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音粵曲發展前膽

2016年9月
第146期  季刊

李明德牧師 (本會董事)

九龍旺角郵政信箱79386號　　
電話：（852）2365 8454　傳真：（852）2720 9121
電郵：info@gospelfa.org 網址：www.gospelfa.org
P.O. Box 79386, Mongkok Post Office, Kowloon
Tel: (852) 2365 8454   Fax: (852) 2720 9121   Email: info@gospelfa.org
Website: www.gospelfa.org

基督教耆福會
Gospel For The Aged Ltd.

E
POSTAGE PAID
HONG KONG
PORT PAYE

PERMIT
No. 1834

Economy   Printed Matter

福音粵曲是近年在香港教會漸次流行的曲種，

深受長者喜愛，亦成為長者佈道的一個有力工具。近

年中國強大，一些以前忽略的中國文化亦漸受重視，

尤以粵曲為例，在廣東省一帶，粵劇團和粵曲社如雨

後春筍，紛紛成立，連帶福音粵曲也在教會圈子內盛

行起來。筆者估計各教會現存的福音粵曲隊，較有規

模的不下三十隊。耆福會亦有一支人數眾多的福音粵

曲隊，人數不下六十人。筆者事奉的堂會宣道會洪恩

堂，亦設立了一支福音粵曲隊，人數不下三十人。感

謝神，祂在各堂會亦賜下很多福音粵曲人才，有的是

福音粵曲創作者、有些是獻唱者、有的是中樂演奏

者、有些是福音粵劇作者，林林總總，相信日後必成

氣候，相互擦出火花。

感謝神，筆者有幸在十五年前接觸福音粵曲。福

曲曲調優美親切，歌詞具文學價值，簡潔精煉，令我

深深愛上。筆者因熱愛粵曲而常常研究中國歷史，將

娛樂寓於學習，可說是一舉兩得，娛人自娛。福音粵

曲實是中國基督教之特色曲種，以往常被中國人誤以

基督教為洋教之毛病，自可洗脫更新，從而建立富有

中國特色的教會。福音粵曲採用的，是中國調子、中

國樂器、中國唱腔、富中國文學色彩的歌詞，實在是

處處特色、首首精彩。既然福音粵曲有如此大的發展

空間和優勢，理當更應匯聚志同道合的人才，繼繼努

力耕耘這片尚待開發的園地，往後更讓它開花結果，

榮神益人。

最後，筆者在此有兩個建議，盼望福音粵曲更能

邁向一個健康的發展，蒙神更大的使用。第一是正名

的問題：福音粵曲現名過於狹窄，只限於福音內容。

其實，按筆者所知，現時的曲類，已大大超出福音的

內容，計有敬拜類、培靈類、教導類、聖經故事類、

神學類、聖經人物類、節期類等等。筆者大膽建議應

正名為教會粵曲，即是在教會唱頌的粵曲類別，與傳

統粵曲作一分界，以資識別。第二是版權的問題：現

時有些作者不計較版權，有些則十分計較，造成混亂

和有礙推廣，故筆者大膽建議應集各方精英，成立一

個協會，以統籌有關教會粵曲之事務，實為推動教會

粵曲的發展帶來一大幫助。筆者在此只是拋磚引玉，

期待教會粵曲不只受長者喜愛，亦能吸引成人、青少

年人和兒童加入這行列，以期拓展天國，亦可弘揚中

國文化，實在一舉兩得。 



老友記未到三時，已魚貫入場，轉
間眼已坐無虛席！

董事李明德牧師以禱告揭開佈道
會的序幕。

讚美操小組以有力的舞蹈，率先將讚
美呈獻給《昔在、今在、永在》的
三一真神。

各位朋友，邀請您與我們一同起舞，
願主的平安臨到您們！

三一真神。三一真神。三一真神。

訓練多時的福曲組合，續一來到台前，述說主恩深，歌頌永生神！

司儀黃曉茵與義工風趣幽默的對
答，引得在場參加者捧腹大笑。

李炳光牧師邀請在坐每一位老友
記，要找緊主所賜的真平安，生命
就必更豐盛！

感謝神！場內過百位參加者站起
來，願意決志相信耶穌！

陪談員把握時機，紛紛向決志朋友闡明救恩。

福音粵曲組全體成員，以鴻亮的歌聲，同
心將榮耀歸父神。

韓麗芬導師一連唱出三首福音粵
曲，道出基督捨身救人的大愛。

樂韻佳蹤陣容鼎盛，歌聲如出一徹，眾人
都聽得津津樂道。

