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您參與全城愛心關懷行動訓練課程（18-3-2022）

第三課：《如何以電話關心長者》

主講：教關網絡顧問ICA (國際神召會)施國榮先生Nigel



1. 登入zoom名稱，請改為：「中文全名 + 教會/單位全名」

2. 請保持您的zoom「靜音」。

如要發言，請使用ZOOM「舉手」功能，由同工跟進。

3. 問答環節：請各位於聊天室提供姓名及教會/單位名稱，然後寫下問題。

4. 教關將會錄影以便記錄，參加者請勿自行錄音及錄影。

5. 如需技術支援，請在聊天室聯絡教關同工。

注意事項



更改ZOOM名稱方法



歡迎各位

教關同工
Katy



1. 透過電話關懷三個身邊的基層人士

（例如你的親友、教會接觸的基層人士

或者家留下的保安員、清潔工友）

2. 了解他們的需要，並以實際行動回應

貧乏人分享之需要

3. 為他們代禱



課程流程

◆嘉賓分享今日主題

◆ Q&A問題環節

◆總結及行動回應

◆大合照



你就是你社區中的資源！



主講

教關網絡顧問ICA (國際神召會)

施國榮先生Nigel 

《如何以電話關心長者》













為什麽選擇長者？

• 他們因疫情長時間被困在家中

• 他們被身體上的痛症困擾，而且因身體上機能退化，只會情況每
況愈下

• 因為他門和家人的關係，退休前的生活很艱苦，所以常常帶著許

多遺憾

• 很多活在恐懼中的生活

• 他們很寂寞

• 他們對社會已作出很多貢獻，值得回饋他們

• 因疫情卻限制了他們的活動



他們需要

• Physical

• Emotion

al

• Spiritual

物質方面

情緒方面

屬靈方面

OUR ULTIMATE AIMS 我們最終的
目標

• To  bring the Good News 將救恩好消息傳給他們



TOOLS 工
具
• 我們必須是一個禱告團隊

• 我們以謙卑的心去服侍

• 我們常常有藉口不去為神工作，但神會卻會供應我們的所需

• 我們以耶穌的名去關懷他們，耶穌會看顧我們

• 降服於耶穌的大能之下

• Do not forcefully preach. They see it in your action before 
they can  see it in the Words. 不要硬銷福音，他們是先睇
到你所作的，然後才能見到神的話



FAITH 信
心

• God asks us to do little things but with a massive heart. 神請

我們為祂做小事，但要我們全心全意去做

• You are blessed so you can bless others. 我們先被神祝福，所

以今日我們能夠去祝福別人

•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今天還要等甚麼



一些重要技巧

• 義工真心聆聽

• 要有共鳴, 例如: {我明白你心情嘅; 我明白你嘅睇法.}

• 要正面回應回應不是給意見

• 平時有冇落街做吓運動啊？有冇同朋友去附近飲茶啊？

• 有冇人經常嚟探你或者打電話俾你啊？

• 有乜生活習慣啊?

• 一些讚賞語句, 例如: {其實我覺得你好叻; 其實我覺得你真係好

睇得開; 啊其實你比好多人已經更加快樂.}



一個實際的通話
打電話的目的：

1) show care and have listening ears – they are bored and lonely

展示我們對他們的關懷及願意聆聽的耳，因為他們很訥悶及寂寞

2) thru asking questions establishing their urgent needs – let us know 

about them

透過通話中的問題去找出他們現在最需要甚麼，讓我們更了解他們

3) specifically ask if they understand current hot topics such as what to do if next 

door isinfected or how to use the testing kit

特別去找出他們是否明白現時最新的資訊，例如：假若他們的鄰居確診或如何使用快

速測試套裝

4) Please inform your church/ministry if there’s any follow up 

work

假若有需要有跟進的工作，請聯絡你的教會



例如
• 你好，我係神召會/教會關懷義工的 姑娘：

• 你好嗎?

• 天氣咁凍，你有足夠被或衫嗎?

• 天氣咁凍，你有出去買餸嗎? 食飯有沒有問題？

•2月24號要最少打1針才可進入餐廳，酒樓，街市，超市，商場，髮型屋，你

知道嗎? 你有智能手機嗎? 識用嗎？

• * 若未打針 – 點解你未打針? 是否有咩原因？

• **若已打針 – 你的針紙加入安心出行未?

• 你住的地方有無人確診? 你有需要強制檢測嗎?

• 聖經詩篇話: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神會保護你，無論你在哪裡，
你覺得點呢?

• 長者分享後，多謝願意同我講，不如我地一齊祈禱，天父…………









教關「疫情資訊分享專區」



撰寫100字見證

分享關懷基層的得著及經歷

行動回應 (一)





繼續分享

「全城愛心關懷行動」

行動回應 (二)



支援及回應教會需要

A)派發物資

B)電話關心基層人士

行動回應 (三)



登記成為教關大使

義工範疇：疫境關顧
(例如：電話關懷、物資運送)
或致電與教關同工跟進
Tel: 3689 9810
Whatsapp / Signal：6760 3224



呼召行動 (四)

為教關「一杯涼水」

失業緊急援助基金

A)獻上代禱

B)奉獻支持
https://www.hkcnp.org.hk/your_response/offering/



一杯涼水奉獻QR code

「一杯涼水」

失業緊急援助基金

教會數目:116

成功批核人數:351



基督徒律師團契
「飯券籌款」



全城愛心關懷行動
及訓練課程消息



日期：3月24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7:30-9:30

形式：Zoom 會議

分享：
• 教關牧者網絡顧問-陳淑娟牧師
• 多間推展社區服事堂會牧者長執
內容：
疫下實踐信仰的機遇 從大、中、小規模堂會的牧者及長執分享
1. 不同模式的基層服侍
2. 牧者長執如何配搭及推動服侍社區
3. 建立社區服侍過程中遇上的障礙及如何跨過的經驗分享
如何連結地區資源服侍社區

報名連結



教關第三屆
社區大使服侍體驗計劃 - 進深班

報名連結

計劃目的
• 提供有系統及全面的社區服侍訓練
• 過程中學習社區服侍的理念及技巧
• 從中發掘上帝給予的異象，把所領受的帶回
堂會，帶領堂會弟兄姊妹一同服侍社區，裝
備工人

訓練完結後預期成效
1.在所屬的教會加以實踐
2.成為體驗計劃中的恆常義工
3.於其他社區加以實踐



下週課程

U-Fire總幹事胡裕勇先生

《如何以電話關心基層青年》

會議 ID：564 287 6023

會議密碼：HKCNP2022

3月25日

8:00 – 9:00pm



大合照



結束祈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