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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政府老人健康咨询部门的研究，
在未来的几年，
在未来的几年
老年人的长期照顾将会取代婴儿照顾
成 最重
成为最重要的家庭问题之一。
家庭
长期照护的意思是指
长期照护的意
是指
 提供各种服务，使有需要别人照顾协助的长者
可 得到适当的关怀，
可以得到适当的关怀，
尽可能满足他社会、经济、居家的需要
 老人的养护照顾包括有人协助的居住、
居家照护、成人日间服务、疗养院的安置
在美国八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当中，
有
有二分之一需要长期照护的服务。
长
护
务

年长的人在晚年可能会遇到身体的病痛、
其他的困难 苦难 灾难 都有可能
其他的困难、苦难、灾难，都有可能，
 当面对这些的时候，怎么样来面对、来处理？
 我们实在无法掌控苦难事件的发生，但能够选择
我们实在无法掌控苦难事件的发生 但能够选择
如何回应苦难，正确的回应会有助于化苦难为祝福
学习目标
1. 用合乎圣经的方式来面对、处理人生中受苦的问题
2 帮助其他受苦或试炼当中的人
2.
3. 在受试炼中仍然能够靠主喜乐
4. 了解苦难的正面的意义
5. 使用仍然拥有的身心灵各种资源，以及社会、教会、
家人等其他的协助资源，处理正面对的一些现况

由于人类寿命不断延长，
长期疾病 身心障碍的人不断增加
长期疾病、身心障碍的人不断增加…
1. 廿世纪中期开始，人的寿命就开始延长
2. 1960 年代开始，各个年龄层的死亡率都往下降
3. 社会人口结构高龄化，2008 台湾百岁人瑞突破 1600 人
4. 很多长期疾病使人行动有障碍、还不至死亡，
需要更多的照护
5. 行动不便的人更需要别人的协助、照顾，
也是其他长期疾病的高度危险群 ─
比较多需要卧床，造成其他疾病
6. 准予住院的规定越来越严格，
需要更多有些人居家照护
7. 需要被照顾的人口越来越增加，
成为社会上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中国学者王晓谭在 2008 年7 - 8 月【今日老人期刊】
中国转向在地老化 中国老年人口
中国转向在地老化，中国老年人口
已经达到两亿四千八百万人，
2051 年将达到四亿三千七百万人，
年将达到 亿 千七
人
占全中国人口 31%。
 中国政府在各大都市、城镇都设有老人服务中心，
提供服务、支持、娱乐，给在家的老人
 明显的看出老人需要被协助照顾的数量越来越大
提醒年长者，总有一天
 会需要别人的协助、照顾、养护，
那一天到底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
 但总要心理、其他方面的预备，
使我 在黑夜来临时，
使我们在黑夜来临时，仍然能够高唱凯歌
够高唱凯歌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特别来思想的主题…

二、当不能够完全康复时，
需要学习接受事实 面对调适的过程
需要学习接受事实、面对调适的过程。
年长的人在面对失落和病痛，有时是
不可能完全恢复、或是恢复到原来的情况…
1. 面对生理性的永久性伤害，
像脑中风所造成的半身不遂、语言的障碍，
必须要倚靠轮椅、戴上特别的医疗器具才能沟通
2. 长期疾病，例如每周洗肾三次，
有时被当成健康的人、有时又不得不面对死亡
3. 亲友的死亡，这些人已经离世了
这个苦难已经发生、
就不可能再恢复原来的情况了。

一、心理要有所装备，让自己负起责任来面对苦难。
K h 【当好人遇上坏事】为什么好人也会受苦
Kushner【当好人遇上坏事】为什么好人也会受苦？
 苦难是人生事实，没有人能幸免、好人也不例外
 这样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
当苦难临到我们时才不会感觉到那样的意外…
 老年丧偶、丧子、中风、瘫痪，
病痛、苦难都造成雪上加霜、重担难当
 近几年来全球暖化、环保问题，造成大自然的反扑
 全球财经近况不景气以及变化，
使得原来已经困难的人苦上加苦
然而这些都是真实的现象，所有的人
包括老年人都要在心理上装备自己，
我
对苦难、痛苦、危机、 难，
好让我们面对苦难、痛苦、危机、困难，
有一个更健康、更正确的心态

John Bowlbyy 是哀伤辅导的学者，认为

第一个阶段，大多数人
会产生反抗、或者否认的 态
会产生反抗、或者否认的心态
 哀伤是中间的一个过程
 最后进入重组


当不能康复的时候
当不能康复的时候，
需要认知哀伤和处理失落的过程 ─
 当走过之后就可以呈现重组的状态，
当走过之后就
呈 重组的状态
不要将自己一时的失落过度扩大
 放在一个合宜的情况之下来面对他，
在
情
来
重头开始、重新走向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旅程，
不但去接纳他、而且去经过调适的过程

