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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d Matter

重回主懷，神愛世人！

　　今年農曆年過後，春回大地，陽光普照，連「新
冠狀肺炎」疫情亦由每天的雙位數字新感染個案回落
到單位數的增長，真的懇切期望這個「肺炎魔鬼」早
日遠離香江，有天父的慈愛降臨人間，關顧長者。隨
著政府公佈三月份可以接種新冠疫苗，相關的社區限
聚令續漸寬鬆，是否代表可以重回自由社區生活？

　　其實，過去的下半年，在「第三波」及「第四
波」疫情下，教會的週日崇拜活動只能夠在網上進
行，群體崇拜極少，有恆心的弟兄姊妹，當然仍然能
夠持之以恆，繼續敬拜主耶穌，但是我曾目睹有些教
友只是偶然為之，缺乏了持久恆常的實體聚會，而開
始與天父疏遠了！

　　抗疫疫苗面世當然是好的消息，然而，如何加強
巿民對接種疫苗安穩的信心尤其重要，社區需要有多
些「有心人」關顧長者，關懷之心是良藥，重回主
懷，堅定信仰，感受主的慈愛。去年疫情下，我的教
會舉辦了每個星期的「查經班」，我們由馬太福音開
始，獲益良多，此活動已經差不多三個月了。隨著愈
來愈多的抗疫疫苗面世，這是否意味「肺炎魔鬼」可
以驅走？

　　願主的大能止息「新冠肺炎」，脫離其帶來的災
害，願主施恩憐憫我們，使我們在充滿挑戰的環境
中，仍然能持守對祂的信心。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因
為疫情下久久未能被探訪的院舍長者，早日可以解除
這個限制，耆福會的使命和事工，一直都是向長者傳
揚福音，特別是住在院舍的長者，讓他們都能夠感受
神的愛及關顧！



主 領受異象　傳遞異象
吳子樑傳道 (本會總幹事)

