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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过自己的弱点胜过自己的弱点
所有的人都有优点、缺点，

 知道自己的弱点又能够胜过的 才是赢得不容易的胜利 知道自己的弱点又能够胜过的，才是赢得不容易的胜利
 想一想长辈们可能会有那些弱点，

去面对 过得胜的生活去面对、过得胜的生活

课程目标
1. 知道自己老年性格的弱点到底是什么
2. 避免掉入老年性格弱点的陷阱里面
3. 天天操练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4. 更谨慎自己的言语，学习在言语上能够荣神益人
5. 对于钱财有一个合乎圣经的价值观
6. 了解自己成长的世代对自己所产生的影响，

跟现今的世代又有什么不同

老年人可能有什么样人格上的弱点？牵涉到人格的定义，

大多数的人格理论学者都同意 人格可以被定义为大多数的人格理论学者都同意：人格可以被定义为

个体自我概念的客观组成因素 ─
我自己觉得我是 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经历时间仍然有持续性

 如果有改变也是可预料、而不是突变

人格用比较普通的语言来讲，

某某人在小时候你就认识他，

经过几十年之后你看到他的时候，

脸、外貌已经有些变化，

还是可以认得他，那就是他的持续性
当跟他再讲几句话、相处一段时间，

会发现他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有 不 样 方

这就是人格 ─ 有持续性、也有改变性

发展心理学者 R. J. Havighurst 认为

六十岁以后人的心理发展任务六十岁以后人的心理发展任务，

渐渐聚焦面对社会跟生理方面的失落：

调适渐渐衰 的体力 渐失去身体健康的情1. 调适渐渐衰弱的体力、日渐失去身体健康的情况
2. 调适退休之后财务上、经济上收入减少的情况
3. 可能配偶死亡的哀伤、失落的情况
4. 建立跟自己同年龄层更坦诚的关系，

这个时候需要老朋友、同伴、同侪
5. 适应社会角色的弹性变迁，例如

因为再婚扩展家庭跟人际、培养新的嗜好，
各种活动都需要放慢速度…

6. 建立一个满意的居住环境做妥善的安排

这是比较早期的研究，这是比较早期的研究，

到如今社会文化变迁，可能需要更多的调整。



人格在年岁当中流失，有持续性跟某种程度的改变性，

促成改变的因素 归纳于 力 或是变迁促成改变的因素可以归纳于压力、或是变迁 ─
压力可能来自内心或外在社会环境的变迁，

丧 产 有合例如丧偶所产生的压力，没有合适的处理，

可能使人成为忧郁症的病人

变 庭 他角色变迁指社会家庭、其他角色的改变，

可能因某一些事件而造成，

例如改变职场、迁居、离婚

人生不同阶段所遭遇的压力跟变迁，点点滴滴

使一个人的人格、心理、身心产生改变，

有可能是正向的、也有可能是负向的。

所有的人都需要察觉自己有什么弱点、可能的陷阱，

都需要靠主的恩典、个人的努力来胜过这些弱点都需要靠主的恩典、个人的努力来胜过这些弱点，

好让自己晚年能够拥有健康正常的身心、人际关系。

老年人可能有的弱点…
期盼有助于自我内省 产生有益的 察跟智慧期盼有助于自我内省，产生有益的洞察跟智慧，

使自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晚年生活。

一、老年人容易陷入自怜，不自知的接受一些

负面的老年观，对老年一词产生错误的概念。

首屈一指 ─老年人对这个社会再也没有用处了，

一想到就无助无望、就有一无是处的感觉，

 失去安全感、自信心，开始怀疑别人

 太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看法，以至活的不安

箴廿29 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
白发是为老年人的尊荣白发是为老年人的尊荣。

务必奉耶稣的名拒绝自怜、赶走自怜，

自怜没有看到神的恩典，就是一种罪。

二、时间的安排散漫 ─ 没有好好预备过一个退休生活，

就会被生活带着走 无所是事 随意浪费时间和生命就会被生活带着走、无所是事，随意浪费时间和生命…
时间的运用是对生命的一种表达，我们所拥有的

是非常宝贵 是 作努 赚来这些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是一生工作努力赚来的，

应当在晚年时，善用神所给我们的这些时间

年 变化对老年人来说，生命的状况跟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计划需要随时调整、改变，但有计划总比没计划好，

