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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
效
有
扶貧措施

關銳煊博士（本會董事）

今日的香港社會現況，自九七回歸以來，不獨令不少西方國家
大跌眼鏡，亦令不少香港巿民心懷怨憤。不同社群/族群間公然對
立，建制派煽風點火，特首的「一男子」作風，導致社會撕裂，政
府政策倒行逆施，忽視老、中、青三代的訴求。民生的起居飲食、
生養死葬各方面的政策釐定漫漫長路，甚而寸步難行。反之由政府
主導的大型基建工程(即民間所謂的大白象工程)却火速上馬，屢屢
超支而需追加撥款。特首在選舉時其中一項重要議題是扶貧，其他
議題不少都已經被走數了！更重新成立「扶貧委員會」推動扶貧措
施，似乎項目不少，錢亦用了不少，究竟是否能成功滅貧、減貧、
去貧呢？坊間不少公共政策學者們自有公論，總不可以修訂貧窮線
便自誇一下子減少三十萬貧窮人口吧！
讓我們簡略看看過去三年政府做了什麼吧。扶貧委員會架構內
有四個專責小組─關愛基金；特別需要社群；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
基金；青年教育、就業和培訓。據政府公佈，貧窮人口由2009年的
104.3萬人(16%)下降至2014年的96.2萬人(14.3%)。「低收入在職
家庭津貼計劃」每年約31億之政府開支，惠及逾20萬戶低收入家
庭，共71萬人，包括17萬兒童及青年。四個專責小組的工作有：
(1)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專責小組─委聘首批4家協創機構推展
能力提升和創新項目；舉辦「共享價值：締造競爭優勢」論壇；
為本地食物援助服務建立資訊共享平台；與政府青少年網站合辦
「中學生社創短片比賽」；舉辦「社會創新JAM」巡迴展。
(2) 青年教育、就業和培訓專責小組─政策探討 (加強職業教育的發展
和推廣；優化「職業創前路」的職業培訓計劃；跟進免費幼稚園
教育委員會報告)；進行研究不同年代的基層青年、大專生畢業後
的收入流動情況：「友、導向」師友計劃；「明日之星」計劃。
(3) 特別需要社群專責小組─提升少數族裔上游動力；促進殘疾人士
就業；優化幼兒教育服務；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4) 關愛基金專責小組─推出30個援助項目；批出總承擔額超過
61億元；逾113萬人次受惠；11個援助項目已獲恆常化，
涉及每年約7億2千萬元經常開支。

在2016年年底，政府亦新增七項新援助：
(1) 為低收入家庭的青年女性，免費注射子宮頸癌疫苗，撥款約
9,875萬元，惠及約31,000人。
(2) 提高綜援下殘疾受助人的豁免計算入息上限至每月最高的4,000
元，撥款約4,725萬元，惠及約3,000人。
(3) 向每名從事有薪工作並通過入息限額，以及需要聘用全職照顧者
的高額傷殘津貼領取者，每月發放5,000元的津貼，用作聘請照
顧者。撥款約1,890萬元，惠及約100人。
(4) 為低收入家庭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每月2,000
元，撥款約1億2,558萬元，惠及約2,000人。
(5) 在「醫療援助項目首階段計劃」內引入4種特定治療癌症的新藥
物，合共資助13種特定自費藥物，撥款約1億7,167萬元。
(6) 把「長者牙科服務資助」擴展項目的受惠對象降至七十五歲或以
上長者，撥款約8億1,711萬元，惠及約增加24,600名長者。
(7) 推行一項名義為「智友醫社同行」的長者認知障礙症社區支援服
務先導計劃，撥款約9,888萬元，惠及約2,000名長者。
就上述扶貧項目、金額、受惠人數來看，可說是百花齊放，但
我們要記得明年是特首選舉年，況且很多項目都是在社福界上有共
識是必須提供的。但仍然以試驗或先導計劃提供，並非恆常性。亦
多以一次過金錢提供短暫期限，對身處貧窮綫下的市民們只是有好
過無，並非長治久安之策！在另一角度而言，政府撥款主要針對低
下基層/新移民，對中產納稅一族近乎沒有，難免心生怨懟了。年
青一代面對日益上揚的房地產脅迫，內心怎能有安寧？何來歸屬感
呢？長者人口在未來20年有加無減，而政府基本上連一個最低的
「全民退休保障」計劃都顧左右而言之，動不動超支逾百億的基建
項目卻笑臉相迎。當權者萬勿忘記人民的福祉呀！否則只會越扶越
貧，獅子山下只有一片貧窮呀！

