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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文是使徒約翰記載了主耶穌行出五餅二魚

的神蹟，發生地點即現今的加利利湖邊，現在此神蹟

的地點已蓋了一座五餅二魚教堂作為此事的紀念，座

堂的祭壇刻有五餅二魚圖案以供遊人思想。筆者也曾

在此幽美的環境向聖地團的團友講解這段經文，真是

現場一樣，聽道的人更加有深刻的領受，讀者也可運

用想像空間，親歷其境地來領受神的話語。

五餅二魚對約翰福音的讀者群來說，必定是有

著深層的意義，因為他們都是一世紀末期正在面對迫

逼的群體，此段經文讓他們聯想到主乃由天降下來生

命的糧，特別是主耶穌是從伯利恆出生，此地名稱的

意義是【糧食之鄉】，與餅有著密切的關係，此地就

是產生出生命的糧 - 主耶穌。地糧與天糧都是從此而

出，這亦是神刻意的安排，叫人思想到肉體的飢餓，

從而意識到心靈的飢餓；由肉體的糧食使人滿足，思

想到生命的糧食使人永遠滿足。肉體的糧食雖用很多

金錢也不能滿足人的所有需要，反而心靈的糧食一次

便可滿足人的最終需要。這段經文提醒了我們不要

為朽壞的糧食效力，乃要為永生的糧食效力。但事情

剛剛相反，五餅二魚的結果反而是引致受恩的人要擁

立主耶穌為王，人意的聰明可說是到了一個高峰，不

勞而獲並且長吃長有，豈不是人間最美好和最得益的

事。另外，魚對於讀者來說也是有言外之音，希臘文

【魚】之文字，原來可拆解為【耶穌基督神的兒子救

主】此一意義，這是教會最早期的認信，難怪在迫害

時期，信徒要秘密進行聚會，在門外或山洞口都以魚

的圖案來作暗號，因此魚亦代表得救的記號，亦是主

的身份的確認。餅和魚都是讓人想到主降臨的使命，

就是以生命化為生命的糧，以身體化為賜福的魚，人

得餅和魚便是與主有份，成為得救的群體中的一員，

這與早期教會舉行的聖餐實在有直接的連繫作用。最

特別的地方是，餅和魚都是從小孩無私和單純的奉獻

而來，這亦暗示生命雖微少，擺上雖微少，但神都會

珍惜和悅納，以此作為賜福多人的工具。天國的子

民，正是好像這小孩，全心全意地為神擺上一切，但

願神賜福耆福會，加增更多這樣為主擺上的天國小

孩，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仍以信心仰望主的供應，藉

信心小孩的奉獻，將五餅二魚化為大用，幫助無數的

長者，使他們晚有所依，晚有所歸，榮歸主名。



家事
分享

麗萍

回顧過去一年的事奉，看見的盡
是恩典!主是慈愛憐恤世人的，在衪的
帥領下，我得以與一群忠心為主擺上
的董事、全然委身的同工，以及無私
奉獻的義工一同在長者福音事工上齊
心努力、互諒互勉、共證主恩！小僕能夠承受這些福氣，有說不盡
的感恩，只有天天舉起救恩的杯，高舉耶穌基督的聖名。

月明

今年面對家父的離逝，心靈確實有
憂傷，但靠著神的應許，讓我深知道父
親已息勞歸主，有永恆的福樂伴隨著
他，有一天我們必在天家重遇。故此，
讓我持定這永生的確據，繼續在長者禾

場上奔跑，能有份於見證老友記得蒙主恩、經歷天父的拯救，心中
感恩不已。

笑玉

轉眼間在耆福會已好幾個年頭了。
當中有不少的經歷和學習，相比起資深
同工們，我所經歷的都只不過是皮毛吧
了﹗最近有一首詩歌常縈繞我心，透過
當中的歌詞，感謝天父對我們的深恩厚
愛﹗《有祢我生命不一樣，有祢我生命
再燃亮，有祢我不害怕困難，有祢我有
滿足的喜樂…》

