。
如有查詢，
請致電本會（2365 8454）。

視障人士福音中心一群熱心的弟兄
姊妹，與耆福會合作到護老院送禮物及
做節目。雖然他們眼不能看見，但卻能
夠透過獻唱、樂器表演、遊戲、及個別
探訪，將神的愛帶給長者。
我們的福音粵曲小組應邀在YMCA聯
青聾人中心舉辦的「傷健手語創共融」
計劃嘉年華中獻唱福音粵曲。福音粵曲
小組一面唱，聯青的手語導師一面做手
語，配合無間，向每位來賓闡述神恩。

鳴謝：
(1)日新慈善教育基金送出300件抓毛背心及300個環保袋，
作為在聖誕及新年期間送給護老院長者的遊戲禮物。
(2)耶穌恩典福音教會送出1,059份禮物，作為聖誕及新年期
間送給護老院長者的遊戲禮物。
(3)蔡得華弟兄送出兩部擴音器、毛巾及按摩器，作為長者
事工之用。

代禱事項
1. 請特別為同工陳海月姑娘及李笑萍姑娘的身體代禱。
2. 請為各董事、同工、義工的身、心、靈代求，求主加能加
力，願各人靈性活潑、身體健康。
3. 請為長者事工需要大量義工代求，求主感動人心一同參與
事奉，共同拓展天國的事工。

收入 (HK$)

奉獻
$94,591.00
聖誕禮物包
$151,815.40
產品售賣
$589.50
慈惠		
同工薪津 (11-12月)		
團契及外展活動		
通訊、單張、簡介及郵費 		
租金及差餉 (11-12月)		
音響		
水電、電話及傳真		
文具印刷及雜項		
勞保		
總數
$246,995.90
本期結餘/不敷		
上期結欠		
總結餘/結欠轉下月		

11月

探訪護老院
護老院探訪人數
社區中心長者探訪活動
護老院長者團契
長者決志人數
受浸長者人數

138 間
4,784 人次
5 次
66 次
190 人
5 人
8 間

教會/團體合辦活動

12月

211 間
9,744 人次
6 次
171 次
271 人
7 人
24 間
(基盤浸信會、油麻地
		(請參看附
基道堂、播道會恩福
頁—聖誕禮
堂、 中華基督教會基
物包匯報)

62 次

:
:
:
:
:

支出 (HK$)
$105,646.10
$16,035.00
$97,141.80
$1,882.08
$5,072.70
$8,600.00
$1,055.00
$1,824.00
$2,625.73
$3,389.00
$243,271.41
$3,724.49
($97,830.64)
($94,106.15)

全體同工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重整，引進「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和保留「改善家居