家事
分享

同工感恩篇

麗萍
2016年充滿了挑戰，面對繁
重的會務，家人患病，我每天都
風塵撲撲，仿如置身在驚濤駭浪
裡。試煉雖然嚴峻，卻見神恩處
處。感謝同工、義工的包容、朋
友的愛護，更感謝主的引領，讓
我學習無論大小事情，都需要堅心倚靠祂，全心仰望祂。

月明
病癒至今已有一年多了，衷心
感謝同工們這段日子的包容與協
助，讓我在事奉中可以休養生息；
身體機能亦逐漸恢復，盼望來年能
多作主工，藉天父所賜下的應許，
在長者禾場上努力邁進。
金蓮 (感恩打油詩)
感謝天上的爸爸 將祂愛子降天下
為救罪人釘十架 萬古之首是救主
從高天降馬槽住 世人不信又藐視
罪惡污穢蓋人心 耶穌親身將血灑
洗淨罪人歸屬祂 八九創立耆福會
揀選兄姊擴事工 憑着信心持使命
不論遠近要跨區 流汗滿臉傳福音
經歷風霜顯甘露 領人歸主榮耀神

笑玉
年中發燒病了，吃藥、休息，燒仍不
退，及後轉看另一醫生，足足一星期多，
身體才恢復過來！「等候」身體康復，真不
容易呢！事奉路上，何嘗不是常常在「等
候」！等侯天父的回應、等候天父的幫助、
等候天父的預備…，但只要耐心 等候，天
父是愛我們的，必會為我們開出路！

國英
年紀漸長，無論是智力、腦
力、心力、體力、腳力都退化了
不少，然而“主耶和華是我的
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裡倚靠
衪，就得幫助。 我要唱歌頌讚
祂！”
感謝主，福曲組增添了組員，也多了義工及恩典堂利牧師、
師母到護老院同心事奉，願主厚厚賜福予這群愛主的弟兄姊妹。
寶昌
「苟餘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
傷。」韓愈
認同一前輩所言：假如我等所追
求的是永恆真理，即或有一時之挫折，
亦毋須灰心。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
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這是我個人幸福，感恩
不已之所在。

麗英
在主的保守下，這一年身
心靈健壯，雖有艱難，但主有
恩典。我雖常大意有缺失，卻
得到同行姊妹的包容補足，感
恩！因篇幅有限，願以劣詩一
首，以表心聲…「無懼風雨主
牽引，盡獻餘生被主煉，感激主愛常勵勉，恩澤長者慰心田。」

逢澤
轉眼間在耆福會事奉已經一
年多了。感謝神，帶領一群熱心
事奉主的義工與我配搭，讓我
們同證許多長者生命的改變，由
他們信主前的失意、絕望，變成
信主後有盼望、有倚靠、充滿喜
樂；我實在感受到神愛世人，是不分貧富貴賤的。願主記念各人
手所作的工！

美恩
長者生命得救贖
天父喜樂多歡欣
弟兄姊妹傳福音
事主蒙福在眾心

翠萍
聖誕活動即將展開，我們可藉此
大好機會來宣揚救恩。因福音本是神
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
在傳福音的事上，因著主耶穌
的憐憫，許多長者願意信主，接受神
恩；我們能有分與主同工，實在滿心
感恩，讚美主。阿們！
惠貞
時間過得很快，轉瞬間
又一年了，雖然有困難的時
候，但看到長者決志信主，
洗禮歸入基督名下，看見他
們的笑容，一切的劬勞都值
得。讚美操組員努力裝備自
己，為要去老人院與老人家一起讚美神，將福音帶給他們，全是
神的恩典。今年神再給我孫兒，我又可繼續事奉，實在感恩！願
將一切榮耀、頌讚都歸給天上的父神。
燕玲
過去一年，感謝神的帶領、
幫助、供應、憐憫和恩典。在詩
篇23篇及馬太福音28章19-20節
經文中，經歷恩上加恩！力上加
力！

麗璇
感謝神的帶領，讓我能參與耆
福會事奉；
感謝神的祝福，能與同工和義
工有美好的配搭服事；
感謝神的恩典，能帶領長者認
識耶穌；相信耶穌。「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
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腓1:6