金蓮 (感恩打油詩)
奇妙大愛數不盡 主愛宇宙不更改

創辦耆福廿八載 聖靈引領恩光照

艱苦歲月恩跨過 造就兄姊成門徒

神學裝備合主用 畢業之後被差出

各村各區稻田熟 汗流滿面無怨言

持定使命順服主 靠主加力尋迷羊

失羊得救榮耀主 得主稱讚說阿們

國英

感謝天父的愛，感謝主耶穌的救贖，
感謝神不嫌棄我，賜下機會、能力、恩
賜，讓我將福音傳揚給未認識神的人；
又差派導師和牧者教導、鼓勵及扶持
我。我更感謝主聖靈親自作工，能與祂
同工，全是恩典。讚美主！哈利路亞！

美恩

服事長者要有心力、體力。感謝主在
這一年中賜能加力，讓我度過每一天，並
能為主作工，在院舍傳揚祂的名。看見長
者在晚年得享救恩，願一切榮耀頌讚歸與
三一真神。

寶昌

回望人生歲月匆匆過，雖吾已往之不諫，猶
幸知來者之可追時，回味少年兩句應許話：「你
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若有人
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
新的了。」踏在人生尾站來算數主恩時，撫心自
覺不是那領有一千的！就感恩不已！

翠萍

在護老院傳揚福音，委實靠
乃神的扶助和義工們的忠心擺
上。其中令我們歡喜快樂的事，
不外乎能見證長者接受救恩，得
到平安及永生的確據。故此，能
在這滿有祝福的事奉中有份，實
在感恩！多謝主耶穌！

麗英

感謝神，今年我榮升為第二任外婆，外孫
女活潑可愛，是神給我的產業。願她快高長
大，榮神益人。

事奉上，能見證一位女院友生命被主改
變，由不信到決志，最後還接受洗禮。她信心
堅定，令我深感欣慰。願神繼續帶領她，茁壯
成長。

惠貞

一年過去，處處都是
恩 典 。 讚 美 操 組 員 透 過
彼此支持和鼓勵，不但建
立了團隊精神，更努力不
懈，持續到老人院、佈道
會中服事神。

在探訪的院舍中，看見不少長者決志信主及洗禮，為此獻上感
恩！願主祝福他們，堅信不移，靠主有平安喜樂的晚年。 

燕玲

轉眼間2017年即將過去，
首先感謝神賜給我們身體健康，
心裡平安，以致能參與院舍探訪
服侍。又感謝神在會內舉辦了查
經禱告會和訓練課程，讓我們
得到激勵，樂意事奉神、服侍
人。最後，感謝神讓我們在同

樂日去惠洲一天遊，期間享受美食、遊玩及購物，樂而忘返，盡慶 
而歸。

逢澤

感謝神！今年讓我看見很多長者
決志信主，又經歷他們接受洗禮，可
見天父是何等的信實。祂說：「壓傷
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
他不吹滅」！在人看來極其軟弱的長
者，沒有什麼價值的老人，主郤寶貴
他們、拯救他們。讓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得着救恩，見證了
神愛世人的事實。

麗璇

感謝神恩！讓我今年有幾次機會帶
著兒子到院舍探訪老人家。盼望傳福音
的種籽，從小在兒子的心裡發芽生長。
好讓我們一家都能愛主、事奉主、榮耀
主的名！「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
奉耶和華。」書24:15下