　　我原是一位社工，在一

間非牟利機構任職近三十四

年了，大部份時間都是服務

長者。我分別於1990-94年

在鴨脷洲老人院、1995-2010年在深水埗長者中心

及 2011-2020在深水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工作，

期間我與不同

的地區教會合

作，開辦查經

班及舉辦不同

類型的福音活

動。

　　還記得在

鴨脷洲院舍工

作的時候，一

位女院友在走廊遇上我跟我說︰「我已經在佛堂有

袈娑，可否參加你的查經小組？」我回應說︰「當

然可以啦！」接下來她連續參加了好幾個月，她除

了喜歡和我們一起唱詩歌、一起分享並享受團契生

活之外，最重要是她找到一位真神，結果她受浸加

入了教會。多年來在上述三個單位工作，最令我懷

念的是長者的生命故事，當他們接受主耶穌進入他

們的生命之後，他們的改變令我非常感動，他們眾

多的見證還是歷歷在目。 

　　在神學院進修的最後半年，即2012年1月，

我在學院上尼希米記的課堂時，當天剛剛是牧師生

日，同學為他送上生日蛋糕，牧師當時邀請同學

們分享「我的願望」，我向他說︰「我想開辦教

會！」當下他的回應令我感到非常驚訝，他問我︰

「你想開辦多少間教會？」我不禁發呆了…

　　感謝主！主感動同學們回應我的願望，正如我

在非牟利機構任職，向長者傳福音的理念一樣，因

為我們都覺得按生命的歲月來說，長者已經到了人

生的最後階段，若果他們在離世之前，能讓他們聽

聞福音，相信是對他們最大的祝福！結果我與兩位

神學院同學於2013年創辦了無牆教會，服侍居住在

深水埗麗閣邨一帶的長者。

　　基於我的背景，我求問神我是否要按祂的旨意

離開我的老本行 - 社工，而全身轉去基督教耆福會

工作呢？我求問神可否讓我看到彩虹作為印證，我

才提出申請，結果神垂聽了我的祈禱，我連續三天

在不同的情況下看到彩虹，而且見工前一個星期，

我領受了一幅圖像，圖中有一所房子，裡面有一群

長者正在窗邊向外伸手呼喊；我領受的就是長者在

疫情下被困在屋子裡，生命在呼喊，正所謂「叫天

不應，叫地不聞」，他們渴望被關懷、被安慰，讓

我們在他們離世前，抓緊時機向他們傳福音，就是

對他們最大的祝福。最後，我確信是主的帶領，讓

我能進入耆福會事奉。

　　回想去年新冠型病毒在全球不斷蔓延，去年年

初全港的口罩一度供不應求，很多長者因為沒有口

罩，同時亦害怕被感染，都不敢外出，幾個月來都

沒有任何社交活動，情緒受到很大的困擾；其實不

單只居住在社區的長者，心身靈受到困擾，同樣居

住在院舍的長者，在院舍停止對外開放期間，家人

又未能探訪，長者亦不能隨意外出之際，他們的心

理狀態同樣面對很大問題。

　　耆福會創立至今已踏進三十一年了，一直致力

向全港老人院，透過主耶穌的愛，接觸及服事住院

長者，促進長者對福音認識；本會的使命 - 「以愛：

關懷長者，宣揚基督；以心：回應社會，服務社

群。」被聘請後，我開始預備2021年度的計劃，

我求問神有什麼指示，在安靜等候之時，我再次在

尖沙咀碼頭看見天上的彩虹，彷彿神對我說︰「領

受異象，就要傳遞異象」。面對社會不景氣、疫情

未見減退之時，長者的屬靈生命更見逼切！ 

　　「領受異象，傳遞異象」。是我們不可或缺

的，趁著長者在世的日子，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們

聽見院舍的長者在呼喊嗎？你願意作出行動回應神

的召命嗎？



腳踏石隨行

轉眼又踏進新一年了，農曆年將至，我們

為了使賀年活動內容更加豐富，預備了福字揮

春、還有義工送來的金句祝福魚，一併送進護

老院與公公、婆婆同渡一個滿有神恩的佳節。

這三個月，我們繼續以網上Zoom 會議形式，

跟院友舉辦福音活動，老人家與我們直接互

動，倍感歡樂。

隨著普天同慶的聖誕節來臨，我們展開

《愛心禮物包》行動，連同精心製作的福音短

片，一併帶進護老院，向公公、婆婆傳遞主耶

穌基督降生、捨命的大愛，在主的恩領下，有

165間院舍答允播放短片，派發約17,000個愛

心禮物包，收到禮物包的老人家，面露笑容，

感受到人間有情，主愛常在。

在疫情嚴峻的情況下，近半年耆福會仍能繼續延展院舍

的福音事工，端賴許許多多的同路人以禱告、金錢奉獻、物

資捐贈以及義工參與來支持我們，為此向各位衷心致謝，我

們懇切盼望有更多對長者有負擔的弟兄姊妹，能夠成為我們

的福音伙伴，加入長者事工的行列，與我們並肩同行，一同

「領受異象，傳遞異象」。叫主得著更大的榮耀與頌讚，使

更多年邁的老人家得著救恩的盼望。

耆福會轉眼已踏進第三十一個年頭，原定3月1號舉辦的31週年「有您同行」感恩

會，因第四波新冠病毒疫情影響，被迫延期舉行，直至另行通知，本會謹在此向各位致

歉。去年11月，我們繼續拍攝福音短片，送入

院舍與長者分享，除了得到院舍協助播放，首

次有日間長者中心將短片放在臉書上，有92位

長者收看，瀏覽次數達121次，但願福音的稻

種能發芽生長，已信主的長者靈命得著堅定。 



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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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銳煊教授 顏文雄教授
呂全信醫生 

行政主任 
何月明姑娘

總幹事 
吳子樑先生

行政幹事 
陳美枝姑娘

傳道同工  義務心理輔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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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至2021年1月份財政報告
項目 收入（HK$） 支出（HK$）

奉獻 $349,595.00

慈惠 $4,750.00 $850.00

愛心禮物包 $342,643.10 $146,462.30

同工薪津及車馬費 $415,164.00

租金及差餉 $57,000.00

通訊、單張、簡介及郵費 $15,291.60

保險 $17,255.10

水電、電話及傳真 $4,033.90

院舍視頻活動 $7,727.80

文具印刷及雜項 $11,189.40

總數 $696,988.10 $674,974.10

本期盈餘/虧蝕 $22,014.00

以上數字未經審核，只供參考。

本會網頁

重回主懷，神愛世人！

「一院一平板」計劃
　　新一年開始，我們正草擬計劃書向有心人士或機構申請贊助購買平板電腦，送贈

給那些缺乏資源而未能以視頻形式播放福音活動或疫情下未能讓長者集體參與聚會的

院舍，盼能有更多未信的長者有機會聽聞福音，認識真神。

「分分鐘需要你」參與
　　歡迎您加入向護老院長者傳福音的行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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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號碼只作收取信息之用)，一經採用的影片，將自動成為本

會版權所有，只會放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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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致電：2365 8454。

代禱事項
1. 請為「一院一平板」計劃代禱，願神感動弟兄姊妹或

機構能慷慨奉獻，讓我們能預備足夠的平板電腦，讓
院舍福音事工繼續延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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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疫情盡快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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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招募
　 　 新 一 年
開 始 ， 弟 兄
姊 妹 如 欲 學
習 製 作 福 音
手 工 藝 品 送
贈 老 人 家 ，
歡 迎 與 我 們
聯絡，手工藝導師會因應疫情，以不同
的方式與組員分享，例如透過實體小組
(按限聚令人數的要求)或wha t s app視頻
小組，讓你能容易掌握製作過程。如有查
詢，請致電：2365 84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