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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多年前，鮑伯‧班福德（Bob Buford）寫了
一本書名叫《人生下半場》，這是一很有意思的屬靈書
籍，他寫的人生下半場大約是由中年開始的，書中鼓勵
人從追求「成功」轉為追求「價值與意義」，他的「人
生下半場」就不再一樣。廿多年過去了，只要有人真
心願意照著書上所說的去做，在職青時（30至40歲）
找個機會「中場休息」，尋找神所要他做的事，重訂人
生方向，那麼，全新的「人生下半場」就可以展開，
而且，廿多年後的今天回望過去，就會感到這種選擇
不枉此生，因為選擇了耶穌基督的路。「少時意隨心中
火，中年心繫主恩座，到老方曉樹人生，幾番耕耘幾番
果。」

就是這樣，我們有「人生上半場」，有「人生下半
場」，其實也有老年階段的「人生終極場」，我所謂的
終極場不外乎下半場的後半場而已。鮑伯的上半場與
下半場也是可以「盡力而為」的人生階段，其實都相
當「努力」，然而，我們還有一個後期人生要面對，所
以，怎麼去看「年老」階段呢？

在主裏面看到的生命，其實任何年齡，都將會是
那麼寶貴。即使年老的「人生終極場」，好像無法「追
求」甚麼，但是，還可以「活出」好生命，變成「越老
越可愛」。

進入老年的階段是一趟必經旅程，「變老」是無可
逆轉的人生挑戰，既然不能逃避，就不如好好學習，如
書中所說的「活到老，學到老」，只要我們用心承受生

命的功課，自然可以體會老年就有老年的美好。

擁有美好的老年，今天早已有很多人提出了寶貴的
「基本條件」，細看這些準則，其實必須成功地過了很
多關口：活得健康、平衡經濟、珍視良朋、知所放手、
化解冤仇、一無掛慮、無懼生死、悠然自得、與主同
行……

當然，這些都是好東西，與此同時，我想特別強調
的，叫我們能夠越老越可愛，就是擁有因信主而生的美
德。讓我們一起想想，倘若到老，心靈練習得通達，心
裏柔和謙卑，而且常常觸摸到神的心意，會不會成為
「眾人的祝福」的一位老人家？

於是，成長的老人，既自由自在享受生命，也充滿
智慧洞悉人生，即使不能次次對人面授機宜，也可以適
時支持叫別人有所安慰；而且，老不一定做點甚麼事來
肯定我們很有用，反而謙卑感恩地成為「接受恩惠」的
人也是一份祝福，我們本就是軟弱，只要放得好自我，
欣然接受朋友、鄰舍、親人與老伴的扶助，就是對別人
的祝福，他們在幫助我們時變得滿有意義；然後，別忘
記我們是最好的代禱者，我們有的是時間，我們若想張
開懷抱關愛身旁的人，不一定是參與在別人的緊張生活
中，也可以是一位時刻活在耶穌裏的代禱勇士，在禱告
中求主恩典臨到我們所關愛的人與事當中。

老可以很可愛，只要心中有耶穌，就可以常常讓人
看到恩典與平安就在我們的身上。

越老越可愛



家事
分享 廿七週年感恩會暨義工嘉許禮

董事主席劉文亮牧師代表本會致送
紀念品給大角嘴浸信會代表梁麗嫦
傳道，感謝教會借出場地及人手，
讓感恩會得以順利舉行。

總幹事陳麗萍姑娘回顧過去一年，神恩
豐碩，長者禾場不斷拓展，信主人數顯
著增加，實有賴同工及義工鼎力襄助，
為此獻上感恩。

今年有100位義工分別獲得珍珠葡萄及優秀義工的嘉許。當中除了前線探訪隊工、讚美操及福曲成員，亦有製作手工藝及文字工作的義工。本會衷心感謝他們
無私擺上，讓長者福音事工得以延展。

今年有23位董事、義務牧師、同工及義工獲10年、15年、25年長期服務嘉許。他
們忠心服事，默默耕耘，成為許許多多老人家的祝福。

董事關銳煊博士以一貫風趣幽默的作
風，勉勵在場來賓珍惜人生，為主多作
善工，必蒙神喜悅。

全體同工以堅定心志齊唱《要忠心》，並邀請在場弟兄姊
妹一同唱和，同心事主，為主打美好的仗。

感恩會接近尾聲，由董事主席劉文亮牧師為眾人祝福。會
後共享愛筵。

護老院院友95歲的林普伯伯在信
主之後，每星期都會到教會參加
聚會。他對神的堅定信心，成為
眾人的激勵。

福音粵曲小組以一曲《主愛情義
長》頌揚神恩，並立志於新一年繼
續廣傳福音。

同工鄭麗英姑娘透過多年的事奉，深深體會
到傳福音給年邁老人家的需要，勉勵大家一
同加入傳福音的行列。

讚美操小組獻跳一首《盡心盡性事奉
主》來回應神恩，高舉主名。

義工馬明香姊妹觸動人心
的見證，令赴會來賓體會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
割。」的真理。

