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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对老年的态度，会影响如何看待自己的老年生涯，
 常叹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常 息夕阳无限好
是近黄昏 所剩年日不多…
所剩年
多
对老人的认知跟心态，已经是负面的情绪
 反过来，如果有积极正面的心态跟眼光，
反过来 如果有积极正面的心态跟眼光
不仅能够有正面的情绪反应，而且能够产生动力
期盼对老年有正确、正面的眼光来看待。
确
、老年可以跟任何年龄层 样，拥有满足的喜乐。
一、老年可以跟任何年龄层一样，拥有满足的喜乐。
我们人生过程，曾经蒙受极大的损失或是痛苦，
最后 1/3、1/4
1/3 1/4 的阶段，仍可以充满意义跟成就感。
1. 老年不一定是软弱无力的阶段，
年长者仍然能够健康的活动 ─
愿意修正自己的期盼、使用外来的帮助，
例如助听器 拐杖
例如助听器、拐杖…，还是可以做大部分想做的事情，
还是可以做大部分想做的事情
只是速度很可能比年轻时稍微缓慢一些。

本课目标
，
老人
老年
1. 以新的眼光，来看待老人或是老年
2. 告诉年长的朋友，有关「老年的新形象」
3. 澄清在传统的看法中，对老年的迷思
4. 对自己的老年，和周围亲友的老年
有更实际、准确，而且合乎圣经的概念
5. 除去对老年消极、负面的心态，
而且能用积极、平衡的态度来看待老年
有一位研究生为了了解老年人的生活，把自己扮老妆，
原来跟他很熟的人认不出他来，对他的态度
是一种歧视、忽略…等等的态度，
看出来我们对老年人有一些不正确的概念。

2. 了解因疾病、年纪的关系，而形成的一些身体的变化，
但疾病并不是年长者
但疾病并不是年长者不可或缺，是可以避免的，
或缺 是 以避免的
 将痴呆症或是脑部功能的退化，
归咎于年长的原因，其实不然，
 营养不良、肿瘤、手术、药物滥用、
情绪沮丧、生活枯燥无味、
环境污染、感觉人生毫无盼望…
而造成失智、退化、痴呆的情况
 也看到失智症的年龄不断下降，
可见这并不是属于老人的专利


一个人的身体、心理、灵魂，
人的身体 心理 灵魂，
是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
引起脑神 丧失部分功能的部分原因，
引起脑神经丧失部分功能的部分原因，
有时候是可以去预防的

3. 贫穷不是老年人专有的问题，
美国老年人所占贫穷比率 跟其他年龄层是相近的
美国老年人所占贫穷比率，跟其他年龄层是相近的。
 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人，年幼历经千辛万苦，
但在青壮年，科技工商发达、快速发展，
在青 年 科
商
速 展
当他们进入老年，将会是人类属于
长寿、同时拥有财富的族群
寿
富
 有些人贫穷，也不是老了才贫穷、可能一生就是贫穷
4. 老年不一定是孤单的岁月。
 世界各处，大部分华人的年长者都有亲戚同住，
至少居住在附近、或有亲戚互相关怀
 中国文化看重家庭观念，
中国文化看重家
，
相对西方看重个人独立自主的观念，
使得华 老 大部分不像西方的老 ，
使得华人老人大部分不像西方的老人，
全然陷入孤单的情境当中

如果他有意要去学习，
学习新的语言 电脑操作
学习新的语言、电脑操作、玩新游戏、
新游戏
弹奏乐器、新的艺术技能，
都还是有 能的
都还是有可能的。
美国卫生研究机构针对老人脑部之循环功能
美国卫生研究机构针对老人脑部之循环功能、
新陈代谢的改变情况研究，发现：
健康的老人其脑部与较年轻的人 没有太大的差异
健康的老人其脑部与较年轻的人，没有太大的差异。
因此老年人在学习的过程中虽然缓慢，
但是还是可以学习新的事物。
但是还是可以学习新的事物
岁月催人老，培训不可少，
，
，
华神来报到，课堂学真道。
辅 ，抗 没 恼，
圣经来辅导，抗压没烦恼，
福音多奥妙，传扬更有料。

二、老年可以成为继续学习的阶段。
老人记忆力比较慢 点 但不会完全失去
老人记忆力比较慢一点，但不会完全失去，
 随着岁月增长，脑海的资料库越来越多，
要想起一件东西时要找找找，就像电脑用久了会越慢，
起 件东
像电
久 会越
人脑也一样，但是还是可以用，还是可以继续学习
 如果能有这样的认知，就不会放弃学习，
继续学习、才能够继续的成长
为什么老人记忆力比较慢、或是反应比较慢？
 可能是资料库很多东西
 可能有智慧可以分辨
什么是重要的、次要的、根本不重要
跟他介绍一个人的名字，觉得跟他没有很重要的关系，
可能过几分钟就忘了 他已经有自然的辨别反应
可能过几分钟就忘了，他已经有自然的辨别反应，
在意识中没有必要去记那些，就不会特别去记。

