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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過自己的弱點勝過自己的弱點

所有的人都有優點、缺點，

知道自己的弱點又能夠勝過的，才是贏得不容易的勝利知道自己的弱點又能夠勝過的，才是贏得不容易的勝利

想一想長輩們可能會有那些弱點，

去面對、過得勝的生活去面對、過得勝的生活

課程目標

1. 知道自己老年性格的弱點到底是什麼

2. 避免掉入老年性格弱點的陷阱裡面

3. 天天操練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4. 更謹慎自己的言語，學習在言語上能夠榮神益人

5. 對於錢財有一個合乎聖經的價值觀

6. 了解自己成長的世代對自己所產生的影響，

跟現今的世代又有什麼不同

老年人可能有什麼樣人格上的弱點？牽涉到人格的定義，

大多數的人格理論學者都同意 人格可以被定義為大多數的人格理論學者都同意：人格可以被定義為

個體自我概念的客觀組成因素 ─
我自己覺得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具有相當的穩定性，經歷時間仍然有持續性

如果有改變也是可預料、而不是突變

人格用比較普通的語言來講，

某某人在小時候你就認識他，

經過幾十年之後你看到他的時候，

臉、外貌已經有些變化，

還是可以認得他，那就是他的持續性還 那 持續性

當跟他再講幾句話、相處一段時間，

會發現他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會發現他有 些不 樣的 方

這就是人格 ─ 有持續性、也有改變性

發展心理學者 R. J. Havighurst認為
六十歲以後人的心理發展任務六十歲以後人的心理發展任務，

漸漸聚焦面對社會跟生理方面的失落：

1. 調適漸漸衰弱的體力、日漸失去身體健康的情況

2. 調適退休之後財務上、經濟上收入減少的情況

3. 可能配偶死亡的哀傷、失落的情況

4. 建立跟自己同年齡層更坦誠的關係，

這個時候需要老朋友、同伴、同儕

5. 適應社會角色的彈性變遷，例如

因為再婚擴展家庭跟人際、培養新的嗜好，

各種活動都需要放慢速度…
6. 建立一個滿意的居住環境做妥善的安排

這是比較早期的研究，這是比較早期的研究

到如今社會文化變遷，可能需要更多的調整。



人格在年歲當中流失，有持續性跟某種程度的改變性，

成改變 素 歸 壓 或是變遷促成改變的因素可以歸納於壓力、或是變遷 ─
壓力可能來自內心或外在社會環境的變遷，

例如喪偶所產生的壓力，沒有合適的處理，

可能使人成為憂鬱症的病人

變遷指社會家庭、其他角色的改變，

可能因某一些事件而造成，

例如改變職場、遷居、離婚

人生不同階段所遭遇的壓力跟變遷，點點滴滴

使一個人的人格、心理、身心產生改變，

有可能是正向的、也有可能是負向的。

所有的人都需要察覺自己有什麼弱點、可能的陷阱，

都需要靠主的恩典、個人的努力來勝過這些弱點，都需要靠主的恩典 個人的努力來勝過這些弱點，

好讓自己晚年能夠擁有健康正常的身心、人際關係。

老年人可能有的弱點…
期 有 自我 省 產 有益 察 智慧期盼有助於自我內省，產生有益的洞察跟智慧，

使自己能夠過一個得勝的晚年生活。

一、老年人容易陷入自憐，不自知的接受一些

負面的老年觀，對老年一詞產生錯誤的概念。

首屈一指 ─ 老年人對這個社會再也沒有用處了，

一想到就無助無望、就有一無是處的感覺，

失去安全感、自信心，開始懷疑別人

太在乎別人對自己的評價、看法，以至活的不安

箴廿29 強壯乃少年人的榮耀，

白髮是為老年人的尊榮。白髮是為老年人的尊榮。

務必奉耶穌的名拒絕自憐、趕走自憐，

自憐沒有看到神的恩典，就是一種罪。

二、時間的安排散漫 ─ 沒有好好預備過一個退休生活，

會被 帶著走 無 是事 意浪費時 命就會被生活帶著走、無所是事，隨意浪費時間和生命…
時間的運用是對生命的一種表達，我們所擁有的

這些時間是非常寶貴的，是一生工作努力賺來的，

應當在晚年時，善用神所給我們的這些時間

對老年人來說，生命的狀況跟變化的速度越來越快，

計劃需要隨時調整、改變，但有計劃總比沒計劃好，

需要具體擬定具體而實際可行的計劃

雅四15 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雅四15 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

