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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長的人在晚年可能會遇到身體的病痛、

其他的困難、苦難、災難，都有可能，其他的困難、苦難、災難，都有可能，

當面對這些的時候，怎麼樣來面對、來處理？

我們實在無法掌控苦難事件的發生，但能夠選擇我們實在無法掌控苦難事件的發生，但能夠選擇

如何回應苦難，正確的回應會有助於化苦難為祝福

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1. 用合乎聖經的方式來面對、處理人生中受苦的問題

幫 其 受苦或 煉當中2. 幫助其他受苦或試煉當中的人

3. 在受試煉中仍然能夠靠主喜樂

意4. 了解苦難的正面的意義

5. 使用仍然擁有的身心靈各種資源，以及社會、教會、

家人等其他的協助資源，處理正面對的一些現況

根據美國政府老人健康諮詢部門的研究，

在未來的幾年在未來的幾年，

老年人的長期照顧將會取代嬰兒照顧

成為最重要的家庭問題之一。

長期照護的意思是指長期照護的意思是指

提供各種服務，使有需要別人照顧協助的長者

可以得到適當的關懷，可以得到適當的關懷

盡可能滿足他社會、經濟、居家的需要

老人的養護照顧包括有人協助的居住、老人的養護照顧包括有人協助的居住

居家照護、成人日間服務、療養院的安置

在美國八十五歲以上的老人當中，

有二分之一需要長期照護的服務。有 分 需要長期照護的服務

由於人類壽命不斷延長，

長期疾病 身心障礙的人不斷增加長期疾病、身心障礙的人不斷增加…
1.廿世紀中期開始，人的壽命就開始延長

2. 1960年代開始，各個年齡層的死亡率都往下降

3.社會人口結構高齡化，2008 台灣百歲人瑞突破 1600 人

4.很多長期疾病使人行動有障礙、還不至死亡，

需要更多的照護

5. 行動不便的人更需要別人的協助、照顧，

也是其他長期疾病的高度危險群 ─
比較多需要臥床，造成其他疾病

6. 准予住院的規定越來越嚴格，准予住院的規定越來越嚴格

需要更多有些人居家照護

7. 需要被照顧的人口越來越增加，需要被照顧的人口越來越增加

成為社會上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中國學者王曉譚在 2008年 7 - 8月【今日老人期刊】

中國轉向在地老化 中國老年人中國轉向在地老化，中國老年人口

已經達到兩億四千八百萬人，

2051年將達到四億三千七百萬人，

佔全中國人口 31%。
中國政府在各大都市、城鎮都設有老人服務中心，

提供服務、支持、娛樂，給在家的老人

明顯的看出老人需要被協助照顧的數量越來越大

提醒年長者，總有一天

會需要別人的協助、照顧、養護，

那一天到底什麼時候來，沒有人知道那 什 時 來 有 道

但總要心理、其他方面的預備，

使我們在黑夜來臨時，仍然能夠高唱凱歌使我們在黑夜來臨時 仍然能夠高唱凱歌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要特別來思想的主題…

