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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學習與社會宣教-台北真理堂的年長者關懷事工 

 

陳楚璋 

 

中華福音神學院 

 

前言 

 台灣面對二十一世紀即將來臨，來自面對文化、經濟、國際化的競爭及經濟

的衝擊，國民人力素質提高是重要因素，而終身教育將會是一個出路。根據教育

局在民國 87 年的《邁向學習白皮書》中，政府積極推廣終身教育，期待早一步

帶來國家及個人發展，增加國民競爭力 (教育部，民 87)。然而，台灣踏入 2017

年時，人口老化造成競爭下降，因此若轉型為高齡社會帶來前所未有挑戰。 

 

 事實上，台灣面對高齡社會是無法避免的事實，政府鼓勵生育是一個最合適

的方法。但是，從現今的經濟、文化及觀念跟以往社會都不相同，生育率及少子

化問題越趨嚴重。台灣社會因勞動力不足，面對如此沉重的社會壓力，超出家庭

的負荷。政府自 1993 年開始加強終身學習計劃，期望透過終身學習使國家進步，

讓年長者參與教育或藉社會服務來貢獻社會，藉社區活動及溝通來進行定期學習，

讓個人生活得以成長，以及增加能力。所以，終身學習成為現在台灣現況的必要

性。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目的 

由於台灣社會面對高齡社會的壓力，周恬弘(民 104)指出快速高齡化對台灣社

會至少會造成兩個非常深遠的挑戰和衝擊，一個是失能與失智年長者照顧的需求將大幅

增加，另一個是勞動力不足所帶來的困境。截止民國 105 年 7 月台北市年長者人口

達 41 萬佔全市人口 15.19%(內政部，民 105)。 而根據衛福部 104 年 12 月人口調

查，65 歲或以上失智人口佔全國人口 1.12%，人口達 25 萬。高齡社會帶來國家人

力資源及競爭力下降，若不加快步伐面對，年復年的社會人口結構將會帶來嚴重影響。 

 

到底教會是如何回應？社會宣教與終身學習的相互關係又是甚麼？本次研

究目的是教會在政府所推動終身學習所扮演的角色，他們是如何以社會宣教作為

媒介，協助台灣舒緩高齡社會的危機，又能參與終身學習的運動當中？社會宣教

重點是在社區中建立據點，藉建構社區網絡來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林秀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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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93)當社群組織建構是使知識產生和學習的所在場地，知識發生於社會和人

之間的互動，同是 2004 年終身學習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之一。教會的社會宣

教推動社區服侍，一是接觸及協助有需要的長者，又建立他們彼此關係；二是社

區之間推動互動是非正式的學習（蔡秀美，民 93）；三是長者參與志工計劃在服

侍別人中成長。可見，學習不一定是學校教育學習，學習也可以藉社區平台，建

立社區平台過程中，人與人之間彼此相助，推動社區的行動學習(非正式教育學

習) (羅寶鳳，民 93)。社區宣教乃是實踐方案，帶來人在生活、知識及活動能力

的終身學習帶來社區的延續性及發展性，帶來社區行動力推動社會發展。 

 

二、研究對象 

信義會台北真理堂的香柏樹關顧長者事工，自 2015 年 5 月底開始。由於面

對高齡化的社會，教會進一步推動年青者發展而轉型為關顧長者事工，期望長者

帶來更多活力及健康，得著回應社區需要的能力，而不是受助者。現時據點分佈

於台北真理堂及新店會堂兩個據點（未來發展第三個據點-台電大樓），一方面回

應社區的需要，另一方面招聚長者參與社區團體。其據點功能讓老化遲緩，又能

提供長者面對社會的行動力。 

 

他們的使命為「聚白金、得能力、圓主夢、祝福人」，對象是 65 歲或以上的

長者。「得能力」部分提供三方面的服侍：一是關懷社區中獨居長者的健康；二

是人際關係課程，不只是同輩溝通，更願意他們在家庭中與下一代作溝通；三是

提供心理輔導，以及讓他們認識基督教信仰。「圓主夢」是幫助他們完成他們一

生想要完成的事情，有信仰的長者則是找到神給予他們的異象，完成神的使命。

最後是「祝福人」把他們所學得到，在教會得到的愛傳出去。期待他們參與志工

回饋社會，參與兒童事工服侍，在家庭中作生活見證。異象是願意長者們在年老

時仍然是有價值，如同香帕樹的葉子長青一樣擁有豐盛的生命，希望透藉不同的

服事及活動，讓他活得健康及有意義，帶來社區的互動性及發展。 

 