董事陳漢忠牧師以禱告為感恩會揭
開序幕。

敬拜小組帶領會眾以詩歌讚美、感謝為
祭，呈獻給至聖、至榮的三一真神。

董事顏文雄博士代表本會致歡迎辭，
感謝同工、義工一年的擺上，並勉勵
各人繼續向前邁進，為主作工。

基督教耆福會「二十七週年感恩會暨義工嘉許禮」已於二月十九日順利舉行。多謝大角嘴浸信會借出禮堂，讓我們能舉行此盛事。
當日約有170位嘉賓蒞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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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聚首一堂，一同見證神在這
二十七年厚賜予本會的恩典。

耆福會一直竭力持守上帝賜下的異象，以神無私的大愛將耶穌基督的救恩帶給長者。雖然同工數目寥寥可數，但卻能夠以福音服侍
三百多間護老院的長者，義工的幫助功不可沒。今年有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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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和25年
的同工、義工和義務牧師合共23人。各人按著神賜予的恩賜互相配搭，同心服侍，與我們並肩走過漫長的歲月，為神的國獻上自己，將
無數的失喪長者帶到主前。 

本會董事關銳煊博士的分享言簡意賅。他勉勵大家珍惜眼前的一切，因昨天的我並不重要，要活在當下，並確實知道今天自己是神
的僕人，年齡不能成為我們服侍神的羈絆。要堅持在服侍的崗位上盡力擺上，縱使所作的工沒有人察覺，但神在天上卻能洞悉一切。當
在有限的今生，積財寶在天。關博士風趣幽默，全場笑聲不絕，大家都深受激勵。最後全體同工以詩歌「要忠心」鼓勵大家繼續忠心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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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陰似箭，轉眼間本會已成立了27年。我們剛在2月19日舉行了「廿七週年感恩會暨

義工嘉許禮」。小僕謹代表全體董事及同工，多謝各位來賓與我們一同數算神在長者群體中施行的恩

惠，並一起見證神對我們奇妙的帶領。你們的蒞臨，讓我們確信本會並非孤軍作戰，而是有一群同心同

行的同路人在背後默默支持。為此，我們既感恩，又欣慰！

在去年的「聖誕愛心禮物包」事工中，福音隊馬不停蹄地穿梭於港九、新界285間護老院，向年邁

的院友親手送上精緻的禮物，並傳揚耶穌基督降世救人的佳音。期間有605位公公、婆婆決志信主。一

如既往，我們在「大角咀同工網絡聖誕嘉年華」中設置遊戲攤位，與扶老攜幼參與其事的街坊分享神的

大愛。在新春期間，我們帶著附有祝福語句的紙製金魚和揮春探訪多間院舍，與老人家共慶佳節。

在過去三個月，神為我們在12間新院舍打開了福音的門，讓我們日後可以定期前往探訪，藉著福

音把當中的老人家帶到主的面前。同期有一位長者接受洗禮。神恩滿滿，數算不盡！

本會肩負神的使命走過了27個年頭，全是神的恩典，也有賴教會、兄姊們的支持，以及義工們的

參與。願神按著大家的擺上厚厚報答您們。在邁向第28年的日子裡，盼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藉著禱

告、金錢奉獻、義工參與、物資捐獻，成為我們的福音伙伴，一同在廣闊的長者禾場中收割莊稼，使更

多失喪長者蒙恩得救，叫主得著當得的榮耀與頌讚！ 
您的同路人

麗萍

事工 消息

拓展新院
福音隊趁著聖誕節及新年兩大節期，在港九、新界合共開展了12間護老院，與老人家共度佳節，並分享神愛世人的信息。期

間約有800位老人家得聞福音。

長者受洗
本會義務牧師陳碧霞牧師

到院舍為蔡伯伯主持洗禮及
聖餐。蔡伯伯滿懷歡喜，向
神感恩。

聖誕節活動
在聖誕期間，前線的福音

隊每天馬不停蹄地到港九、
新界285間護老院報佳音。期
間有605位長者決志信主。

聖誕祝福社區嘉年華
本會參與大角咀教會同工網

絡主辦的《祝福社區嘉年華》活
動，並設了一個以關愛長者為題
的遊戲攤位。當日扶老攜幼前來
參加的街坊約有千多人。

長者手工藝小組
新春期間，同工到院舍帶領

長者製作金句揮春。在院舍張貼
自製揮春，不但增添節日氣氛，
而且老友記亦可隨時誦讀，互相
祝福。

新春活動
在新春期間，福音隊帶著金句揮春及手工藝小組製作的祝福魚，到院舍與長者賀新歲。老人家滿心歡喜。傾刻間，沉寂蕭煞

的院舍變得喜氣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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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服務25年

