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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亮先生（本會董事主席）

　　《香港教會普查2014》簡報指出，隨著社會人口

老化，今天教會的長者人數進一步上升，已佔了全體會

眾的16%，這只是個平均數字，某些座落在「人口老化

區」的教會，甚至超過半數是65歲以上的弟兄姊妹，

所以，長者牧養已是不可忽視的主題。

　　牧養是一個大題目，一方面要關顧到長者的個人需

要，另一方面促進他們的教會群體關係，最後，最重要

的是堅固他們對神的信心。成就完整的牧養事工，當然

是整體教會所要參與的事。在此之外，牧養長者的其中

一個輔助途徑，就是透過靈修材料引導他們對神有更深

的認信。

　　靈修，雖然可以說是讀經加禱告，然而卻又可以是

一項很複雜的事。首先，在大方向上，每天一篇的靈修

材料，就是每天一次跟長者談道，牧者雖然平時已經有

不少與長者接觸的機會，又有教會的主日學與崇拜，但

對天國的道理作出有系統的「教導」始終是重要的，長

者所需的道是甚麼呢？

　　筆者希望指出五個方向，包括了：永生確據、與

三一神相交、神的話、認罪與赦罪、教會生活。

　　不單長者，任何相信耶穌的人也應該了解他因信稱

義，獲得永生的確據了；得永生也是活在主耶穌基督的

恩惠，天父的慈愛和聖靈的感動帶領中，所以三一神與

我們的關係是親密而寶貴的；同時，我們信仰的重要基

礎當然離不開神的話：聖經；有了這基本條件，我們常

要明白我們是軟弱的罪人，所以生命在主的恩典下存

活，主耶穌十架寶血赦免我們，也覆蓋我們；最後，我

們被主耶穌所救贖的人就是加入了教會的弟兄姊妹，當

然要好好珍惜和享受這份主內一家的美好關係！

　　五個方向只是一種「起碼」的內容，而且有極多的

經文可以使用，當然也可以加上我們認為重要的主題，

然後，就是製作靈修材料了。

　　第一步最簡單的開始就是按這五大類選取精到扼

要的「經文」，再為這經文訂一個題目，例如：約3：

16-18，我們為這幾節經文訂一個題目：「得勝死亡的

應許」，如此就完成了靈修材料的主菜。

　　當然，這還是太簡單了，我們多數不會就此罷手，

所以第二步就要好好協助長者消化這段經文，牧者加上

一段文字，把這「得勝死亡的應許」解析一下，然而，

最好二三百字內，點到即止，否則長者會消化不良的。

　　然後，若然可行，第三步就是加上一個長者合用的

禱告，這禱告由我開始，來到神那裏，認定「我信耶

穌」，所以我「不致滅亡，反得永生！」，我感謝主叫

我得到這應許！

　　最後一步是包裝，這是長者靈修材料，當然最好是

「大字」版，最好兩大頁記一篇靈修材料，看得舒服，

記得容易。

　　但願我們當中的長者都得到最好的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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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協助長者靈修親近神



家事
分享 廿五週年感恩會暨義工嘉許禮花絮

　　敬拜小組與來賓一同敬拜，歌
頌神恩偉大、配受尊崇！ 

　　基督教耆福會25週年感恩會暨義工嘉許禮已於3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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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人，大家在輕鬆的氣氛下，一同見證神在過去25年賜予耆福會的恩典。當日有92名義工獲得嘉許，包括在前線傳福音的、在
後方製作手工藝品的、為其他義工提供心靈關顧的、從事文字事奉的，以及協助教授福曲的。獲頒「長期服務」狀的義工、同工、董事
共有7人，其中董事主席劉文亮先生和同工廖金蓮姑娘，更一直與耆福會同行了25年。

　　本會董事劉文亮先生致辭時說，每年都舉行感恩會暨嘉許禮，讓大家聚首一堂，其意義乃是要讓大家知道，自己並非孤軍作戰，而
是有很多同路人一起為主作工。他呼籲莊稼已經熟了，大家要起來趕快收割。全體同工和嘉賓同唱「傾出愛」，為聚會劃上完美的句
號。會後嘉賓共享愛筵，同沐主恩。