事工

消息

時光飛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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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到各區護老院，向公公、婆婆宣講人神兩團圓的信息，並與他們分享月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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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間護老院，日後會定期探訪這些院舍，與院友分享耶穌
基督的福音。同期間有3位長者受洗。求主堅固他們的信心，幫助他們在真理上紥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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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間護老院宣揚基督降世救人
的佳音，也會為公公、婆婆送上聖誕禮物。今年預計會送出約28,000個「愛心禮物包」，需
籌募266,000元購買禮物。懇請各位兄姊以禱告托住這項聖工，並慷慨捐獻，讓我們帶著您的
祝福為老人家送暖。以愛心送上的禮物，能讓孤苦無依的長者具體地感受到天父有情，人間有
愛，並因得聞福音而燃起心中的盼望。我們期待您的積極回應，與我們並肩為神國出一分力！
謹祝大家聖誕快樂、新年蒙恩！

您的同路人
麗萍

長者受洗

與教會合作探訪

本會義務牧師趙文賢牧師於十月在港島西區護老院為三
8-10月期間，本會與數間教會及機構攜手合作，到十多間院舍
位伯伯主持洗禮及聖餐。弟兄姊妹歡喜雀躍，同證這美好一 與四百多位長者慶祝中秋節，弟兄姊妹在籌備節目及慰問老人家的
刻。
過程中，學習將基督的愛實踐出來。

中秋節活動
在中秋節期間，同工和義工帶著播道會同福堂送贈的月餅及手工藝小組製作的精緻燈籠，到各區院舍與老友記歡度中秋，並
向他們宣講人神團圓的好信息。

大角咀同工網絡 -《圓繫聚心》大行動

長者手工藝小組

手工藝小組

本會參與大角咀同工網絡舉辦的《圓繫聚心》祝福社區大
行動，與區內教會到護老院舉辦中秋活動。年青人又唱又跳，
活力十足，令平日沉寂的院舍充滿生氣。

佳節當前，同工到院舍
與長者製作燈籠，為燈籠貼
上金句裝飾。老友記透過誦
讀經文，明白神愛，小巧的
燈籠頓時別具非凡的意義。

手工藝小組經過多個月的
努力，終於製成別出心裁的
《五色平安福音鞋》，讓前線
福音隊用來向老人家傳揚福音
的工具。

拓展新院
八至十月期間，本會在港九、新界開展了六間新院舍，舉辦福音活動，與老友記分享神恩，盼公公、婆婆能把握時機，恢復
與天父的關係。

耆樂無窮長者團契

影音見證分享

晚間訓練課程

家有喜事

本會福音粵曲小組應邀到
慈雲山「耆樂無窮長者團契」獻
唱，透過福音粵曲和見證分享，
向超過百位的街坊述說基督救贖
洪恩，鼓勵他們將心歸主。

本會在十月的影音見證
分享會中，分別播放兩位弟
兄歷盡人生的得救見證，令
弟兄姊妹都得到激勵。透過
彼此分享，互相勉勵，期盼
人生下半場都可以靠主活得
更精彩。

本會在十月與生命福音
事工協會合辦《靈修中與神相
聯》的晚間課程，由劉文亮博
士主講。其內容深入淺出，透
過靈修默想，引導學員在安靜
中進一步親近神。

本會董事主席劉文亮博士
於11月13日假港澳信義會信恩
堂按立為牧師。願神大大恩膏
劉牧師，使用他成為更多人的
祝福。

2016年8月至10月份事工報告

廿七週年感恩會暨義工嘉許禮
本會謹訂於2017年2月19日(星期日) 下午四時正
假大角咀浸信會
(九龍大角咀通州街51-67號新漢大廈2字樓)
舉行廿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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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

8月

9月

10月

190間

203間

184間

護老院探訪人次

5,316人次

6,485人次

5,700人次

護老院長者團契

141次

158次

118次

決志長者人數

227人

190人

214人

受洗長者人數

0人

0人

3人

教會/團體合辦活動

5間

9間

3間

福音粵曲

128次

141次

118次

讚美操

43次

44次

41次

探訪護老院/老人中心

2016年8月至10月份財政報告
項目

收入（HK$）

奉獻
慈惠
產品及其他
金色年華福音粵曲佈道會
同工薪津及車馬費
租金及差餉
通訊、單張、簡介及郵費
水電、電話及傳真
探訪院舍活動
音響器材
文具印刷及雜項
保險

$166,425.00
$950.00
$939.00
$116,900.00

總數
本期盈餘∕虧蝕

$285,214.00

支出（HK$）
$1,200.00
$44,284.50
$271,889.15
$48,000.00
$12,532.90
$8,700.90
$13,385.50
$659.00
$2,665.20
$17,3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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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20,636.15
($135,422.15)
以上數字未經審核，只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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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同工
鄭寶昌先生

義務心理輔導主任
黃譚潔嫺師母

行政主任
何月明姊妹

行政幹事
鮑笑玉姊妹

事工幹事
羅麗璇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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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