 香柏樹關顧長者事工的工作內容是行政組、企劃組、雜務、志工組及據點組。

每週長者參與恆常活動小組包括健康操、課程活動（唱歌，手作，體驗訓練課程

及健康講座）及心靈站（關顧長者心靈及為他們祝福禱告）。企劃組推動半年一

次家庭日，期望服侍長者的家庭，邀請長者家人出席他們預備給家人的派對；提

供郊遊活動，一方面長者得到生活的滿足，另一方面讓他們增廣見聞，建立良好

社交關係。志工組提供招募，訓練長者的服侍能力，又能增加他們學習技巧，協

助長者事工相關活動的需要，彼此學習一起成長。由此可見，其工作不是對內，

而是把教會大門打開對外的宣教工作。藉據點的工作，接觸社區推動宣教，讓人

認識福音；同時讓社區凝聚起來，彼此交流學習溝通，推動社區的行動學習及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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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學習的社群學習模式-高齡社會的狀況 

 過去，學者舒勒與菲爾德提出以社會資本結合人力資本應納入終身學習，並

且就此作出相關研究，其互動模式帶來經濟成就及更大的社會資本(蔡秀美，民

93)。巴勒悌和法克提出社會資本帶來知識資源及認同的資源(蔡秀美，民 93)。證

明社區工作確實帶來社區關係的連結及互動，可以解決高齡社會中老化的問題，

在社會環境、個人健康、家庭團聚及技能學習，建立新的社群人與人之間彼此學

習，社區從非正式學習的途徑發展，推動社區內長遠行動力。 

 

 終身學習包括正式學習及非正式學習。正式學習由正規教育機構提供相關知

識，讓長者獲得專業資格。而非正式學習相對是軟性的學習方式，給予人從人際

關係、服侍經驗及自我發展學習。教會藉社區據點作為社區宣教的方案，一方面

增強對外傳福音的能力，另一方面建立社區網絡增加社區相互關係，帶來社區不

斷發展延續性。針對台灣高齡社會所帶來的問題，據點有效地讓人增加彼此信任，

提升自我學習的能力。社群建構形成知識、文化的場境，藉溝通及實踐的過程提

俱知識學習的體驗，使學習不再是個人化，而是知識本身存在於一個群體(林秀

幸，民 93)。 

 

香柏樹關顧長者事工分析 

 台北真理堂的香柏樹關顧長者事工有別於教育局以教育為本的終身學習，相

反是以建立據點的社區網絡服侍當地的年長者，以健康及關係為主要目的，以長

者興趣為恆常活動，招聚他們參與活動。不只是建立關係，更可以成為志工接受

訓練，付出他們的力量回饋社區，正是推動終身學習帶來社區發展的好例子。 

 

甲、帶來終身學習正向發展 

一、建立據點帶來關係 

 據點是社群關係網，能把人招聚在一起，並且將人與人之間彼此建立相互親

密關係，直接及間接地帶動社區發展。當人的溝通，穩定關係帶來一種新的文化，

特別是基督教的信仰文化，活出相當正向文化。而獨居及個人長者被聚在一起，

提供地域建立新的關係及學習，帶動該社區的行動力不再沉寂，社區關係變得更

緊密，從而得到發展。另一方面，團體的彼此學習，提供自我認識及個人學習的

動力。由於據點的設立，提供一與人相遇的地方，認識福音地方，新的社群藉非

正式學習模式帶來社區的資源不斷發展，知識不斷提高。據點建立的新社群可以

帶來終身學習的目標，同時宗教帶來社區建構中愛及接納的新文化，社區愛的關

顧是互動發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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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齡長者當志工 

 長者不是受助者，而是主動的施予者，鼓勵他們來到參與活動，同樣樂於學

習把愛傳出去。若有專業及熱心的長者，他們可以成為導師及助教，教導同伴一

起來學習。長者志工傻勢是藉參與行政及協助活動，學習課程的技巧、增加彼此

之間的溝通、應變工作的處理及反思。林勤敏(2004)作出高齡志工的研究報告，

大部份長者認為非正式學習方式效果較佳，同時認為志工帶來高度認同感及使命

感。教會藉社會宣教推行活動，讓長者活出生命價值而滿足，因此產生學習的成

功感，促使長者終身學習的渴望。志工從實務中操作，讓人即時作出關係互動，

產生彼此學習依賴關係，藉自己被培訓新技能，來回應社會的需要。豐富長者們

的生活及增加他們的行動力，同時改善社區的老化問題。 

 

