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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銳煊博士（本會董事）

往昔的長者在社會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及尊

嚴，今天的長者在家庭制度變改及價值觀的轉變

下，卻往往被視為負資產。 筆者曾閱讀一篇散

文，其中一句：「心，只有一顆，不要裝的太

多； 人，只有一生，不要追逐的太緊。心靈的愉

悅，來自精神的富有；簡單的快樂，來自心態的

知足。」近日又耳聞高官們豪言壯語地說：「官

無所求膽自大。」真的希望高官們能洞察民間老

年情，放膽地去為耆老們出謀獻策，紓解民困，

拉窄貧富差距，讓未老、快老、正在老、已經老

及很老的香港特區市民在身、心、靈，和社會方

面都有富足。

據最近期的人口普查報告，本港的撫養比率

將隨著人口加速老化而改變，現時每4.7名適齡

工作人士 (15-64歲) 撫養一名長者的比率，到

2041年將下降至1.8。依目前二戰後嬰兒期人士

的老化速度，到2041年，香港有接近三分之一人

口將會年屆65歲或以上。年輕/壯年人口持續下

降，香港特區未來將出現長者佔多的倒形人口金

字塔。

人口老化是世界性的大趨勢，但因為其他社

會因素的變改，其複雜性亦不能忽視。例如教育

水平提高、對政府期望提升、平均壽命延長、家

庭總人口少、較熱衷表達訴求、閒暇時間充裕

等。所謂「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

盡孝不應停留在長者的物質供應上，更要給予耆

老們尊嚴。請問眾高官們，你們在政府政策釐訂

上有否提供或促成這種「孝」文化的延續呢？再

看看現今社會上湧現的一些現象，地鐵站外等攞

報紙的長者們、有免費派米時的人山人海、有新

產品發售時長者代輪候排隊、每日下午七時超市

減價時才購物的人士、劏房/籠屋內居多為老年住

客、公立醫院老人科的輪候人潮、老人因為蛇齋

糭餅而出席政黨的政治活動、社區上相關社會福

利服務支援不足等。筆者並非要盲目鼓吹在香港

實施「福利國家」制度，但在預知的將來，人口

老化帶來的壓力與挑戰卻不是高官們可以逃避面

對的。有膽的官員們，若你們能讓長者們「面上

笑容在，福氣自然來。」相信漫畫家阿虫亦會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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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官們，
    你知道我在等你嗎？



同工感恩篇家事
分享

麗萍 

　　日月如梭，神恩滿滿。無論是
會務籌劃、恆常探訪，抑或節期性
的活動，處處都經歷到神的引領、
供應與眷顧。同工月明病癒重返崗
位，再次與我們並肩事奉。為著神
對她的保守和她對神的倚靠，小僕
衷心獻上感恩。能與一群忠心的董
事、同工和義工一起服事，是我的福氣，也是神賜下莫大的恩典！

月明

　　年初確診患了癌病，心裡一
沉，回家路上禱告後才能回復平
安。 在八個多月的治療期間，家
人照顧、教會兄姊、同工和義工的
代禱、探望及安慰，使我能持續有
力量來面對治療的副作用。轉眼間
所有療程已經完成，在此感謝每位

兄姊的眷顧，讓我走過恩典之路，重新得力，回歸事奉。

笑玉

　　人生路上，時晴時陰，更有暴
風雨。工作上，順逆交錯，間有艱
難疲乏的時刻。人際上，有投契，
有疏離，也經歷過誤會重重。感謝
天父，不論際遇如何，都有祢的恩
典！「因祢與我同行」的歌詞「有

祢手牽引我，我就永往向前，願我所行路徑，願我所歷際遇，
處處留下，有祢同在的恩典痕跡」。

金蓮 (感恩打油詩)

感謝天上阿爸父　　降下愛子到世間
釘上十架把血灑　　拯救萬民出黑暗
慈繩愛索引領下　　八九創立耆福會
不經至今廿六載　　愛暖滔滔恩常在
兄姊生命受裝備　　靈命成熟蒙揀選
進到金黃熟稻場　　手腳同行口傳揚
果子熟透等人收　　雖經艱苦主眷佑
時常得人如得魚　　長者信主得永生
得主稱讚說阿們﹗

