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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自從耶和華對摩西說這話的時候，耶和華照他
所應許的使我存活這四十五年；其間以色列人在曠野行
走。看哪，現今我八十五歲了，11我還是強壯，像摩西
打發我去的那天一樣；無論是爭戰，是出入，我的力量
那時如何，現在還是如何。12求你將耶和華那日應許我
的這山地給我；那裡有亞衲族人，並寬大堅固的城，你
也曾聽見了。或者耶和華照他所應許的與我同在，我就
把他們趕出去。」(書十四10-12)

過了約但河，安抵迦南美地的迦勒，不覺已年屆85
歲了，以今天標準看，已早早過着退休生活了，相反，
他還龍精虎猛，不甘壯志未酬，仍強烈要求約書亞把應
許地給他，讓他出戰趕出亞衲族人，把地奪過來，好完
成神賜地應許。

香港人男女平均壽命勝過日本女性，平均87.3歲冠
全球，假如65歲退休，身體健康狀況良好的話，仍可
活多約20年。停止固定收入後要多活20年左右，在經
濟上和生活方式轉變上適應，實在談何容易。

迦勒不甘寂寞，絕不言休的精神，實在可嘉！值得
退休人士借鏡。筆者本於去年65歲時退休，因堂會需
要，得以順延一年至是年2月底。以為從此要慢下來好
好享受退休日子，誰知至今數月還未能正式進入退休狀
態，仍要忙個不休。

首先因退休前已為堂會籌措購新物業建堂，退休後
仍需繼續密鑼緊鼓跟進，經常要與業主、銀行(按揭)、

律師等聯繫，更要與數字打杖，不斷計算物業價格、物
業按揭貸款、物業厘印稅、籌款金額，以及付款流程等
等，體會到建堂工程規模之巨，實不可等閒視之，否則
隨時失之交臂，前功盡費，故至今仍未能真正停下來。

其次是持續福音使命：柬埔寨關愛事工。筆者自
1999年始，經常帶隊赴柬埔寨金邊短宣服侍，十多年
來，累積了一些跨文化傳福音體驗，不期然日漸對柬埔
寨人福音需要心存負擔。近日欣聞柬埔寨有意輸出家傭
來港服侍，頓時起了「柬埔寨關愛事工」念頭，繼而有
參與柬埔寨短宣服侍之弟兄，有意藉營商宣教，設家傭
服務中心實踐關愛途徑。一方面可招聚與訓練柬埔寨基
督徒家傭來港服侍，並深入家庭見證基督；一方面可凝
聚非基督徒柬埔寨家傭，關心她們，並向其分享福音。
信主的家傭可加以門訓及宣教使命訓練，日後她們全然
回鄉時，便可肩負福音使命，回國回鄉見證基督了。

想不到原是身處海外、遙不可及的未得之民，竟會
近在咫尺，故豈能不知，豈能不見，豈能不傳。只有讚
嘆神奇妙作為，引領柬埔寨家傭遠道而來，讓多年累積
得來的柬埔寨短宣體驗，可趁退休後再創新猶，就地在
港關愛服侍她們，領她們歸主。

「10...看哪...11我還是強壯...我的力量那時如何，現在
還是如何。12...或者耶和華照他所應許的與我同在，我
就把他們(引領歸主)」(書十四10-12)



