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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漢忠牧師（本會董事）

“他們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要滿了汁漿而

常發青。”（詩九十二14）

日本有條老人村「上勝町」一半是65歲以上

的老人，他們自得其樂，天天埋首料理樹葉生意

(裝飾餐盤用的楓葉)，由種植至包裝等一律親力

親為，輸出的樹葉佔市場需求量八成。樹葉帶動

經濟，年賺2億日圓（約1,300萬港元），把樹葉

變黃金，讓這條老人村一直朝氣勃勃、處處歡笑

聲。

二月十五日起，我正式加入了二元乘車優惠

的行列。感謝神讓我在體力和靈力上，都充滿力

量，能讓神繼續使用來事奉祂。深深體會到「你的

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申三十三25)

體 力 上 ， 因 保 持 每 週 暢 泳 約 三 次 ， 一 年

三百六十五日如此，絕不躲懶，每次在泳池中都

不停「捱塘」一小時(以前是二小時的，現在時間

不許)，練得一身「好氣量」，講道時也能中氣十

足，大有幫助。這不是一朝一夕得來的，是經過長

年累月操練得來的，我保持游泳運動不折不扣已

40多年了。十年如一日，真是日子有功，絕不徒

然。游泳這帶氧運動，可把青春鎖住，不會「歲月

不留人」。所謂「留得青山在，那怕無柴燒」，好

好地把身體練得健健康康，那怕無力事奉神！

想起「入五」時(踏進五十歲)，開始發覺體力

衰退自自然然地加速了，響起警號，於是更加倍

努力，無論「得時不得時」都爭取時間每週三次

暢泳，享受運動樂趣之餘，也享受在水裏減壓時

刻，確是一舉兩得，少睡一點也無妨。感謝主給我

保持着這樣健康的運動人生，事奉也精神奕奕。

靈力上，感謝神時刻給我信心操練來保持。

如約二年前，堂會遇大業主無情地大幅加租八成

六，害得我和弟兄姊妹們都有些驚惶失措，進退維

谷。在「巧婦難為無米炊」下，於是力推「籌募愛

心認獻支持新租約加幅」，每月達數萬元之巨。想

起十年前第一個三年租約，每月只不過一萬九千

元，且還有八個月免租期，誰知，不經不覺十年後

翻了三、四倍之多，叫一間小教會經濟擔子苦不堪

言。幸好耶和華以勒必有預備，弟兄姊妹踴躍認獻

下，「籌募愛心認獻支持新租約加幅」達標了，兩

年來安然度過了，全教會的信心操練得強壯起來

了，我也深深學了信心寶貴的一課。

原定是年退休，因教會需要而順延一年。誰知

遇着購地建堂良機，第一步必須籌措一百萬元訂

金，倉促下召開了「為購地建堂分享祈禱會」，如

實向會眾鋪陳購地建堂異象與有關詳情，會後大家

填交「購地建堂奉獻及免息貸款意願表」，結果金

額已近一百萬元，加上事後累積者已成功超標，

過一百萬有餘了。再一次經歷了耶和華以勒必有預

備，信心不期然再度活潑強壯起來。

感謝主！給我體力、靈力都在良好狀態，雖然

六十有五了，還能「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要滿

了汁漿而常發青。」（詩九十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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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



　　敬拜小組帶領來賓一同敬拜至
尊至榮的主， 歌頌主愛無邊，神恩
浩大，配受尊榮！大家帶著歡欣的心
感謝神。

　　董事主席劉文亮博士代表本會致
送錦旗予大角嘴浸信會代表杜姑娘。
本會衷心多謝教會借出場地，讓本會
26週年感恩會得以順利舉行。

　　義務牧師陳碧霞牧師以禱告為
感恩會揭開序幕。

　　董事陳漢忠牧師向會眾致歡迎
辭。他以一首打油詩，勉勵大家以
正面心態、積極喜樂地為主而活。

　　總幹事陳麗萍姑娘回顧耆福
會過去一年的事工，見證全是主
的恩典。她指出舉行義工嘉許
禮，既可讓大家知道，事奉不是
孤軍作戰，而是有許多同路人一
同作工，也藉此彼此激勵。

　　同工何月明姑娘述說她在事
奉中的成長與屬靈操練，見證神
恩豐厚！

　　讚美操小組在「因耶和華歡欣」的詩歌
聲中，以合一的舞姿向神獻上敬拜、讚美與
感謝。 

　　感恩會共有93位熱心事主的義工得到嘉許。他們忠心事主，有些在前線傳福音，有些在後方製作手工藝品餽贈長者，有些對其他義工提供心靈關顧，
也有從事文字事奉的。各按其職，為的就是要興旺主的福音。 

