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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目標

1. 以新的眼光，來看待老人或是老年新的 光 來看待老人或是老年

2. 告訴年長的朋友，有關「老年的新形象」

3. 澄清在傳統的看法中，對老年的迷思3. 澄清在傳統的看法中 對老年的迷思

4. 對自己的老年，和周圍親友的老年

有更實際、準確，而且合乎聖經的概念有更實際 準確 而且合乎聖經的概念

5. 除去對老年消極、負面的心態，

而且能用積極、平衡的態度來看待老年而且能用積極 平衡的態度來看待老年

有一位研究生為了瞭解老年人的生活，把自己扮老妝，

原來跟他很熟的人認不出他來，對他的態度

是一種歧視、忽略…等等的態度，

看出來我們對老年人有一些不正確的概念。

每個人對老年的態度，會影響如何看待自己的老年生涯，

常嘆息 陽無 是近黃昏 年 多常嘆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所剩年日不多…
對老人的認知跟心態，已經是負面的情緒

反過來，如果有積極正面的心態跟眼光，

不僅能夠有正面的情緒反應，而且能夠產生動力

期盼對老年有正確、正面的眼光來看待。

一、老年可以跟任何年齡層一樣，擁有滿足的喜樂。老年可以跟任何年齡層 樣 擁有滿足的喜樂

我們人生過程，曾經蒙受極大的損失或是痛苦，

最後 1/3、1/4 的階段，仍可以充滿意義跟成就感。最後 1/3 1/4 的階段 仍可以充滿意義跟成就感

1. 老年不一定是軟弱無力的階段，

年長者仍然能夠健康的活動 ─年長者仍然能夠健康的活動

願意修正自己的期盼、使用外來的幫助，

例如助聽器、拐杖 ，還是可以做大部分想做的事情，例如助聽器、拐杖…，還是可以做大部分想做的事情，

只是速度很可能比年輕時稍微緩慢一些。

2.了解因疾病、年紀的關係，而形成的一些身體的變化，

不可 缺 可 免但疾病並不是年長者不可或缺，是可以避免的，

將癡呆症或是腦部功能的退化，

歸咎於年長的原因，其實不然，

營養不良、腫瘤、手術、藥物濫用、

情緒沮喪、生活枯燥無味、

環境汙染、感覺人生毫無盼望…
而造成失智、退化、癡呆的情況

也看到失智症的年齡不斷下降，

可見這並不是屬於老人的專利

一個人的身體、心理、靈魂，個人的身體 心理 靈魂

是相互作用彼此影響的，

引起腦神經喪失部分功能的部分原因，引起腦神經喪失部分功能的部分原因

有時候是可以去預防的



3. 貧窮不是老年人專有的問題，

美國老年人所佔貧窮比率 跟其他年齡層是相近的美國老年人所佔貧窮比率，跟其他年齡層是相近的。

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年幼歷經千辛萬苦，

但在青壯年，科技工商發達、快速發展，

當他們進入老年，將會是人類屬於

長壽、同時擁有財富的族群

有些人貧窮，也不是老了才貧窮、可能一生就是貧窮

4. 老年不一定是孤單的歲月。

世界各處，大部分華人的年長者都有親戚同住，界 部 華 年長者都有 戚

至少居住在附近、或有親戚互相關懷

中國文化看重家庭觀念，中國文化看重家庭觀念

相對西方看重個人獨立自主的觀念，

使得華人老人大部分不像西方的老人，使得華人老人大部分不像西方的老人

全然陷入孤單的情境當中

二、老年可以成為繼續學習的階段。

老人記憶力比較慢 點 但不會完全失去老人記憶力比較慢一點，但不會完全失去，

隨著歲月增長，腦海的資料庫越來越多，

要想起一件東西時要找找找，就像電腦用久了會越慢，

人腦也一樣，但是還是可以用，還是可以繼續學習

如果能有這樣的認知，就不會放棄學習，

繼續學習、才能夠繼續的成長

為什麼老人記憶力比較慢、或是反應比較慢？

可能是資料庫很多東西可能是資料庫很多東西

