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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長

顏文雄博士（本會董事）

「人生的下半場」可以生活得開心、精彩、老
有所托嗎？香港是否一個「長者友善社區」，老有
所依？然而，為何這個富裕的「東方之珠」大都會
竟然欠缺有效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以致年老
仍不夠退休金生活，有些長者更要在街上拾賣紙皮
維生！但是回顧過去一年多，特首為本港長者推行
了新的長者生活津貼金，惠及四十三萬名生活窮困
的長者，每人每月有2,280元。勞工福利局局長張
建宗更指出，目前每日有六十六萬人次享用長者2
元乘車優惠，現更研究將優惠擴展至綠色專線小
巴，令更多長者受惠！回顧特首的競選政綱，長者
政策的方面確實下了決心去做，如果能有一份完整
的香港安老政策改善文件，則會更能夠全面地關愛
我們的長者！
其實，人生的下半場是可以活得精彩的，只要
能夠打開心窗，走出自己孤獨的世界。今年的母親
節早上，我懷著慕道的心，跑到一間在深水埗舊樓
的基層教會，竟然能夠和主任牧師及眾母親教友一
起分享生日蛋糕。牧師九十多歲的母親也都在場，
真的開心歡悅及感恩！馬太福音6：26記載：「你
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
倉裡，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你們不比飛鳥貴重
得多麼？」其實，天父是一位看顧萬有的主，看到
保護、醫治、照顧、修護……。馬太福音6：34：
「你們要先求天父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
給你們了。」有主活在心中，心靈會從困苦「轉

向」看到寬恕、憐憫、關愛、忍耐、接納，更會關
心及想到進一步去與其他人分享從神手上領受得來
的東西，為別人祝福，為天下母親祝福！
我今年初共訪問了十五位退休長者，當中有大
學教授、紀律部隊高官、合唱團主音、學校校工、
心理學家等不同階層的男女，發現原來是生活的
「轉向」信念，而不是填得每日滿滿的活動，才是
他們活得開心的主要動力！「轉向」是指將本來是
看得灰暗的人生，改變用正面挑戰去應對，例如退
休生活可以是很悶，望天打掛，漫無目的的日子，
但是他們卻能夠以去追尋自己有興趣及有意義的生
涯進發，當中有去唱歌成為合唱團的團員，有去老
人院探訪長者，有去醫院探訪臨終癌症病人、有放
多些時間照顧年邁的雙親、有去教會做長期義工及
協助成立基督教大學等等，按著自己的意向、興趣
及信念去追尋有意義的人生，活樂「下半場的生
活」！從我的研究進一步分析，有宗教信仰的退休
長者，因為有主作為他們導向的舵手、有志同道合
的朋友及教友，以及有意義的探訪院舍長者義務工
作，所以活得更為開心！信主的人心裡面，常常出
現的是「主賜我很足夠」，而不是「我不滿足」；
因為有主耶穌，靈魂首先得著平安，然後有主就帶
來知足；正如保羅說：「我並不是因缺乏而說這
話；因為我已經學會，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
足。」（腓立比書4：11）

家事
分享

義工見證

以 福音 為樂
- 鄭玉蘭

永恆的投資

福音是神的大能

韶光飛逝，過去的數十個寒暑
仿如白駒過隙。回望上半生，最感
恩的事，是遇見了生命的主宰耶穌
基督，頑疾蒙主醫治，不藥而癒，
從此改寫一生，也頓悟到人生匆
匆，轉瞬即逝；窮畢生之力所追求
的成就、財富、學問、名聲、權
力……等等，轉眼成空。追求的過
程固然充滿勞苦愁煩，得到後也只不過是鏡花水月；撒手塵寰
時，不能帶走分毫。既是如此，把生命投資在哪裡，才有永恆
價值？感謝主，祂引領我從職場退下來，用餘生事奉愛我至深
的三一真神！

這令人振奮的福音確實燃亮了不少長者的晚景。某幾位長
者的得救過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猶記得探訪過一位被削去
半邊頭蓋的唐先生，他因腦溢血而失去活動能力，負面思想從
此揮之不去。他說自聽到福音後，以往縈繞腦際的尋死意念已
大為減退，心裡感受到平安，還表示希望能好好讀聖經，以
「彌補過去的損失」呢！

