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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d Matter

長者福音長者福音尾班車尾班車

　　惟有主站在我旁邊，加給我力量，福音被我盡

都傳明，叫外邦人(包括長者)都聽見。(提後4:17)

　　長者持守固有傳統中國民間信仰數十載，堅固的

偶像信仰營壘固若金湯，要領已經年紀老邁的長者歸

主確實常遇到一定困難，束手無策，談何容易！

　　蒙主眷佑，牧會39年榮休後，三年多前蒙邀任

醫院院牧，從會牧轉為院牧，發覺醫院內除牧養關

懷病者心靈需要外，亦甚多良機分享福音，病床可

以是「福音平台」，不時結出福音果子獻呈給主。

　　醫院病友長者為數不少，很自然領了不少長者

蒙恩搭上福音尾班車。其中一次令我印象深刻的，

是領了一位百歲元朗圍村病危長者決志歸主。

　　長者已昏迷不醒，彌留狀態，持守百年圍村傳

統信仰，尚未蒙恩得救，當日女婿致電院牧部緊急

召喚院牧火速抵床邊，在最後關頭盡最後努力。到

步後見女婿夫婦神情焦慮，告知伯伯三日前入院，

後因內臟衰竭昏迷。昨天起給他聽了錄音聖經，便

稍為甦醒，間中費力張眼，唯未能說話。

　　見狀如此便立即嘗試在他耳邊分享簡單福音，

並誠邀伯伯打開心門決志祈禱接受主耶穌，他竟然

點點頭同意了，於是在心中一句句跟著祈禱決志

了，且重覆了一次，以保確實持定永生確據。其後

數次問他有否跟著決志祈禱接受主耶穌，昏昏迷迷

中都點著頭示意有。

陳漢忠牧師 (本會董事)

