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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d Matter

為長者得救確據把脈！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

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

人自誇。」 (以弗所書二章8-9節)

　　「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生，這永生也是

在他兒子裏面。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

的兒子就沒有生命。」(約翰一書5:11-12)

　　教會很多會眾，包括長者，或多或少信主幾十

年，對得救確據亦可以一無所知，源於起初只是人

信我信，對福音內容未認真明白，只是一知半解，

未嘗真正悔改及祈禱決志相信並接受耶穌基督為救

主及生命之主。

　　日前經轉介致電關懷患癌留醫病友，除關懷其

病況代禱外，亦順道關心其信主已否。對方表示已

在教會信主有年。於是為他得救確據把脈，問了兩

個診斷問題，竟然發現對方本人並無得救確據，

或永生把握，但又以為自己一向做好人，無傷天害

理，又願幫助人，理應可得永生上天堂。於是得其

允許，濃縮分享了福音真義，並領其打開心門，在

電話中跟著一句句真誠祈禱決志，接受主耶穌基督

為救主及生命之主。

　　此是自以為義，靠好行為得救的典型例子，不

但在教會外，甚至在教會內都非常普遍，表面完全

陳漢忠牧師 (本會董事)

看不出來，一經善用兩個診斷問題，便可把脈測知

真偽，無所遁形，並可及時領「所為基督徒」清楚

祈禱決志信主。

　　長者容易人云易云，糊糊塗塗所謂信了主，無

人為其得救確據把脈，便又糊糊塗塗虛渡一生，離

世後便枉進地獄死門，與天堂從此絕緣了。

　　尼哥底母在夜間來見耶穌，耶穌與他論重生

時，尼哥底母也已經老了(約3:4)，對重生似乎也一

無所知，後來才確實認識耶穌確是神的兒子，明白

永生真義。我們經常接觸的長者，如尼哥底母未信

主的確實為數不少，讓我們時刻毋忘為他們的永生

確據把脈，著意領未有永生確據的長者早日決志信

主，不要有「漏網之魚」。



第十五屆《金色年華福音粵曲佈道會》已於8月13日下午3時在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尖沙咀會堂順利舉行。今年除

了有實體聚會，亦同步設有網上直播，讓未能到場的老友記，可以另一種形式參與，對耆福會也是一個新的突破。 

聚會於三時正式開始，讚美操小組獻跳了三首優美的詩歌，並邀請在場朋友一同參與，接受從神而來的福氣。 

福音粵曲小組獻唱了五首福音粵曲，道盡人生的悲苦，唯有耶穌才能叫人重得生命的盼望。講員吳振智牧師信息分

享，形容本屆佈道會是一個充滿含金量的聚會，因為大部份的參加者已介「金色年華」，在神看為非常寶貴。吳牧

師以日常生活經歷為例子，娓娓道出人只要到神面前認罪悔改，生命就能經歷前所未有的輕省，重新回復神兒女的

名份，得享永恆的盼望。 當日有15人決志信主、回轉及想更多認識基督信仰。 

佈道會能夠順利舉行，我們謹在此衷心多謝各合辦教會和八十多位義工鼎力襄助，為此，將一切榮耀、頌讚、

感謝歸給三一真神！

金色年華福音粵曲佈道會匯報

招待員貼心關顧每位參加長者，幫助他
們量體溫及消毒雙手，做好防疫需要。

未到三時，參加者已魚貫入場，場面非常
熱鬧。

董事主席劉文亮牧師，邀請赴會來
賓同心禱告，為佈道會揭開序幕。

事奉人員一大清早已齊集會場，各按各職，為佈道會作最後綵排和預備。

風信子導師和謝五麗導師歌藝精湛，以一
首「哈巴谷之歌 – 靜待主恩臨」，道出
神才是人在疫境中的力量，唯一的靠依。

司儀黃曉茵姊妹，再次作出呼籲，
邀請老友記把握信主的機會。

陪談員分秒必爭，向決志歸主的長者闡明福音，以堅固他們的信心。

讚美操組率先以三首優美的詩歌，呈獻對神的讚頌，
並誠邀台下會眾一同起舞，舉起雙手接受從神而來的福氣。

吳振智牧師鼓勵每一位在場朋友，人需要認罪悔改，
就能夠經歷神無比的大愛。

福音粵曲組全體組員，以鴻亮悅耳的聲音，
同聲頌唱一曲「歌頌神前」。

風信子導師和謝五麗導師歌藝精湛，以一

招待員貼心關顧每位參加長者，幫助他招待員貼心關顧每位參加長者，幫助他

司儀黃曉茵姊妹，再次作出呼籲， 陪談員分秒必爭，向決志歸主的長者闡明福音，以堅固他們的信心。

董事主席劉文亮牧師，邀請赴會來 讚美操組率先以三首優美的詩歌，呈獻對神的讚頌，讚美操組率先以三首優美的詩歌，呈獻對神的讚頌，讚美操組率先以三首優美的詩歌，呈獻對神的讚頌，未到三時，參加者已魚貫入場，場面非常