三、身體及心靈的課程及活動 

 恆常的社團活動是以運動、興趣學習或講座及心靈安慰，帶給他們豐富生活

及不斷學習成長的機會。運動是事工中不可或缺的項目，參與社群的長者藉此建

立人際關係網絡，增加彼此溝通，增加社區互動性。當中他們彼此分享，推動他

們向前學習目的。長者從中尋回生活的動力，日常運動恢復他們的自信及行動力，

維持他們運動能力來服侍。藉課程學習有興趣建立，也有知識傳遞，藉動手作勞

作來訓練他們認知的能力。長者在課程中增廣見聞，甚至可以發展新的技能服侍

別人，提供他們終身學習的動力，減輕社會高齡帶來負面的影響。而且，香柏樹

關注長者健康，相關健康課程邀請專家分享，讓長者在年老時保持身體健康。長

者增加知識，並且與自己家庭及朋友分享。藉動動手工作坊（畫畫及水餃），完

成的製成品帶來他們的成就感，又來服侍社區有需要人士，正是長者人生的自我

實現滿足。心靈站是關顧參加者的時間，有可能他們面對人生的自我價值低落，

生活中很多擔憂，為人生的終點感到迷茫。而心靈站提供相關輔導，彼此建立深

厚守望關係，藉以彼此鼓勵，提高他們面對人生的生活動力，並且信仰找到人生

惟一的答案。社團活動大大吸引教會以外的人，不但讓他們認識信仰，同時提供

他們的學習能力，建立彼此互助關係回應社區需要。 

 

四、發展高齡師資培訓 

 培訓高齡師資及志工，可以藉此機會與外間的服侍機構分享，也能因為他們

對外的服侍帶來社區的發展。在於長者在學習服侍推動自我成長，生命重新的改

變，回饋社會的需要，因此認識信仰。他們的學習帶來行動力，成為美好的見證。

乃是宣教與終身學習結合的結果，帶來美好的果效。 

 

 



P.5 
 

乙、香帕樹關懷事工的改善地方 

一、有限性 

 現時關懷事工設立兩個據點在於台北真理堂及新店會堂，而他們活動針對是

行動健全的人士，對行動不便的獨居長者來說，不能提供他們相關的活動。現時

活動發展主力於教會內的工作，因為外展服侍的能力有不足，主要是事工發展仍

是發展初段，人力不足及訓練不足難以回應相關工作。有限性在於社會有不少獨

居，生活及身體困難的長者，他們需要親身來到教會所設立據點，遠距離及行動

不便人士來說，以致造成事工有限性，難以回應他們的需要，事工對象限於行動

力的長者，未能推動多元化學習。 

 

二、人才不足 

 現時事工服侍同工及志工人手出現不足情況，理想中的服侍人手是(1:5)的比

例。但是，現實社會中不少年青人及家庭恆常需要工作及上學，服侍長者的主要

針對時間性，以及找對的人擔當角色。所以，當事工要進一步想要發展日間照顧、

關顧探訪工作及養護部份，內部人力不足是相當大的困難，難以把宣教工作擴張。

據點建立相當容易，但由於服侍對象年齡相對年長，難以藉短時間訓練，不斷培

訓新的志工。現時志工主要 40 歲或以上的人士，需要不斷從中招募人才來協助，

志工的學習有待發展。而另一個問題是他們缺乏相關新牧者來牧養長者，現時只

有一位牧師負責此事工。若要全面發展宣教事工，人力資源是相當重要，可以歡

迎外間人士參與，以解決人數不足，需要確保他們有服侍長者的心，以及信仰是

否有衝突。 

 

丙、香帕樹關懷事工的外在機遇 

一、臺北市大安老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 

 臺北市政府於未來動工建成新的老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老人福利科，民

105)，期望民國 107 年服侍失智失能的長者，增加 35 名額。同時，日間照顧中心

提供康樂及文娛活動，以及種植場地，增加年長者的活動空間，這樣可以增加社

區互動促進彼此關係，同時提供長者的學習空間。 

 

 對於台北真理堂是一個機遇爭取承辦老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市政府提供

硬體及地方，教會不用花費預備地方。而活動中心是公眾使用的場合，有助吸引

更多非信徒使用其空間，藉提供相關社區活動（健康、課程活動、講座及心靈輔

導），一方面了解需要服侍他們，另一方面給予他們學習的地方。有助推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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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以此同時把基督教信仰結合在服侍行動，進一步解決社區問題，推動彼此

