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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d Matter

不有，過往自視過高的人類，不得不低下頭來，向神謙卑

學習。人認識自己的無助無能，才能真正懂得來依靠真

神。謙卑人必能得到神的扶持，脫離險境，走上光明大

道。香港人過去成就斐然，傲視同群，現在不得不謙卑下

來，正視自己人性的弱點，虛懷若谷，才能免於執著，才

能有更大的進步空間。信主的人更加要謙卑自己，稍有成

就必然要歸榮耀與神，如此內心便能遊刃有餘，不為疫情

所動，自由於天地間，快樂自在，自有一番體驗。

　　信心為念 - 約翰提到：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

們的信心。(約一5:4) 疫情下人的心情很受環境所影響。

眼見很多不如意事，心情難免鬱悶，世情世事令人掉入一

個難以逃脫的泥沼。惟有神賜人的信心，有勝過世界的能

力，信主的人就能有這個福氣，以信心來看這個世界所發

生的事。有信心的人就能看破世情，一切事情的發生，都

是在神的掌握中。信心讓我們看到永恆世界的真實性，無

論世界變得如何，都無損信徒進入未來世界的福氣。信心

讓我們可以輕看今生的苦難，正如保羅所說：這至暫至輕

的苦楚。(林後4:17) 當疫情臨到，死亡從身邊擦過的時

候，一個有信心的人，他一定心中有平安，因為心裡知道

主必帶領他，可以完全安心交托。有信心的人，在他心中

充滿正能量，不單可以幫助自己內心充滿喜樂平安，也

能有足夠的能量來幫助別人，使社會充滿生氣，生機勃

勃。

　　結語：苟且偷生抑或是喜樂度日，全在自己一念之

間，讓我們彼此互勉，一同在疫境中同行，全心仰望真

神。

疫情下的一點提醒

　　疫情下的社會，人很容易活在不快樂的處境中，難

以自拔。各人陷在情緒低落的困境下，快樂指數不斷下

降，社會悲劇頻頻出現，令人憂心忡忡。際此悲觀情況

下，筆者現提出三點建議，以紓緩現有之不安情緒，盼望

各位能仰望神恩，祈求早日脫離困境，重拾舊歡，甚至撥

開雲霧見青天，展望明日前境變得光明。

　　感謝為祭 - 詩人提到：願他們以感謝為祭獻給神，

歡呼述說他的作為。（詩107:22）以色列人被擄外邦，

生活苦不堪言，終日以淚洗面；但神沒有放棄他們，仍然

看顧他們，在他們遇到困難的時侯，常加以拯救，使他們

得脫險境。故此，詩人許願以色列人以感謝為祭，表示對

神的作為致以記念。正如韓愈所說窮極則呼天，痛極則呼

父母，神是我們的避難所，在困難之時，人要呼求神，要

深信神必拯救，以致我們最終能看到神的作為，繼而以

感謝為祭獻上，這是一幅美麗的圖畫。香港在此疫情底

下，感恩仍可以有實體崇拜，仍可以舉行聖餐，各教會仍

可以在有限度和安全的情況底下，得聽真道，得學習神的

話語，這些都是神給予我們的莫大恩典，信徒們懂得珍惜

和感恩，必然愁顏盡消，越來越看到更多神的作為。

　　謙卑為懷 -  詩人也說：耶和華扶持謙卑人。(詩

147:6) 疫情下人的作為變得一無是處，連一粒小小的病

毒也令人覺得無能為力。因此，人在偉大的真神面前，不

得不謙卑下來。人在危難中更加知道自己的渺小，不可以

自誇。在這科學昌明的年代，人依靠高科技，為生活帶來

很大的方便。惟疫情的來到，人不得不謙卑下來，原來在

世間上，人還有很多事情是未曾知道的。天下之大，無奇



行 同工感恩篇

笑玉
離開多年熟悉的環境、熟悉的面孔、熟悉

的事物，實在不容易！軟弱的身體提示我，是
時候要離開這「舒適區」，歇一歇了！過往日
子，感謝天父，給我不少操練、學習的機會，
又讓我常體會神大愛及恩典，使用滿有愛心的
同工們，成為院舍長者的祝福。

明天如何，我不知道，但我只知道「在神
萬事非偶然，都是祂計劃萬有... 我信靠行奇事
的神，一切交托主！」

寶昌
有二聖哲明言: 「人生必須有用

而後有價值。」 ;「與神隔絕了的現
代人必然自覺人生空虛、做人孤單寂
寞又無助。」人到77歲的我，至今
才仿然大悟，今仍努力嘗試助人去回
頭認識那賜人意義價值的 - 基督耶
穌。