　　後來女婿打鐵趁熱問外父願否受洗，他竟然都

點著頭答允了。於是本人再追問老人家是否肯定，

伯伯半昏迷中都再次點頭確定了。於是在女兒和女

婿見證下為伯伯施洗了。

　　伯伯有六名兒女(當然兒孫滿堂)，女婿與太太表

示會向其他兒女表明今天伯伯已信主得享永生，及

已受洗事宜。

　　兩天後伯伯便離世，安然被主接返天家。伯伯

老妻原來也年屆95歲了，亡夫安息禮拜時見她放聲

大哭，面上喪夫之痛表露無遺，多次忍不住要走到

靈柩旁凝視亡夫遺體哀傷痛哭，一睹相隔多日未見

亡夫。原來老夫老妻幾十年來恩愛有加，一時痛失

老伴，哀傷之情便難以承受。

　　安息禮拜時本人慰勉時，不斷語重心長分享伯

伯在天之靈仍然深愛在座眾家屬親友，一定期盼將

來都能齊齊整整在天家重逢相聚，故伯伯希望大家

都能像他一樣打開心門決志信主，接受耶穌基督。

　　老妻殷切他日能與亡夫再見，安息禮後，竟然

於主日跟女婿主動來到教會參加崇拜，於是崇拜後

立時也領她祈禱決志信主了。後來更在女婿所屬的

教會受洗，見證神拯救大恩。

　　面對安老院無數長者，且未來人口有增無減，

讓我們必須隨時準備，主動或被動，接觸並領長者

搭上長者福音尾車，長驅直往天堂吧！



　　2019新冠狀病毒肆虐全球至今已經兩年多

了！

　　而香港自2020年1月21日，一名武漢疫區

39歲男旅客經廣深港高鐵到香港，1月23日確診

為首宗外來感染個案。及至2月4日香港出現第一

宗本地受感染個案，演變至今香港已經踏入第五

波疫情！

　　執筆的時候，香港單日感染個案最高已超過

五萬多宗，實在令全港市民震驚！

　　面對Omicron變種病毒快速擴散，我們應如

何自處，提防受感染呢？

　　從個人衛生角度，大家已習慣帶備防疫三寶

就是︰口罩、搓手液、濕紙巾等，減少不必要外

出，而個人健康三寶就是︰多吸收維生素C、維

生素D及花青素(茄子、紫薯、蝶豆花等紫色食物

中都含有花青素)。

　　除了從個人衛生及健康角度來防禦病毒之

外，聖經如何看瘟疫呢？

　　在新舊約聖經中「瘟疫」一詞出現72次‧瘟

疫的原文有死亡的意思。因為人犯罪的結果變來

屬靈的死亡，就不能再與那是靈的神有交通，這

就是亞當與夏娃被逐出伊甸園，遠離神的結果。

　　而瘟疫出現的意義至少給我們認識到神藉著

瘟疫警告世人要悔改，讓信的人更渴慕主的再

來，同時神透過瘟疫審判不信的世代！

　　面對疫情不斷擴散，人心惶惶！我們信主的

人應如何面對當下的處境呢？

　　詩篇91篇14-16節這樣說︰「因為他專心愛
我，我要搭救他；因為他認識我的名，我要把他
安置在高處。他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他；他在急
難中，我與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貴。我
要使他享足長壽，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

　　這裡提醒我們只要我們專心愛祂，認識祂的

名，祂就應允與我們同在，搭救我們！

　　在羅馬書8章37-39這樣說︰「然而，靠著
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我們已經得勝有
餘了。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活，是天使，
是掌權的，是有權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
事，是高處的，是深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
不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
督耶穌裏的。」

　　保羅同樣提醒我們無論什麼景況都不能使我

們與神的愛隔絕。所以無論疫情如何嚴峻，我們

都要確信主的應許從來不會落空，求主賜我們更

大的信心渡過每一天，不氣餒，不喪志！

　　今天香港人須要互相扶持共渡疫關！我們除

了要保守自己的心，好讓自己站立得穩外，同時

我們眼見無論是幼兒、還是長者都受感染，人都

活在恐慌之下，他們如何才得平安呢？我們相信

只有一個答案，就是在主內尋找平安！因為我們

的神是一位賜平安的神！但我們身邊還有很多未

主的人，他們每天都活在擔憂之中，願我們記起

一句話︰「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熟
了，可以收割了。」(約翰福音4:35)

　　疫情已經成為新常態，但傳福音卻遇上新的

機遇，願我們同心合意興旺福音，無論在遠處、

在近處總要叫更多人歸主。阿們！

　　對稿之時得悉一名79歲婆婆在葵盛東邨附近

的公廁內上吊而死，據知她與家人經快速測試確

診，不排除她染疫後心情備受困擾而產生自殺念

頭…我們都感到很惋惜！

　　我們想念在疫情下院舍面對資源及人手嚴重

不足，院友孤獨無依，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為回應長者的心靈需要及福音需要，我們將

製作抗疫系列︰抗疫心靈雞湯及福音好消息，並

邀請不同專業人士及牧者分享！

疫 情 新 常 態 　 福 音 新 機 遇
吳子樑傳道 (本會總幹事)



