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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Printed Matter

由2014年開始籌劃至2017年7月終於面世的「安老服

務計劃方案」，並沒有讓期待已久的人士掌聲不絕，只有令

很多專業人士失望。更讓有心及熱誠去提升長者福祉的香港

巿民不安。香港整體人口將會由2014年的724萬上升至2043

年頂峰的822萬。但65年歲或以上的長者人口則由2015年

的112萬(佔總人口的15.3%)上升至2043年的251萬(佔總人

口的30.6%)，並會進一步上升至2064年的258萬(佔總人口

的35.9%)。老年人口(80歲或以上)的長者群中，使用社區照

顧服務者約70%，使用院舍照顧服務者約80%。而長期護理

服務的總需求將由2016年的60,000個名額上升至2030年的

78,000個，並會於2051年達至頂峰的125,000個服務名額。

在特區政府的庫房收支上亦出現怪現象。估勿論財政司

每年都低估政府盈餘，但依靠七三的比例(投資未來佔七成，

短期紓緩及還富於民措施約佔三成)又是否恰當及合理呢？試

問在過去20年間安老服務都未有真真正正的作過未來投資，

那麼特區高官們又怎能仍然厚顏地只提供一些小修小補，小

恩小惠，先導計劃(日後成功亦不跟進恆常化的)及試驗創新

(結果大部份中標者都要補貼資金啊)服務計劃。大家試留心

看看政府的大數據，2012/13年盈餘667億之(紓困措施320

億)；2013/14年盈餘649億之(紓困措施330億)；2014/15

年盈餘908億之(紓困措施340億)；2015/16年盈餘750億之

(紓困措施388億)；2016/17年盈餘1,108億之(紓困措施351

億)。而今年耳聞特區庫房又會出現超過1,600億之盈餘。事

實是安老服務不足，庫房盈餘太多。若是有一份完整前瞻性

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豈不美哉！

但當我們仔細閱讀「安老服務計劃方案」時，其中列出

香港安老服務面對的四大挑戰：

(一) 服務需求急升，勞動力下降及家庭照顧者減少。

(二) 社會過份依賴院舍照顧服務，與社區照顧服務之間出現

失衡情況。

(三) 未來世代長者的社會人口狀況改變，期望安老服務能給

予使用者更多選擇和較大的自主性。

(四) 人口老化以致安老服務開支不斷增加，更進而提出四大

策略方針：

1. 加強社區照顧服務以達至「家居安老」和減少住院

比率。

2. 確保知情選擇及為長者適時提供具質素的服務。

3. 進一步提升服務效率並整合各項服務。

4. 進一步確保安老服務的財政可持續性並鼓勵責任 

承擔。

接着「計劃方案」提出20項建議(連同細分共44項)。但

令人困惑是政府並沒有在20項大建議及24項分建議上具體明

確列明由三司十二局中那些官員主責執行及拓展！很多安老

服務範疇都是需要跨部門/跨專業/跨局才能有成效的！何解

特區政府只羅列輪廓大綱，卻未有進一步顯示分工職責所屬

呢？企盼高官們以包容的心去盡早謙卑地互讓互諒，盡快落

實方案，善用盈餘，以身作則，奉行敬老、愛老、護老文化

吧！誠心所願，主祐！

令人困惑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



家事
分享

基督教耆福會「二十八週年感恩會暨義工嘉許禮」已於3月4日在大角嘴浸信會舉行。參與這項盛事的教牧同工、義工、義
工家屬和各界好友約有200人，大家在輕鬆和諧的氣氛下，一同見證神在過去二十七年賜予耆福會的恩典。

當日獲嘉許的同工、義工共100人，其中10位獲嘉許為「十年服務」，其餘分別獲珍珠葡萄及優秀義工。不論是義工或同
工，都願意全心擺上，忠心為主，在長者禾場堅守信念，把自己最好的呈獻給神。因他們的委身，本會的福音事工才得以延展。
他們的擺上，相信必蒙天上的父所記念。

本會董事主席劉文亮牧師致辭時說，感謝神，耆福會「人強馬壯」，皆因有一群主所寶貴的義工與我們並肩服事，才得以
成就主工。董事顏文雄教授勉勵大家，要常常保持感恩和喜樂的心事奉神，不但使長者群體得益，也讓神得榮耀。讚美操小組在
旋律優美的樂聲中，以輕快活潑的動作高舉主名。福曲組以洋溢著濃厚新春氣氛的「新春樂盈盈」稱頌神恩。最後全體同工與來
賓以一首「基督精兵前進」來回應主愛，竭誠為主所用，好讓主的名得著頌讚與榮耀！會後嘉賓共享愛筵，同沐主恩。

