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甚麽一回事?



景象的解讀:

是甚麽一回事?



同一景象

不同回應



是甚麽一回事?



是甚麽一回事?



是甚麽一回事?金齡時機!



同一景象

不同回應





我不是以為自己 已經得著了, 腓 3:13-14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 

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的, 向著標竿直跑,

要得 神 在基督耶穌裡 從上面召我 來得的 獎賞.

凡你們腳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著我所應許摩西的
話賜給你們了。 書 1:3

凡你們腳掌所踏之地都必歸你們, 從曠野和黎巴
嫩, 並伯拉大河, 直到西海, 都要做你們的境界.

申 11:24

教會是[他的身體], 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弗 1:23



那時, 猶大人來到吉甲見約書亞, 有基尼洗族耶孚尼
的兒子迦勒對約書亞說: … 耶和華的僕人摩西從加
低斯巴尼亞打發我窺探這地, 那時我正四十歲, 我按
著心意回報他. 然而同我上去的眾弟兄使百姓的心
消化, 但我專心跟從耶和華我的神.

當日摩西起誓說: 你腳所踏之地定要歸你和你的子孫
永遠為業, 因為你專心跟從耶和華我的神. 自從耶和
華對摩西說這話的時候, 耶和華照他所應許的, 使我
存活這四十五年, 其間以色列人在曠野行走. 看哪, 現
今我八十五歲了, 我還是強壯, 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
天一樣.  無論是爭戰是出入, 我的力量那時如何, 現
在還是如何. 求你將耶和華那日應許我的這山地給
我. …

書 14:6-12



長城上的對話



• 時間

• 經濟

• 健康與精力
金齡一族 !



空巢


退休


行動不便



• 滿有 人生經驗

• 有充裕的 時間

• 經濟 不再有重擔

• 健康與精力 尚充沛

階段 狀態心態信心操練



[壹]  二十一世紀的 景象

[貮]  金齡事工的 範疇

[叁]  金齡事工的 挑戰



[壹]

二十一世紀的

景象



1.  生命階段的延長
2.  再精細劃分:

- 金齡 / 松年 (Young-Old)

- 栢年 (Old-Old)

[壹] 二十一世紀的景象

金齡





金齡/松年
Young-Old

栢年
Old-Old



栢年
Old-Old

金齡/松年
Young-Old



1.   生命階段的延長
2.   再精細劃分事工

- 金齡 / 松年 (Young-Old)
- 栢年 (Old-Old)

3.   人口數目突增

[壹] 二十一世紀的景象

金齡



人口浪潮



1946-1961 (67)







時機 ?



this population is     huge

the opportunity  immense

the impact enormous





[壹]  二十一世紀的 景象

[貮]  金齡事工的 範疇

[叁]  金齡事工的 挑戰



[貮]

金齡事工的

範 疇



(a) 人生階段

兩方面的著重

度身訂造 度得貼身

未雨綢繆 策劃周詳

(b) 捕捉時機 (弗5:16)



• 由 [成功] 到 [意義], 留下芳澤

• 餘願未嘗 (The ‘BOBO’ effect)

[a] 燦爛豐盛,再創高峰

• 重定人生 目標

兩人生階段的著重



[b] 平穩過渡
進入栢年 (Old-Old)

• 透過 事奉, 預備心態

• 墾拓事奉, 鋪妥道路



1)興趣 2)需要

3)角色 4)貢獻
其他

多方面的體現



1)興趣

燦爛豐盛 再創高峰

從來未輕鬆過. 現在是時候



• 嚐試, 淺嚐

• 齊學習, 同探討

• 與朋輩 共習共享

• 進深進昇

• 學習教導, 實習教導

• 低調, 半架構

• 高調, 組織策略, 招攬推動

a)  為興趣 去學習
作教導 得滿足



b)  幻彩繽紛 各適其適
進而作 文化大使

- 琴棋書畫,攝影,電影
- 語言,文學
- 旅游勝景
- 運動功夫
- 手藝,園藝,廚藝,… 



沒有人能:  孤芳自賞, 與世隔絕
年長的:      越來越重要, 

不但是 同世代
也是 誇世代

c)  建構延展: 
關係, 共同体, 團契



d)  交友交心 乘機福音



1.1

與趣組合
安排: 重彈性
目標: 重參與

內容:  百花齊放, 各適其適
形式:  逐次 / 短期 / 定期
程度:  隨意 / 分級
其餘: 課程, 行政組織, 等





1.2

金齡大學
松年大學

第三齡大學
長青學院
長者學苑







• S3A  金齡/長青神學院
金齡神學院

• 長青短宣, 中宣

1.3

延伸



 你的興趣是什麼?

 盼望怎樣培養?