　　80多歲的李國英婆婆分享因身
體軟弱而入住護老院。她由於看見
基督徒生命不同、懂得關心別人、
充滿愛心，所以堅定相信耶穌。她
分享信主後滿心平安與喜樂。

　　義工何少芳姊妹說，自己身分卑微
卻被主使用來服侍長者，實在十分感
恩。她表示能夠目睹長者因信主而滿有
喜樂與平安，是主賜給她的恩典。

　　董事主席劉文亮博士及耆福會創辦人許漢雄先生主持十年及
十五年「長期服務」的嘉許儀式。接受嘉許的同工和義工共16人。
感謝主為耆福會預備一群恆久忠心擺上的義工與同工。

　　福音粵曲組以一曲「新-使命樂遵行」
歌頌神恩。歌詞 「福音傳遞莫輕心，未救一
人怎見神」提醒大家努力傳揚福音，一同見
證主恩。

　　董事李明德牧師勉勵義工若凡
事「虛心靠神、以神為先」，就能
成為有用的器皿，被主使用。 

　　全體同工透過獻唱詩歌《主賜我異
象》彼此勉勵，並表達會努力持守主給他
們向長者傳福音的異象，一同回應主的呼
喚，向長者傳遞信、望、愛的信息。

　　義務牧師趙文賢牧師為大家祝
福，求主使用各人繼續成為護老院長
者的祝福，讓主得著最大的榮耀。

　　聚會完畢，來賓同享愛筵，
在感恩的歡笑聲中彼此分享，共
證主恩。

家事
分享 廿六週年感恩會暨義工嘉許禮

 基督教耆福會「二十六週年感恩會暨義工嘉許禮」已於二月二十八日順利舉行。多謝大角嘴浸信會借出禮堂，讓我們能舉行此盛事。
當日蒞臨嘉賓超過200人，包括來自不同教會的教牧同工、兄姊、義工和家屬，以及本會董事及同工。大家濟濟一堂，彼此勉勵，一同見證
神在這二十六年厚賜予本會的恩典。

 耆福會能夠走過漫長的歲月，一直竭力持守上帝賜下的異象，義工的事奉功不可沒。今年有93名義工分別獲嘉許為珍珠葡萄及優秀義
工；長期服務達10年和15年的同工與義工合共16 人。神為本會預備一群委身的義工與我們同心配搭，我們為此獻上無盡的感恩！ 

 本會董事李明德牧師以大衛生平勉勵大家。大衛的生命並不完美，但能夠由亂世小人物變成盛世君王，是因為他凡事「虛心靠神、以
神為先」。李牧師鼓勵義工不要看自己的欠缺，只要全心擺上，謙卑靠神，同樣會蒙神抬舉與使用。最後全體同工載歌載舞，以詩歌「主賜
我異象」彼此激勵，並表達未來仍會繼續忠心持守神賜下服侍長者的異象，好讓神的名得著頌讚與榮耀！會後嘉賓共享愛筵，同沐主恩。



時間飛逝，轉眼間本會已成立了二十六年。「基督教耆福會二十六週年感恩會暨義

工嘉許禮」已於二月二十八日順利舉行。小僕謹代表全體董事及同工多謝各位嘉賓蒞臨，一同見證

在過去的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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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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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間護老院，日後會恆常探訪，把福音帶給院舍的老人家。同期有

4名長者接受洗禮。在十一月的義工同樂日中，共有120位義工及家屬參加。大家同遊沙頭角農莊，接

近黃昏才盡興而返。

在過去漫長的二十六年裡，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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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踏入第二十七個年頭之際，我懇切盼望有更多對長者有負擔的兄

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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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更多老人家在主再來前蒙恩得救。
您的同路人

麗萍

事工 消息

拓展新院
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期間，本會開展了24間護老院的福音事工，透過聖誕 “愛心禮物包行動”在護老院舉辦佈道活動。除了向長

者分享聖誕節的真正意義外，更重要的，是讓他們得到最大的福氣，接受耶穌住在他們心裡。

長者受洗
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期間，本會義務牧師趙文賢牧師及陳碧霞牧師，分別為4位長者主持洗禮及聖餐。參與其事的弟兄姊妹及家人

都為他們歡喜雀躍，共證主恩。

聖誕節活動
聖誕節期間，同工與義工

馬不停蹄到港九、新界各區護老
院舉行聖誕報佳音慶祝活動，並
透過親手向長者送上「愛心禮物
包」，向他們宣講救主降生的大
喜信息。期間有4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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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大 角 咀 教 會 同 工 網 絡 主 辦 的

《聖誕祝福社區嘉年華》行動中，本會
設立了一個遊戲攤位，以關愛長者為主
題，向參與其事的街坊傳遞愛老、護老
的重要信息。

新春活動
在春節期間，我們帶著揮春、祝福金魚（由手工藝小組

製作）和小禮物，到各院舍舉行新春賀年活動，與院友一同歡
度新春佳節。院友在我們的關愛中，感受到主的愛何等廣闊無
邊。



    