感謝大角嘴浸信會借出場地，
令感恩會得以順利舉行。董事顏文
雄教授將紀念品致送教會代表杜先
生，以表謝意。

董事主席劉文亮牧師代表本
會衷心歡迎每一位出席的來賓與義
工，因他們在神眼中都看為寶貴。

讚美操小組排列整齊，穿上奪目的製
服，以優美的舞姿敬拜耶和華。

護老院李國英婆婆分
享她曾在病患中經歷從神而
來的平安，令她對神的信心
更加堅定。

總幹事陳麗萍姑娘回
顧神在耆福會去年的帶領和
保守，並分享她事奉的心路
歷程，全是恩典，為此將一
切榮耀歸神。

全體同工一邊揮動旗幟，一邊與會眾同唱
《基督精兵前進》，立志效法基督，活出愛主
愛人的生命。

董事陳漢忠牧師祝願神繼
續使用大家，成為長者福音禾
場的祝福。

聚會結束，大家一同品嚐美
食，彼此分享，場內充滿一片歡
樂的氣氛。

今年有10位同工、義工獲嘉許為
「10年長期服務」，其忠心事奉，成為本
會延展長者福音工作的好伙伴。

我們首次加設《小精兵》
嘉許，鼓勵家庭同心服事，讓
小朋友從小建立一顆敬老、愛
老的心。

福音粵曲小組陣容頂盛，同心獻唱
一首《新春樂盈盈》，祝福大家開心笑盈
盈，讚歌唱莫停，心中銘感主恩情。

義工關潔雲姊妹見證
神是信實的，如何帶領她
年邁的雙親認識神，得著
救恩的確據。

顏文雄教授勉勵弟兄姊
妹，要持著喜樂、感恩的心事
奉神，並透過不斷學習，讓屬
靈生命得以成長，榮耀主名。

董事李明德牧師為聚會開
始禱告，並將榮耀、頌讚、感
恩歸給三一真神。

敬拜小組以歡喜雀躍的心與會眾一同謳歌頌揚神，率先以讚美為祭獻
給配得一切榮耀的上帝！

今年獲嘉許的義工分別頒授珍珠葡萄和優秀義工，他們無私的愛心擺上，相信必蒙神悅納。



基督教耆福會二十八週年感恩會暨義工嘉許禮已於3月4日在大角嘴浸信會順利舉行。小僕謹代表本會全

體董事與同工，多謝所有出席的嘉賓和義工。你們的蒞臨是我們莫大的鼓勵。耆福會能肩負著上帝賜下的使命，走

過漫長的二十八年，端賴天父的恩典及各位兄姊的鼎力支持。你們的幫助使本會的福音事工得以順利推行，願主厚

厚報答大家。在我們邁向第二十九個年頭時，盼望大家繼續與我們並肩為主收割莊稼，讓更多長者得福!

在聖誕期間展開的「愛心禮物包」行動中，決志歸主的長者有454人。期間，我們亦參加了「大角咀教牧同工

網絡」的祝福社區聖誕嘉年華，參加的街坊十分踴躍，我們透過遊戲分享護老愛老的信息。農曆新年期間，各支佈

道隊伍帶著揮春、手工藝小組製作的祝福魚，探訪各區護老院，與公公、婆婆們分享神的大愛。期間願意接受救恩

的長者共297人。為著過去三個月的豐收，我們獻上感恩！同期間，神亦為我們打開了更多福音的門，讓我們得以

開拓12間護老院。同工與義工會定期探訪這些院舍，把福音帶給當中的老人家。

去年我們探訪的護老院共364間；在新一年，如果有足夠人手支援，我們盼望把福音帶到380間護老院。為

此，我謹呼籲各位兄姊加入本會義工行列。無論是探訪隊、讚美操小組、福曲小組，抑或手工藝小組，我們都歡迎

你一同參與。讓我們趁著白日，努力為主作工，叫主的名在長者群體中得著當得的榮耀！

您的同路人

麗萍

事工 消息

與教會合辦探訪活動

適逢聖誕節及新年，本會與20多間教會合作到護
老院探訪老人家，弟兄姊妹預備了各色各樣的活動，
向老友記闡明福音，並與他們歡度佳節。

《愛心禮物包》祝福大行動
去年聖誕節，探訪隊工每日馬不

停蹄，到港九、新界各區護老院舉辦
福音活動，送出約28,000份愛心禮
物包，與老友記歡度佳節。期間共有
454位長者決志信主，願榮耀歸於三一 
真神！

祝福社區聖誕嘉年華
大角咀教會同工網絡主辦的

《祝福社區聖誕嘉年華》已順利舉
行。當日天朗氣清，吸引了不少街
坊扶老攜幼同來參加。本會亦設了
一個以關愛長者為題的攤位遊戲，
向街坊傳遞敬老、愛老的訊息。

拓展新院
過去三個月，我們在港九、新界開展了12間院舍，將主耶穌降生的大好信息與長者分享，期間有六百多位老友記得聞福音。

新春活動
新春期間，探訪隊帶著經文揮春、手工藝小組製作的祝福魚和金句福袋，與院舍老友記歡度新歲，並鼓勵公公、婆婆們把握

機會，接受從神而來的「真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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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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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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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至2018年1月份事工報告