事奉人員一大清早已齊集會場，各按各職，為佈道會作最後綵排和預備。事奉人員一大清早已齊集會場，各按各職，為佈道會作最後綵排和預備。事奉人員一大清早已齊集會場，各按各職，為佈道會作最後綵排和預備。事奉人員一大清早已齊集會場，各按各職，為佈道會作最後綵排和預備。事奉人員一大清早已齊集會場，各按各職，為佈道會作最後綵排和預備。事奉人員一大清早已齊集會場，各按各職，為佈道會作最後綵排和預備。事奉人員一大清早已齊集會場，各按各職，為佈道會作最後綵排和預備。事奉人員一大清早已齊集會場，各按各職，為佈道會作最後綵排和預備。事奉人員一大清早已齊集會場，各按各職，為佈道會作最後綵排和預備。事奉人員一大清早已齊集會場，各按各職，為佈道會作最後綵排和預備。事奉人員一大清早已齊集會場，各按各職，為佈道會作最後綵排和預備。事奉人員一大清早已齊集會場，各按各職，為佈道會作最後綵排和預備。事奉人員一大清早已齊集會場，各按各職，為佈道會作最後綵排和預備。事奉人員一大清早已齊集會場，各按各職，為佈道會作最後綵排和預備。事奉人員一大清早已齊集會場，各按各職，為佈道會作最後綵排和預備。事奉人員一大清早已齊集會場，各按各職，為佈道會作最後綵排和預備。事奉人員一大清早已齊集會場，各按各職，為佈道會作最後綵排和預備。事奉人員一大清早已齊集會場，各按各職，為佈道會作最後綵排和預備。事奉人員一大清早已齊集會場，各按各職，為佈道會作最後綵排和預備。事奉人員一大清早已齊集會場，各按各職，為佈道會作最後綵排和預備。事奉人員一大清早已齊集會場，各按各職，為佈道會作最後綵排和預備。

陪談員分秒必爭，向決志歸主的長者闡明福音，以堅固他們的信心。陪談員分秒必爭，向決志歸主的長者闡明福音，以堅固他們的信心。陪談員分秒必爭，向決志歸主的長者闡明福音，以堅固他們的信心。陪談員分秒必爭，向決志歸主的長者闡明福音，以堅固他們的信心。

福音粵曲組全體組員，以鴻亮悅耳的聲音， 吳振智牧師鼓勵每一位在場朋友，人需要認罪悔改，吳振智牧師鼓勵每一位在場朋友，人需要認罪悔改， 風信子導師和謝五麗導師歌藝精湛，以一吳振智牧師鼓勵每一位在場朋友，人需要認罪悔改，

疫情無阻福音粵曲組多月來的練習，組員陸續登場，以不同的組合，述說神恩無限。疫情無阻福音粵曲組多月來的練習，組員陸續登場，以不同的組合，述說神恩無限。疫情無阻福音粵曲組多月來的練習，組員陸續登場，以不同的組合，述說神恩無限。疫情無阻福音粵曲組多月來的練習，組員陸續登場，以不同的組合，述說神恩無限。疫情無阻福音粵曲組多月來的練習，組員陸續登場，以不同的組合，述說神恩無限。疫情無阻福音粵曲組多月來的練習，組員陸續登場，以不同的組合，述說神恩無限。