全全是是恩典恩典

　　一年一度的聖誕愛心禮

物包之派發行動已於12月

16日舉行，當天過程一切

順利，團隊當日共前往170

多間院舍派發超過17,000

份禮物！老友記收到愛心禮

物後無不笑逐顏開！

　　一班熱愛製作小手工的

義工，聽取導師的指導下，

學習如何製作小天使，連同

早前製作好的新年福袋，送

贈給院舍的老友記！義工能

夠學以致用，又能祝福老友

記是他們的動力的來源！

　　「分分鐘需要你」參與此

活動推出後我們近期收到來自

竹園區神召會竹園堂兒童教會

錄製之短片及尖沙咀浸信會瑪

利亞馬大團契錄影的訊息！我

們將善用各位的愛心將有關片

段剪輯放在長者團契活動之中！如對上述活動有任何查

詢，歡迎致電2365 8454與本會聯絡。

　　11-12月期間，由於疫情稍為緩

和，部份院舍願意開放，透過zoom 

meeting 讓我們即時與院友見面，雖

然我們只是在螢光幕前與老友記分

享，但從他們的反應及投入，令一

班前線探訪團隊成員都感到非常鼓

舞！

　　此外，我們繼續鼓勵院舍，透

過平板電腦、網上YouTube播放本

會製作的長者福音團契活動片段，

不但為長者帶來更多生活樂趣同樣

讓他們認識福音！

　　很感恩！我們得到樂韻

佳蹤的義工和本會兩位義務

粵曲導師何柏岐先生及黎靜

嫻女士，為本會錄製多首福

音粵曲，稍後我們將有關歌

曲剪輯在長者福音團契活動

片段中，大家萬勿錯過！



特別消息
原先於3月14日(星期一)舉行之32周年「有您同行」
感恩會因疫情關係被迫取消！日後有進一步消息，

再另行公佈！

生死教育的第一步，先要好好照顧自己，並從四「道」— 道謝、道歉、生死教育的第一步，先要好好照顧自己，並從四「道」— 道謝、道歉、
道愛、道別，將一場原本憂傷的告別儀式，化作成充滿盼望的道別，道愛、道別，將一場原本憂傷的告別儀式，化作成充滿盼望的道別，
讓亡者善終，生者善別！讓亡者善終，生者善別！

——   從從四道四道開始開始
照顧照顧
自己自己

1.	 探討什麼是死亡並從中認識自己﹔1.	 探討什麼是死亡並從中認識自己﹔

2.	 透過個案討論、互動遊戲、認識何謂「四道」，並覺察自己所2.	 透過個案討論、互動遊戲、認識何謂「四道」，並覺察自己所
面對的困難及障礙，從而與在世的親友，改善關係。面對的困難及障礙，從而與在世的親友，改善關係。

日　　期： 2022年4月1、8、22及29日 (逢星期五，共四堂)

時　　間： 晚上7時30分至9時

形　　式： 由於疫情嚴重，故改為網上zoom會議進行(敬希垂注)

對　　象： 護老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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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7日或前報名，曾報讀本會課程者，
3人集體報名，均可享有9折優惠。

    

講員：吳子樑傳道

 基督教耆福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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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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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5 7 - 1 - 0 1 2 5 7 3 】， 並 將 存 根 傳 真 至

2720 9121/電郵至in fo@gospe l f a.o r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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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a.o r g下載授權書。亦可致電2365 8454或電郵至

info@gospelfa.org 索取。

4.	Payme
 透過本會新開設Payme賬戶，
 直接轉賬。詳情與本會查詢。

查詢電話：2365 8454　傳真：2720 9121　手提 (Whatsapp)：5531 23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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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至2022年1月份財政報告
項目 收入（HK$） 支出（HK$）

奉獻 $222,339.50

慈惠 $20,420.00 $500.00

愛心禮物包 $225,330.00 $99,072.00

同工薪津及車馬費 $543,724.90

租金及差餉 $57,000.00

通訊、單張、簡介及郵費 $7,516.20

水電、電話及傳真 $5,947.50

勞保 $16,497.00

院舍視頻活動 $6,593.60

文具印刷及雜項 $9,543.30

總數 $468,089.50 $746,394.50

本期盈餘/虧蝕 ($278,305.00)

以上數字未經審核，只供參考。

本會網頁

長者福音長者福音尾班車尾班車

代禱事項
1. 請為香港疫情不斷擴散禱告，特別為醫務人員，兒童及長者群組

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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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疫情盡快受控制。

2. 請為四月舉行之護老者講座—「照顧自己—從四道開始」代
禱，求主使用，讓參加者得幫助。

3. 請為本會財務狀況代禱，求主預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