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3月
第136期  季刊

李明德牧師 
（本會董事、宣道會洪恩堂堂主任）

　　感謝神，耆福會剛完成廿四週年感恩會，細數

過去經歷神的恩典和祝福，相信有不少見證和分

享。筆者任耆福會董事年資雖短，箇中對神的體驗

和經歷也不少，心感有幸參與這個甚有意義的事

奉，服務一班神所愛的長者，實在是神給予莫大的

福份，銘感於心。

　　記憶中最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每年一度的千人佈

道會，眾長者濟濟一堂，好不熱鬧。長者尤喜愛福

音粵曲獻唱，其中人才濟濟，有作詞的，有教唱

的，有獻唱的，整整約五十人的龐大隊伍，唱功一

年比一年好，相信假以時日，可以成為耆福會的特

色團隊，廣泛地為主作工。此外，大會還有很多精

彩表演，如讚美操、短劇、舞蹈等等，真是百花齊

放，長者欣賞開心之餘，對福音的反應亦心存渴

慕。

　　大型佈道之餘亦需要很多前線的關顧工作，眼

見多位耆福會的同工義工，為主走訪全港三百多間

長者院舍，帶領多位長者信主並接受洗禮，這些黃

昏事工真是帶領得一位便是一位。因為在主的眼

中，每一個生命都是寶貴的，好牧人就是到處尋找

失喪的羊，為他們纏裹傷口。甚願更多被主感動的

人，為主向長者作美好的服侍，費財費力，作得人

的漁夫。

　　前線作工必需先有美好的裝備，耆福會也按期

舉辦不同課程來造就信徒。筆者亦曾多次應邀作訓

練班的講員，看見長者事工訓練的缺欠，資源的不

足，真是深感遺憾，相比兒童事工、青年事工和成

人事工，真是少得非常可憐，但願神感動更多教會

和信眾，為這荒蕪的園地多添花木，使長者事工受

到應有的重視和補充。筆者更願意看見耆福會能有

足夠的資源，為全港教會的長者事工增添教材和參

考工具，使長者事工更能發展成熟，榮神益人。

　　喪葬處理亦是耆福會一項不為人知的重要事

工，一些晚境淒涼的長者，信主後離世，耆福會都

會本著基督愛人的精神，請牧者來處理喪事，讓離

世的長者能有一個莊嚴的基督教喪禮，為其人生畫

上一個完美的句號。這些服侍，做在長者身上便有

如做在主的身上，這樣才是真正實踐基督愛人的精

神。筆者在此亦向各長者事工的前線人員致敬，你

們的擺上是蒙主悅納的，主必記念。

　　最後，筆者在此呼籲更多教會和信徒，可以用

不同的形式來支持和參與耆福會的事奉，使「老有

所依，亦老有所敬」。基督教是一個敬老的信仰體

系，可惜過去多年被人誤解為不要祖宗。現今正是

我們要向世人展示，基督教是真心地愛護長者，關

心長者，為社會的穩定和人類的發展帶來莫大的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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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福會事奉分享



　　敬拜小組與會眾同心將榮耀、
頌讚歸於坐在寶座上的君王，就是
那位捨身愛世人的救主耶穌基督。

家事
分享 廿四週年感恩會暨義工嘉許禮花絮
	 基督教耆福會24週年感恩會暨義工嘉許禮已於2月23日在大角咀浸信會舉行。參與這項盛事的教牧同工、義工、義工家屬和各界好友

約200人。大家在輕鬆和諧的氣氛下，一同見證神在過去24年賜予耆福會的恩典。

	 當日獲嘉許的義工約一百人，其中2位義工林潔靈姊妹與陳定國弟兄獲嘉許為「十年服務義工」，其餘分別獲嘉許為珍珠葡萄及優秀義
工。義工們各按恩賜，忠心事主，有些在前線傳福音、有些在後方製作手工藝品餽贈長者、有些對其他義工給予心靈關顧，也有從事文字事
奉的。因他們的委身，本會的福音事工才得以不斷發展，讓長者群體得以聽聞福音。為此，我們向神獻上感恩！