可能有智慧可以分辨

什麼是重要的、次要的、根本不重要什麼是重要的 次要的 根本不重要

跟他介紹一個人的名字，覺得跟他沒有很重要的關係，

可能過幾分鐘就忘了，他已經有自然的辨別反應，可能過幾分鐘就忘了，他已經有自然的辨別反應，

在意識中沒有必要去記那些，就不會特別去記。

如果他有意要去學習，

學習新 電 作 新遊戲學習新的語言、電腦操作、玩新遊戲、

彈奏樂器、新的藝術技能，

可都還是有可能的。

美國衛生研究機構針對老人腦部之循環功能美國衛生研究機構針對老人腦部之循環功能、

新陳代謝的改變情況研究，發現：

健康的老人其腦部與較年輕的人 沒有太大的差異健康的老人其腦部與較年輕的人，沒有太大的差異。

因此老年人在學習的過程中雖然緩慢，

但是還是可以學習新的事物但是還是可以學習新的事物。

歲月催人老，培訓不可少，歲 催

華神來報到，課堂學真道。

聖經來輔導，抗壓沒煩惱，聖 來輔導 抗壓沒煩惱

福音多奧妙，傳揚更有料。

三、老年可以成為繼續創作的時光，

續創作 產 為未來 域 重 時期繼續創作、生產、為未來的世代開拓領域的重要時期

繼續參與世界的改進，藉由寫作或者跟別人的接觸，

仍然可以有不同的貢獻

在歷史中看到很多年長的人…
麥克阿瑟將軍 65歲，二戰結束後，

被日本封為最有效率的領袖

米開蘭基羅 66歲，完成在羅馬

西斯汀教堂聖壇的壁畫 ─ 最後的審判

佛洛依德 67歲，著作【自我與本我】

耶魯．以利戶 69歲，贈書、捐款給一間剛成立的學院，

這間學院用他的名字命名 ─ 耶魯大學

可可．香奈兒 71歲，投入設計時裝，

Chanel成為全世界時裝業的主力軍



四、老人是得勝的存活者。

每個人 生中不同的年齡階段每個人一生中不同的年齡階段，

總有高低起伏、陰晴圓缺、順境、逆境，

不論情境如何，總得接受人生充滿了喜怒哀樂，

正如同四季的變化。

年長者經過這麼多天災、人禍、戰爭、

疾病、各方面的攻擊，而能夠繼續活下去。

我們再小心謹慎也可能意外喪失自己的健康，

甚至不在人世、失去自己所愛所倚靠的人

年長者可以活到年長，經歷多少困難，

已經是得勝的存活者是得勝的存活者

相對於其他的年齡，老人也有

優越之處是別的年齡層所沒有的，優越之處是別的年齡層所沒有的

譬如經驗、智慧等等這一些。

五、老年人是神所眷顧的，因為擁有神的形象。

夠存 今 是能夠存活到今天已經證明是神的賜福，

在聖經中，長壽是神的賜福表現之一。

王上三14：神對所羅門王說：

「你若效法你父親大衛遵行我的道，

謹守我的律例、誡命，我必使你長壽。」

不論你活到多長壽，永遠是上帝所創造的傑作，不論你活到多長壽 永遠是上帝所創造的傑作

使你、使我，擁有尊貴榮耀的人。

我觀看你指 造的詩八3-5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

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

便說：人算甚麼 你竟顧念他？便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

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

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六、老年可以成為靈命成長和邁向成熟的歲月。

林後四16 所以，我們不喪膽。

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

老年人可以繼續的成長，使得內在的生命

日日更新，持續的脫去舊人穿上新人。日日更新 持續的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因著年齡，也可能跟神建立比較長久的關係，

