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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者 們 在 等什麼？
關銳煊博士（本會董事）

人年紀大了，閒暇時間亦相對地增加了。

事實是我們看到不少長者仍在等基本醫療保健檢

移民外國的耆英往往自嘲是「三等老人」─ 等

查、護老者照顧津貼、長者牙科診症津貼、長者

食、等睡、等死。在坊間亦有不少有心人為長者

長期護理照顧、長者中風後復康服務、長者精神

們鼓吹快樂人生；高質素的退休生活；有優質的

科治療、長者癌症治療、獨居長者支援服務、多

生活素質；摩登長者；生涯規劃等正向晚年。很

層次退休保障制度、私院長者的身心社靈服務、

可惜在現實環境中理想難求，不如意事却十常

原區安置房屋政策的落實、復康巴士/的士/私家

八九啊！而特區政府在與長者福祉的相關福利政

車的普及。我們隨便列出便有上述多項企盼，相

策上亦未能妥善配合，導致老年市民的怨懟感亦

信各位讀者當可以明白理解特區長者們在等什麼

與日俱增。例如每年政府的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

了。各位長官，特區政府去年的財政儲備約有

案中惠及長者的項目實在不多。故此全港現有

七千五百五十億元，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百分之

14%年齡在65歲以上的長者每日仍在引頸觀望，

三十四或22個月的政府開支。相比在施政報告中

看看政府的民生德政何時臨到。

公佈用於扶貧安老的250億元額外開支，香港特

在25年後，在等待的銀髮一族便會接近

區政府真的那麼窮嗎？為官者既有心大力拓展民

33%，試想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可以容許三百多萬

生議題，你們知道長者們在等什麼嗎？你們願意

耆老在白等嗎？在2015 - 2016年度的安老服

真心誠意地去滿足他/她們的一些等待嗎？

務預算經常開支約68億港元，但不要忘記政府

長者們已經等待頗久了，讓我們齊心開始行

在上年度及今年度分別錄得高達逾200億元和愈

動起來吧，時不我予呀！莫非你們希望有一天也

600億元的盈餘啊！而政府在福利上撥款多給予

如長者們般白白空等待嗎？快，快，快，趕不及

低收入長者群，似乎中產老人的需求不大吧！但

啦！願慈悲仁愛的主祝福保守你們，主祐！

家事
分享

第十屆《金色年華福音粵曲佈道會》匯報

第十屆金色年華福音粵曲佈道會已於8月21日下午3時在尖沙咀街坊福利會會堂順利舉行。雖然天文台預告當天有雨，
但神應允禱告，賜下美好天氣。負責不同崗位的同工和義工在當日早上9時便到達會場，齊心預備場地；人人各盡其職，為神
獻上最好的祭。
還未到三點，會堂一千多個座位已全部坐滿。讚美操小組帶領台下的會眾一同起舞，以身體動作向神獻上敬拜。接著一
連十二首福音粵曲頌讚救主的大愛，令人聽出耳油。講員陳恩明牧師以生動活潑、風趣幽默的方式闡明福音—人聽到創造
主的話並加以回應，就能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人與神—生命的源頭割裂，就如插在花瓶的花，片刻便凋謝。惟與主
連結起來，才有永恆的生命。只要打開心門接受耶穌，祂的光就能潔淨人心，使人活出光明的生命。精彩的證道令長者聽得
投入、聽得明白。感謝主，當日有18人決志信主。

未到三點老友已來到會場，我
們提前開門讓哥哥、姐姐入場。

感謝主! 各事奉人員一早齊集會場，各按各職，同心為佈道會作好準備。

長者們魚貫入場，片刻間已座無
虛席。

董事陳漢忠牧師以禱告
揭開佈道會的序幕。

讚美操小組率先帶領會眾以讚美敬拜天父，全場會眾隨著音樂以身體動作
敬拜獨一真神。

正所謂「台上三分鐘，台下十年功」。福音粵曲組經年努力，為要將福音內容藉著福曲演譯出來，讓在座長者明白神愛世人的救贖恩情。

司儀黃曉茵：「神賜下獨生子
耶穌，給世人無盡的恩典.。」

陳恩明牧師以生動活潑、風趣幽
默的方式闡明福音。「各位老友記快
來信耶穌啊！」

福曲組全體成員以一曲《同頌讚天
恩》，唱出主恩浩翰偉大。

陸續有老友記在親友陪同下，
來到台前，決志信主。

獻唱嘉賓羅厚德先生
以精湛曲藝帶出一個信
息—只有基督的真光在心
裡，人才能活得安然。

樂韻佳蹤陣容鼎盛，歌聲繞樑三日，
令人聽出耳油！

義工：「婆婆！恭喜你今日信
耶穌！」

陪談員把握時間與決志者分享
信主的意義。

事工 消息
五、六月分別有一年一度的母親節、父親節和端午節，我們在期間帶備了25,000朵色彩鮮豔的
小花和精緻的福音糭送給護老院的公公、婆婆，代表他們的子女答謝他們養育的恩情，也提醒他們
天父不離不棄的慈愛。我們也參與了大角咀同工網絡的《糭是有愛》行動，預備美味肉和豐富節目探訪區內護
老院，與老友記共度了一個溫馨的節期。過去三個月，共有十二位長者接受洗禮，在眾人面前承認自己歸入耶穌
基督的名下，並得著永恆的福氣。我們為此獻上感恩！

