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與年長者分享福音？ 

見證分享 

採訪經歷 

個案討論：客家第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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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幫助年長者克服跟隨耶穌的障礙？ 

文化社會障礙 說明 
1傳統宗教 跟隨父母拜拜、祭祖、被神明收做乾兒子、丈夫是道

教徒。。。 

2缺少見證 沒有人跟我傳福音、沒有基督徒朋友、基督教太極端 
基督徒不講理。。。 
 

3工作優先 
 

工作太忙沒有時間信教、喜歡工作，以工作為榮、工
作是他們的身份表徵、工作是他們生命的意義 

4家庭因素 忙於家務與孩子，無暇於宗教、必須服侍家中未信的
長輩、必須對家族的神祖牌負責、配偶對基督教非常
敵視  

5社經地位 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不需要宗教、美好婚姻關係，

家族關係強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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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跟隨耶穌？ 

橋樑 說明 
1退休 無聊 

孤單 
2危機 喪偶 

朋友離世 
罹患疾病 

3家人 孩子、妻子、親友是基督
徒。 

4其它 對華人的算命失望 
道教廟宇的貪污 
被聖靈充滿，經歷神蹟 
喜歡基督教簡單的崇拜  



天主教宣教士的提醒 

佈道是把福音帶給人的過程，這是
按著他們的所在，而不是按著我們
希望他們的所在。 
Evangelization is the process of  

bringing the gospel to people  

where they are, not where you  

would like them to be.  
 Vincent Donovan， 

 Christianity Rediscovered，1978 



反省 

從救恩論的角度： 
跟隨耶穌是一個過程 

從教會論的角度 
教會是一個家 

從老人學的角度 
正面改變是可能的 



與年長者分享福音的建議 

使用口語學習模式 Use Orality 

講故事 

對話 

重複 

心的語言與創意 

營造刻意的群體 Creating Intentional  Community 

主動去愛 

專注聆聽 

道成肉身 



佈道學老師，George Hunter III 

 The gulf between church and unchurched people is 
vast, but if we pay the price to understand them, we 
will usually know what to say and what to do; if they 
know and feel we understand them, by the tens of 
millions they will risk opening their hearts to the 
God who understands them. 

 教會內外之間的鴻溝巨大，但是如果我們付出代價來
了解他們，我們通常會知道該說些什麼和該做什麼。 
如果他們知道並感覺到我們了解他們，成千上萬的人
將願意冒險，向了解他們的上帝敞開他們的心。 

～The Celtic way of evangelism: How Christianity can reach 
the West again, 2000 



哥林多前書9章23 

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
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
的好處。 



與人同得福音的好處 

詞曲：許南盛 · 陈志群    



他是小學老師, 他是語言學博士 
她是家庭主婦, 他是麵包師傅 
他是德士司機, 他是工廠經理 

他們從不疏忽, 與人同得福音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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