可是這個增幅未能反映2007年第三季

及社區照顧服務」。後者主要提供上門

(十至十二月)食品及糧油的增幅，當中

到戶的家居照顧服務，包括有護士、物

禧、長者可以豐衣足食。隨著香港經濟

尤以猪肉為甚。而政府申請追補綜援再

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社工等專業人

日益增長、百業興旺，政府庫房累積了

補加錢的機制，一般都要起碼一年，所

士，指導家居護老者有效的照顧技巧、

巨額盈餘，希望有關當局能正視老人

以有立法局議員認為應把今次綜援金額

復康運動、日間到戶看顧、基本及特別

貧窮問題，將現時每月705元的「生果

的加幅訂為5%，才可以反映實況﹗此

護理等。這項服務自1990年推出以來，

金」，提高至1000元，容許與家人同住

外，有長者形容，現時每月705元的「

極受有需要的體弱長者及護老者歡迎，

的貧窮長者獨立申請綜援。近來香港通

生果金」，連每天買兩個飯盒都不夠。

需求量大增﹔可是全港只有24小隊，難

貨膨脹加劇，尤以猪肉來價，希望綜援

不少長者為省回幾元，會捱餓至下午

怪已有超過四千人在輪候名冊中。其

金額能有所合適的增長﹗更希望社會在

2時才吃飯，那晚上可以少吃一點，又

實，此項受歡迎的上門到戶照顧服務實

積極討論政制發展之餘，能有更多福祉

或一餐飯餸分為兩餐吃﹔難怪有民間團

在應該增加至48隊，使每一個行政區最

及關心的聲音給我們的長者，使他們「

體促請政府立即提高「生果金」至每月

小有起碼兩隊的單位，去解決需求的問

不要為明天憂慮﹗」

一千元，希望這個請求能於2008年初有

題！

踏入2008年，祝願世界和平、恭賀新

回顧2007年，經濟增長令政府庫房盈

合適的回應﹗

香港自1997年回歸後，長者生活有多

在家居照顧的政策下，有了很多的轉變

市民的開心指數，但是長者的情況如

來差不多有近萬億盈餘，可是去年卻沒

及服務重組，最顯著的是「一站式」的

何？在進行長者開心指數的調查，不應

奉獻支持本會事工

有任何改善本港長者貧窮的有效措施公

混合院舍(包括安老院、護理安老院及

該忽略了住在各種不同類別的安老院舍

佈！在缺乏完善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療養院床位)，使長者不用搬至別的院

長者，他們的福祉(WELL-BELING)，更

奉獻方法如下：

下，本港老年貧窮的問題日益湧現。據

舍居住。可是，這類「一站式」的院

應該受到積極關注。隨著近來本港經濟

1.劃線支票，抬頭：「基督教耆福會有限公司」或「Gospel For

香港政府統計處(2001)第27號專題報告

舍，只是在本港剛起步，現時本港仍有

有所增長，他們的生活是否開心了，還

指出，香港於2001年時已有超過三十五

超過八千多人等待入住療養院及護理安

是每日「依然故我」地獨自生活。耆福

萬名長者每月入息少於港幣二千元，佔

老院，部份體弱的長者更於輪候期間已

會每月探訪私營安老院的服務，希望能

六十歲老人人口的37.9%；此老年貧窮

入住了私營安老院，耆福會同工經常探

把「關心」及「關懷」帶給他們。然

人口比例比起亞洲地區如日本(20%)；

訪住在私營安老院的長者。希望有關當

而，如何能夠進一步協助他們生活得開

歐洲如英國(12%)、德國(10%)及美國

局能推出多些有效措施縮短輪候院舍的

心些，實仍有賴社會人士、專業人士及

(20%)尤差。在有約四成老年人口處於

「人龍」，包括向已通過「安老院舍評

安老服務政策有關委員會的努力。

貧窮生活邊緣下，香港這個富裕城市中

審」有質素的私營安老院買位﹗

2.直接存入匯豐銀行戶口【557-1-012573】，並將存根傳真至
2720 9121或郵寄本會，方便本會寄回收據。
3.若以自動轉賬方式每月奉獻，請聯絡本會同工，以便將自動轉

全體同工

云政府的勞工及福利局已同意於

2008年二月起增加「綜援」金額2.8%，

基金也有超過五千億元累計盈餘，加起

賬授權書寄給閣下。填妥之授權書請寄回本會跟進辦理。
115 次

零散的家務助理服務，家居照顧服務、

回顧香港自1997年回歸後，安老服務

查詢電話： 2365 8454

傳真： 2720 9121

** 憑本會收據，可申請減免利得稅或個人薪俸稅 **
義務牧師
顧問
董
事
總 幹 事
探訪幹事

(本會董事、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及輔導學社會科學碩士課程主任)

The Aged Ltd」.，並寄回九龍旺角郵政信箱79386號。

道大埔堂、基督教喜
樂使命團、荃灣宣道
會、宣道會基蔭堂及
視障福音中心)

福音粵曲獻唱

願社會給長者
雖
多些福祉

專責同工
美恩/寶昌/美瑩

雙月刊 2008年1-2月

顏文雄博士

以上數字未經審核，只供參考。

全體同工

基督教耆福會
Gospel For The Aged Ltd.

餘已有近千億，儲備達四千億，而外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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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辦活動

十八周年感恩會暨
義工嘉許禮

E

石志堅牧師
石璞牧師
梁永善牧師
黃約瑟牧師
黃克勤牧師
陳一華牧師
黃瑞君牧師
潘仁智先生
劉文亮先生 (主席) 陳漢忠牧師 呂全信醫生 鄺銘恩醫生 關銳煊博士
顏文雄博士
陳麗萍姑娘
行政主任 : 何月明姊妹
護老者服務部主任 : 陳美瑩姊妹
鄭寶昌弟兄
廖金蓮姊妹
鄭國英姊妹
林美恩姊妹
陳海月姊妹
彭小華姊妹
李笑萍姊妹