家事
分享

撰稿：鄭玉蘭

撰稿：鄭玉蘭

義工見證 –吳金妹姊妹

義工見證 : 劉紫霞姊妹

無私的愛

恩典之路

金妹曾三次與死亡擦身而過。當她仍在母腹時，父母出海打魚，遇上海嘯，情勢危急。神讓漁船

順著風勢吹回岸邊，保存了她的性命。年幼時，她兩次觸電；大難不死，也是神的保守。踏入青年

期，她不斷探索人生的意義，覺得人生除了吃喝作息外，應該有更高層次的追求。後來她跟朋友上教

會，聽到牧師說，耶穌為世人贖罪，身體被鞭打至體無完膚，頭顱被刺穿至血流披面，在十字架上受

苦至死。金妹深受感動，痛哭流淚。耶穌無私的大愛使剛愎自用、氣量狹窄的金妹謙卑下來，逐漸變

得溫和柔順，謹言慎行，樂於助人。

十多年前，金妹因奈不住管工的嚴苛挑剔而患上抑鬱症。感謝主賜下良醫，對她多番勉勵，並對

症下藥，加上丈夫的細心關懷，情緒病才得以復原。這次病患，讓她學懂體恤別人的痛苦。婆媳相處

困難是普遍現象，但金妹領受了神的大愛，學習以捨己的愛對待奶奶。每逢週末，她都會圈著奶奶的

臂彎到街市買餸，販商看見她們態度親匿，不禁好奇地問奶奶：「這是你的女兒嗎？」及後，奶奶失

去自理能力，需由金妹替她洗澡、換尿片、餵食…。最初奶奶覺得不好意思，但金妹對她說：「你和我都是天父所愛的兒女，請不

要介懷，放心給我照顧你吧」。這句善解人意的體己話除去了奶奶的疑慮。奶奶後來失去了意識，啥人都不認得，但口裡卻常常呼

喚「金妹」的名字。婆媳相親相愛，可見一斑。某個嚴寒的清晨，金妹一如以往，為病榻上的奶奶抹身、梳洗。然而，那天卻有別

於以往，因為在晨曦的華光中，天父從金妹的手上接走了奶奶，把她帶進榮耀的永恆裡。在照顧奶奶的漫長歲月裡，金妹學懂了

愛、忍耐、包容、順服；在家裡作了美好的見證。

 奶奶離世後，金妹失去了方向，耗費了很多時間打遊戲機。某天她的一隻耳朵忽然失去聽覺，她祈求神醫治，讓她能聽到音

樂，可以繼續跳讚美操和唱福音粵曲。兩週後，神恢復她的聽覺。她明白神藉著這個經歷，提醒她要愛惜光陰，要將生命奉獻給

主。她回應神的帶領，六年前成為基督教耆福會的義工，常常到護老院服侍長者。與金妹恆常出隊的其中一位姊妹，雖然身體殘

缺，但仍竭力事奉。神讓她成為金妹的激勵，同時也讓金妹成為她的天使。金妹體恤她身體軟弱，所以很多時一起出隊傳福音後，

都會為她揹起重甸甸的背包，攙扶她回家。在落日霞光的映照下，兩人並肩步上灑滿夕陽的斜坡，默默見證主耶穌無私的大愛！

年近七十歲的紫霞臉上常綻放著甜美的笑容，從心裡湧出無限的喜樂與滿足，誰會想到她曾經患

上抑鬱症？在人生的路途上，她曾被連場的急風暴雨打擊致差點兒站不起來。

年輕時的紫霞生活奢靡，丈夫營商，有工人服侍。幾十年的光陰就在打牌、茶樓酒館、澳門賭場

中虛耗荒廢。後來丈夫到內地做生意，兩個兒子又上學去，她生活更覺苦悶，為了打發時間，她再次

從事幼兒工作。同事帶她上教會，她心裡感到平安踏實，便受洗歸入基督。可是好景不常，不久後，

她遭幼稚園無理解僱，感到氣憤難平；丈夫生意失敗，宣告破產；接著母親又離世，使她深受喪親之

痛。面對接二連三的巨變，紫霞心裡難受極了！金錢頓時成為她人生的焦點；她胼手胝足掙錢，離開

了神，也離開了神的家！錢，固然掙到不少，但心裡一點也不快樂；吃喝玩樂徒使她更趨空虛。及至

2007年，她被一名男士撞倒，右腳跌斷，失去工作能力，連起居飲食也需要人照顧。前路茫茫，如何

是好呢？租金、生活費，誰來支付呢？上街若再次遭人撞倒，怎麼辦呢？千愁萬緒縈繞心頭，牛角尖

越鑽越深，結果患上抑鬱症，天天以淚洗臉。

上帝說：“婦人焉能忘記她吃奶的嬰孩，不憐恤她所生的兒子？即或有忘記的，我卻不忘記你！”（以賽亞書49:15）。人會

離開神，但神對人有深深的情懷，總是不離不棄！焉知天父早已張開大能的膀臂，等著要溫柔地擁抱這頭遍體鱗傷的迷羊！在神巧

妙的安排下，紫霞輾轉與某教會聯絡上；有一天，她柱著拐杖一跛一跛地重返神的家。接見紫霞的鄧師母溫婉地安慰她，為她禱

告，鼓勵她仰望神，並說神必會為她的人生開闢一條新路。紫霞聽從鄧師母的話，回家後跪下來向神認罪悔改，求神赦免自己的

罪，又開始讀聖經。當她這樣親近神時，心裡充滿了平安，情緒也好轉過來。過了幾天，她讀到《詩篇》37:5“當將你的事交託耶

和華，並倚靠祂，祂就必成全”。她覺得這話是神給她的應許。神是信實的，每當紫霞禱告時，祂總會賜下安慰與平安。祂無微不

至的大愛不住澆灌在紫霞枯竭的心靈裡。

 紫霞嘗到了主恩的滋味，就下定決心跟隨主。為了讓自己更認識神，也為了裝備好自己去服侍神，她先後參加了「天國耆兵」

課程、婦女神學課程、三福佈道訓練…等。神不但治癒紫霞的抑鬱病和腳傷，還挑旺了她傳福音的心。她在2009年成為耆福會的義

工，多年來致力向護老院的老人家傳揚耶穌基督的救恩。在嚴寒的冬天，她編織冷帽和頸巾，為孤苦無依的長者送暖。近年又去台

灣、河源短宣，更在所住的屋邨設立傳福音的平台，定期舉行福音聚會，領人歸主。不要小覷她年近古稀，她的活力絕對不亞於年

輕的小伙子，她還跳讚美操、學打鼓、學唱福音粵曲呢！神又領她到日本遊覽觀光、往以色列重尋主耶穌的足跡。當年鄧師母說的

「一條新路」，原來是一條恩典之路、蒙福之路！靠著神恩，紫霞不但站了起來，還活得十分精彩！



在二月至四月期間，神開拓我們服侍的疆界，為我們在6間護老院打開了福音的門，讓

我們可在未來的日子恆常探訪院舍的老人家，分享主愛，藉福音帶給他們永恆的盼望。同期間有1位院

友接受洗禮，在同工見證下歸入基督。為此，我們獻上感恩！在復活節期間，我們在院舍分享主耶穌