	 本會董事關銳煊博士以彌迦書6：8勉勵義工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董事主席劉文亮先生分享馬太福音26：36-46。
他說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對門徒的邀請：「你們不能同我儆醒片時嗎？」，今天同樣是給信徒的邀請。主邀請我們離開安樂窩，從世界的
享樂中走出來，與祂一起承受向長者傳福音的杯。他這24年來堅持留在耆福會事奉，因為他在耆福會中看見神。主正在長者群體中等待我
們，願人人起來回應主，成為主耶穌的大使，被神使用，叫人得福。最後全體同工與來賓以詩歌「我們愛，讓世界不一樣」為感恩會畫上完
美的句號。會後嘉賓共享愛筵，同沐主恩。

　　感謝大角咀浸信會借出場地讓
感恩會能順利舉行。董事主席劉文
亮先生代表本會向王紹良牧師致送
記念品。

　　義務牧師黃克勤牧師以禱告揭
開感恩會的序幕，願神在當中得著
最大的榮耀。

　　董事關銳煊博士引用彌迦書六章
8節：『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
心與神同行。』與弟兄姊妹互勉。

　　總幹事陳麗萍姑娘回顧過去一
年神豐富的恩惠，並多謝教會、弟
兄姊妹的參與及支持，令長者福音
禾場能持續拓展。

　　董事、義務牧師為兩位忠心服
事十年之義工陳定國弟兄及林潔靈
姊妹獻上感恩。

　　同工方惠貞姑娘感謝上帝在她
生命中的呼召，致令她持定心志，
積極事主，並呼籲弟兄姊妹一同為
長者福音事工向前邁進。	

　　今年獲嘉許的義工有102位，當中有前線傳福音的，也有參與文字工作、手工藝製作，以及負責關顧義工需要的。各人以恩賜互相配搭，熱心事主，讓
護老院的長者經歷主的愛。

　　讚美操小組拍掌歡欣，以輕快的
舞姿將讚美獻呈給三一真神。

　　護老院見證分享的錄影片，讓
赴會者體會到福音進入院舍老人家
的逼切需要。

　　陳定國弟兄分享他在服事長者
的過程中，深深感受神的大愛，讓
他個人生命得以更新改變。

　　福音粵曲小組透過一曲《何等
佳美》歌頌神恩，並立志承擔使
命，與人分享救恩。

　　董事主席劉文亮先生勉勵各人
要為主儆醒，因我們是神貴重的器
皿，要繼續為主發熱發光。

　　義務同工黃譚潔嫺師母分享她
初次探訪長者的經歷，讓她想起主
耶穌的一席話：「只把一杯涼水給
這小子裡最小的一個喝…這人不能
不得賞賜。」

　　同工們透過詩歌《我們愛（讓
世界不一樣）》表達出神的愛是我
們同走天路的憑證。

　　感恩會進入尾聲，董事陳漢忠
牧師為各人祝禱，求主使用各人在
新一年繼續為主多作善工。 　　聚會完結，來賓在一片歡樂的

氣氛中同享愛筵。



　　基督教耆福會二十四週年感恩會暨義工嘉許禮已於2月23日在大角咀浸信會順利舉行。小僕謹

代表本會全體董事與同工，多謝所有出席的嘉賓和義工。當日大家在一片熱烈的氣氛中，一同見證

神在過去一年賜予本會的恩惠及透過我們所作的工。神興起很多對長者事工有負擔的同行者，藉著禱告、奉

獻、義工參與和物資捐贈支持本會。為此，我們獻上感恩，也向大家衷心致謝。願神按著各人的擺上，親自報答賜

福！

　　在11月，我們大夥兒前往長洲探訪多間護老院，當日約有二十位長者決志信主。在聖誕「愛心禮物包」行動

中，決志歸主的公公、婆婆約有548人。聖誕期間，我們亦參加了「大角咀教牧同工網絡」，與大角咀街坊共慶佳

節。農曆新年期間，各支佈道隊伍帶著禦寒頸巾及手工藝小組製作的祝福魚，探訪各區護老院，與公公、婆婆們分

享神的大愛。期間願意接受救恩的長者共146人。

　　為著過去三個月的豐收，我們獻上感恩！同期間，有9位長者接受洗禮。神為我們打開了更多福音的門，讓我

們得以開拓5間護老院及1間老人中心。很多長者在人生最後一段路趕上「尾班車」，及時抓住救恩。我們能參與其

事，既雀躍，又感恩，委實是神的恩惠！