目不忍睹
在耆福會擔當義工已有好幾年了，除了參與文字事工外，
也有不少機會走到前線，以福音拯救失喪的長者。老實說，護
老院是很多人不願久留的地方。空氣固然混濁，還不時夾雜著
糞便的氣味，中人欲嘔；放眼所見，又盡是叫人心酸的景象—
枯槁的面容、絕望的神情、佝僂的身影、呆滯的目光、蜷曲在
床上的殘軀……。有的因糖尿病而切去壞疸的雙腿；有的因中
風而失去活動能力，終日被麻布捆在輪椅上，動彈不得；有的
鼻孔插著喉管，只靠點點滴滴的營養奶「吊命」；有的患上癡
呆症，舉止猶如無
知稚童；有的纏綿病
榻，四肢變形，皮膚
潰爛。置身在這樣的
環境中，我既感慨，
又難過！神在創世之
初賦予人類的榮美與
尊貴，已蕩然無存！
我深深感受到眾生匍
匐在罪與死亡權勢下
的悲哀！

道成肉身
可幸天地的主宰並無漠視人間的苦痛！祂並非住在蒼茫渺
冥中睥睨眾生，而是披上血肉之體，降世捨身，為要救人脫離
困苦！祂藉著釘十字架敗壞那掌死權的魔鬼，把人從罪與死亡
的桎梏中釋放出來，恢復人的尊貴與榮美，還應許在永恆中要
「擦去我們的眼淚」！護老院裡的悲慘景象，在天堂上不復存
在，因為在那榮美之地，「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這些
年來，我深切感受到上帝有深深的情懷，對人類充滿悲憫恩
情、慈愛憐恤；祂願意撫慰受傷的心靈，也樂意醫治軟弱的病
軀。憑著這份對上帝的認知，我在主的帶領下走進護老院，向
祂所愛的失喪長者傳達祂的大愛，努力宣揚福音，叫人今生有
豐盛、來世有永生！

年將九十的李伯伯躊躇滿臉，長嗟短歎，細問之下，原來
他已活得很不耐煩，奈何未知死後何去何從，甚是苦惱。我向
他講解福音後，他頓時展現歡顏，表示因終於找到歸宿而放下
心頭大石，還說要回鄉向鄉里轉述耶穌的救恩！他說自己已移
居內地，當日適逢來港覆診，在護老院借宿一宵後便要回鄉。
神的作為大哉！奇哉！祂讓兩個居於異地的人，在悠悠的時間
長河裡的某一點相遇，為要向祂所愛的人提供生命的出路！神
的奇妙安排委實令人折服！
本來信奉回教的奇勒伯伯以為耶穌只是一位先知。後來我
與他一同讀聖經，讓他明白耶穌基督是上帝的獨生兒子，降世
救人，而且從死裡復活，賜人永生。神的話語確能甦醒人心。
最後他終於願意接受耶穌作他的個人救主。看見慈悲的上帝把
這隻迷羊帶回羊圈，我的心樂透了！
瘦骨嶙峋的玉霜婆婆在牆上張貼了一幅偶像的照片。第一
次與她接觸時，她已被病魔折磨得氣若游絲。懾於偶像的威
嚇，她口裡頻說「不敢信耶穌」。我對她充滿憐愛，每次探她
時，總會熱切地把她瘦弱的身軀擁入懷裡，私下也為她禱告。
經過多次探訪後，她的心終於被神的愛融化了。某次再邀請她
信主時，她竟然鼓起勇氣、堅決地點頭，表示願意決志歸主！
她這一下點頭，使我欣喜若狂，興奮莫名！有甚麼比看見人勇
敢地掙脫捆鎖、棄暗投明更令人雀躍呢！她信主不久後，便止
息了世上的勞苦。每當想起她時，我都會為她能趕及「尾班
車」安抵天堂彼岸而深深感恩！

何等有福
耶穌基督的名是應當稱頌的！祂選擇離開天上榮耀的寶
座，紆尊降貴，來到人世間與我們一起經歷種種困苦，並付上
重沉代價，讓人得享豐盛的生命與永生的福樂。能夠在護老院
裡高舉耶穌基督的名，並領人歸主，我何等有福！主說：「我
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作成祂的工」。這也是我的
心聲。傳福音帶給我的喜樂，比飽饗佳餚美饌更叫我感到滿
足。願一切榮耀、頌讚、感謝都歸給創天造地的永活真神！

消息
在二至四月期間，我們開拓了9間護老院，日後會作恆常的探訪，把福音帶給這些院舍的長者。
同期間有5位長者接受洗禮。在復活節期間，我們到各區護老院分享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的好消息，
有不少長者受感歸主。能夠在繁忙的事奉中騰出一、兩天舉行同工退修會，委實是神的恩典。同工在三月中暫時歇
下服事，安息在神的同在中，重新得力，冀能為神走更遠的路。在我們與風信子合辦的「福音粵曲基礎課程」中，
很多義工都得到造就，為「金色年華福音粵曲佈道會」和日後在護老院的服侍，作出更好的裝備。李明德牧師主講
的「生命事奉課程」，幫助了眾義工調校事奉的焦點，提升生命的質素。由黃譚潔嫺師母主導的「打開心窗」事工
亦已展開。透過這項服務，不少長者都得著心靈的安慰。
事工