若然 本着自己的興趣 去嚐試

開班,什麼是首選?

啟發思想



直覺上 的需要
深層裏 的需要

2)需要

燦爛豐盛 再創高峰



有些什麽需要?

• 衣食住行
• 經濟財務
• 健康保養
• 康樂,娛樂
• 大開眼界

• 人倫關係
夫妻關係

• 餘願未嘗
• 憂心牽掛
• 生命滿足

有什麽可做?



- 探討求問 進深研究
- 嘗試學習 實習操練

2.1

組織 提供 互惠

講座 工作坊

 援手輔導 開解



尤其着意 統計邊緣者

- 聯手安排 推動組織



尤其着意 統計邊緣者
他們的切實需要:

經濟, 關係, 情緒, 等

悉心並創意地援手
先前《關係》最為緊要

- 聯手安排 推動組織



還有什麽需要?

• 衣食住行
• 經濟財務
• 健康保養
• 康樂,娛樂
• 大開眼界

• 人倫關係
夫妻關係

• 餘願未嘗
• 憂心牽掛
• 生命滿足

Maslow’s

Triangle

of

Needs



自我實現



靈命培育



2.2

哀樂 金齡

• 反思, 回顧一生 (Life Review)

•靈命操練, 度身門訓

 生與死 的 神學及操練
(Theology of Life & Death)

 工作與價值 的 神學及操練
(Theology of Work & Worth)



 你的需要是什麼?

 教會可以怎樣提供?

 你可以為他人提供什麼?

啟發思想



角色崗位的轉變
帶來

新的適應,挑戰, 需要

3)角色

燦爛豐盛 再創高峰



• Grand parenting
• Village elder
• Mentor, coach, or cheer-leader

o Spouse
o Sibling
o Friend, Soul-friend
o Companion (through tough times)



3.1

幼吾幼

弄孫樂



裝備做 最佳祖父母

 角色會因年齡* 而異
仍作 成功的父母

 成功關鍵 在乎與兒女配合
(切記: 孩子是他們的)



• 替工/替代 (看管, 車出車入)

• 特工 (節目, 旅游, project)

• 祖父母
– 與上一代有交往, 有關係
– 尋根, 植根, 家族與人生故事
– ‘spoiling’

協助作《門訓》



果 効:

• 積極進取 裝備

• 聯結成 有同一關注的團契

互相支持, 鼓勵

• 為小孩 開啟團體/團契 生活

• 其他



3.2

以及人之幼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成為『家』中寶
(虛心反省學習, 多聆聽順服神)



3.3

導師, 教練, 啦啦隊

• 定點定期…隨時隨地
• 因材施教, 也按關係, 情况,等

• 切勿做《老虎媽》



3.4

老吾老

• 朋輩經驗 (成與敗) 交流, 集體積累
• 組織: 行動 與 政策

o 設施 之 可及性
o 人力資源 之 可及性
o 政策 及 立法立例

• 事工協調與支援



不再看成功與成就
乃看 成全與意義

4)貢獻

燦爛豐盛 再創高峰



夕陽

無限好

只是

近黃昏





The story 

follows two 

terminally ill 

men on a road 

trip with a wish 

list of things to 

do before they 

"kick the 

bucket."

http://en.wikipedia.org/wiki/Image:Bucket_list_poster.jpg
http://en.wikipedia.org/wiki/Image:Bucket_list_poster.jpg


老牛自知夕陽晚

無需揚鞭自奮蹄



4.1

敞路 與 分享

• 分享人生經驗,

作人生 與 事奉的導師

• ‘Generativity’ 的延伸



 崗位 (工作/事奉)

 人生階段

 靈 命



4.2

開路 與 提拔

• 積極培育 Buster 一代,

接力, 接棒, 接班

• ‘Generativity’ 的延伸





4.3

友誼 佈道

參與活動 積極結交 邀請引薦

由[交談] 到講論人生
至分享基督



新編四律

• 入手, 開口話題

• 統計 與 根據

時機!

• 製造時機, 塲合



4.4

創意宣敎

• 傳統長宣 仍是 [中堅]

• 開墾 多種多元 配角式 宣教士

• 關鍵: 配搭與隊工





4.5

以及人之幼

Joint Day Care



4.6

靈命生活
(Spirituality)

- Worship-in-Life 
- ‘Users’ in-put to ‘professionals’



如何《活》

形式: 導引, 實習操練, 同行打氣

輔導, 屬靈指引 (spiritual direction)