國英 

　　感謝神賜恩典、能力、健康、
機會..，讓我還能事奉主，又差派
熱心愛主的兄姊與我並肩事奉，補
我不足，更藉聖靈作工，使事工得
以成全。感謝主賜救贖之恩給護老
院院友。看到院友陸續歸主、生命

改變，內心有無盡的感恩與讚美，神的愛真廣大！惟願主繼續
施恩加力予我們，讓我們能榮神益人！

美恩

神恩浩大說不盡
長者天天聽福音
決志歸主是福氣
平安喜樂在心中

寶昌

　　對一個年逾七十的人來說，再次進入神
學院進修三年，委實不容易。當日面對「三
難」：一是，需蒙機構批准「停薪留職」的申
請。二，需籌措三年學費。三，需在每季學期
完結時「趕交功課」。「你們祈求，就給你
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太七7)讚美主！主的應許全都應驗！

翠萍

　　探訪護老院時，目睹神引領長者歸主，
並賜下赦罪的平安及永生的盼望，讓長者得
享喜樂與祝福。我雖有很多不足，還能蒙神
使用，有機會到院舍傳揚福音，感謝主﹗神
又感動愛靈魂的兄姊成為義工，出錢出力服
事長者。約一4：19：「我們愛，因為神先愛
了我們」。感謝父神有無限的恩慈﹗

惠貞

　 　 轉 眼 又 一 年 了 ， 這 一 年
的事奉是開心、喜悅的。讚美
操小組同心事奉，努力練習，
出隊傳福音；有長者信主、洗
禮，感謝主！事奉雖有難處，
感恩靠主跨過。忘記背後，努

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為要得著從上而來的獎賞。靠主喜樂！事
主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麗英

　　人生路上，轉眼數十個寒暑，所為何
事?感恩的是我得着人生至寶-主耶穌基督，
更感恩的是祂使用我這卑微的器皿，進到各
區護老院中，使長者得聞福音。當祂們得着
救恩時，從前絕望無助的臉孔可轉化成喜樂
平安的笑容，實在見證着神的慈愛﹑信實和
寬容，願神興起更多工人去收他的莊稼。

燕玲

　　感謝神帶領我來耆福會參
與探訪護老院的工作。會內有
不少資深同工恆常探訪院友；
能夠有機會探訪是恩典。院舍
打開門接待我們，院友打開心
門接待耶穌。聖經說：「人接

待你們，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來的。」（太
10：40）。耶穌救我，我信耶穌；耶穌愛我，我愛耶穌。

逢澤

　　感謝主的帶領，有機會到基督教耆福會服
侍祂！因為同工們都是主內的肢體，所以很快便
能適應！我主要是探望和關懷護老院中的長者。
看見已信主和未信主的長者實在有分別；有盼
望、有倚靠和沒有指望之人確有不同。願長者們