一、心理要有所裝備，讓自己負起責任來面對苦難。

K h 【當好人遇上壞事】為什麼好人也會受苦Kushner【當好人遇上壞事】為什麼好人也會受苦？

苦難是人生事實，沒有人能倖免、好人也不例外

這樣的認知是非常重要的，

當苦難臨到我們時才不會感覺到那樣的意外…
老年喪偶、喪子、中風、癱瘓，

病痛、苦難都造成雪上加霜、重擔難當

近幾年來全球暖化、環保問題，造成大自然的反撲

全球財經近況不景氣以及變化，

使得原來已經困難的人苦上加苦

然而這些都是真實的現象，所有的人然而這 都是真實的現象 所有的人

包括老年人都要在心理上裝備自己，

好讓我們面對苦難、痛苦、危機、困難，好讓我們面對苦難 痛苦 危機 困難

有一個更健康、更正確的心態

二、當不能夠完全康復時，

事需要學習接受事實、面對調適的過程。

年長的人在面對失落和病痛，有時是

不可能完全恢復、或是恢復到原來的情況…
1.面對生理性的永久性傷害，

像腦中風所造成的半身不遂、語言的障礙，

必須要倚靠輪椅、戴上特別的醫療器具才能溝通

2. 長期疾病，例如每週洗腎三次，

有時被當成健康的人、有時又不得不面對死亡

3. 親友的死亡，這些人已經離世了

這個苦難已經發生、

就不可能再恢復原來的情況了。

John Bowlby是哀傷輔導的學者，認為y是哀傷輔導的學者 認為

第一個階段，大多數人

會產生反抗、或者否認的心態會產生反抗 或者否認的心態

哀傷是中間的一個過程

最後進入重組最後進入重組

當不能康復的時候當不能康復的時候，

需要認知哀傷和處理失落的過程 ─
重組當走過之後就可以呈現重組的狀態，

不要將自己一時的失落過度擴大

放在一個合宜的情況之下來面對他，

重頭開始、重新走向一個不一樣的人生旅程，

不但去接納他、而且去經過調適的過程



三、人生的轉機在於學習新的知識跟技能。

當老年遇到各種疾病 苦難 痛苦時當老年遇到各種疾病、苦難、痛苦時，

很重要的就是多多的去接觸學習

更多跟自己的疾病、苦難、痛苦相關的知識，

對自己的狀況越清楚，越能夠面對現實、處理狀況

無知使人害怕、焦慮、困惑，

真正面對現實，會使人更看清楚下一步該怎麼走

無論是照顧者、是家人，

在倫理上也應該讓當事人知道真實的情況，

而不是隱瞞事實、或在背後竊竊私語。

譬如：當有人得到失智症，譬如 當有人得到失智症

最好讓他本人知道失智症

是怎樣的情況、會怎樣發展，是怎樣的情況 會怎樣發展

而不是在背後竊竊私語，這樣對他本身是不好的。

四、跟周圍每個照顧自己的人喜樂的相處。

當家中 老 為長期 或其 素當家中的老人因為長期疾病或其他的因素，

而需要家人付出更多時間照顧的時候，

對家中所有的人都是一項挑戰。

剛開始，照顧者會全心全意的付出心力來照顧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大家都累了，怨言越來越多，

必須分工、彼此支援，甚至尋求外來的資源跟幫助

對於被照顧的老人來說，

了解那方面需要別人的協助，向照顧者溝通清楚

或許家中某一位照顧者特別被信任，

老人有需要時，總是指名要這一個來幫助，人有需要時 是指名要這 個來幫助

也會造成家人之間的不和平的現象

使得這位特別被信任的照顧者使得這位特別被信任的照顧者

精疲力竭、甚至病倒

當我們是那一位需要被照顧的老人的時候，想一想 ─
考慮 家 資 情 平衡考慮全家人的資源和情況，做一個平衡、

而且合情合理的責任的分配，

讓大家同心協力來面對挑戰

家庭是一個團隊，當一個人生活方式被改變時，

其他的家人生活方式也會連鎖反應而有所影響

被照顧的老人需要體諒照顧者的辛苦、

而給予更多肯定跟鼓勵，

盡量不要用負面的情緒、言語來對待照顧自己的家人，

被照顧者的態度對於全家人的氣氛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被照顧者如果充滿感恩、充滿喜樂，被照顧者如果充滿感恩 充滿喜樂