同工感恩篇



光陰似箭，轉眼間又到年終。在八至十月期間，我們開拓了2間護老院，為4名長者主持洗禮。

中秋節是中國人十分重視的節日，家家戶戶都會聚首一堂吃晚飯和賞月。護老院的長者雖然難以與家人共

度佳節，但我們購買了一千個月餅與長者分享，並透過《人神兩團圓》的福音信息宣講神的大愛。本會手

工藝小組又製作了精緻的金句燈籠贈予長者，增添了不少節日氣氛。公公、婆婆在品嚐那「久違」了的美

食時，顯得非常雀躍。這一切都顯明了天父對長者們的眷顧及慈愛；期間有246位長者信主。

聖誕節將至，我們會動員全體同工與義工穿梭於港九、新界約三百間護老院，與年老體衰的院友歡度

聖誕，並為神收割莊稼。今年預計會送出約28,000個「愛心禮物包」。每年的「愛心禮物包」事工，全賴

兄姊們的奉獻才得以順利推行。今年需籌募266,000元以購買禮物包。在此懇請各位兄姊按心裡的感動，

奉獻支持這項聖工，讓更多老人家在這美好的節日得聞福音！期待您與我們為天國的福音並肩同行。

謹祝大家聖誕快樂、新年蒙恩！
您的同路人

麗萍

事工 消息

中秋節活動
中秋節期間，前線福音隊每日馬不停蹄，帶來應節月餅和金句燈籠，到港九、新界226間院舍與老友記

歡度佳節，期間有246位長者決志信主。

與教會合辦探訪活動
佳節當前，本會與多間教會携手合作到院舍舉辦

慶祝活動。弟兄姊妹精心炮製了豐富節目，並與老友
記分享人神團圓的好信息。

長者受洗
本會董事陳漢忠牧師及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曉麗堂馬漢欽牧師，分別為四位長者主持洗禮及聖餐，長者家

人及弟兄姊妹為他們歡喜雀躍，同來讚美主名！

拓展新院
八至十月期間，本會分別展開了兩間護老院舉

辦中秋佈道活動，並作個別探訪關懷，讓更多老人
家接觸福音，進一步認識真神。



        

安息主懷
資深義工何黎妙蓮姊妹於9月

15日主懷安息。她是一位生命鬥
士，多年來熱心向長者傳福音，
忠心為主擺上，相信她手所作的
工，已蒙主記念。

晚間訓練課程
一連四堂《貼心關顧長者》晚間培訓課程，已順利完成。

課堂期間，講員透過不同的角度闡明長者身、心、社、靈的需
要；幫助學員進一步實踐敬老、愛老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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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銳煊教授 顏文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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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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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鳴謝
龍門海鮮酒家送出260盒迷你奶皇月餅，給予院友歡度佳節，本會 
謹此致謝。

2017年8至10月份事工報告
類別 8月 9月 10月

探訪護老院/老人中心 185間 226 間 184間

探訪長者人次 4,930人次 6,347人次 5,453人次

護老院長者團契 133次 189 次 140次

長者決志人數 209人 246人 208人

長者受洗人數 0人 1人 3 人

教會/團體合辦活動 3 間 8 間 3 間

福音粵曲 125次 172次 133 次

讚美操 38 次 48 次 46 次

以上數字未經審核，只供參考。

2017年8至10月份財政報告
項目 收入（HK$） 支出（HK$）
奉獻 $148,372.00

慈惠 $10,120.00 $456.00

產品 $4,185.50

金色年華福音粵曲佈道會 $104,170.00 $45,567.30

晚間課程 $15,680.00 $8,468.00

同工薪津及車馬費 $336,054.30

租金及差餉 $48,000.00

通訊、單張、簡介及郵費 $12,412.80

水電、電話及傳真 $5,353.50

探訪院舍活動 $48,518.00

文具印刷及雜項 $4,444.50

總數 $282,527.50 $509,274.40
本期盈餘/虧蝕 ($226,746.90)

影音見證分享
十月期間，本會特別為

義工舉辦了一場影音見證分享
會。透過兩個生命見證，彼此
互勵互勉，繼續在長者禾埸上
為主打美好的仗。

手工藝小組
手工藝小組默默耕耘，

製作出不同款式的祝福燈
籠，成為前線隊工佈道及關
懷長者的支援。

耆樂無窮長者團契
福音粵曲小組組員一大清

早到達慈雲山《耆樂無窮長者
團契》，透過獻唱福音粵曲向老
友記傳揚神恩，並一同慶祝中
秋佳節。

大角咀同工網絡 -《中秋圓繫
眾心》祝福社區行動

本會參與大角咀同工網絡舉
辦的《中秋圓繫眾心》祝福社區
行動，與區內教會合作探訪老人
院。年青人透過音樂、詩歌，在
院舍高舉主名。

長者手工藝小組
老友記在院舍製作環保燈

籠，並為燈籠配上四字金句，
不但應節，更有助他們將神恩
存記在心中。

廿八週年感恩會暨義工嘉許禮

本會謹訂於2018年3月4日(星期日) 下午四時正
假大角嘴浸信會

(九龍大角咀通州街51-67號新漢大廈2字樓)
舉行廿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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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招募
弟兄姊妹如欲學習跳讚美操，與我們一同到護老院探訪老人家或有意學習
製作福音手工藝品送贈長者，歡迎與我們聯絡（電話：2365 84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