三、老年可以成为继续创作的时光，
 继续创作、生产、为未来的世代开拓领域的重要时期
继续创作 生产 为未来的世代开拓领域的重要时期
 继续参与世界的改进，藉由写作或者跟别人的接触，
仍然可以有不同的贡献
有
在历史中看到很多年长的人…
 麦克阿瑟将军 65 岁，二战结束后，
被日本封为最有效率的领袖
 米开兰基罗 66 岁，完成在罗马
西斯汀教堂圣坛的壁画 ─最后的审判
 佛洛依德 67 岁，著作【自我与本我】
 耶鲁．以利户 69 岁，赠书、捐款给一间刚成立的学院，
这间学院用他的名字命名 ─耶鲁大学
 可可．香奈儿 71 岁，投入设计时装，
Chanel 成为全世界时装业的主力军

四、老人是得胜的存活者。
每个人 生中不同的年龄阶段
每个人一生中不同的年龄阶段，
总有高低起伏、阴晴圆缺、顺境、逆境，
不论情境如何，总得接受人生充满了喜怒哀乐，
情境 何 总得 受
喜 哀
正如同四季的变化。
年长者经过这么多天灾、人祸、战争、
疾病、各方面的攻击，而能够继续活下去。


我们再小心谨慎也可能意外丧失自己的健康，
甚至不在人世、失去自己所爱所倚靠的人
 年长者可以活到年长，经历多少困难，
已经是得胜的存活者
相对于其他的年龄，老人也有
优越之处是别的年龄层所没有的，
譬如经验、智慧等等这一些。

六、老年可以成为灵命成长和迈向成熟的岁月。
林后四16 所以，我们不丧胆。

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老年人可以继续的成长，使得内在的生命
日日更新，持续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因着年龄，也可能跟神建立比较长久的关系，
在主里面有更成熟的属灵生命 ─
箴言十八24 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

上帝看亚伯拉罕、摩西如同朋友一样 (赛四一18、出卅三11)
 信靠神的长者，
信靠神的长者，一生一世便是神的朋友，
生 世便是神的朋友，
这一份亲密的朋友关系随着年岁的增长，
与日俱增 就像美酒一样
与日俱增，就像美酒
样，越久越香醇
越久越香醇
老年人在主里面的生命，继续不断的成长，迈向更成熟。


五、老年人是神所眷顾的，因为拥有神的形象。
能够存活到今天已经证明是神的赐福，
能够存活到今天已经证明是神的赐福
在圣经中，长寿是神的赐福表现之一。
王上三14 神对所罗门王说：

「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
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
不论你活到多长寿，永远是上帝所创造的杰作，
使你、使我，拥有尊贵荣耀的人。
诗八3-5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便说：人算甚么，你竟顾念他？
便说
人算甚么 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甚么，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 点，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很多老人学的研究都指向一件事实：一个人如何看待老年
这件事，对于自己年老时期的生活情况有很大的影响。
件事 对 自 年老 期的
情 有
的影响
 看老年是衰弱、无用、没有盼望、没有价值的，
那他的老年生活可能充满怨叹、
悔恨、无可奈何、空虚、孤单、无聊
 看老年是人生必经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就像
人生有幼年、中壮年，有各自优缺、利弊，
以此积极健康的心态来预备和处理，
他的老年生活，必定可像其他人生阶段，
充满价值、意义、富有挑战、变化、生动有趣
圣经是创造主赐给人类，
圣经是
赐给人类，
使得人生各种阶段中都能得到智慧的指引，
我们 到圣 来看
让我们回到圣经来看
圣经怎样看待老年人生最后的阶段。

1. 人生不同阶段，有如季节之变化，极其美好，
老人是自然的过程。
老人是自然的过程
传三1-11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死有时；
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11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神
为美好
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 人不能参透
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老年生活也有美好的一面，是自然的一个过程，
 有生就有死，有年幼就有年老，
这些不同的人生季节都有它美好之处
 不论如何，老年是人生必经的阶段，
其
或
，
接 和 赏 ，
与其拒绝或抵挡，不如接纳和欣赏它，
积极面对，并且具有建设性的度过人生晚年岁月

我认识一个年长的姊妹 90 岁左右，
每天用很多的时间读圣经、为很多人祷告。
 去看她的时候，她就会问某些人的近况，
然后为此祷告
 下次再去看她的时候，她就会持续关心那些人，
她都记得，因为她每天为这些人祷告 ─
「你们跟我讲以后我就写下来，每天为他们祷告。」
她也许很多东西、发生的事情，可能忘记了，
可是她以前背的经节都还在她里面，
我们去的时候她就会背诵一些
以前背过的圣经的章节，
感觉到她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