會使照顧的人在照顧的時候

心情更愉快、覺得更輕省，情更愉快 覺得更輕省

對照顧的工作也會做得更好

五、雖然肢體或身心有殘缺，但是在上帝的愛當中

要肯定並接納自己 仍然具有完全的人格要肯定並接納自己，仍然具有完全的人格，

即便可能被截肢、失去乳房、眼睛，

但是人格還是完整的。

當越來越接納自己仍然擁有完整的人格時，

更能夠學習去使用、去發揮還做為一個人還有的

會發現別人也會接納我們

我看過一群坐輪椅的人在舞台上跳舞，

有一些身心有障礙的人，人格還是完整的，

所展現的生命的活力

是一個完整人格的表現，表

比四肢健全的人更活潑有力、更為美麗動人。

真正的健康不只是在生理上要完全而已，真正的健康不只是在生理上要完全而已，

重要的是心理、靈魂裡，靈性上的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



六、嘗試回歸正常的生活主流，

老人雖有長期的疾病 身心的障礙老人雖有長期的疾病、身心的障礙，

都必須要盡量的回歸到正常的生活。

生病之後在生活中首先遇到的障礙就是

建築物的障礙…，對身心障礙者很不友善

現在越來越多地方考慮到居住、生活環境，

要對身心障礙者有更多友善的環境，

我就曾鼓勵小兒痲痺的婦女，學習用手掌控的汽車…
行動不方便的人走出去，最大的障礙是自己的態度、

認為社會大眾不接納的眼光，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每個人如果長壽都可能面對行動不便、身心障礙，

將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態度來互相對待，這個社會

將會讓弱勢族群獲得更多當有的權利和自由。

七、謹慎的選擇照顧的機構，有兩種；

護理之家，為「三管」的人而預備 ─
氣切管、鼻胃管、導尿管，

病情已經穩定、不用積極治療的慢性病人

養護中心、安養中心，提供一般性的護理跟生活照顧，養護中心 安養中心 提供 般性的護理跟生活照顧

內政部社會司、長期照護專業協會，

有評鑑名單可以上網、有評鑑名單可以上網

或去看相關的資料

選擇時，除了考慮老人本身的健康情況，選擇時 除了考慮老人本身的健康情況

也考量財力負擔，可以詢問

社會福利機構有沒有補助的辦法社會福利機構有沒有補助的辦法

現場多多的去看，

聽過專業人士、親友的推薦之後，聽過專業人士 親友的推薦之後，

親自到機構參觀訪問

特別注意下面的幾點 ─
1 多看 機構 員有執 安1. 多看：機構跟人員有執照、消防安全、

緊急呼救系統、光線足夠、通風、

尊比較容易出入、尊重個人隱私

2. 多聽：工作人員的學歷資格、年齡經歷、

外籍勞工不要超過全體員工 ½，而且經過訓練

3. 多聞：氣味怎樣？尿騷、消毒水的味道

4. 多問：直接問住在裡頭的老人，伙食、洗澡

5.娛樂、慶生、宗教、復健的活動，收費合理

6. 突擊探訪：無預約的情況之下多探訪幾次

需要老人跟家人都了解情況，坦誠溝通、討論，需要老人跟家人都了解情況 坦誠溝通 討論

盡量溝通到老人本身同意，

而不是被勉強、被欺騙進去的，而不是被勉強 被欺騙進去的

不要讓老人家覺得被遺棄、被丟在那裡了。

聖經有關苦難的教訓…
這世界是 定有苦難的一、這世界是一定有苦難的

約十六33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二、苦難的意義跟價值二、苦難的意義跟價值

1.使我們更了解神的主權

當信徒有為主受苦的心志時，一但苦難來臨，仍然當信徒有為主受苦的心志時，一但苦難來臨，仍然

相信神在掌管一切，使我們更了解神的主權。

洪水 濫之時 和華坐著為詩廿九10 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

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

2. 苦難能顯露出我們生命中未完全順服的地方

箴十七3 鼎為煉銀，爐為煉金；箴十七3 鼎為煉銀，爐為煉金；

惟有耶和華熬煉人心。



3. 苦難教導我們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才幹，而要更倚靠主

箴言二5-6 你就明白敬畏耶和華，得以認識神。

因為，耶和華賜人智慧；知識和聰明都由祂口而出。

4. 苦難使人更明白神的誡命、律例、典章

我受苦是與我有益 為要使我學習你的律例詩一一九71 我受苦是與我有益，為要使我學習你的律例。

67 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現在卻遵守你的話。

5. 苦難是塑造安慰者的必經之路

林前一4-7 當面對苦難、走過苦難，生命更成熟、更成長

6. 苦難使人靈命成長

羅五3 5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羅五3-5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老練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羞恥