李炳光牧師邀請在坐每一位老友 感謝神！場內過百位參加者站起 陪談員把握時機，紛紛向決志朋友闡明救恩。陪談員把握時機，紛紛向決志朋友闡明救恩。陪談員把握時機，紛紛向決志朋友闡明救恩。

招待員整裝候命，以親切的笑容招
呼每一位來賓進場。

家事
分享

第十一屆《金色年華福音粵曲佈道會》已於8月19日順利舉行。佈道會數天前一直大雨滂沱，早一天還懸掛三號
風球。眾兄姊同心禱告，慈愛的天父施恩憐憫，佈道會當日放晴，讓長者在涼風無雨的天氣下安全赴會。直至佈道會
結束後才下雨。為神賜下美好天氣衷心感恩。眾同工與義工大清早便到福尖沙咀會堂佈置場地、調校音響、和進行綵
排。未及二時，已有長者魚貫入場；一千人的場地座無虛席。讚美操小組隨著節奏明朗的詩歌舞動身體，仿如一支行
裝整齊的敬拜大軍。參與獻唱福音粵曲的單位，除了耆福會福曲組外，還有福曲導師韓麗芬女士和「樂韻佳蹤」。一
連十一首福曲把主耶穌的救恩娓娓道來，令人聽出耳油。李炳光牧師分享信息時說，「夕陽無限好，歡樂到黎明」是
年邁信徒的寫照，因為生命有主，心裡就有力量，外體雖會衰殘，但心意卻天天更新，能夠擁有不受環境影響的真平
安。當日有61人決志信主，4人表示慕道。願將一切榮耀歸於獨一的真神！

佈道會能夠順利舉行，端賴各有關機構和義工鼎力支持協助、使這項聖工得以順利推行。為此，我們向天父獻上
感恩，也向各單位及義工衷心致謝！

《金色年華福音粵曲佈道會》匯報

事奉人員一大清早齊集會場，為佈道會作最後預備及綵排。



拓展新院
五至七月期間，本會於港、九各區開展了九間護老院，為約

五百位老友記舉辦福音活動，向他們分享主耶穌的大愛。

五、六月分別有母親節和父親節，我們在期間帶備了3萬朵色彩鮮豔的小花送給護老院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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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端午節，
我們帶著本會手工藝小組製作的福音粽到院舍，與公公、婆婆共慶端陽。我們也參與了大角咀同工網絡
合辦《粽是有愛》行動，預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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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三個佳節
中，有多間教會與我們聯手合辦活動，我們為此獻上感恩。

過去三個月，共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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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著永恆的福氣。神為
我們開路，同期內共開展了9間護老院，讓我們日後有機會恆常探訪。

本會將於十月舉行一連4堂的「靈修中與神相聯」課程，由生命福音事工協會總幹事劉文亮博士主講。課
程透過靈修操練，引領學員與神相遇、相融、相愛，重拾與主同在、與主同行、與主共話的美好人生。有關詳
情請參閱附上的報名表。

聖誕節快到了！每年聖誕節，我們會為三百多間護老院的老人家，親手送上「愛心禮物包」。這項活動為
護老院的長者帶來很多歡樂，歷年決志信主的公公、婆婆不計其數。今年我們預計會送出28,000份「愛心禮物
包」，以每份9.5元計，整個活動所需經費達 $266,000元。在這個傳揚基督大愛的日子，我謹呼籲各兄姊以禱
告和金錢奉獻支持這項事工，讓我們帶著你的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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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工 消息