　　在2013年年底，我們邀請了義工吳金妹姊妹加入義工籌委會，以加強對義工的關顧。一直以來，她謙卑事

主，忠心服侍。願主在新的服事崗位上大大使用她，使她成為榮神益人的器皿！	
您的同路人
麗萍

事工 消息

新成員加入義工籌委
　　感謝主，義工吳金妹姊妹應
邀加入義工籌委會，致力加強義
工之間的聯繫及關懷，推動團隊
互助互愛的精神。

長者受洗 
　　去年11月至今年1月期間，本會義務牧師趙文賢牧師、陳碧霞牧師及葵涌浸信會伍恩波牧師分別在
5間院舍及教會內為9位老友記主持洗禮及聖餐。

聖誕嘉年華
　　由大角咀教會同工網絡主辦
的《聖誕祝福社區嘉年華》已順
利舉行，本會亦參與其中，透過
以護老常識為主題的遊戲攤位祝
福街坊，並與他們一同慶祝救主
降生的大好信息。

新春活動
　　新春佳節期間，我們預備了豐富賀年活動與老人家共慶新春。各隊工把福字揮春、手工藝小組製作
的祝福金魚，以及弟兄姊妹送出的禦寒冷帽、頸巾等，送贈公公、婆婆，與他們度過一個滿溢神恩、溫
馨愉快的春節。

聖誕節活動
　　在普天同慶的聖誕節，同
工、義工馬不停蹄到港九、新界
270間護老院，與二萬多位長者舉
辦慶祝活動，將主耶穌降生的大
喜信息與他們分享，並透過愛心
禮物包向他們傳遞神愛和祝福。

耆樂無窮
　　在聖誕及新春佳節期間，福
音粵曲小組應邀到慈雲山耆樂無
窮長者團契獻唱，透過多首節日
氣氛濃厚的福音粵曲，向區內老
友記分享信主得福的好信息。

拓展新院
　　過去三個月，我們開展
了5間新院及1間老人中心。
佳節當前，前線弟兄姊妹抓
緊時機傳福音，讓更多老友
記認識神。

長洲探訪
　　上年最後一次長洲探訪已在
11月順利完成。一如以往，我們
分為兩支隊伍，分別到幾間院舍
做節目及進行床邊慰問。除了向
老友記傳福音外，我們也為已信
主的老人家代禱及鼓勵他們堅心
倚靠主。



義務牧師 
石志堅牧師　石　璞牧師	
梁永善牧師　黃克勤牧師	
陳碧霞牧師　趙文賢牧師

顧問 
陳一華牧師　黃瑞君牧師

董事 
劉文亮先生 ( 主席 )	
陳漢忠牧師　李明德牧師	
呂全信醫生　鄺銘恩醫生	
關銳煊博士　顏文雄博士

總幹事 
陳麗萍姑娘

行政主任 
何月明姊妹

行政幹事 
鮑笑玉姊妹

傳道同工 
鄭寶昌先生

探訪幹事 
廖金蓮姊妹　鄭國英姊妹　林美恩姊妹　李翠萍姊妹	
方惠貞姊妹　鄭麗英姊妹　彭小華姊妹

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份財政報告 
項目 收入（HK$） 支出（HK$）
奉獻 $234,314.80

慈惠 $2,150.00

產品及其他 $1,268.76

愛心禮物包 $426,717.00 $249,372.90

同工薪津及車馬費	(11/2013-1/2014) $241,157.49

通訊、單張、簡介及郵費	 $7,027.20

租金及差餉	(11/13-1/14月) $48,000.00

水電、電話及傳真 3,693.60

探訪院舍活動 6,269.00

文具印刷及雜項 $5,902.50

勞保 $11,875.00

總數 $664,450.56 $573,297.69

本期盈餘 $91,152.87

總累積結餘/結欠 ($428,601.40)

以上數字未經審核，只供參考。

1.	 請為院舍初信主的長者代禱，求主保守他們靈命長進，堅
定信主。為未信主的長者代求，求主除去他們剛硬的心，
俾能早日歸主。

2.	 請為長者事工需要大量義工代求，求主感動弟兄姊妹一同
參與事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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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禱 事項