家有喜事
本會資深探訪同工廖金蓮姑

娘於11月修畢油尖旺區第11屆
《天國耆兵》課程。願主大大使
用她成為長者們的祝福。

主懷安息
資深義工周慧清姊妹於12月

11日主懷安息。她多年來熱心向長
者傳福音，在患病期間仍掛念院內
的老人。姊妹忠心為主擺上，關愛
長者。深信她手所作的工在主裡必
蒙記念。她已止息了世上的勞苦，
作工的果效必隨著她。

手工藝小組
為了配合新春活動，手工藝

小組每年都傾力製作數以千計的金
句祝福金魚，讓前線福音隊送給護
老院的長者。老友記看見這些精緻
的金魚，愛不釋手，滿心歡喜。 

耆樂無窮長者團契
本會恆常與慈雲山「耆樂無

窮長者團契」合作，透過獻唱福音
粵曲及分享見證，向區內百多位街
坊闡述主耶穌基的救贖宏恩。

義工同樂日
一年一度的義工同樂日在沙頭角農莊舉行，共有百多位義工與親友參

加。當日秋風送爽， 大家在大自然美景下一同品嚐特色客家盤菜、玩集體
遊戲、彼此分享，以及互相代禱，在神的大愛中渡過了美好的一天。

義工裝備訓練課程
本會邀請了「生命福音事工協

會」總幹事劉文亮博士主講兩堂《生
命事奉裝備課程》。劉博士透過經文
和詩歌帶領義工進入默想親近神，操
練與神同工的生命，讓事奉帶著喜樂
和能力。

長者手工藝小組
在聖誕節期間，同工透過在院

舍設立的手工藝小組，帶領長者製
作精美的聖誕樹。長者除了享受創
作過程中的樂趣外，還能明白救主
降生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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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同工 
鄭寶昌先生

行政幹事 
鮑笑玉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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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燕玲姊妹　盧逢澤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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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務心理輔導主任 
黃譚潔嫺師母

事工幹事 
羅麗璇姊妹

鳴 謝
志願機構「織織復織織」送贈196條手織冷帽及頸巾，作為送
贈老人院長者的禮物。本會謹此致意。

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份事工報告
類別 2015年

11月
2015年
12月

2016年
1月

探訪護老院/老人中心 154間 273間 141間

護老院探訪人次 5,042人次 22,449人次 4,428人次

護老院長者團契 109次 261次 96次

決志長者人數 181人 408人 180人

受洗長者人數 3人 0人 1人

教會/團體合辦活動 4間 14間 3間

福音粵曲 98次 204次 93次

讚美操 39次 58次 35次

26週年感恩會嘉許名單
長期服務15年
王綺薇 郭惠芬 陳容好
蔡可君 賴婉蘭
長期服務10年
何少芳 陳美瑩 鄭芝蘭

何月明 陳德勝 鄭國興
李世珍 陳麗萍 關銳煊
梁麗桃 鄭玉蘭
優秀義工 
王綺薇 梁見好 葉琼歡
朱健卿 郭惠芬 鄔秀芳
何少芳 陳定國 劉紫霞
何柏岐 陳容好 蔡可君
吳金妹 陳桂好 鄭玉蘭
李秀雯 陳梅芳 鄭芝蘭
李愛香 陳敬雲 鄭國興
李學良 陳德勝 盧素薇
李麗蓮 彭麗華 賴婉蘭
周改有 湯宇蓮 鍾賽珠
林小麗 馮肖顏 鄺佩芳
林貴明 黃玉婷 羅榮方

邱潔芳 黃愛好 關潔雲
胡慕瑩 萬愛碧 龔玉英
梁秀容 葉曼玲

珍珠葡萄
朱秀芳 袁永姸 黃麗彬
朱瑞蓮 馬玉嬌 黃櫻儀
朱燕玲 張美珠 溫愛嬌
朱麗冰 梁秀玲 葉志強
何開平 梁美娥 葉慧瑩
吳玉枝 梁勵行 趙萍好
李玉冰 梁麗霞 劉日愛
李志民 陳小玲 劉群英
李惠英 陳秀珍 鄭振雁
李慧珍 陳秀清 鄧焜泳
周　霞 馮　珍 黎靜嫻
邱麗莉 馮東彩 蕭啟秀
姚彩雲 馮惠玲 鍾潤寬
柯杏嬌 馮惠貞 魏淑芳
韋美燕 黃志輝 羅建煥
徐鳳群 黃秀玲 羅帶歡
徐蒨苓

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份財政報告 
項目 收入（HK$） 支出（HK$）
奉獻 $400,759.24

慈惠 $1,670.00 $965.00

產品及其他 $5,170.50

愛心禮物包 $550,467.00 $261,804.42

義工同樂日 $8,755.00 $18,792.00

同工薪津、車馬費及勞保 $285,139.96

租金及差餉 $48,000.00

通訊、單張、簡介及郵費 $16,747.20

水電、電話及傳真 $3,063.20

探訪院舍活動 $8,661.10

音響器材 $5,215.80

文具印刷及雜項 $5,059.50

總數 $966,821.74 $653,448.18

本期盈餘 $313,373.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