三、人生的转机在于学习新的知识跟技能。
当老年遇到各种疾病 苦难 痛苦时
当老年遇到各种疾病、苦难、痛苦时，
很重要的就是多多的去接触学习
更多跟自己的疾病、苦难、痛苦相关的知识，
多 自
疾病 苦
痛苦相关
 对自己的状况越清楚，越能够面对现实、处理状况
 无知使人害怕、焦虑、困惑，
真正面对现实，会使人更看清楚下一步该怎么走
无论是照顾者、是家人，
在伦理上也应该让当事人知道真实的情况，
而不是隐瞒事实、或在背后窃窃私语。
譬如：当有人得到失智症，
最好让他本人知道失智症
是怎样 情 、 怎样 展，
是怎样的情况、会怎样发展，
而不是在背后窃窃私语，这样对他本身是不好的。

当我们是那一位需要被照顾的老人的时候，想一想 ─
 考虑全家人的资源和情况，做一个平衡、
考虑全家人的资源和情况 做 个平衡
而且合情合理的责任的分配，
让大家同心协力来 对挑战
让大家同心协力来面对挑战
 家庭是一个团队，当一个人生活方式被改变时，
其他的家人生活方式也会连锁反应而有所影响
被照顾的老人需要体谅照顾者的辛苦、
而给予更多肯定跟鼓励，
尽量不要用负面的情绪、言语来对待照顾自己的家人，
 被照顾者的态度对于全家人的气氛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被照顾者如果充满感恩、充满喜乐，
会使照顾的人在照顾的时候
情更愉 、觉得更轻省，
心情更愉快、觉得更轻省，
对照顾的工作也会做得更好

四、跟周围每个照顾自己的人喜乐的相处。
当家中的老人因为长期疾病或其他的因素，
当家中的老人因为长期疾病或其他的因素
而需要家人付出更多时间照顾的时候，
对家中所有的人都是 项挑战
对家中所有的人都是一项挑战。
 刚开始，照顾者会全心全意的付出心力来照顾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都累了，怨言越来越多，
必须分工、彼此支援，甚至寻求外来的资源跟帮助
对于被照顾的老人来说，
 了解那方面需要别人的协助，向照顾者沟通清楚
 或许家中某一位照顾者特别被信任，
老人有需要时，总是指名要这一个来帮助，
 也会造成家人之间的不和平的现象
 使得这位特别被信任的照顾者
使得
特
顾者
精疲力竭、甚至病倒

五、虽然肢体或身心有残缺，但是在上帝的爱当中
要肯定并接纳自己 仍然具有完全的人格
要肯定并接纳自己，仍然具有完全的人格，
即便可能被截肢、失去乳房、眼睛，
但是人格还是完整的。
是
是完整
当越来越接纳自己仍然拥有完整的人格时，
 更能够学习去使用、去发挥还做为一个人还有的
 会发现别人也会接纳我们
我看过一群坐轮椅的人在舞台上跳舞，
有一些身心有障碍的人，人格还是完整的，
所展现的生命的活力
是一个完整人格的表现，
比四肢健全的人更活泼有力、更为美丽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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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里，灵性上的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

六、尝试回归正常的生活主流，
老人虽有长期的疾病 身心的障碍
老人虽有长期的疾病、身心的障碍，
都必须要尽量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生病之后在生活中首先遇到的障碍就是
病
在
中首先 到 障碍 是
建筑物的障碍…，对身心障碍者很不友善
 现在越来越多地方考虑到居住、生活环境，
要对身心障碍者有更多友善的环境，
我就曾鼓励小儿麻痹的妇女，学习用手掌控的汽车…
行动不方便的人走出去，最大的障碍是自己的态度、
认为社会大众不接纳的眼光，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每个人如果长寿都可能面对行动不便、身心障碍，
每
如果长寿都可能 对行动 便 身心障碍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态度来互相对待，这个社会
将会让弱势族群获得更多当有的权利和自由。

特别注意下面的几点 ─
1 多看：机构跟人员有执照、消防安全、
1.
多看 机构跟人员有执照 消防安全
紧急呼救系统、光线足够、通风、
比较容易出入、尊重个人隐私
较容易出
尊重个 隐
2. 多听：工作人员的学历资格、年龄经历、
外籍劳工不要超过全体员工 ½，而且经过训练
3. 多闻：气味怎样？尿骚、消毒水的味道
4. 多问：直接问住在里头的老人，伙食、洗澡
5. 娱乐、庆生、宗教、复健的活动，收费合理
6. 突击探访：无预约的情况之下多探访几次
需要老人跟家人都了解情况，坦诚沟通、讨论，
尽量沟通到老人本身同意，
而不是被勉强、被欺骗进去的，
不要让老人家觉得被遗弃、被丢在那里了。