　　董事關銳煊博士代表本會致送
錦旗予大角嘴浸信會代表杜姑娘，
多謝該教會借出場地，讓本會25週
年感恩會得以順利舉行。

　　義務牧師趙文賢牧師以禱告為
感恩會揭開序幕。

　　董事主席劉文亮先生分享事奉路
上不是孤軍作戰，而是有許多同路人
一同為主作工。

　　總幹事陳麗萍姑娘回顧過去一年
事奉路上雖有艱難，但卻見主恩處
處。她多謝教會和兄姊們的支持，令
長者福音工作得以持續拓展。

　　同工李翠萍姑娘分享事主見
證，並呼籲弟兄姊妹一同參與長者
福音事工。 

　　耆福會創辦人許漢雄先生主持
「長期服務」的頒授儀式。

　　感恩會共有92位熱心事主的義工得到嘉許。無論是前線傳福音的義工，抑或在後方事奉的，都各按其職，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義工鄔秀芳姊妹為自已能夠服侍
長者而感恩。她說：「參與事奉，不
但祝福了長者，也祝福了自己」！ 

　　義務長者心理輔導主任黃譚潔
嫺師母分享在過去一年，幫助長者
打開心窗的喜悅與成果。

　　讚美操小組穿上不同顏色的彩
衣，以妙曼的舞姿，獻上《耶和華
厚恩待你》，歸榮耀給主。

　　長春護老院的方富鏗伯伯，分
享主在他身上的奇妙作為。

　　福音粵曲組傾巢而出，獻上
《天恩頌》，頌讚主恩浩大，救贖
萬民！

　　董事陳漢忠牧師勉勵義工要先
關心長者的需要，然後再把能解決
他們需要的救主介紹給他們。

　 　 全 體 同 工 透 過 詩 歌 《 傾 出
愛》，彼此勉勵，要傾盡全力向長
者傳達基督的愛，並邀請來賓一同
回應神的愛，並肩同走天路。

　　義務牧師黃克勤牧師為各人祝
禱，求主使用各人在新的一年，有
能有力地事奉，繼續成為護老院長
者的祝福。

　　聚會完畢，來賓同享愛筵，在
歡樂的氣氛中彼此分享，數算神
恩。



　　時光荏苒，轉眼間本會已成立了二十五年。基督教耆福會二十五週年感恩會暨義工嘉許禮已於

三月十五日順利舉行。小僕謹代表全體董事及同工多謝各位嘉賓蒞臨，一同見證在過去一年神對我

們賜下的豐富恩惠。

　　在聖誕期間展開的《愛心禮物包行動》中，約有648位長者決志信主。透過「大角咀教牧同工網絡」聖誕嘉年

華，我們接觸了很多區內的小朋友和長者，藉著精彩的活動與他們分享神的愛。新春是中國人十分重視的節日，

我們帶著揮春和附上聖經金句的祝福魚探訪各區護老院，與公公、婆婆共慶佳節。在過去三個月，我們開展了7間

護老院，日後會恆常探訪，把福音帶給院舍的老人家。在這漫長的二十五年，我們走過的路徑滴滿脂油，深深經

歷神的眷愛。祂感動許許多多同路人以禱告、金錢奉獻，以及義工參與支持我們。小僕謹此向各位同路人衷心致

謝。在踏入第二十六個年頭之際，我懇切盼望有更多對長者有負擔的兄姊，能夠成為我們的福音伙伴，以禱告、

奉獻、物資捐贈支持我們的事工，也加入前線成為探訪義工，與我們並肩到護老院傳福音，叫主得著更大的榮

耀，也使更多老人家在晚年得到救恩！ 
您的同路人

麗萍

事工 消息

長者受洗 
　　在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期間，本會義務牧師趙文賢牧師及陳碧霞牧師，以及五旬節聖潔會荃灣堂李馬太牧師，分別到5間護老院
為5位長者主持洗禮及聖餐。參與其事的弟兄姊妹，為這些長者受洗歸入基督而歡喜雀躍。

拓展新院
　　在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期間，本會開展了7間新的護老院
及1間老人中心，將福音帶給院友。我們在聖誕節及新春期間，在院
舍舉辦佈道活動，與老友記分享福音，讓他們得到最大的真福。

新春活動
　　在春節期間，我們帶著揮春和手工藝小組製作的祝福金魚，在各院舍舉行賀年活動，在神的恩惠與慈愛裡，與院內老人家同度佳節。

聖誕節活動
　　聖誕節期間，同工、義工馬
不停蹄到港九、新界各區護老院
舉行慶祝活動，並透過致送「愛
心禮物包」向他們傳遞神愛。期
間有648位長者欣聞主耶穌降世
救人的大喜信息而決志信主。

聖誕祝福社區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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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設立了一個遊戲攤
位，以關愛長者為主題，傳遞愛
老、護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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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份財政報告 
項目 收入（HK$） 支出（HK$）
奉獻 $184,820.71