也可以做這事或做那事。

在禱告裡面把計劃交給神，每天與主有親密的關係 ─
從靈修開始每天的生活，就像僕人從主人領受吩咐，從靈修開始每天的生活 就像僕人從主人領受吩咐

寫下當天上帝要我們做的事情，靠主的恩典努力以赴。

三、自傲、太驕傲了 ─
老年人可能認為自己比別人更有智慧，

人生的經驗豐富、態度驕傲

中國人常說「倚老賣老」

伯卅二9 尊貴的不都有智慧，伯卅二9 尊貴的不都有智慧，

受膏的並不能都明白公平。

詩 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詩一一一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自傲是人成長的絆腳石，

也會成為和別人建立關係的一個阻礙，

不論我們年紀多大、多老，

永遠是智慧大海洋裡的一個孩童而已。

彼前五5 神阻擋驕傲的人 施恩給謙卑的人彼前五5 神阻擋驕傲的人，施恩給謙卑的人。



四、過於保守、耽溺傳統 ─ 傳統當然有好有壞，

有改變 都會 量所有改變的過程都會消耗一些力量、

或是造成某些的不方便，

人多半喜歡耽溺在傳統中，享受習慣、舒適的感覺

人不喜歡改變，特別是年長的人容易過度的保守

能夠保守美好的傳統那是一件美事，

優良的傳統我們奮力的持守

當改變能夠帶來進步、成長、改善時，

就要勇於面對改變，乃是一個明智之舉，

千萬不要墨守成規死守傳統

存著這樣的老年心態，才能夠繼續的進步，存著這樣的老年 態 才能夠繼續的進步

並且能夠保持一個長青的心態，

詩九二14 他們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詩九二14 他們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