內容: [內] 喪殞, 哀悼, 孤單,等

[外] 痛楚, 功能弱減,等



不再看成功與成就
乃看 成全與意義

4)貢獻

燦爛豐盛 再創高峰平穩過渡 進入栢年

為 處於柏年的 上一代 服務

為 處於松年的 自己一代 鋪路



4.7

以及人之老

• 最大 需要
• 最佳 人選
• 最好 安排 = 雙贏局面

•家人親戚

•教會大家庭

•社區社群

•制度政策

責無旁貸

• 有時間, 有能力

• 會明白, 能體會

• 個別 並兼 制度





松年時 種樹栢年時 乘凉

1) 設身處地 體驗需要
2) 鋪設 發展事工的:

機制, 渠道, 架構

3) 修補現時的 疏漏及缺口

4) 嘗試 創新方法與事工



 Demand society to adjust to their new 
stage:

• Take up the task to build new
institutions, make new arrangements, 
pass new legislations

• Launch organizations, global 
movements, etc.

• Set new trends, standards & 
perspectives

• Explore new ways to ‘fulfillment’



 你的負擔是什麼?

 教會可以怎樣與你同行?

啟發思想



其他



你覺得教會的「金齡事工」可在

甚麼領域中更多發展呢？

你是否願意參與開展新的「金齡
事工」呢？

你認為教會可以在甚麼地方協助
與裝備你把這「人生的下半場」
活得更精采？

啟發思想



[壹]  二十一世紀的 景象

[貮]  金齡事工的 範疇

[叁]  金齡事工的 挑戰



[叁]

金齡事工的

挑戰



生活
優質
運動

(叁) 金齡事工的挑戰

落實
優化

普及化



前車之鑑



時機



時機



學生運動



香港學生工作 開始 =

1) 計錯數？

未雨綢繆 !

香港 中,大學生人口 澎漲 = 60年代
香港學生 運動 起飛 = 60年代

50年代



2)  那一個才是上着？

聖靈工作 = 插手

聖靈工作 = 教導

前車之鑑 !



以色列人在吉甲安營. 

正月十四日晚上, 

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節.

逾越節的次日, 

他們就吃了 那地的出產, …

書 5:10-11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並且要做比這更大的事, 

因為我往父那裡去. 約 14:12

耶穌對他說:

你因看見了我才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約 20:29



金齡事工

成為運動







[A] The Bases

5. MINISTRIES ‘BY’ THE PRIME-TIMERS

• to fulfill God’s Plan (Col.1:25)

• to minister as gifted (1P4:10-11)

• to be bold in striving (Josh.14:6-15)

• to be faithful to the end (2Ti.4:6-8)

 Theological



• Mid-life Resolution 
and the ‘BoBo’ effect

 Reaching New Heights

• to fully utilize Life Stage strengths
• recognizing that this is the ‘prime’ 

stage for ministry, as well as the 
last fully active stage (by definition).



[B] Ministry from Strengths
(of Life Stage & Generation Culture)

1. Mentoring (generativity#)
2. Missions
3. Life Long Learning
4. Ministries to Old-Olds
5. Grand-parenting
6. Advocating & hosting m’t’

(including friendship evangelism)

7. Organizing & self-help esp.
on-going ministries - with
Generational-cultural distinctives



What are the categories among
the targets:
• those eager to pitch-in
• those who need smaller steps
• those who may take a taste
• those who need creative prompts
• those who need extensive prompts
• laggers
• others



What are the corresponding
categories of actions:
• open-doors & bridges
• arranging smaller steps
• samplers, appetizers 
• creative prompts
• extensive prompts
• time for exposures
• prayers









“Grow old along with me!

The best is yet to be,

the last of life, for which the first was made:

Our times are in his hand

who saith, 'A whole I planned,

youth shows but half; Trust God: See all, 

nor be afraid!'”

Robert Browning, Rabbi Ben Ezra, 

Line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Rabbi_Ben_Ezra


[貮] 金齡事工的策略

[甲] 方 針

[乙] 定 向

[丙]  範 疇



 燦爛豐盛

[甲] 方 針

 平穩過渡
進入栢年 (Old-Old)



[乙] 定 向

 草根崛起 收發自如
 度身訂造 度得貼身
各展所長 分道揚鑣
 集思廣益 啟發聯手
 並肩前進 照應鼓勵



Where do you draw the line?

• It is a ‘subjective’ feeling

• It is an ‘attitude’
a matter of the heart
a state of mind

[ see Tyndale Link article for a popular presentation ]

Therefore, 

faith





济南老年人大学
http://hz.lndx.edu.cn/jnlndx/
山東老年大学
http://www.sdlndx.com/

http://hz.lndx.edu.cn/jnlndx/
http://www.sdlndx.com/


3.4

老吾老
• Learn fr success & failures of your 

peers

• Organize for action & policy

o Accessibility of facilities

o Accessibility of personnel (diff 

levels, diff context)

o Legislation

• Ministries sup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