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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d Matter

粵曲的發展非常迅速，隨著中國強大的因

素，中國文化越來越受到重視。2019年更加藉

著西九戲曲中心的開幕，將此傳統廣東曲藝，更

加有效地承傳下去。廣東粵曲的未來，確是一片

好景，相信必然會帶來一個全新的氣象。福音粵

曲也是一樣，乘著粵曲的興旺，各類人才濟濟，

有些信主加入教會，自然使到福音粵曲的質量得

以提升，被神大大使用，成為香港教會的一大特

色。

既然福音粵曲是基督教本色化的一個重要

元素，加上潮流所趨，配合人才輩出，必然會有

美好的前景。筆者已在前文呼籲，為讓福音粵曲

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有需要改稱福音粵曲為教會

粵曲，意謂單以福音內容加入粵曲的特殊曲種，

改為教會唱頌的福音粵曲，此名稱已不合時宜。

因現在估計坊間已有過千首作品，其種類包羅萬

有，已非單一內容福音性的作品可涵蓋，並且向

前瞻望，還有更多類型的作品陸續推出，真可謂

百花齊放，共冶一爐。此其時正是福音粵曲正其

名的時機，讓此曲種繼續發揚光大，放光放熱。

筆者在此建議改為教會粵曲，意謂在教會或教會

人士唱頌的廣東粵曲，配以基督教內容的歌詞，

藉以廣傳福音及弘揚真理，以得兼收並蓄之效。

耆福會乃是一間長者的福音機構，以教會粵

曲來凝聚一眾長者，定會收事半功倍之效。每年

一度在八月舉行的千人佈道會「金色年華福音粵

曲佈道會」，正是推廣教會粵曲的上佳時機，讓一

班長者得聽如此高水準的教會粵曲，更明白基督

教原來是可以融入中國文化，從而闡明真理，深

入中國人的心靈。

教會粵曲的言簡意賅，詞藻優美，實為傳

揚真理的美好工具，應該多多加以使用，造就多

人。筆者深深盼望終有一天，香港教會出現一支

百人的教會粵曲隊，足以代表香港教會的一個特

色團隊，蜚聲國際，榮神益人，是為所禱。

教 會   粵 曲



神憐憫膚淺的信仰入門
從小因讀基督教學校認識主，後只因貪小便宜心態，

可以在教會參加『免費英文班』，就回教會聚會、崇拜。返

教會不代表真正信主，真正決志信主是經歷禱告的真實，因

家父遇上官司，對方持強凌弱，敗訴機會很大，所以著急中

禱告，以信主作為交換的條件，望天父扭轉不可能的現實，

神奇妙的憐憫，竟垂聽這未信者的禱告，控方竟願意與家父

庭外和解。感謝天父，經歷禱告的奇妙，因此決定信主及受

浸；然而受浸也不代表自己靈命長進，沒在神話語上追求，

也很少為神家付出，然而天父沒放棄我這個瓦器，神早準備

陶造這無用的器皿。

從英雄地建立自信
十多年前，有機會接觸民間的粵曲，感恩遇上很好的黃

碧琪老師，她不但傳統功底深厚，還能「潮唱新演」，打破傳

統框框，在現代推廣粵劇藝術不遺餘力，吸引學生追隨眾多，

有幸成為門生，也是主的預備。老師見自己的用功及進步，

每星期四晚學唱功，練

習造手，老師很疼愛及

器重，多次鼓勵讚賞，

是云云學生中的「四大

名旦」，也被老師認同兩

個高足之一。老師特別

欣賞我很懂得用聲，拍

子感夠強，然而在老師

身上，建立了扎實的功

底。後來多年與老師或

同門同台演出多次的大表演，吸收了豐富的舞台經驗，文場、

武場、戲場都演過，老師常說「舞台是一個英雄地」，在這英

雄地，我贏得了自信，贏得了老師和同門的器重，也贏得外間

粵劇媒體、雜誌的賞識及報導。及後我有五、六年成為老師信

任的助教，指點同門新進。從公開表演、助教，甚至擔任司

儀，天父都將我這個原本內向、膽小、自卑的人從新建立。而

且神往後有更深的心意。 神不是要一個飄飄然的表演者，神

要一個祝福別人的生命傳人。

英雄地英雄塚
英雄地背後其實也是英雄塚，如聖經所說，人都是軟

弱、有罪性，在舞台上的華麗，舞台背後也見盡人性的軟弱，

同門為了爭寵，爭第一，是非也多，有錢的學生會透過食飯拉

攏關係，成黨成派，甚或想控制老師，也有透過惡言打擊別

人的自信，如說別人選曲不善，選了「屎坑曲」，志在令對方

沒意志去排練，使到「池中無魚蝦仔大」，拖垮別人，抬舉自

己，人的自私顯露無遺。成了英雄又如何？人的善良卻被私慾

埋葬，如聖經所說，人仍是軟弱，仍是罪人。