2. 老年的内在生命，可以持续更新、成长。
林后四16 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人有外在的生命、内在的生命，
 外在的生命是看得见的、是会毁坏的
 内在的生命是看不见的、是持续更新成长的，
不论年龄、性别、种族、教育背景、文化水平，
内在生命都能够继续的改变、成长
如果立志要得主的喜悦，一生一世讨主喜悦的生活，
将来离开世界 就与主同住 好得无比！
将来离开世界，就与主同住，好得无比！
 内在生命日日更新与蜕变，正是我们越来越像主，
越来越能够彰显神所创造的荣耀 与主更亲近
越来越能够彰显神所创造的荣耀、与主更亲近，
并预备好有一天要永远与主同在
 老年的生活正是聚焦内在生命更新、成长的阶段，
老年的生活正是聚焦内在生命更新 成长的阶段
有更多时间、精力，促进内在生命的成长与成熟

3. 老年是神的赐福和赏赐。
弗六1-3 我们孝敬父母，能够得福、长寿。
我们孝敬父母 能够得福 长寿
箴十六31 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
 一个人能够长寿、存活到老，
个人能够长寿 存活到老
是因为日常遵行神的道、在生活上有好的见证，
才能够得到这样的福分，更是神所赐的一个赏赐
 如果为非作歹、生活混乱、不守自然律、不行神的道，
甚至逆道而行，是不容易活到年老发白的，
内在生活如果远离神、背叛神，
必定会使得情绪身心的变化大受影响，
不能有平安喜乐的心，健康必大大的打折
有医学家做了一些研究 ─
有宗教信仰的人在某些方面显得更健康，
有宗教信仰的人在某些方面显得更健康
生病的时候显得更加容易恢复。

4. 能活到年老发白，看见自己的子孙，也是神的赐福。
箴十七6 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

一个人能活到年老发白、遵行主道，
也能够使他的后世子孙蒙福。
箴二十7 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
，
子孙
耶卅二39 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

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
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
当我读这些经节时，心里充满了感动，
我有七位孙子、孙女，
 能活到年老发白、而看见自己的子孙，也是神的赐福
年
看
，
神
 我要感谢主，神赐福我，让我可以看到自己的子孙，
期盼他们能够 代 代的把神的道传下去，
也期盼他们能够一代一代的把神的道传下去，
继续的活在主的里面、继续的侍奉神

6. 人不论多长寿都有寿终正寝的一日。
诗九十10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因此我们必须在世界上，像摩西所讲的：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在老年来临之前，需要有预备、计画，
求
求主给我们智慧，引领我们渡过人生最后的阶段
我 智慧，引领我
最
阶段
 我们可以思想到永生的重要性，有一天都会
结束人生世界之旅，要决定我们要去哪里，
 相信耶稣基督，有永生的把握和确据
 不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要去哪里，
这是很大、很重要的问题

5. 专一跟从主的人，不但长寿，而且享有健康，迦勒…
书十四6-15 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迦勒说：
那时 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 迦勒说
「看哪，现今我八十五岁了，我还是强壮，
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 样 无论是争战 是出入
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争战、是出入，
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
 迦勒到年老发白，仍然充满力量
迦勒到年老发白 仍然充满力量
 他在很年轻时跟随摩西，在进入迦南地之前，
在神的指示之下 应许给迦勒希伯仑那地
在神的指示之下、应许给迦勒希伯仑那地
13 于是约书亚为迦勒祝福，将希伯仑给他为业。
专心跟从耶和华的迦勒，蒙神的祝福，在身心灵方面
，
靠
，
还是强壮有力，他信靠神必成就所自己应许的，
也成就他一生的特质 ─专一跟从主。
我们不论信 多长的时间，勉励自己专 跟从 、
我们不论信主多长的时间，勉励自己专一跟从主、
事奉主一直到见主面，相信主也会赐福给我们。

我父亲 93 岁信主，一直活在拜偶像情况之下，
到他晚年 我问他 「有 天你会离 世界 你要去
到他晚年，我问他：「有一天你会离开世界，你要去哪？」
」
他说：我怎么知道 ─去祖先那里、轮回，死了就没了啦！
我就跟 讲 「 道
我就跟他讲：「难道你不会担心、
不会想死后灵魂要去哪里吗？」
 一个月后，他主动问：我怎样才能信耶稣？
改变的关键就是在死后要去哪里的问题
 他信主之后，生命、生活都有很大的改变，他很喜乐，
他说：死都不怕了，还要烦恼什么？
看到他整个的观念完全改变
人到了年长的时候，
能够有确定、永生的归宿，就有盼望。
人生不论多长多短 总有离开世界的一天
人生不论多长多短，总有离开世界的
天，重要的是
重要的是
有永生的确据，祝福大家能够有这个永生的确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