七、谨慎的选择照顾的机构，有两种；


护理之家，为「三管」的人而预备 ─
气切管、鼻胃管、导尿管，
病情已经稳定、不用积极治疗的慢性病人



养护中心、安养中心，提供一般性的护理跟生活照顾，
养护中心
安养中心，提
般性的
跟 活照 ，
内政部社会司、长期照护专业协会，
有评鉴名单可
有评鉴名单可以上网、
网、
或去看相关的资料
 选择时，除了考虑老人本身的健康情况，
也考量财力负担，可以询问
社会福利机构有没有补助的办法
 现场多多的去看，
听过专业人士 亲友的推荐之后
听过专业人士、亲友的推荐之后，
亲自到机构参观访问

圣经有关苦难的教训…
一、这世界是一定有苦难的
这世界是 定有苦难的
约十六33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二、苦难的意义跟价值
二
苦难的意义跟价值
1. 使我们更了解神的主权
当信徒有为主受苦的心志时 一但苦难来临 仍然
当信徒有为主受苦的心志时，一但苦难来临，仍然
相信神在掌管一切，使我们更了解神的主权。
诗廿九10 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
洪水泛滥之时 耶和华坐着为王

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2. 苦难能显露出我们生命中未完全顺服的地方
箴十七3 鼎为炼银，炉为炼金；
鼎为炼银 炉为炼金；

惟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3. 苦难教导我们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才干，而要更倚靠主
箴言二5-6 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

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
4. 苦难使人更明白神的诫命、律例、典章
诗一一九71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
67 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

5. 苦难是塑造安慰者的必经之路
林前一4-7 当面对苦难、走过苦难，生命更成熟、更成长
6. 苦难使人灵命成长
罗五3 5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罗五3-5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
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2. 路得：路得记
路得跟拿俄米所遭遇的苦难也是满大的，
路得跟拿俄米所遭遇的苦难也是满大的
 苦难的原因 ─
自 界 灾
自然界的灾祸，遇到饥荒、死亡
到 荒
 苦难的事件 ─ 孤苦无依、亲人死亡、物质缺乏
 回应苦难的方式
应
─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正确的抉择，
路得选择跟随耶和华，忠心的顺服婆婆 ─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我就在那里」，
一路跟随、跟随…
当苦难事件临到的时候，
常常我们要做一些选择，
如果做了正确的选择 ─ 跟随主，
相信也会化苦难为祝福。

三、化苦难为祝福，找到五个人物，看到回应苦难的方式…
1. 约瑟：引发苦难的原因是别人的罪 ─
父亲的偏爱、兄弟的嫉妒陷害、主人妻子的陷害，
 苦难的事件 ─被丢弃、被出卖、流落异邦、被囚禁
 回应苦难的方式 ─ 正确的眼光，
从神掌权的角度来看苦难，
饶
害者，饶 带来
而饶恕伤害者，饶恕带来医治
创四五5-8 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

原来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原来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是借着我拯救我们的一家一族。
他有一个正确的眼光，从神的角度
来看
来看发生在他身上苦难的事件，
他
事 ，
以至能够化苦难为祝福。

3. 约伯：义人约伯也受苦，
 原因 ─ 撒旦的攻击，在神的允许、限制之下攻击约伯
撒旦的攻击 在神的允许 限制之 攻击约伯
 事件 ─ 儿女死亡、财产失落、疾病、夫妻不和睦
 约伯用正确的盼望来回应这个苦难，
约伯用 确的盼望来回应这个苦难
伯十九25-27 约伯说：皮肉灭绝之后得见神。
在旧约神学里谈到人的复活。
神学
复
4 约拿：
4.
 原因 ─ 自己的罪，他不顺服神
 事件 ─ 以至被丢到海里、被大鱼吞吃
以至被丢到海里 被大鱼吞吃
 在苦难中他有正确的回应 ─
拿二1 约拿回想起过去神怎么样恩待他。
约拿回想起过去神怎么样恩待他
他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
最后还是乖乖的顺服神。
最后还是乖乖的顺服神

5. 哈巴谷：
 原因 ─ 人类的战争、族群的冲突、资源的缺乏
人类的战争 族群的冲突 资源的缺乏
 事件 ─ 民生所需欠缺、财产破损、国破家亡
 回应苦难的方式是正确的神学
回应苦难的方式是 确的神学 ─
坚信十架神学、而不是成功神学，
在苦难中对主忠诚、坚信，单单因为神而喜乐，
哈三17-19 即使无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圈内没有牛羊…，
还是要因耶和华而欢欣。
约瑟用正确的眼光、路得用正确的抉择、
约伯用正确的盼望、约拿用正确的回忆、
约伯用正确的盼望 约拿用正确的回忆
哈巴谷用正确的神学，
来回应临到他们身上苦难的事件，
来回应临到他们身上苦难的事件
使得他们能够化苦难为祝福！

彼前四12-13 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
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
不要以为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当我们在试炼、患难当中，
仍然可以靠主欢喜快乐，
苦难、试炼正是圣徒一步一步
辛
拾级而上的艰辛的旅程。
 正如同雅各在孤单、黑暗的旷野，
枕着石头睡觉时，惊异的发现 ─
原来那里是伯特利，就是神原来也在那里
 在苦难中神也与我们同在、神也在那里 ─
因为他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