鳴 謝
1.	 特別鳴謝在聖誕期間與我們一同報佳音、做節目及派送愛
心禮物包的義工，以及以金錢奉獻支持我們的人士、教
會、團體/公司。

2.	 衷心多謝劉紫霞姊妹及蔡映珠姊妹送出禦寒頸巾給院舍老
人家。

奉獻方法如下：
1.	劃線支票，抬頭：「基督教耆福會有限公司」或“Gospe l	 For	
The	Aged	Ltd”.，並寄回「九龍旺角郵政信箱7938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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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將自動轉賬
授權書寄給閣下。填妥之授權書請寄回本會跟進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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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奉 獻 支 持 本 會 事 工

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份事工報告 
類別 2013年

11月
2013年
12月

2014年
1月 專責同工

探訪護老院 148間 270間 137間
全體同工

護老院探訪人次 4,847人次 21,862人次 4,945人次

社區中心長者探訪活動 3次 4次 3次 美恩/惠貞

護老院長者團契 94次 229次 74次

全體同工

決志長者人數 202人 346人 146人

受洗長者人數 2人 6人 1人

教會/團體合辦活動 7間 20間 5間

福音粵曲 90次 178次 67次

讚美操 47次 77次 37次

「打開心窗」長者心理輔
導服務
　　本會與生命樹宣教網絡合
作的「打開心窗」長者心理輔
導服務已於今年一月正式開
展。義務心理輔導主任黃譚潔
嫺師母探訪一些孤苦無望的老
人家，予以關懷及問候，讓乾
渴的心靈得著安慰！

福音氣球訓練班
　　專為義工而設的「福音氣
球訓練班」在1月20日順利舉
行。導師伍鳳儀姊妹將色彩繽
紛的氣球扭成所需形狀，成為
分享福音的實物教材。義工們
活學活用，獲益良多。

手工藝小組
　　手工藝小組製作各式各樣
的十字架工藝品，作為前線隊
工傳福音的工具，以及餽贈決
志及受洗長者的禮物。

2013年義工嘉許名單
十年長期服務

陳定國

林潔靈

優秀義工	

王俊華 馬明香 溫愛嬌

王綺薇 張麗芬 萬愛碧

伍鳳儀 梁見好 葉志強

朱健卿 梁勵行 葉曼玲

朱燕玲 梁麗桃 葉慧瑩

何少芳 郭美嬋 鄔秀芳

何柏岐 郭惠芬 劉紫霞

吳金妹 陳秀珍 潘寶蓮

李九妹 陳定國 蔡可君

李玉冰 陳金泉 蔡秀英

李惠英 陳容好 鄭玉蘭

李愛香 陳桂好 鄭芝蘭

李慧珍 陳梅芳 鄭國興

李學良 陳敬雲 鄧焜泳

李麗蓮 彭麗華 盧素薇

周玉意 湯宇蓮 蕭啟秀

優秀義工	

周改有 馮肖顏 賴婉蘭

林小麗 馮　珍 鍾賽珠

林貴明 黃玉婷 魏淑芳

林潔靈 黃志輝 鄺佩芳

邱潔芳 黃愛好 羅帶歡

邱麗莉 黃麗彬 羅榮方

珍珠葡萄

王偉馨 袁永姸 馮惠貞

朱秀芳 馬玉嬌 黃美愛

朱瑞蓮 張有連 黃祖發

朱麗冰 張翠真 黃達興

朱麗嬋 梁秀容 黃潔嫦

何開平 陳永華 劉志芳

吳秀霞 陳曼麗 黎靜嫻

李世珍 陳麗芳 盧瑞蓮

姚彩雲 陶潤蘭 鍾潤寬

姚慧萍 曾惠皆 羅建煥

柯杏嬌 馮肖容 關潔雲

徐美芳 馮惠玲 龔玉英

長者手工藝小組
　　在農曆新年前，同工到護
老院與院友一起製作福字揮
春。老友記在製作過程中，更
加明白神就是萬福之源。

義務心理輔導主任 
黃譚潔嫺師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