類別
2017年 2018年

11月 12月 1月

探訪護老院/老人中心 189間 304間 166間

探訪長者人次 5,223人次 25,514人次 4,680人次

護老院長者團契 134次 275次 129次

長者決志人數 202人 454人 144人

教會/團體合辦活動 5間 20間 4間

福音粵曲 134次 253次 122次

讚美操 51次 65次 26次

以上數字未經審核，只供參考。

2017年11至2018年1月份財政報告 
項目 收入（HK$） 支出（HK$）
奉獻 $389,242.90

慈惠 $2,330.00 $1,221.20

產品 $2,970.70

愛心禮物包事工 $495,545.00 $261,940.30

同樂日 $7,100.00 $15,682.50

同工薪津及車馬費 $405,471.18

租金及差餉 $50,000.00

通訊、單張、簡介及郵費 $14,107.60

水電、電話及傳真 $5,181.02

探訪院舍活動 $13,529.50

保險 $16,866.00

文具印刷及雜項 $9,177.80

總數 $897,188.60 793,177.10
本期盈餘/虧蝕 $104,011.50

義工同樂日
去年同樂日，接近百位同工、義工及親友首次離開香港，到惠

洲一天遊。當日節目豐富，大伙兒除了飽覽山川名勝、品嚐地道美
食之餘，還購買了時令手信，大家在一片歡笑聲中，滿載而歸。

耆樂無窮長者團契
福音粵曲小組趁著新春

佳節，在慈雲山《耆樂無窮長
者團契》獻唱賀年福音粵曲，
唱頌主愛無邊，老友記聽出 
耳油。

愛心義剪
髮型師Danie l連同多位同

行，到護老院為公公、婆婆提
供剪髮服務。不消一個下午，
已有五十位老人家受惠，他們
無私的愛心擺上，令長者和院
舍職員都報以讚賞。

長者手工藝小組
新年伊始，同工在護老院與

老友記製作迎春花畫，並鼓勵他
們同來讚美上帝創造奇功。

手工藝小組
手 工 藝 小 組 連 月 趕 製 了

過千條福音金魚及金句福袋，
特意在新春期間送贈院友。公
公、婆婆收到這賀年禮物，愛
不釋手，無不面露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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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服務
10年

李翠萍

吳碧珠

李麗蓮

梁勵行

陳伯榮

彭麗華

黃玉婷

黃美愛

葉曼玲

葉燕群

優秀義工

王綺薇

朱健卿

朱麗冰

何少芳

優秀義工

何柏岐

吳金妹

吳碧珠

李秀雯

李愛香

李學良

林貴明

邱潔芳

邱麗莉

姚彩雲

韋美燕

徐蒨苓

馬耀強

張桂英

梁秀玲

梁秀容

優秀義工

梁見好

郭惠芬

陳妙卿

陳桂好

陳梅芳

陳敬雲

陳德勝

勞翠玉

彭麗華

曾美玲

曾惠皆

曾瑞芳

湯宇蓮

馮肖顏

黃玉婷

黃志輝

優秀義工

黃愛好

黃麗彬

萬愛碧

葉曼玲

葉慧瑩

葉琼歡

鄔秀芳

劉紫霞

劉燕芬

蔡潔英

鄭玉蘭

鄭芝蘭

鄭國興

鄧焜泳

黎靜嫻

賴婉蘭

優秀義工

鍾潤寬

羅建煥

羅帶歡

羅榮方

關潔雲

珍珠葡萄

方雲月

朱燕玲

何春梅

何淑雯

吳玉枝

吳煒民

李玉冰

李美薇

佘靜賢

柳碧燕

珍珠葡萄

徐鳳群

袁永妍

張玉英

張秀英

張美珠

張羨萍

梁玉嬋

梁嘉莉

梁勵行

梁麗霞

陳秀珍

陳秀清

陳詠賢

陳艷梅

馮惠貞

黃美卿

珍珠葡萄

黃美麗

黃櫻儀

葉志強

葉燕群

趙佩華

趙萍好

劉日愛

盧素薇

盧瑞蓮

鍾賽珠

關惠儀

小精兵

余皓揚

莫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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