釘身十架的救贖和從死裡復活的大能，得聞福音的長者約5,348人，受感決志的長者共212位。本會與

「樂韻佳蹤」合辦「事奉台前知多少」福音粵曲進深班，在謝五麗導師的指導下，義工對演繹、獻唱福

曲的技巧有更深認識，為恆常在護老院的服侍，以及八月舉行的《金色年華福音粵曲佈道會》，作更好

的裝備。今年十月，我們會舉辦一連四堂的關顧長者課程，內容關乎長者的靈命塑造、長者的情緒、向

長者傳福音的技巧，以及面對年老及死亡的生命教育，適合護老者和迎向晚年的弟兄姊妹參加。名額有

限，欲免向隅，請從速報名。本港人口老化，護老院林立，等著聽福音的長者多不勝數，長者禾場需要

有更多工人前往收割莊稼。我謹呼籲有志服侍長者的兄姊加入本會義工的行列，與我們並肩到港九、新

界各區的護老院分享福音，為神國獻上一分力！願意回應呼召，在長者群體中實踐大使命的兄姊，可致

電23658454與本會聯絡。

您的同路人

麗萍

事工 消息

復活節活動
復活節期間，前線探訪隊馬不停蹄地到港九、新界各區院舍舉辦不同的的福音活動，向老友記宣講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好信

息；期間有212位長者決志信主。

院友受洗
院友陳偉雄先生信主後透

過同工持續探訪及栽培，於
復活節期間，接受本會義務
牧師陳漢忠牧師為他主持洗
禮及聖餐。

與教會合作探訪活動
在復活節期間，本會與多間教會及機構合作，一起到院舍舉辦福音活動，透過話劇、詩歌及福

音粵曲等多元化的節目，向長者闡明主耶穌救贖宏恩，期盼他們能早日歸主。

拓展新院
在二月至四月，本會在九龍及新界區開展了6間新院舍，進行探訪及舉辦佈道活動。當中約有六百位老人家得聞福音。



    

同工退修
今年我們再次在西貢樟

木頭老人渡假村舉行一年一
度的同工退修會。全體同工
在神的話語中洗滌心靈，在
靈修中從新得力，在互相代
求中彼此關顧。

福音粵曲進深課程
本會再次與「樂韻佳蹤」

合辦《事奉台前知多少》福音
粵曲進深課程，由謝五麗導師
主講。透過導師循循善誘的教
導，讓學員進一步提升歌唱及
演繹技巧，各人深得裨益。

主懷安息
資深義工魏淑芳姊妹於

5月4日主懷安息。她多年來
熱心侍主，積極參與院舍佈
道工作。她忠心的擺上與作
工的果效必然隨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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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月明姑娘

傳道同工 
鄭寶昌先生

行政幹事 
鮑笑玉姑娘

探訪幹事 
廖金蓮姑娘 鄭國英姑娘 林美恩姑娘 李翠萍姑娘 
方惠貞姑娘 鄭麗英姑娘 李燕玲姑娘 盧逢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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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預備有志服侍長者的弟兄姊妹，能加入本會義工行列，
將福音帶進更多護老院當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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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譚潔嫻師母

事工幹事 
羅麗璇姑娘

2017年2月至4月份事工報告
類別 2月 3月 4月

探訪護老院/老人中心 203間 189間 193間

探訪長者人次 5,757人次 5,281人次 5,348人次

護老院長者團契 144次 147次 135次

長者決志人數 242人 222人 212人

長者受洗人數 0人 0人 1人

教會/團體合辦活動 5間 7間 4 間

福音粵曲 143次 146次 125次

讚美操 43次 41次 43次

以上數字未經審核，只供參考。

2017年2月至4月份財政報告
項目 收入（HK$） 支出（HK$）
奉獻 $394,065.00

慈惠 $6,550.00 $900.00

感恩會 $7,150.00 $6,592.30

同工薪津及車馬費 $275,637.90

租金及差餉 $48,000.00

通訊、單張、簡介及郵費 $18,778.20

水電、電話及傳真 $2,749.00

同工退修 1,834.00

探訪院舍活動 $8,616.00

文具印刷及雜項 $12,240.40

總數 $407,765.00 $375,347.80
本期盈餘 $32,417.20

耆樂無窮長者團契
本會再次應邀到慈雲山

「耆樂無窮長者團契」獻唱福
音粵曲。團契透過持續不斷的
福音工作，已幫助了不少區內
老友記認識耶穌、棄假歸真。

手工藝小組
手工藝小組製作了新款的五色福音手鏈，作為前線隊工

傳福音之用。這些五色手鏈，戴在長者手上，可提醒他們得
救的確據。

長者手工藝小組
同工帶領院舍老人家製作七彩繽紛的復活蛋。在製作過程中，

同工向他們闡明復活節的意義，鼓勵他們將生命交托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