早日信主，得着生命、平安與永生的盼望！



光陰荏苒，轉眼間又到年終，感謝天父一直拖帶，處處賜下恩典。在剛過去的中秋節，

我們探訪了136間護老院，向公公、婆婆宣講人神兩團圓的信息，並與他們分享月餅。老人家品嘗應節美

食時，人人都欣喜莫名。我們也參加了「大角咀教牧同工網絡」的「圓繫眾心」行動，與多間教會攜手到

護老院與長者共慶中秋。在八至十月期間，我們開展了兩間護老院，日後會定期探訪，把福音帶給院友。

同期間，有四位長者受洗。新聘任的探訪幹事盧逢澤弟兄已於十月履新。求主大大使用弟兄，幫助他開展

更多院舍，使他在長者禾場中叫更多老人家得福。在本會事奉多年的義工林潔靈姊妹已安息主懷；我們深

感痛惜。她對長者事工的忠心擺上，相信必蒙神記念。一年一度的聖誕「愛心禮物包」事工已經展開。

我們會在十二月到300多間護老院報佳音，為公公、婆婆送上聖誕禮物。現需籌募256,500元，以購置

27,000份禮物。懇請各位兄姊以禱告托住這項聖工，並慷慨捐獻，讓我們帶著你們的祝福為長者送暖。

謹祝大家聖誕快樂、新年蒙恩！
您的同路人

麗萍

事工 消息

拓展新院 
在中秋期間，我們分別開展

了兩間護老院，向院內長者分享
人神兩團圓的信息。

長者受洗 
在八至十月期間，本會義務牧師陳碧霞牧師和趙文賢牧師分別為4位長者主持洗禮及主領聖餐。同

工、義工及家人一同歡喜快樂，見證這榮耀時刻，向神獻上感恩。

中秋節活動
我們帶著同福堂贈送的愛心月餅和手工藝小組精心製作的金句燈籠，與老友記共慶中秋。透過人神團圓的信息，我們向長者述說天父的深

恩厚愛。期間有165位長者決志信主。

手工藝小組
手工藝小組製作了大批燈籠，

讓前線的探訪隊送給護老院長者。
老友記接過燈籠後，愛不釋手。

同工網絡
大角咀同工網絡舉辦的《圓繫眾心》祝福社區大行動，本會

亦有參與。有數間教會到區內護老院舉行中秋活動。弟兄姊妹悉
心安排精彩節目，又與一家大細到院舍探訪老人家，更帶來豐富
禮物，並與長者分享月餅。平日暮氣沉沉的院舍頓時生氣盎然，
喜氣洋洋洋。

長者手工藝小組
為迎接中秋節，同工到院舍與老

友記一同製作金句燈籠，並在製作過
程中，與長者分享天父的大愛。



    

廿六週年感恩會暨義工嘉許禮
本會謹訂於2016年2月28日(星期日) 下午四時正

假大角嘴浸信會

(九龍大角嘴通州街51-67號新漢大廈2字樓)

舉行廿六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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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5 8454。

護老者訓練課程
在九至十月期間舉辦的《榮

優路上 – 準退休人士的身心靈關
顧》訓練課程已順利完成。講員分
別透過多個個案，引發學員在堂上
作出探討和練習，以幫助學員認識
準退休人士的身、心、靈的需要，
並引導他們規劃人生下半場及培育
靈命。學員得益不淺。

主懷安息
資深義工林潔靈姊妹於10

月29日早上主懷安息。她多年
來熱心向長者傳福音，忠心為
主全然擺上，關愛長者。她不
單是護老院長者的祝福，也是
事奉者的榜樣與激勵。她手所
作的工在主裡必蒙記念。她已
止息了世上的勞苦，但作工的
果效必隨著她。

影音見證分享
本會舉辦了一場影音見

證聚會。杏林子的生命見證引
發與會的同工與義工再度反思
生命的意義。身體雖然日漸衰
殘，但神是我們的力量；靠著
主恩仍可活出積極人生。生命
的意義在於把握生命的每一刻
為主作見證。

福音粵曲佈道會
在十月，本會與中華基督

教會小西灣堂合辦了一場「福
音粵曲佈道會」。福音粵曲小
組成員藉著多首福音粵曲向百
多位長者述說神恩浩大，並傳
揚基督救恩。當日有數位長者
回應呼召，接受耶穌基督成為
他們的救主。

與教會合作探訪
在八至十月期間，本會與多間教會携手探訪院舍。教會兄姊各自預備了豐富節目，與老友記共度一個輕鬆愉快的下午；更重要的，是藉著

各式各樣的活動、讓他們明白基督捨身救贖的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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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燕玲姊妹　盧逢澤弟兄

2015年8月至10月份財政報告 
項目 收入（HK$） 支出（HK$）
奉獻 $220,440.50

慈惠 $3,650.00 $300.00

產品及其他 $1,367.00

金色年華福音粵曲佈道會 $63,630.00 $42,167.50

同工薪津及車馬費 (8-10月) $197,353.05

通訊、單張、簡介及郵費 $12,467.70

租金及差餉 (8-10月) $48,000.00

水電、電話及傳真 $17,073.00

探訪院舍活動 $9,553.70

文具印刷及雜項 $1,587.90

總數 $289,087.50 $328,502.85

本期盈餘 ($39,415.35)

總累積結餘/結欠 ($488,066.76)

以上數字未經審核，只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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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務心理輔導主任 
黃譚潔嫺師母

類別 8月 9月 10月

探訪護老院 108間 136 間 140間

護老院探訪人次 3,927人次 4,830人次 4,274人次

社區中心長者探訪活動 3次 1次 3次

護老院長者團契 73次 101次 84次

決志長者人數 191人 165人 165人

受洗長者人數 0人 3人 1人

教會/團體合辦活動 4間 9間 5間

福音粵曲 66次 90次 81次

讚美操 33次 47次 56次

2015年8月至10月份事工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