另一種祝福，沒有英雄地，只有祭壇
2006年10月1日，在活石基督教會崇拜聽道，藉著聖

經的一句話 -「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份，不是為現今的機會

麼？」神的道深深打動自己，原來神是為每個信徒度身訂造

了一個人生，就算一個普通小女子，面

對一個決定，只要願意為主「多走一

步」，主就會為她打開一道更豐盛生命

的門，我的心被聖靈及神的道深深感

動！為了裝備自己，我多走一步，報讀

了短宣中心的倩青課程，令我在聖經裝

備及與人分享信仰心志上都很大的祝

福。2009年2月16日，一些短宣倩青的

同學提議我教唱福音粵曲，原來也作興

趣班教教玩玩而已，兩個月後，參與人數只剩數位，原本想就

此結束。但天父在那一天帶了幾位新朋友來，慢慢有心人增多

了，天父更在禱告中感動自己，又與牧者交流，順著神的帶

領，成立了這個使命團契『樂韻佳蹤』，以福音粵曲向未信者

佈道，將救恩的祝福帶給他們。

在這幾年間，我們看見很多神的工作，那種喜樂，興奮

絕不是以前在粵曲舞台上可比較的：

1. 第一，我們這裡不提倡個人主義，不是要成為舞台上的英

雄，我們只學習耶穌，做眾人的僕人，彼此服事。所以我

們雖然來自不同教會、不同背景，我們卻親如家人。

2. 再者，在學習粵曲上我們彼此鼓勵，不馬馬虎虎學習，為

主就要作「精兵」，原來人願意多走一步，就真的會看見

神蹟，我們很多都是長者，在學習「拋曲」上竟然能背熟

幾百字的曲詞，想不到能有這麼好的記性，以後也沒藉口

說背不到聖經。

3. 另外，天父親自感召有生命質素的姊妹來謙卑學習，由幾

個人發展至現在幾十人一起事奉，也得到外面大教會的認

同，過去三、四月差不多每星期都有一至兩次出隊作福音

粵曲佈道。

4. 我們最快樂不是表演，而是看見別人得著生命的改寫及祝

福，我們看見因血癌母親去世的年青人信主，重新振作，我

們看見許多人在孤單中，流淚中得著安慰，我們看見失明人

因信主找回心中的光明及勇氣。原來作僕人比作英雄更能感

受生命的意義和

快樂。

回想神恩，有

主這寶貝在我這瓦

器裡，可為主發光

發熱。今天的我不

再戀棧舞台，更渴

慕成為主合用的器

皿！

「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我舉起救

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詩篇116：12-13

重演這生 生命見證 - 謝五麗姊妹

「…因為我們成了一台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哥林多前書4：9  

「我來了，是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約翰福音10：10

  (後記：承蒙樂韻佳蹤福音粵曲團契團長 - 謝五麗姊妹受權轉載上文

見證。樂韻佳蹤福音粵曲團契是今屆<<金色年華福音粵曲佈道會>>的獻唱

嘉賓之一。佈道會將於八月二十三日在尖沙咀街坊福利會會堂舉行，盼望

主大大使用佈道會，叫更多未聞福音的長者得享救恩)。

家事
分享



在二月至四月期間，共有4位護老院院友接受洗禮，在親友見證下認信並歸入基督。為

此，我們獻上感恩！在同期間，神為我們在港九、新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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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復活節期間，我們在多間院

舍分享主耶穌捨命的大愛和死裡復活的大能，受感決志的長者共335位。我們每年舉辦的「福音粵曲進深課

程」，在鄧秋萍、梁蕙清兩位導師的指導下，義工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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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將於十月舉行一連四堂「護老攻略」培訓