在主裡面有更成熟的屬靈生命在主裡面有更成熟的屬靈生命 ─

箴言十八24 濫交朋友的自取敗壞；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親密。

上帝看亞伯拉罕、摩西如同朋友一樣 (賽四一18、出卅三11)

信靠神的長者，一生一世便是神的朋友，信靠神的長者 生 世便是神的朋友

這一份親密的朋友關係隨著年歲的增長，

與日俱增，就像美酒一樣，越久越香醇與日俱增，就像美酒 樣，越久越香醇

老年人在主裡面的生命，繼續不斷的成長，邁向更成熟。

很多老人學的研究都指向一件事實：一個人如何看待老年

這件事，對於自己年老時期的生活情況有很大的影響。

看老年是衰弱、無用、沒有盼望、沒有價值的，

那他的老年生活可能充滿怨嘆、

悔恨、無可奈何、空虛、孤單、無聊

看老年是人生必經的一個發展的過程，就像

人生有幼年、中壯年，有各自優缺、利弊，

以此積極健康的心態來預備和處理，

他的老年生活，必定可像其他人生階段，

充滿價值、意義、富有挑戰、變化、生動有趣

聖經是創造主賜給人類，聖經是創造主賜給人類

使得人生各種階段中都能得到智慧的指引，

讓我們回到聖經來看讓我們回到聖經來看

聖經怎樣看待老年人生最後的階段。



1.人生不同階段，有如季節之變化，極其美好，

老人是自然的過程老人是自然的過程。

傳三1-11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物都有定時。

生有時，死有時；

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

11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

然 神從始至終的作為 能參透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

老年生活也有美好的一面，是自然的一個過程，

有生就有死，有年幼就有年老，

這些不同的人生季節都有它美好之處不 季節都有

不論如何，老年是人生必經的階段，

與其拒絕或抵擋，不如接納和欣賞它，與其拒絕或抵擋 不 接納和欣賞它

積極面對，並且具有建設性的度過人生晚年歲月

2. 老年的內在生命，可以持續更新、成長。

林後四16 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

人有外在的生命、內在的生命，人有外在的生命 內在的生命

外在的生命是看得見的、是會毀壞的

內在的生命是看不見的、是持續更新成長的，內在的生命是看不見的 是持續更新成長的

不論年齡、性別、種族、教育背景、文化水平，

內在生命都能夠繼續的改變、成長內在生命都能夠繼續的改變 成長

如果立志要得主的喜悅，一生一世討主喜悅的生活，

將來離開世界，就與主同住，好得無比！將來離開世界，就與主同住，好得無比！

內在生命日日更新與蛻變，正是我們越來越像主，

越來越能夠彰顯神所創造的榮耀、與主更親近，越來越能夠彰顯神所創造的榮耀、與主更親近，

並預備好有一天要永遠與主同在

老年的生活正是聚焦內在生命更新 成長的階段老年的生活正是聚焦內在生命更新、成長的階段，

有更多時間、精力，促進內在生命的成長與成熟

我認識一個年長的姊妹 90歲左右，
每天用很多的時間讀聖經、為很多人禱告。

去看她的時候，她就會問某些人的近況，

然後為此禱告

下次再去看她的時候，她就會持續關心那些人，

她都記得，因為她每天為這些人禱告 ─
「你們跟我講以後我就寫下來，每天為他們禱告。」

她也許很多東西、發生的事情，可能忘記了，

可是她以前背的經節都還在她裡面，

我們去的時候她就會背誦一些

以前背過的聖經的章節，

感覺到她跟神的關係非常的親密。

3. 老年是神的賜福和賞賜。

我 孝 夠 長壽弗六1-3 我們孝敬父母，能夠得福、長壽。

箴十六31 白髮是榮耀的冠冕，在公義的道上必能得著。

一個人能夠長壽、存活到老，

是因為日常遵行神的道、在生活上有好的見證，

才能夠得到這樣的福分，更是神所賜的一個賞賜

如果為非作歹、生活混亂、不守自然律、不行神的道，

甚至逆道而行，是不容易活到年老髮白的，

內在生活如果遠離神、背叛神，

必定會使得情緒身心的變化大受影響，

不能有平安喜樂的心，健康必大大的打折

有醫學家做了一些研究 ─