關係之間的互動。中心讓長者提供聚腳之地及被服侍，解決個人需要，協助他們

進入群體生活，推展出學習的需求，以學習所得回應社會，正是個人學習及社區

發展美好計劃。 

 

 另一方面，政府老人服務中心是交給民間經營，他們提供經費補助金額推行

社區活動，發展社區。所以，教會可以因此有足夠經費，把關顧事工作進一步的

發展，社區對象圈子會擴大，接觸長者相對機會爭多，同時宣教工作多元性，服

侍不同類型的長者。由於經費不足是教會面對的問題，因此若能承辦老人中心，

有助事工的發展。 

 

 另外，日間照顧中心是新的活動項目，讓關懷事工服侍範圍擴大，協助有需

要的家庭，藉此解決失智失能長者帶來社區問題，社區內的家庭因此得到幫助。

推動社區同樣有長者服侍的人，參與、照顧服侍及計劃活動，推行社區學習不斷

成長及延續性的發展(蔡秀美，民 93)。 

 

二、地區內教會的合作計劃 

 未來面對長者關顧事工發展，需要與各地教會進行連接合作。第一，建造更

多據點的平台，互相的合作關係推動，為了讓社區發展及活起來。當社區的增加

溝通交流，同樣解決不少社區問題。第二是資源共享，在人力資源（高齡志工參

與）、關懷長者程度更寬廣及增加多元化課程教學，都是增加社區內學習的機會，

同時把社會宣教進一步擴展出去。建構的社群帶動更多的關係，創造社區內新的

環境及文化，活現出美好的道德及行動力，社區得以延續發展。所以，眾教會的

合作是必要性，推動人與人之間學習空間。 

 

丁、香帕樹關懷事工的挑戰 

一、發展據點與里長的合作 

 事實上長者事工服侍的機構也不少，該里是否接納教會的服侍團隊，另一方

面，該社區里長是否認為提供長者的空間。所以，對外建立據點需要與里長合作

關係，帶來重大的影響性。若里長認為在該區發展不大，有可能不能建立據點而

受限制。或是提供空間不足，接觸人數也許受限制。香帕樹關懷事工的社會宣教

策略以社群據點，若不能有據點，難以讓長者恆常參與活動，不能深入連接來建

立關係。外在環境影響事工進一步發展，惟一可以與里長建立相互關係，了解地

區需要，可以進行探訪工作，藉此找到共同溝通，推動事工來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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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會的經驗不足 

 教會不一定是服侍高齡長者的專家，外間機構的人力資源相對強，以及相關

專業比教會經驗豐富。若要取得老人服務及日間照顧中心的資格，教會過去經驗

較為遜色，情況相對困難。而且，現時教會發展香帕樹關懷事工年日較短，也許

要建立起來，需要五至十年的建造時間。過去，無論政府或非基督教福利機構都

推出相同活動性質，對具有行動力的老人提供服務，教會建立據點宣教，面對不

少外在環境的挑戰。 

 

 但是，教會在關懷事工突顯其重大的優勢，就是心靈站。社區福利中心會提

供相關活動或輔導，但是以社會宣教的帶著是福音。讓面對困難的長者，得以得

到心靈的安慰，找到信仰的力量根源，在生命找到惟一出路。 

 

結語 

 台灣踏入高齡社會的狀況，教會更應該藉此起來回應社會需要，一方面協助

國家舒緩高齡社會帶來的問題，另一方面就是在世界中為主作見證。香帕樹關懷

事工以社會宣教的概念進到社區當中，先了解社區的需要，漸漸讓長者的需要被

滿足，因此他們可以認識信仰。同時，讓長者藉社群的互相學習，推動他們不是

社會的受助者，而是轉化成為社會中的回應者。這是終身學習與社會宣教互相呼

應的最佳例子。然而，教會為有效推動其事工發展，需要與社區建立良好的關係，

可以藉事工的成效，同時可以與里長及相關機構互相關係。若要以社會宣教為策

略，教會需要投入相當的人力及知識共用資源，或是與加強外界長者機構的連接，

接觸大量有需要的長者。藉此鼓勵受幫助長者，同時是一個學習者，成為對外的

見證人。教會需把握社區據點的浪潮，透過關懷事工帶來社區的活力及延續性，

並且把福音種子撒出去，正是 21 世紀教會積極改變及回應對外工作，而不是停

留在過去傳統的牧養及傳福音形式，也能協助政府推行終身學習的計劃中，成為

良好的夥伴提升國家在國際社會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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