課程，由香港醫院院牧事工聯會總幹事盧惠銓牧師與關銳煊教授主講，旨在幫助學員認識長者身、心、靈的

需要、及關顧長者的技巧。課程內容豐富，適合教牧同工、護老者和迎向晚年的信徒參加。修畢課程的學員

可助己助人。有關詳情請參閱隨季刊附上的報名表。歡迎兄姊報名參加。

本港人口老化，長者禾場需要有更多工人努力為主收割莊稼。為此，我們希望能增聘一至兩位全職或半

職同工，把福音帶入更多護老院，讓更多老人家得福。我謹呼籲有志服侍長者的兄姊加入本會成為同工或參

與義工的行列，與我們並肩在長者群體中傳揚主名！願天父因祂兒子的名榮上加榮！
您的同路人

麗萍

事工 消息

復活節活動

復活節來臨，十多隊前線探訪隊，每天走訪各區院舍及老人中心舉辦活動，宣講主耶穌捨身拯救世人的好信息。
他們一面撒種、一面收割，期間有335位長者決志信主。

長者受洗

義務牧師陳碧霞牧師不辭勞苦，分別到兩間護老
院與四位院友主持洗禮及聖餐，探訪隊工同來見證
這寶貴時刻。

與教會/機構合辦探訪活動

本會恆常與教會/機構合作到院舍傳揚福音。 期時，短宣
中心倩青隊別出心裁，透過氣球佈道，向長者闡明救恩。公
公、婆婆被色彩繽紛的氣球吸引，專心聆聽信息。

拓展新院
2至4月期間，前線隊工在港九、新界各區開展了6間院舍舉辦福音活動。隊工們不但將歡樂帶給長者，更把握時

機，為主撒種，讓更多老友記得聞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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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工招聘
本會欲聘請半職『福音探訪幹事/傳道』，關愛長者，熱誠主動，生
命成熟，曾受佈道或神學訓練，主要到護老院透過不同活動形式接
觸長者，向長者傳福音。有志者請將履歷電郵info@gospelfa.org或
郵寄旺角郵箱79386號 - 基督教耆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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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麗蓮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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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麗英姑娘 李燕玲姑娘 劉燕芬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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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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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同工將自動轉賬
授權書寄給閣下。請把填妥之授權書寄回本會跟進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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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至4月份事工報告  

類別
2019年

2月 3月 4月

探訪護老院/老人中心 135間 161間 125間

探訪長者人次 3,725人次 4,455人次 3,542人次

護老院長者團契 109次 148次 111次

長者決志人數 101人 218人 117人

長者洗禮人數 4人 0人 0人

教會/團體合辦活動 7間 6間 9間

福音粵曲 106次 142次 107次

讚美操 17次 21次 24次

2019年2月至4月份財政報告 
項目 收入（HK$） 支出（HK$）

奉獻 $869,039.67

慈惠 $18,530.00

產品 $471.00

感恩會 $20,750.00 $6,692.00

同工薪津及車馬費 $321,807.17

租金及差餉 $54,000.00

通訊、單張、簡介及郵費 $14,555.90

水電、電話及傳真 $3,034.00

探訪院舍活動 $14,000.00

文具印刷及雜項 $12,094.80

總數 $908,790.67 $426,183.87
本期盈餘/虧蝕 $482,606.80

手工藝小組
手工藝小組精心製作的五

色向日葵，顏色鮮明，除了作
為探訪禮物，亦有助前線隊工
向老人家闡明福音。

生命加油站
新開展專為義工而設的

《生命加油站》，旨在透過多
元化的互動平台，讓義工彼此
建立、互相守望，在主裡重新
得力。

耆樂無窮長者團契
福曲隊在慈雲山「耆樂無

窮長者團契」除了參與獻唱，
還與老友記一同互動，以福曲
頌讚真神。

同工退修
退修日營在西貢樟木頭老

人度假中心舉行，同工在優美
的大自然進行靜修、默想，又
在營內享用豐富膳食，讓身、
心、靈得到飽足，再次上路。

長者福音聚會
本 會 應 邀 到 福 音 信 義 會

互愛堂的長青團契舉辦福音聚
會，透過詩歌、信息及福音粵
曲等，呼籲長者早日歸主，重
獲屬天的喜樂、平安。

義工裝備課程
本 會 董 事 李 明 德 牧 師 主

講的兩堂《義工靈命裝備課
程》，他透過聖經的教導及生
活實例，鼓勵義工們靠主得
力，繼續在長者禾場上打併。

長者手工藝小組
復活節來臨，院舍老友記

齊來製作彩蛋小雞，喻意每個
生命因著耶穌的拯救，罪得赦
免，重獲新生。

福音粵曲進深班
今年開辦的《福音粵曲進

深課程》，本會再次邀請了梁
蕙清導師及鄧秋萍導師擔任教
導。兩位導師循循善誘，透過
示範及實習，有助學員吸收，
甚得裨益。

以上數字未經審核，只供參考。

本會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