需要具体拟定具体而实际可行的计划

雅四15 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雅四15 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在祷告里面把计划交给神，每天与主有亲密的关系 ─
从灵修开始每天的生活，就像仆人从主人领受吩咐，灵修开始每天的生活，就像仆 领受吩咐，

写下当天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靠主的恩典努力以赴。

三、自傲、太骄傲了 ─
老年人可能认为自己比别人更有智慧，

人生的经验丰富、态度骄傲
中国人常说「倚老卖老」

伯卅二9 尊贵的不都有智慧伯卅二9 尊贵的不都有智慧，
受膏的并不能都明白公平。

诗 10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诗一一一10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自傲是人成长的绊脚石，

也会成为和别人建立关系的一个阻碍，

不论我们年纪多大、多老，

永远是智慧大海洋里的一个孩童而已。

彼前五5 神阻挡骄傲的人 施恩给谦卑的人彼前五5 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



四、过于保守、耽溺传统 ─ 传统当然有好有坏，

所有改变的过程都会消耗 些力量所有改变的过程都会消耗一些力量、

或是造成某些的不方便，

多半喜 耽 在传 中 享受 舒 感觉 人多半喜欢耽溺在传统中，享受习惯、舒适的感觉

人不喜欢改变，特别是年长的人容易过度的保守
 能够保守美好的传统那是一件美事，

优良的传统我们奋力的持守

 当改变能够带来进步、成长、改善时，

就要勇于面对改变，乃是一个明智之举，

千万不要墨守成规死守传统

存着这样的老年心态，才能够继续的进步，

并且能够保持一个长青的心态，

诗九二14 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诗九二14 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
要满了汁浆而常发绿。

五、掌控跟驾驭 ─ 老年人可能想要握有权力、紧抓不放，

圣经的教训 权柄是神所赐给领导者圣经的教训：权柄是神所赐给领导者
 使他承担领导、要有榜样的重责大任

家庭中长辈的权威 是神家庭中长辈的权威，也是神为了要

教导、引导下一代行走在正道上，而给的

诗一二七3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儿女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父母亲的。

彼前五5a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
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

这就是家庭系统理论 ─ 掌控跟逃避的一种张力，掌 逃
 长辈学习放手、舍己、信心交托给神的功课

 把儿女交托在神的手中，是最安全的，把 女交托在神 手中，是最 ，

而不是倚靠自己的权威、紧紧的抓在自己手中

六、需要特别注意言语的管理
因为害怕孤单 被忽视 而极力争取发言权因为害怕孤单、被忽视，而极力争取发言权，

显得聒絮不休，对每件事情都要讲论、批评，

欠 使 遭 愿 者 言欠缺倾听的耐心，使周遭的人不愿听长者发言

觉得自己没有用、落伍赶不上时代，而不愿意多说，

过度的保持沉默，会使人无法了解长者，

没有办法跟长者有坦诚的沟通，

建立互信、互重的亲密关系

对于老年人来说言语的管理太重要了对于老年人来说言语的管理太重要了，

圣经：说话有时、沉默有时，
合适管理自己的语言 对长者的身心健康合适管理自己的语言，对长者的身心健康、

人际关系和谐，是非常有益处的。

箴25:11 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七、过度的内向
年长的人多半会由注意外在的世界年长的人多半会由注意外在的世界

转换成更注意自己内在的世界，

可能产生两个结果跟影响可能产生两个结果跟影响 ─
1. 过度的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

 认为自己的问题最严重、别人的问题不重要

 忽略了周遭别人的情境、情绪、需要

让人感觉这个长者太自我中心、太自私自利

2. 过度担心自己的身心状况、自己家人的安危，2. 过度担心自己的身心状况、自己家人的安危，

 陷入广泛的焦虑、无以名之的压力、

多愁善感的情绪移到里面多愁善感的情绪移到里面

 活在情绪低潮、惶惶终日悲观消极里，

而影响了身心的健康而影响了身心的健康



老年人需要学习活在现实的世界当中，在适当的

自我反省 内观之外 别忘了周遭亲友 邻舍的需要自我反省、内观之外，别忘了周遭亲友、邻舍的需要，

圣经：施比受更为有福，

付出更多的关怀在周围有需要的人身上付出更多的关怀在周围有需要的人身上，

 自己必能够有更正向的回馈

 才不会高估自己的困境、做茧自缚走入死角

一个小孩在山谷上喊「我恨你们」，

山谷就「我恨你们」，一直回传、一直回传…
他很难过告诉妈妈说：他们都恨我。

妈妈就带他回到那个山谷，大声的喊「我爱你」，

听到很多人说「爱你、爱你」一直回来…
当我们关心别人时，很自然会有正面的回馈
 反过来产生负面的情绪 或只是关怀自己 反过来产生负面的情绪、或只是关怀自己，

那是另外一种结果

八、成长世代的影响，可能成为优点、也可能成为弱点
每 个人有各自 同的成长世代 每一个人有各自不同的成长世代，

环境不一样、产生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战后婴儿潮出 高科技成长 年轻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人、跟高科技成长的年轻人，