美恩
疫境同行過一年
平安渡過靠主恩
主恩同在不忘記
倚靠救主度餘年

翠萍
新冠疫症令我們不能到

院舍探訪長者，只有為他們
祈禱求平安，心感人的渺小
及無能。近幾個月，我們嘗
試拍攝長者福音活動影片，
鼓勵院舍播放，雖然，我們
不能親自與老人家見面，也
可以在網上關心他們，使他
們知道上帝一直看顧和愛他
們。感謝主！

麗英
打 從 年 初 開 始 新 冠 狀

病毒肆虐，至今疫情仍未受
控，但感謝主的保守，心裏
有平安，自己和家人、朋友
身體健康。另一方面，護老
院雖未能開放探訪，但神讓
我們可透過視像或影片，將
福音訊息傳到護老院，堅固
長者信心，一切全是恩典。

麗璇
在新冠疫情籠罩之下，讓我更
學會…
敬畏神─祂是掌管萬有的主。
倚靠神─祂是我唯一的幫助。
尋求神─祂是作新事的主。
禱告神─祂是垂聽禱告的主。

燕芬
「人被隔離，愛不隔離。」感謝神引

領耆福會，八月開始，同工們齊心合力，每
月製作福音活動短片，願公公、婆婆能早日
相信耶穌，得著永生福氣。

感謝神！ 藉著製作短片，自己也得
到造就。 感謝神！同工和義工都健康、平
安。盼望疫情早日消失，大家可以恢復正常
生活。

麗華
香 港 新

冠肺炎疫情肆
虐，令大部份
人 包 括 耆 福
會，不能進入
護老院探訪院
友，使那些有
志追尋福音的長者，靈命無法增長，而未信主的長者，卻失去了聽
福音的機會。然而，感謝主 ! 耆福會在神的引領下，透過zoom 及
視頻短片，與院友舉辦活動，使老友記得聞福音。當院舍的門因疫
情而被關上，神就為我們開了另一扇門。感謝神的恩典。

月明
院舍探訪、義工活動全面停止將近

一年了，又適逢同心事奉多年的陳姑娘及
廖姑娘分別離任，心中倍感交集。雖然，
環境不斷變遷，但在天父恩領下，耆福會
開展新的福音事工，讓不配的我仍能為主
所用。期間，與一群忠心的義工們保持聯
絡，彼此守望，令我深深感受到「同行有
主，同行有您」。

國英

凡事謝恩
今年因疫情的緣故，

未能到護老院探訪、傳福
音 ， 猶 如 主 賜 下 “ 安 息
年”給我一樣，但心中覺
得虧欠，能做的只有為長
者禱告，只要得知老友記
平安、健康，便感到安慰
及感恩！後來，得知可透過攝錄短片向院友傳福音，真是主的美意
及恩典！懇切求主施恩使疫情早日消退，我們便可再與老友記共聚
了！哈利路亞！