有宗教信仰的人在某些方面顯得更健康，有宗教信仰的人在某些方面顯得更健康，

生病的時候顯得更加容易恢復。



4.能活到年老髮白，看見自己的子孫，也是神的賜福。

箴十七6 子孫為老人的冠冕；父親是兒女的榮耀。

一個人能活到年老髮白、遵行主道，

也能夠使他的後世子孫蒙福。

箴二十7 行為純正的義人，他的子孫是有福的！箴 十 行為 的義 的子孫是有 的

耶卅二39 我要使他們彼此同心同道，

好叫他們永遠敬畏我，永 我
使他們和他們後世的子孫得福樂。

當我讀這些經節時，心裡充滿了感動，裡充 動

我有七位孫子、孫女，

能活到年老髮白、而看見自己的子孫，也是神的賜福能 到年老髮 看見自 的子孫 是神的賜福

我要感謝主，神賜福我，讓我可以看到自己的子孫，

也期盼他們能夠一代一代的把神的道傳下去，也期盼他們能夠 代 代的把神的道傳下去

繼續的活在主的裡面、繼續的侍奉神

5. 專一跟從主的人，不但長壽，而且享有健康，迦勒…
大 來 書書十四6-15 那時，猶大人來到吉甲見約書亞，迦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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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 無論是爭戰 是出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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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勒到年老髮白 仍然充滿力量迦勒到年老髮白，仍然充滿力量

他在很年輕時跟隨摩西，在進入迦南地之前，

在神的指 之 應許給 勒希伯崙那地在神的指示之下、應許給迦勒希伯崙那地

13 於是約書亞為迦勒祝福，將希伯崙給他為業。

專心跟從耶和華的迦勒，蒙神的祝福，在身心靈方面

還是強壯有力，他信靠神必成就所自己應許的，還是強 有 靠神 成 所自 應許的

也成就他一生的特質 ─ 專一跟從主。

我們不論信主多長的時間，勉勵自己專一跟從主、我們不論信主多長的時間 勉勵自己專 跟從主

事奉主一直到見主面，相信主也會賜福給我們。

6.人不論多長壽都有壽終正寢的一日。

詩九十10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

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

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

因此我們必須在世界上，像摩西所講的：因此我們必須在世界上 像摩西所講的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我們得著智慧

在老年來臨之前，需要有預備、計畫，

求主給我們智慧，引領我們渡過人生最後的階段求主給我們智慧 引領我們渡過 生最後的階段

我們可以思想到永生的重要性，有一天都會

結束人生世界之旅，要決定我們要去哪裡，結束人生世界之旅 要決定我們要去哪裡

相信耶穌基督，有永生的把握和確據

不相信耶穌基督我們要去哪裡，不相信耶穌基督我們要去哪裡

這是很大、很重要的問題

我父親 93歲信主，一直活在拜偶像情況之下，

到他晚年 我問他 「有 會到他晚年，我問他：「有一天你會離開世界，你要去哪？」

他說：我怎麼知道 ─ 去祖先那裏、輪迴，死了就沒了啦！

我就跟他講：「難道你不會擔心、

不會想死後靈魂要去哪裡嗎？」

一個月後，他主動問：我怎樣才能信耶穌？

改變的關鍵就是在死後要去哪裡的問題

他信主之後，生命、生活都有很大的改變，他很喜樂，

他說：死都不怕了，還要煩惱什麼？

看到他整個的觀念完全改變

人到了年長的時候，人到了年長的時候

能夠有確定、永生的歸宿，就有盼望。

人生不論多長多短，總有離開世界的一天，重要的是人生不論多長多短，總有離開世界的 天，重要的是

有永生的確據，祝福大家能夠有這個永生的確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