在這動盪不安的末世中，願我們多作主工，努力為主收割莊稼。無論是在前方傳福音的，或是在後方以代禱和
奉獻支持我們的，願大家都一同努力，同心合意興旺福音。願天父因兒子的名榮上加榮！
您的同路人
麗萍

長者受洗
四月期間，本會義務牧師陳碧霞牧師及基督教伯大尼教會郭志明牧師，分別於兩間護老院為5位老友記主持洗禮及聖餐，出席的親友、
弟兄姊妹及院友同證神恩，煞是熱鬧。

復活節探訪活動
復活節是高舉主耶穌基督十架救恩的好時機，我們除了每天約有十支隊伍出訪院舍之外，亦與教會合作舉辦福音活動。弟兄姊妹透過詩
歌、信息及話劇，向公公、婆婆傳遞神愛世人的好信息。在三至四月期間，共有450位長者決志信主。

拓展新院

長者手工藝小組

過去三個月，我們在港、九兩地開展了9間新院舍作探訪佈道，特別透過復活節的信息，鼓勵老人
家在人生晚程找到永生的福樂。

在院舍開設的長者手工藝小
組，以製作應節的彩色復活蛋為
題，向老人家分享主耶穌死裏復
活的真義。

手工藝小組

耆樂無窮

端午節臨近，手工藝小
組趕製金句祝福糭，為護老院
的公公、婆婆送上「糭是有主
愛」的祝福。

復活節期間，本會與慈雲
山耆樂無窮長者團契再度合
作。福音粵曲小組獻唱福曲，
向過百名街坊闡明耶穌是勝過
死亡、已經復活的主。

「打開心窗」長者心理輔
導服務
「打開心窗」長者心理輔
導服務現已開展。黃譚潔嫺師
母以文字打破與病患長者溝通
的障礙，透過點點滴滴的關
懷，幫助老友記敞開心懷，紓
解憂悶的情緒。

義工訓練班
本會董事李明德牧師主領
了兩堂義工訓練課程，鼓勵義
工不單只要參與事奉，更要無
懼困難與挑戰，成為合神心意
的領袖。

同工退修

福音粵曲訓練班
本會再次與「風信子曲藝
團」合辦福音粵曲訓練課程。
導師風信子運用不同的曲目，
諄諄善誘，令義工邊唱邊學，
開闊唱歌領域，甚獲裨益。

喜樂茶室
義工籌委小組舉辦的喜樂室茶，讓平日四出事奉的義工能聚首
一堂，享受茶室為他們預備的多元化活動。當中透過彼此分享、互
相代求，加強團隊間的維繫。

一年一度的同工退修會在
保良局北潭涌度假營舉行。當
日天朗氣清，同工暫時放下工
作，走進大自然享受神創造的
美麗景致，讓身、心、靈得到
休息，重新得力事奉神。

代 禱 事項
1. 請為8月22日《金色年華福音粵曲佈道會》各項籌備工作代
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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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未信的長者代求，求主除去他們剛硬的心，俾
能早日歸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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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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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2月至4月份財政報告
項目
奉獻
慈惠
產品及其他
感恩會
同工薪津及車馬費 (2-4月)
通訊、單張、簡介及郵費

收入（HK$）
$307,047.60
$4,150.00
$3,000.50
$4,400.00

租金及差餉 (2-4月)
水電、電話及傳真
探訪院舍活動

支出（HK$）

$5,835.60
$204,302.29
$18,042.60
$48,000.00
$2,452.10
$11,142.00

文具印刷及雜項

$8,557.60

義工訓練

$800.00

同工退修

$2,071.00

總數
本期盈餘
總累積結餘/結欠

$318,598.10

$301,203.19
$17,394.91
($411,206.49)

2014年2月至4月份事工報告
類別
探訪護老院
護老院探訪人次
社區中心長者探訪活動

2月

3月

4月

166間

148間

150間

5,863人次

4,633人次

5,269人次

5次

1次

4次

護老院長者團契

105次

103次

105次

決志長者人數

267人

225人

225人

受洗長者人數

0人

0人

5人

教會/團體合辦活動

3間

5間

8間

福音粵曲

96次

97次

96次

讚美操

44次

51次

52次

專責同工
全體同工
美恩/惠貞/
麗英

全體同工

奉獻支持本會事工
奉獻方法如下：
1. 劃線支票，抬頭：「基督教耆福會有限公司」或“G o s p e l F 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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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上數字未經審核，只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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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同工
鄭寶昌先生

行政主任
何月明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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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幹事
鮑笑玉姊妹

義務心理輔導主任
黃譚潔嫺師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