燕玲
今年一月來了疫症，在疫情當

下，靜一靜下來，數算主恩典。
感謝神！
(一) 有機會製作短片，繼續傳福

音，接觸院友。 
(二) 同工們同心事奉，合作愉快。
(三) 得蒙保守，主賜下平安、健

康。感謝神！感謝神！



有

聖誕節快到了！我們為此製作的佈道活動

短片，預算帶到港九、新界各區備有視頻設備

的護老院，向老人家傳揚耶穌基督降世救人的

大喜信息。能協助播放的院舍，屆時我們會送

上一份「愛心禮物包」給每位公公、婆婆，以

代表天父對長者不離不棄的愛。 歷年透過《愛

心禮物包》活動中決志信主的老人家不計其

數。今年我們盼能繼續藉此活動，堅定已信者

的心靈、向未信者撒種；現時，預算有一百間護老院參與，約送出14,000 份《愛心禮物包》。以每份 9.5 元計，

這項事工的經費達13萬3千元。我們呼籲各位兄姊以禱告和金錢奉獻支持這項聖工，我們將帶著您的祝福，無懼疫

情，繼續向體弱孤苦的老人家送暖，讓他們在這普天同慶的日子領受主耶穌的大愛！

耆福會新任總幹事吳子樑傳道於12月履新，董事們同心禱告，願天父透過祂僕人，帶領耆福會走過疫境，在

新一年為主收莊稼。這時，耳中傳來

一首詩歌 …「路是難走，但比起祢的

十架路，我們今天算什麼？來起身再走

過。讓我們凝望著十架的冠冕，仰望祢

度過每天，因祢的恩惠、憐愛與平安必

然賜給老人家有斬新的盼望。」 

八至十月份，我們製作視頻短片，在護老院透

過大電視或大螢幕播放，與老人家舉辦長者福音活

動。期間，陸續得到院方配合；有部份院舍姑娘，

甚至為了讓老人家保持社交距離，竟然不怕勞苦，

將人數分成多組，劃分不同時段或不同日子，分幾

次播放，現時約有80間護老院參與其中，令寂靜

的院舍頓時回復生

氣，看見老友記能

再次展現笑容，有

些更因神話語得到

安慰，全體同工都

為此感謝神。

舖石路上

十月份舉辦一連四堂網上晚間課程《護老攻

略二之疫境同行》，期間曾一度因收音器材及颱

風所影響，但有賴天父保守，講員無懼風雨，而

一眾學員專心聆聽，最終能順利完成。四位資深

講員在長者的身、心、社、靈及牧養方面，提出

了許多寶貴意見及教導，想必令學員獲益良多。

現時有3間護老院與我們合作，以網上Zoom 會議形式

舉辦福音活動，雖然大家身處不同地方，但總算能透過螢幕

即時互動，參與其中的老友記都非常投入，開心不已。

視頻活動讓探訪同工在九龍區拓展了3間新護老院，約

有二百位老人家成為我們傳福音的對象。



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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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譽董事
鄺銘恩醫生 

董  事
劉文亮牧師 ( 主席 ) 
陳漢忠牧師 李明德牧師 
呂全信醫生 關銳煊博士
顏文雄教授

行政主任 
何月明姑娘

總幹事 
吳子樑先生

行政幹事 
鮑笑玉姑娘

傳道同工  義務心理輔導主任 
鄭寶昌先生 李燕玲姑娘 羅麗璇姑娘 黃譚潔嫻師母

探訪幹事 
鄭國英姑娘 林美恩姑娘 李翠萍姑娘 鄭麗英姑娘 劉燕芬姑娘 莊麗華姑娘

奉獻方法如下：

1.	劃線支票
 抬頭：「基督教耆福會有限公司」或“Gospel For The Aged Ltd”，

並寄回「九龍旺角郵政信箱79386號」。

2.	現金
 直接存入匯豐銀行戶口【557 -1 - 012573】，並將存根傳真至

2720 9121/電郵至info@gospe lfa.org/郵寄至「九龍旺角郵政信
箱79386號」，以便本會發回收據。

3.	自動轉賬
 請於www.gospe l fa.org下載授權書。亦可致電2365 8454或電郵

至info@gospelfa.org 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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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至10月份財政報告
項目 收入（HK$） 支出（HK$）

奉獻 $97,948.00

慈惠 $200.00

產品及其他 $48.80

晚間課程 $9,416.00 $6,596.00

同工薪津及車馬費 $194,969.66

租金及差餉 $38,000.00

通訊、單張、簡介及郵費 $11,902.80

水電、電話及傳真 $2,455.00

院舍視頻活動 $4,571.00

文具印刷及雜項 $$5,123.00

總數 $107,612.80 $263,617.46

本期盈餘/虧蝕 ($156,004.66)

以上數字未經審核，只供參考。

本會網頁

疫情下的一點提醒
代禱事項
1. 全球新型冠狀肺炎疫情肆虐，求主醫治當中病患、保

護前線醫護人員，亦保守院舍長者健康、平安。求主
憐憫，讓疫苗早日研發，使疫情盡快止息。

2. 請為《愛心禮物包》事工所需之經費代求。 願神感動
弟兄姊妹慷慨奉獻，讓我們能預備足夠的禮物包送給
院舍長者。

3. 請為院舍信主的長者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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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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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週年「有您同行」感恩會
本會謹定於主曆2021年3月1日(星期一)

下午四時正假座煌府長沙灣店
(九龍長沙灣道650號中國船舶大廈1樓)

舉行31週年「有您同行」感恩會
如疫情緩和，歡迎各界人士赴會，與我們一同

共證神恩，同享愛筵。
查詢電話：2365 8454。

弟兄姊妹，願主的恩惠、平安常與您同在！
　　或者，你也曾參與耆福會到港九、新界各區護老院探訪公公、婆婆，向他們傳福

音。新一年將快來臨，歡迎您再次加入我們的行列，你可以透過手提電話，以小組形

式，拍攝不多於1分鐘的祝福語或以個別形式拍攝約5分鐘的見證，然後連同姓名及所屬

教會，將影片以手提電話的whatsapp功能，傳送至5531 2390 (這號碼只作收發信息

之用)，一經採用的影片，將自動成為本會版權所有，會放入新一年的院舍視頻活動當

中與老友記分享。我們期待你的參與。如有查詢，歡迎致電：2365 84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