的老年貧窮問題愈來愈嚴重，這是一個
極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在「家居照顧」政策下，政府把從前

愉快？有學者每年都進行青年人及香港

最後，願長者能生活得開心及身體健
康！

家事分享

感恩篇

麗萍

韶光飛逝，
彈指間2007年已
成為歷史。回
望過去一年，
感恩的事多如
星數。首先多
謝天父的厚愛，讓我有機會獻上卑微的生
命服侍祂。其次，就是要多謝一群忠心事
主的同工及義工，你們的委身，給我很大
的鼓勵，使我在事奉中得到更大的動力。
我想特別向兩位戰友—世珍和玉蘭致意。
妳們既是我的事奉伙伴，也是我的良朋益
友。自從十年前在陳姑娘的辦公室與妳們
重遇後，我們一同經歷了很多恩典，也一
起渡過不少風浪。在各項大大小小的事工
中，妳們與我並肩作戰；在我感到乏力孤
單時，妳們總在我身邊扶助我；實在很欣
賞妳們的忠心與謙卑。能夠與妳們同奔天
路，委實是神莫大的恩典。
我謹此向天父獻上感恩祭，願祂親自
報答各位同工、義工，以及與我一起走過
這段日子的弟兄姊妹！

國英

事工消息
親愛的教牧、同工、弟兄姊妹：

月明

感謝天父，耆
福會將踏入第18個
年頭，回看這一年
在天父的帶領下，
不經不覺間，耆福
會拓展了30多間新護老院，將福音帶進
長者當中。雖然會的經費仍然短缺，人
手仍舊不足，但天父卻招聚了一群忠心
的義工協助傳揚福音。看見義工們主動
及熱誠參與，每月恆常出隊，風雨不
改，心裡感激之餘，也被他們的愛與熱
誠所感染，亦成了自己事奉的動力。心
裡祝願所有義工在主裡身體健壯，靈力
充沛，事主有力。

長者受洗
親眼看見主
美瑩
感謝神讓我看到
祂的手在作工，祂知
道護老者的需要，祂
為他們安排各樣的栽培，
並且堅固他們的身、心、
靈，他們的成長也激勵我
們專心看著神。

小華

感激基督帶領，恩典賜與我未停，日日服事主我心歡
喜，讓讚美聲垮千里，我唱唱唱未停，哈利路亞…
感謝主！十二月聖誕月真是耆福會各人(同工、義工)
最忙最累的日子，但亦是最多機會經歷神恩典的日子。正
如神預備義工來協助去老人院報佳音，讓我感到很深刻是
義工們那份投入、委身，他們差不多天天都跟著出隊，亦
參與事後檢討，從彼此分享當中，知道他們除了自己參
與，更鼓勵身邊弟兄姊妹一同服事，有些義工更帶同親友及小孩參加，從
他們興奮雀躍及開心的表情，知道他們服事主的心是火熱的。
我願意在此見證，越事奉神所得的喜樂是不能奪去的。日日服事主我
心歡喜，讓主被高舉、讚美聲誇滿各老人院，我唱唱唱未停，哈利路亞…

慈愛恩主，我感謝袮！
我本是 – 不潔的		
然而 – 你的寶血潔淨我。
		
輭弱的			
祢的能力在人的輭弱上顯得完全。
		
膽怯的			
袮卻使我心裏的力量剛強起來。
		
無能的			
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袮便凡事都能作。
		
失敗的			
靠著愛我的袮便得勝有餘了。
		
愚昧的			
袮說可向袮求，便將智慧厚賜給我。
		
多思多慮的		
袮卻賜我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的心懷意念。
		
一無所有的		
在袮裏面卻是樣樣都有。
		
一無可誇的		
如今卻可指著袮誇口。
因袮是信實、公義、憐憫、樂意施恩的主，我衷心感謝袮！
感謝天上的爸爸
慈愛暖流進萬家
耆福蒙恩十八載
經過困境與浪濤
持守崗位永不改
主發命令傳信息
看見片黃熟莊稼
心裡焦急忙收割
祝福各位兄姊們
加入隊伍齊努力
天天得人如得魚
滿匡果子返天家
得主讚賞頂呱呱
阿們！