对现代科技的观感跟应用当然有不同的看法

年 差老年人必须认知有这样的差异，

否则仍然活在自己记忆中的社会文化处境，

却忽视了现在的情况，以至跟下一代产生代沟。

一位妈妈他想要跟他的小孩连络，

女儿就跟妈妈说 ─哥哥是喜欢用 email 的…
她学会 email 以后，跟儿子就用 email 连络，

不久就得到很多的回复。

他们就是习惯这个东西，他们就是习惯这 东西，

是年长的人也需要去了解 ─不同的差异所造成的影响。

九、与照顾者的关系 ─ 老年人在某阶段

需要人给予或多或少的协助 照顾需要人给予或多或少的协助、照顾，

因为身体的限制，缺乏安全感、自信心，

容易使老 者产 态度很容易使老人对照顾者产生怀疑、不信任的态度，

特别阿兹海默症失智症的老人，更容易有这样的现象，

处境老人要体谅照顾者的压力跟处境，

对照顾者的期盼、要求，切合实际、合情合理

尽量的跟照顾者合作，不要在照顾者稍微

不合自己意思的时候，立刻做出过度的要求责难

有些老人因为自尊心的缘故，拒绝接受别人的帮助，

老年人可以放心的接受晚辈的协助、照顾，

想一想过去照顾孩子的经验，

怎样的付出自己的时间、心力、体力，怎样 时间、 力、体力，

这个时候是接受回馈的时期。

十、对钱财的态度 ─ 有些富有的老人过度倚赖财富，

金钱 能 想用金钱来掌控周围的人 金钱万能、想用金钱来掌控周围的人，

忽略了友情、亲情、爱情

连自 舍 享 成 守财奴 连自己也舍不的享用，至终成为守财奴

十一、老人都觉得自己不像别的老人那么老态、缓慢，

事实上旁边的人都知道他自己也变得很老，

 可是他不知道、不会觉得，

总觉得别人好像比他更老

大部分的老人会错估自己的体力状况，

以为自己还能做某一件事，其实早已经不能，

其中酝藏着风险 ─跌倒、受伤

有老人为了要爬上去换一个灯泡就跌下来，

摔伤、骨头断了、要卧床很久很久的时间，摔伤、骨头断 、要卧床很久很久的时间，

有时候我们高估了自己的情况。



圣经教导

把老年当做是神所 的礼物把老年当做是神所赐的礼物…

箴十六31 白发是荣耀的冠冕，白发 耀 ，
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

提醒老人要谨慎留意 些事情提醒老人要谨慎留意一些事情…
多二2-5 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

在信心 爱心 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
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

不说谗言，不给酒作奴仆，用善道教训人，不说谗言，不给酒作奴仆，用善道教训人，
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

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
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

给老年人很多的劝勉，给老年人很多的劝勉，

指出老年人可能犯的一些错误、也给予劝勉。

弗五15-18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对老年人是非常实际的劝勉 ─ 爱惜光阴，

使用时间反应出对生命的态度，

 把退休后的时间全部浪费掉，活得再久也没有意义

 浪费在毫无节制的醉酒就更可惜了，

是一种生命的浪费

诗卅四12 13 有何人喜好存活 爱慕长寿 得享美福诗卅四12-13 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
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圣经还有很多关于言语、体力…，都可以来学习。

美国著名的盲人诗歌作者 Fanny Crosby
长寿之道有几个 ─

吃新鲜的蔬菜、把重担交给主、
管理自己的情绪跟怒气、谨慎言语，

活到 95 岁才离开世界。

老人了解自己的弱点、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就更需要穿上属灵的全副军装 以克敌制胜就更需要穿上属灵的全副军装、以克敌制胜…

弗六10-20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
倚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老人如果学会了靠主的大能大力，老人如果学会了靠主的大能大力，

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晚年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