走進應許地

母親節和父親節，我們送出一批鮮艷奪目

的花束給參與播放福音短片的院舍，我們透過短

片信息，鼓勵老友記重歸父神的懷抱。端午節期

間，手工藝小組做了三千八百多隻精緻的金句糭

子送給長者，收到的公公、婆婆都開心不已。

第十五屆《金色年華福音粵曲佈道會》於八月十三日已

順利舉行。今年我們首次以實體聚會形式及網上同步直播進

行。實體聚會有15位長者填寫了決志表，當中有決志信主、回轉及初信的

老友記。我們已將佈道會內容製成視頻，如當日未能參加的朋友，歡迎隨

時透過Youtube頻道，搜尋「第十五屆金色年華福音粵曲佈道會」，或進

入本會網頁便可收看。視頻結尾，亦附有陪談資料，鼓勵你將主耶穌的大

愛與年邁的長者分享。

我們將於十月舉辦一連四堂的網上護老課程 – 「談生說死 – 從自己

開始」，以Zoom會議形式進行。歡迎年屆退休之信徒、教牧同工、長者牧

區事奉人員及有志服事長者的弟兄姊妹報名參加，詳情見背頁資料。

一年一度的聖誕節將快來臨，今年我們會繼續為護老院長者送上

「愛心禮物包」，並連同製作好的福音短片帶進院舍，向他們分享主耶

穌降生拯救世人的大喜信息。雖然疫情持續，小小的禮物包卻代表著天

父所賜的平安及無比的大愛，我們期待再次看見久居院舍、被隔離、孤

單及沉寂的老人家能重拾昔日歡樂的面容。

故此，今年我們預計送出20,000份禮物包，以每份$9.5計，這項

聖工需要經費約19萬元。我們謹呼籲各位兄姊，以禱告和金錢奉獻支

持，讓我們再次能帶著您的祝福，向年邁無依的長者送暖。

感謝神！「一院一平板計劃」(以下簡稱「計劃」) 由今

年年初開始籌備，直至七月「計劃」終於可以正式推出；我

們合共購買了72部平板電腦，以一間院舍50人為單位送出一

部，當中有50間院舍受惠。為配合「計劃」之使用，我們將

原用已久的網頁重新更新，並加入新元素，內容包括：每月恆

常製作的院舍福音活動短片、為長者而設的信息分享及透過聲

音檔聽取觸動心靈的經文；老友記可透過平板電腦，在開機首

頁簡單按幾個掣式，便可以隨時瀏覽。我們希望透過多元化的

形式，讓未信的長者相信耶穌是唯一的拯救、有神話語的栽

培，同時鼓勵已信的長者，堅定靠主。

「計劃」能夠順利進行，實端乃弟兄姊妹的愛心奉獻，

截至7月31日，我們合共收到21萬3千多元，扣除了所需開

支，盈餘會繼續投放在本「計劃」中，並會陸續開拓更多願意

參與「計劃」的新院舍，將神的愛持續帶進護老院，讓更多老

人家得聞福音。 



—  從自己開始
談生

—說死
家中長者身體突然轉差，家人究竟可以申請什麼安老服務解決照顧長者的需要呢？

家中的長者走到人生的最後階段，如何讓自己和長者談生說死，做好生前身後的預備呢？ 

牧者會如何提醒及牧養這些有需要家庭呢？

介紹現時香港安老服務如何回應長者的身心靈需要

護老者如何預備自己面對長者的生死問題

如何與長者一起談生說死，共同討論生前死後的安排

如何透過生死教育的角度，牧養相關的護老者家庭

日期： 2021年10月8、15、22及29日 (逢星期五，共四堂)

時間： 晚上7時30分至9時30分

講員： 吳子樑傳道 – 基督教耆福會總幹事、註冊社工

 麥卓賢傳道 – 基督教會活石堂石梨堂堂主任 
 (曾任禧福協會天國耆兵統籌）

形式： 網上Zoom會議 (請預先下載Zoom應用程式，連結將於
課程前兩天透過電郵發送給參加者)。

對象： 護老者、年屆退休或已退休之信徒、教牧同工、長者
牧區事奉人員、機構同工或有志長者服事的信徒。

費用： HK$220/位

優惠： 教牧、機構同工或神學生、在9月17日或前報名、
曾報讀本會課程者、3人集體報名、55歲或以上，
均可享有9折優惠。

報名表格可於本機構網頁下載：

www.gospelfa.org 或透過 QR Code、Whatsapp、

電郵索取連結，填寫電子表格。

電話：2392 0925 Whatsapp：5531 2390

傳真：2720 9121 電郵：info.elderly@gospelfa.org

網上報名

查詢及報名：

基督教耆福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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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銳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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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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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pelf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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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pelf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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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5月至7月份財政報告
項目 收入（HK$） 支出（HK$）

奉獻 $158,752.50

慈惠 $730.00 $350.00

產品 $684.86

一院一平板計劃 $213,501.00 $123,699.30

同工薪津及車馬費 $425,357.10

租金及差餉 $57,000.00

通訊、單張、簡介及郵費 $6,952.70

水電、電話及傳真 $6,892.00

院舍視頻活動 $5,959.00

網頁更新 $16,400.00

文具印刷及雜項 $15,174.20

總數 $373,668.36 $657,784.30

本期盈餘/虧蝕 ($284,115.94)

以上數字未經審核，只供參考。

本會網頁

為長者得救確據把脈！

代禱事項
1. 請為《金色年華福音粵曲佈道會》初信的長者代禱，求主保守他
們靈命長進，堅定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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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鳴謝
衷心多謝一盒口罩公司免費送出480盒口罩給本會，作為送贈護
老院長者之用。

網上報名

查詢及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