第十屆《金色年華福音粵曲佈道會》已於8月21日舉行。感謝各有關機構和義工鼎力協助，使這項聖工得以順
利推行。在佈道會中有十八人決志信主。求主堅固他們的信心，引領他們到各教會接受牧養。本會與長晉會合辦
的《榮優路上—準退休人士的身心靈關顧》課程將於九至十月舉行，內容有關人生下半場的規劃、靈命栽培…
等，歡迎各界人士報名參加。
聖誕節快到了！每年聖誕節，我們都會為三百多間護老院的老人家，親手送上「愛心禮物包」。多年來，
「愛心禮物包」活動都為護老院的長者帶來很多歡樂，而決志信主者亦不計其數。今年我們預計會送出27,000份
「愛心禮物包」，以每份9.5元計，整個活動所需經費達256,500元。我們謹呼籲各兄姊以禱告和金錢奉獻支持這
項事工，讓我們帶著你的關懷與祝福，在聖誕節—一個宣揚愛的節日，向孤苦無依的老人家送暖，讓他們得嚐
主恩，得聞福音，樂享永生！
您的同路人
麗萍

長者受洗
在五至七月期間，本會義務牧師趙文賢牧師及陳碧霞牧師，分別為12位護老院院友主持洗禮及主領聖餐。家人及親友見證他們受洗歸入
基督，一同歡喜快樂。

母親節、父親節活動
在每年的母親節和父親節，本會都會訂購七彩奪目的花束，送贈院舍的年邁院友，以表揚他們一生對子女的無私奉獻及養育劬勞。各福音
隊亦會炮製精彩節目，與公公、婆婆分享天父對他們的眷愛。

與教會合作探訪活動
在母親節、父親節及端午節期間，本會與多間教會合辦探訪活動。弟兄姊妹預備豐富節目，出盡法寶把歡樂帶給院內長者，務求讓長者們
得著福音的好處。

端午節探訪活動

愛心剪髮

在端午節，福音隊把手工藝小組製作的祝福糭送給護老院的長
者，與他們同慶佳節，並向他們宣揚主耶穌的救贖大恩。我們也參
與了由大角咀同工網絡舉辦的《糭是有愛》祝福社區大行動，與區
內數間院舍的公公、婆婆慶祝端午節。

髮型師Daniel 帶領其髮廊的髮型師Amen、Karen和Florence到
護老院為公公、婆婆提供剪髮服務 。他們的愛心贏得護老院職工的
讚賞，受惠的30多位長者笑逐顏開。整支隊工經歷了事主的喜樂。
相信天父看見衪的兒女們為主無私擺上，也會感到喜悅。

長者手工藝小組

手工藝小組

耆樂無窮長者團契

福音粵曲訓練班

同工在護老院開設手工藝
小組，透過製作以栽花為題的
手工藝品，向公公、婆婆說明
大自然的一花一木，都是慈愛
天父所創造。

手工藝小組導師設計了五
色福音鞋，讓福音隊帶到院舍
送給長者，同時亦作為傳福音
的工具 。

本會與慈雲山「耆樂無窮
長者團契」合作無間，與區內
百多位街坊慶祝母親節，並獻
唱多首福音粵曲，頌揚天父對
世人的深恩厚愛。

本會與風信子曲藝團合辦
一連八堂的「福音粵曲進深」
訓練課程已順利完成。導師風
信子悉心教授，讓義工更能掌
握曲藝技巧。學員獲益良多，
深得幫助。

代 禱 事項
1. 請為《金色年華福音粵曲佈道會》初信的長者代禱，求主保
守他們靈命長進，堅定信主。
2. 請為聖誕《愛心禮物包》事工所需之經費代求。願神感動弟
兄姊妹慷慨奉獻，讓我們能預備足夠的禮物包送給院舍長
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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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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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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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5月至7月份事工報告
類別

5月

6月

7月

159間

167間

132間

5,583人次

5,598人次

4,210人次

1次

4次

2次

護老院長者團契

109次

120次

93次

決志長者人數

192人

233人

153人

受洗長者人數

1人

0人

1人

教會/團體合辦活動

4間

13間

3間

福音粵曲

96次

102次

81次

讚美操

47次

49次

48次

探訪護老院
護老院探訪人次
社區中心長者探訪活動

專責同工

全體同工

2015年5月至7月份財政報告
項目
奉獻
慈惠
產品及其他
同工薪津及車馬費 (5-7月)
通訊、單張、簡介及郵費
租金及差餉 (5-7月)
水電、電話及傳真

收入（HK$）

支出（HK$）

$262,165.00
$2,460.00
$10,663.84
$217,961.90
$24,633.40
$48,000.00
$6,589.87

探訪院舍活動

$12,857.50

文具印刷及雜項

$2,687.90

同工退修

總數
本期盈餘
總累積結餘/結欠

$1,310.00

$275,288.84

$312,730.57
($37,441.73)
($448,6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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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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