金蓮

蒙主引導得事奉，
事奉當中得恩典，
恩典當中更感恩，
感恩心靈獻主恩。

美恩
寶昌

在2007年裏，眼見許多老人
家都先我而去！然而，我與多位主
內好肢體，仍鍥而不捨，藉神的恩
典能力，從撒
但的權勢下，
搶回不少寶貴
的靈魂歸入基
督的名下！感
謝神！

上帝愛，基督心，
十架恩，主內情，
作主工，常歡欣，
恩典夠，頌莫停，
有困難，亦感恩，
緊靠神，時禱告，
仍努力，傳福音，
榮耀主，勝萬金。

海月

聖誕節是一個普天同
慶的日子，最開心及興
奮的，莫過於看見長者
受洗、歸
入主耶穌
基督的名
下。在聖
誕期間，
九華徑基
督教會信
得堂的趙
文賢牧師、中華基督教會
基道大埔堂的梁志鴻牧
師，以及本會義務牧師黃
約瑟牧師和師母，為溫暖
護老院、民愛護老院、泰
嘉護老院及鳳凰奧運護老
院多名長者洗禮。願神的
慈愛環繞年邁的弟兄姊
妹，直到永永遠遠。

義工退修 - 『…要休息，知道我是 神』
十多位耆福會的義工，自
發組織了一個喜樂小組到內地
進行三日兩夜的退修。在黃約
瑟牧師帶領下，各人放下忙碌
的事奉，讓身、心、靈得到休
息。 當日天朗氣清，各人都帶
著輕鬆的心情上路，沿途有黃
約瑟牧師的教導、彼此分享感恩、互相激勵。當然少不了的，是觀
光暢遊和享受美食。整個行程在神的保守中愉快度過。

大角咀嘉年華
耆福會首次在大角咀嘉年
華會擺設兩個攤位，以手
診按摩及量血壓服侍街
坊。除了喚起參加者關注
健康外，還藉機會將福音
帶給他們。另一個攤位透
過老幼咸宜的遊戲，幫助
街坊認識護老常識。參與
者個個都玩得十分開心、
投入。

轉眼間又到歲首年初，小僕
謹此祝福大家新年快樂，主恩滿
溢！
到護老院派送禮物包的事工
已圓滿結束。眾同工和義工在整
個12月都非常忙碌。在和暖的
天氣下，各人拿著重甸甸的禮物
包，抬著音響器材，汗流浹背
地穿梭於港九、新界的護老院，目
的就是要把一份份的禮物包送到護
老院長者的手中，好叫他們明白基
督的愛。期間我們送出了16,000份
禮物包和約2,000份遊戲禮物（由
耶穌恩典福音教會和日新慈善教育基金捐
贈），接觸到的長者達萬多人，其中有
271人決志信主，接受洗禮的
長者則有7名。天父為我們預
備的，實在超過我們的所想所
求。今次收到約15萬元奉獻，
扣除聖誕事工的所有開支後，
餘額將撥作長者福音事工的經
費。為此，我們向天父獻上感
恩，也向耶穌恩典福音教會、日新慈善教
育基金，以及擺上愛心奉獻的弟兄姊妹致
意。
我們在一年一度的大角咀區聖誕嘉年
華中擺設了兩個攤位，為參加者提供量血
壓及手診按摩服務，並透過遊戲推廣護老
常識。參與其事的大角咀街坊不計其數，
玩得不亦樂乎！
由今年一月開始，我們會與牧鄰教會
合作，展開慈雲山、黃大仙區的長者福音
事工。盼望這項新的事工，會撒下更多福
音種子，並收割更多莊稼。
耆福會是一個微小的機構，一直以來
都有財政赤字及人手不足的難處。我們至
今仍能持守從上而來的異象，實在有賴上
帝的介入和你們的支持。小僕願藉此機會
呼籲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無論是金錢奉
獻、物資供應、代禱，抑或義工參與，對
我們來說都是莫大的鼓勵，也是本會在未
來發展事工時不可或缺的要素。本會的同
工陳海月姑娘和李笑萍姑娘目前正在接受
化療，懇請大家以禱告托著她們，願上帝
的看顧與醫治臨到她們的生命中。
最後，小僕謹代表全體董事及同工，
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願神親自報答
各位的奉獻、禱告及劬勞。盼望耆福會在
日後的事工發展上，能更榮神益人。願將
一切榮耀、頌讚、感謝歸給全能的上帝！

你的同路人
麗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