父親節、母親節活動
在父親節、母親節期間，我們除預備了精心炮製的節目

外，還訂購了30,000 朵彩色奪目的小花束送給院友，以表
揚院舍長者昔日對子女所付上的深恩劬勞。

長者受洗
五至七月期間，本會義務牧師趙文賢牧師、陳碧霞牧師及基督恩典堂的利醒有牧師，分別到三間護老院為五位長者主持洗禮

及聖餐。眾親友及義工參與其中，共證神恩。

與教會合作探訪活動
教會發動年青人到院舍與長者慶祝母親節及父親節，藉此學

習敬老、愛老的精神。年青人充滿陽光氣色、活力充沛，透過唱
詩、遊戲，與老友記打成一片，非常熱鬧。

端午節慶祝活動
端午節到了，十多隊前線隊工，帶著手工藝小組製作的

一千個祝福糭子，探訪港九、新界多間院舍。福音隊對公公、
婆婆的聲聲問候，為平日寂靜的院舍增添了溫馨的節日氣氛。



    

家有喜事
本會同工鄭寶昌傳道於今年

六月在牧職神學院修畢實用神學碩
士，願神繼續在長者禾場大大使用
他，成為多人的祝福。  

長者手工藝小組
長者手工藝小組在院舍製作

立體花畫，公公、婆婆透過剪貼，
興致勃勃，不但透過細膩的製作技
巧，使雙手靈活，而且可以在過程
中領會天父的創造奇工。

耆樂無窮長者團契
五月適逢母親節，本會福音粵曲小組

特別選了幾首輕鬆歡樂的福曲，在「耆樂
無窮長者團契」與逾百位年邁父母分享，
盼望他們同樣得著從天父而來的愛。

福音粵曲進深課程
一連八堂的《事奉台前知多

少》福音粵曲進深課程已順利完成。
謝五麗導師循循善誘，並作出生動活
潑的示範，義工在輕鬆的學習氣氛中
掌握箇中技巧，獲益良多。

喜樂茶室
義工籌委小組今年首次舉辦喜樂

茶室，為參加者量血壓及量血糖，深受
義工歡迎。透過敬拜、代禱、彼此建
立、發揮互助互勉的精神，成為義工團
隊的加油站。

手工藝小組
手工藝小組已開始密鑼緊

鼓，製作金句燈籠，希望透過小
小的關愛行動，讓主的祝福一點
一滴注入老友記的心中。

長者手工藝小組 耆樂無窮長者團契

家有喜事

義工招募
如你有興趣透過製作福音手工藝品送贈長者，歡迎你與我們聯絡，
電話：2365 8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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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請為《金色年華福音粵曲佈道會》初信長者代禱，求主保守他們
靈命長進，堅定信主。

2. 請為《愛心禮物包》事工所需經費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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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s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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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至7月份事工報告
類別 5月 6月 7月

探訪護老院/老人中心 178間 199 間 177間

護老院探訪人次 5,292人次 6,370人次 4,987人次

護老院長者團契 131 次 142 次 125次

決志長者人數 210人 206人 163人

受洗長者人數 3人 1人 1 人

教會/團體合辦活動 8 間 8 間 4 間

福音粵曲 107 次 133次 116 次

讚美操 40次 51 次 53 次

以上數字未經審核，只供參考。

2016年5月至7月份財政報告 
項目 收入（HK$） 支出（HK$）

奉獻 $178,755.00

慈惠 $6,650.00

產品及其他 $1,964.11

同工薪津及車馬費 $271,389.15

租金及差餉 $48,000.00

通訊、單張、簡介及郵費 $16,053.40

水電、電話及傳真 $6,715.40

探訪院舍活動 $12,611.60

音響器材 $252.00

文具印刷及雜項 $2,876.40

總數 $187,369.11 $357,897.95
本期盈餘／虧蝕 ($170,528.84)

《糉是有愛》祝福大行動
大角咀同工網絡舉辦了《糉是有愛》祝福大行動，本會應邀與區內

教會合作，到鄰近護老院舉辦慶祝活動。小朋友都踴躍參與，親手將咸肉
糉送給公公、婆婆，與他們喜渡端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