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三、化苦難為祝福，找到五個人物，看到回應苦難的方式…

1. 約瑟：引發苦難的原因是別人的罪 ─ 
父親的偏愛、兄弟的嫉妒陷害、主人妻子的陷害，

苦難的事件 ─ 被丟棄、被出賣、流落異邦、被囚禁

回應苦難的方式 ─ 正確的眼光，回應苦難的方式 眼光

從神掌權的角度來看苦難，

而饒恕傷害者，饒恕帶來醫治而饒恕傷害者 饒恕帶來醫治

創四五5-8 約瑟對他的弟兄們說：

原來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原來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是藉著我拯救我們的一家一族。

他有一個正確的眼光，從神的角度

來看發生在他身上苦難的事件，來看發生在他身上苦難的事件

以至能夠化苦難為祝福。

2. 路得：路得記

路得跟拿俄米所遭遇的苦難也是滿大的路得跟拿俄米所遭遇的苦難也是滿大的，

苦難的原因 ─ 
自然界的災禍，遇到饑荒、死亡

苦難的事件 ─ 孤苦無依、親人死亡、物質缺乏

回應苦難的方式 ─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正確的抉擇，

路得選擇跟隨耶和華，忠心的順服婆婆 ─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裡我就在那裡」，

一路跟隨、跟隨…

當苦難事件臨到的時候，

常常我們要做一些選擇，

如果做了正確的選擇 ─ 跟隨主，

相信也會化苦難為祝福。

3. 約伯：義人約伯也受苦，

原因 擊 在 許 擊原因 ─ 撒旦的攻擊，在神的允許、限制之下攻擊約伯

事件 ─ 兒女死亡、財產失落、疾病、夫妻不和睦

正約伯用正確的盼望來回應這個苦難，

伯十九25-27 約伯說：皮肉滅絕之後得見神。

在舊約神學裡談到人的復活。

4 約拿：4. 約拿：

原因 ─ 自己的罪，他不順服神

事件 以至被丟到海裡、被大魚吞吃事件 ─ 以至被丟到海裡、被大魚吞吃

在苦難中他有正確的回應 ─
拿二1 約拿回想起過去神怎麼樣恩待他。拿二1 約拿回想起過去神怎麼樣恩待他。

他回到神面前認罪悔改，

最後還是乖乖的順服神最後還是乖乖的順服神。



5. 哈巴谷：

原因 戰爭 群 突 資原因 ─ 人類的戰爭、族群的衝突、資源的缺乏

事件 ─ 民生所需欠缺、財產破損、國破家亡

正回應苦難的方式是正確的神學 ─
堅信十架神學、而不是成功神學，

在苦難中對主忠誠、堅信，單單因為神而喜樂，

哈三17-19 即使無花果樹不發旺、

葡萄樹不結果、圈內沒有牛羊…，

還是要因耶和華而歡欣。

約瑟用正確的眼光、路得用正確的抉擇、

約伯用正確的盼望、約拿用正確的回憶、約伯用正確的盼望、約拿用正確的回憶、

哈巴谷用正確的神學，

來回應臨到他們身上苦難的事件來回應臨到他們身上苦難的事件，

使得他們能夠化苦難為祝福！

彼前四12-13 親愛的弟兄啊，

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 不要以為奇怪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不要以為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歡喜；

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們在祂榮耀顯現的時候，也可以歡喜快樂。

當我們在試煉、患難當中，

仍然可以靠主歡喜快樂，歡 快樂

苦難、試煉正是聖徒一步一步

拾級而上的艱辛的旅程。拾 的艱辛的旅程

正如同雅各在孤單、黑暗的曠野，

枕著石頭睡覺時，驚異的發現 ─枕著石頭睡覺時 驚異的發現

原來那裡是伯特利，就是神原來也在那裡

在苦難中神也與我們同在、神也在那裡 ─在苦難中神也與我們同在 神也在那裡

因為祂的名字就是以馬內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