慈惠 $2,870.00 $1,850.00

產品及其他 $3,076.50

愛心禮物包 $503,202.00 $250,752.70

義工同樂日 $7,110.00 $12,040.00

義工訓練班 $800.00

同工薪津及車馬費 
(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

$254,386.00

通訊、單張、簡介及郵費 $11,673.60

租金及差餉
(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

$48,000.00

水電、電話及傳真 $4,377.30

探訪院舍活動 $2,300.00

文具印刷及雜項 $2,372.20

勞保 $9,054.00

總數 $701,079.21 $597,605.80

本期盈餘 $103,473.41

總累積結餘/結欠 ($348,3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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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未信的長者代求，求主除去他們剛硬的心，俾
能早日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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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禱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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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份事工報告 
類別 2014年11月 2014年12月 2015年1月 專責同工

探訪護老院 137間 265間 113間

全體同工

護老院探訪人次 4,333人次 22,701人次 3,976人次

社區中心長者探訪活動 5次 9次 3次

護老院長者團契 96次 244次 79次

決志長者人數 202人 446人 173人

受洗長者人數 1人 1人 3人

教會/團體合辦活動 4間 21間 4間

福音粵曲 93次 212次 73次

讚美操 52次 75次 46次

長者手工藝小組
　　聖誕節是向長者傳揚救恩
的大好時機。同工帶領護老院
長者製作精美的聖誕咭。長者
除了享受創作的樂趣外，還能
夠在製作過程中，明白救主愛
世人的好消息。

義務心理輔導主任 
黃譚潔嫺師母

義工裝備訓練課程
　　在本會董事陳漢忠主講的
義工訓練課程中，陳牧師以神
的話語教導義工，激勵他們各
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成
為合神心意的工人。義工得到
裝備，盼望在新的一年的事奉
中，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手工藝小組 
　　手工藝小組為了配合新春
活 動 ， 製 作 了 千 多 條 祝 福 金
魚，讓前線佈道隊送給護老院
的公公、婆婆。看見這麼精緻
的金魚，長者們愛不釋手，滿
心歡喜。

鳴 謝
1. 承蒙宣道會愛光堂陳小玲姊妹送贈兩台電腦及一部打印

機，作為本會推展長者福音事工之用，謹此衷心致謝。

2. 承蒙恩臨城市教會Raymond Cheung 弟兄協助本會運送器
材，謹此衷心致謝。

耆樂無窮長者團契
　　本會與慈雲山「耆樂無窮
長者團契」再度合作，與區內
百多位街坊慶祝新春。福音粵
曲 小 組 特 意 選 唱 多 首 新 年 福
曲 ， 祝 願 各 位 老 人 家 新 年 蒙
福。

25週年感恩會嘉許名單
長期服務25年

劉文亮 廖金蓮

長期服務15年

林美恩

長期服務10年

鄔秀芳 邱潔芳

周改有 陳漢忠

優秀義工 

何少芳 鍾賽珠 邱麗莉

吳金妹 郭美嬋 胡慕瑩

李學良 鄭玉蘭 張麗芬

陳定國 李麗蓮 梁秀玲

劉紫霞 陳容好 梁秀容

鄭國興 蔡可君 梁見好

鄺佩芳 賴婉蘭 梁勵行

王俊華 王綺薇 郭惠芬

何柏岐 朱燕玲 陳梅芳

伍鳳儀 李慧珍 陳敬雲

李愛香 林小麗 湯宇蓮

黃玉婷 林貴明 馮肖顏

葉曼玲 邱潔芳 黃愛好

優秀義工 

溫愛嬌 鄧焜泳 羅榮方

萬愛碧 盧素薇 關潔雲

詹桂英 魏淑芳 龔玉英

鄭芝蘭 羅帶歡

珍珠葡萄

方玉儀 徐鳳群 馮惠貞

朱秀芳 袁永姸 黃志輝

朱健卿 馬玉嬌 黃麗彬

朱瑞蓮 陳伯榮 黃櫻儀

朱麗冰 陳秀珍 葉志強

何開平 陳秀清 葉慧瑩

李九妹 陳金泉 葉琼歡

李玉冰 陳桂好 鄔秀芳

李惠英 陳國雄 劉群英

周改有 陶潤蘭 劉寶枝

林潔靈 彭麗華 蔡秀英

姚彩雲 游宏鴻 黎靜嫻

柯杏嬌 馮肖容 鍾潤寬

徐倩苓 馮惠玲 羅建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