鄭國英

長期服務10年

方惠貞

何柏岐

李愛香

林貴明

林煥儀

邱麗莉

韋美燕

陳金泉

陳桂好

陶潤蘭

馮肖顏

馮惠貞

黃愛好

鄭麗英

盧棠有

鍾賽珠

顏文雄

魏淑芳

鄺佩芳

長期服務15年

趙文賢

馬明香

郭美嬋

優秀義工

王綺薇

伍蕙芝

朱秀芳

朱健卿

朱瑞蓮

何少芳

何柏岐

吳金妹

李秀雯

李美薇

李愛香

李學良

李麗蓮

林小麗

林貴明

邱潔芳

邱麗莉

優秀義工

徐蒨苓

馬明香

張桂英

梁秀玲

梁秀容

梁見好

郭惠芬

陳定國

陳容好

陳桂好

陳梅芳

陳敬雲

陳德勝

勞翠玉

彭麗華

曾美玲

湯宇蓮

馮肖顏

黃玉婷

黃志輝

黃愛好

優秀義工

黃麗彬

萬愛碧

葉志強

葉曼玲

葉慧瑩

葉琼歡

詹桂英

鄔秀芳

劉紫霞

蔡可君

蔡潔英

鄭玉蘭

鄭芝蘭

鄭國興

鄧焜泳

黎靜嫻

盧素薇

賴婉蘭

鍾賽珠

羅帶歡

羅榮方

珍珠葡萄

朱麗冰

何淑雯

何銀好

吳玉枝

李玉冰

李玉芳

李惠英

周靜儀

周 霞

姚彩雲

胡慕瑩

徐鳳群

袁永姸

張美珠

梁麗霞

梁鑽娣

莊麗華

郭美嬋

郭細雲

陳妙卿

陳秀珍

珍珠葡萄

陳秀清

陳金泉

陳詠賢

陳雁嫦

馮惠玲

馮惠貞

黃美麗

溫愛嬌

廖潔芳

趙萍好

劉日愛

劉群英

劉燕芬

鄭振雁

鍾潤寬

魏淑芳

羅建煥

羅廣興

龔玉英

義工招募
如欲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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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文亮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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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未信長者代求，求主除去他們剛硬的心，冀能早日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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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多謝 Tenny Tso i 女士送出保暖衣物，作為送贈院舍長者 
之用。

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份事工報告

類別
2016年 2017年

11月 12月 1月

探訪護老院/老人中心 182間 285間 152間

護老院探訪人次 5,186人次 24,134人次 4,354人次

護老院長者團契 131次 279次 101次

決志長者人數 242人 605人 125人

受洗長者人數 0人 0人 1人

教會/團體合辦活動 5間 10間 4間

福音粵曲 128次 223次 97次

讚美操 47次 74次 22次

以上數字未經審核，只供參考。

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份財政報告
項目 收入（HK$） 支出（HK$）

奉獻 $277,707.00

慈惠 $29,110.00 $900.00

產品及其他 $1,266.40

愛心禮物包 $587,360.50 $260,683.20

義工活動 $5,720.00 $12,960.00

同工薪津及車馬費 $357,804.15

租金及差餉 $48,000.00

通訊、單張、簡介及郵費 $13,776.30

水電、電話及傳真 $4,522.90

探訪院舍活動 $1,447.50
文具印刷及雜項 $4,231.30

總數 $901,163.90 $704,325.35
本期盈餘 $196,838.55

義工同樂日
一年一度的義工同樂日在西貢樟木頭老人渡假中心舉

行。愈百位義工帶同親友參加，大家聚首一堂，敬拜讚美、
彼此分享、互相代求，並一同品嚐家鄉盆菜。當日節目豐
富，眾人盡興而歸。

手工藝小組
手工藝小組為配合新春活動，特意摺製了數千條祝福魚

送給老友記。祝福魚附上的聖經金句，提醒老友記從歲首到
年終，神都眷顧、祝福他們。

耆樂無窮長者團契
福音粵曲小組應邀到慈雲山

「耆樂無窮長者團契」獻唱福
曲。組員唱出一首《樂年年》，
祝願區內長者早日相信耶穌，年
年得享福樂。

義工裝備課程
一月舉辦了兩堂義工裝備課

程：《如何關顧長者探訪技巧》，
由董事關銳煊博士主講。關博士透
過有趣的例子，深入淺出，讓義工
進一步認識長者的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