要滿了汁漿而常發綠。

五、掌控跟駕馭 ─ 老年人可能想要握有權力、緊抓不放，

聖經的教訓 權柄是神所賜給領導者聖經的教訓：權柄是神所賜給領導者

使他承擔領導、要有榜樣的重責大任

家庭中長輩的權威，也是神為了要

教導、引導下一代行走在正道上，而給的

詩一二七3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

所懷的胎是祂所給的賞賜。

兒女是屬於神的不是屬於父母親的。

彼前五5a 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

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

這就是家庭系統理論 ─ 掌控跟逃避的一種張力，這就是家庭系統理論 掌控跟逃避的 種張力

長輩學習放手、捨己、信心交托給神的功課

把兒女交托在神的手中，是最安全的，把兒女交托在神的手中 是最安全的

而不是倚靠自己的權威、緊緊的抓在自己手中

六、需要特別注意言語的管理

因為害怕孤單 被忽視 而極力爭取發言權因為害怕孤單、被忽視，而極力爭取發言權，

顯得聒絮不休，對每件事情都要講論、批評，

欠缺傾聽的耐心，使周遭的人不願聽長者發言

覺得自己沒有用、落伍趕不上時代，而不願意多說，

過度的保持沉默，會使人無法了解長者，

沒有辦法跟長者有坦誠的溝通，

建立互信、互重的親密關係

對於老年人來說言語的管理太重要了，對於老年人來說言語的管理太重要了，

聖經：說話有時、沉默有時，

合適管理自己的語言，對長者的身心健康、合適管理自己的語言，對長者的身心健康、

人際關係和諧，是非常有益處的。

箴 25:11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

七、過度的內向

年長的人多半會由注意外在的世界年長的人多半會由注意外在的世界

轉換成更注意自己內在的世界，

響可能產生兩個結果跟影響 ─
1. 過度的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

認為自己的問題最嚴重、別人的問題不重要

忽略了周遭別人的情境、情緒、需要

讓人感覺這個長者太自我中心、太自私自利

2. 過度擔心自己的身心狀況、自己家人的安危，2. 過度擔心自己的身心狀況 自己家人的安危

陷入廣泛的焦慮、無以名之的壓力、

多愁善感的情緒移到裡面多愁善感的情緒移到裡面

活在情緒低潮、惶惶終日悲觀消極裡，

而影響了身心的健康而影響了身心的健康



老年人需要學習活在現實的世界當中，在適當的

自我 省 觀 外 忘 周遭 鄰舍 需自我反省、內觀之外，別忘了周遭親友、鄰舍的需要，

聖經：施比受更為有福，

付出更多的關懷在周圍有需要的人身上，

自己必能夠有更正向的回饋

才不會高估自己的困境、做繭自縛走入死角

一個小孩在山谷上喊「我恨你們」，

山谷就「我恨你們」，一直回傳、一直回傳…
他很難過告訴媽媽說：他們都恨我。

媽媽就帶他回到那個山谷，大聲的喊「我愛你」，

聽到很多人說「愛你、愛你」一直回來…多 」 來

當我們關心別人時，很自然會有正面的回饋

反過來產生負面的情緒、或只是關懷自己，反過來產生負面的情緒 或只是關懷自己，

那是另外一種結果

八、成長世代的影響，可能成為優點、也可能成為弱點

每 有各自 成長每一個人有各自不同的成長世代，

環境不一樣、產生的影響也是不一樣的

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跟高科技成長的年輕人，

對現代科技的觀感跟應用當然有不同的看法

老年人必須認知有這樣的差異，

否則仍然活在自己記憶中的社會文化處境，

卻忽視了現在的情況，以至跟下一代產生代溝。

一位媽媽他想要跟他的小孩連絡，

女兒就跟媽媽說 ─ 哥哥是喜歡用 email 的…
她學會 email 以後，跟兒子就用 email 連絡，學會 連

不久就得到很多的回覆。

他們就是習慣這個東西，他們就是習慣這個東西

是年長的人也需要去了解 ─ 不同的差異所造成的影響。

九、與照顧者的關係 ─ 老年人在某階段
需要人給予或多或少的協助 照顧需要人給予或多或少的協助、照顧，

因為身體的限制，缺乏安全感、自信心，

很容易使老人對照顧者產生懷疑、不信任的態度，

特別阿茲海默症失智症的老人，更容易有這樣的現象，

老人要體諒照顧者的壓力跟處境，

對照顧者的期盼、要求，切合實際、合情合理

盡量的跟照顧者合作，不要在照顧者稍微

不合自己意思的時候，立刻做出過度的要求責難

有些老人因為自尊心的緣故，拒絕接受別人的幫助，

老年人可以放心的接受晚輩的協助、照顧，年人可以放 的接受晚輩的協助 照顧

想一想過去照顧孩子的經驗，

怎樣的付出自己的時間、心力、體力，怎樣的付出自己的時間 力 體力

這個時候是接受回饋的時期。

十、對錢財的態度 ─ 有些富有的老人過度倚賴財富，

金 萬 想 金 來掌 圍金錢萬能、想用金錢來掌控周圍的人，

忽略了友情、親情、愛情

連自己也捨不的享用，至終成為守財奴

十一、老人都覺得自己不像別的老人那麼老態、緩慢，

事實上旁邊的人都知道他自己也變得很老，

可是他不知道、不會覺得，

總覺得別人好像比他更老

大部分的老人會錯估自己的體力狀況，

以為自己還能做某一件事，其實早已經不能，

其中醞藏著風險 ─ 跌倒、受傷中 藏著 倒 傷

有老人為了要爬上去換一個燈泡就跌下來，

摔傷、骨頭斷了、要臥床很久很久的時間，摔傷 骨頭斷了 要臥床很久很久的時間

有時候我們高估了自己的情況。



聖經教導

把老年當做是神所賜的禮物…

箴十六31 白髮是榮耀的冠冕，箴十六 白髮是榮耀的冠冕

在公義的道上必能得著。

提醒老人要謹慎留意 些事情提醒老人要謹慎留意一些事情…
多二2-5 勸老年人要有節制、端莊、自守，

在信心、愛心、忍耐上都要純全無疵。在信心、愛心、忍耐上都要純全無疵。

又勸老年婦人，舉止行動要恭敬，

不說讒言，不給酒作奴僕，用善道教訓人，不說讒言，不給酒作奴僕，用善道教訓人，

好指教少年婦人，愛丈夫，愛兒女，

謹守，貞潔，料理家務，待人有恩，謹守 貞潔 料理家務 待人有恩

順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毀謗。

給老年人很多的勸勉，給老年人很多的勸勉

指出老年人可能犯的一些錯誤、也給予勸勉。

弗五15-18 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

要愛惜光陰 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

乃要被聖靈充滿

對老年人是非常實際的勸勉 ─ 愛惜光陰，

使用時間反應出對生命的態度，

把退休後的時間全部浪費掉，活得再久也沒有意義

浪費在毫無節制的醉酒就更可惜了，

是一種生命的浪費

詩卅四12 13 有何人喜好存活、愛慕長壽、得享美福，詩卅四12-13 有何人喜好存活、愛慕長壽、得享美福，

就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說詭詐的話。

聖經還有很多關於言語、體力…，都可以來學習。

美國著名的盲人詩歌作者 Fanny Crosby
長壽之道有幾個 ─

吃新鮮的蔬菜、把重擔交給主、

管理自己的情緒跟怒氣、謹慎言語，

活到 95歲才離開世界。

老人了解自己的弱點、知道這是一場屬靈的征戰，

就更需要穿上屬靈的全副軍裝、以剋敵制勝就更需要穿上屬靈的全副軍裝、以剋敵制勝…

弗六10-20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

倚賴祂的大能大力做剛強的人，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就 擋魔鬼 詭計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老人如果學會了靠主的大能大力，老人如果學會了靠主的大能大力

就能夠過一個得勝的晚年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