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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长者事工的迫切性 

 

“白发是荣耀的冠冕”，“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

（箴 16：31，20：29）。 

“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老年

妇女如同母亲”（提前 5：1–2）。 

 

一、课程概论 
当今中国老年人口越来越多，而教会内也有很多长

者。如何关顾牧养长者，让长者发挥他们的优势，

或是教会如何推动长者事工，与长者作伴，关心他

们、与他们同行、认识他们等，都是重要的题目。

由此可知，教会在牧养或关顾长者方面都有很大需

要，应针对长者的生活及特点去开展合宜的事工。 

 

二、不同阶段长者的特质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高龄的定义，年满 65 岁

的人就是长者。而 65 岁以上的长者，又可分为 3

个阶段： 

1. 初老─65–74 岁的长者。初老，就是起初的

老，是长者中比较年轻的一群。他们的特质是一

般健康比较好，一些还在工作，活动的能力尚不

错，仍然积极地参与各种社会岗位，包括教会的

群体活动。 

2. 中老─75–84 岁的长者。他们可能有一种或以

上的慢性病，心理上多一些忧虑，多一些担心，

活动能力也减退，影响他们不愿意参与社交活

动。不过有信仰的中老长者心中有平安和喜乐，

会快乐地来到教会，并喜欢参加旅行、崇拜等许

多活动。 

3. 老老─85 岁以上的长者。他们体能大多不佳，

活动能力也不如前，生活上较依赖别人的帮助，

因此要多关心他们。可以组织探访工作，带一些

小礼物、问候卡给他们。 

教会要根据长者不同的阶段牧养他们，按他们的需

要和情况设计活动，多花心思。 

 

三、影响长者生活素质的因素 
1. 最影响长者生活素质的是健康，其次是经济能

力、家人的关心等。家人定期的探望对老人很重

要。 

2. 长者需要友伴，老伴或多年的朋友都很重要。长

者喜欢团体活动，例如结伴上茶楼吃点心（广东

人的一种饮食习惯），让他们感到幸福、快乐。 

3. 长者需要亲密关系。教会中无论相同或不同年纪

弟兄姐妹的主内情谊，都可以满足长者在这方面

的需要；他们喜欢与不同年龄的人一起享用食

物、唱歌敬拜神。这些关系让他们独处或生病时

也不会容易产生不必要的忧虑，或因悲观而胡思

乱想。 

4. 长者需要正确的价值观。要让老年人知道生命中

最重要的是什么。一般不信主的长者往往很重视

金钱和物质，凡事爱比较（儿女、零花钱、房

子），因此要帮助他们把握人生的核心、生命中

最重要的事。要针对性的引导长者认识耶稣，看

重救恩，盼望将来的永恒生命。 

 
四、长者身心方面的转变 
1. 身体机能退化─视力、听力、记性变坏；身体平

衡力转差，容易跌倒。 

2. 智力退化─普遍来说，长者的学习能力和认知能

力逐步下降。但如果有充足的学习动机，有兴趣

的推动和旁人的鼓励，许多长者仍然可以学用电

脑（就像良院一些七八十岁的学员），学用微信

跟孙儿沟通。 

3. 害怕转变─长者因为身体机能退化，往往受到很

大的限制，所以不喜欢转换环境或改用工具，因

为会使他们失去安全感。 

这里主要不是提出帮助长者的方法或训练途径，而

是要让长者在金色年华中显露光辉。如果我们了解

他们在岁月流逝后的本相，帮助他们对自己有新的

了解、体谅、见识，我们的关怀方向就更有意义─

不把他们当成弱者（虽然因为身体大不如前，要接

受别人照顾），而是尊重他们，帮助他们在这岁月

的黄昏去发掘、发挥黄昏的美丽和灿烂的一面。 

 

五、长者压力的来源和征状 
长者的压力往往源于身体的转变。身体的能力已不

及年轻时，这是个重要的心理适应过程，会在身

体、心灵、社交、灵性等各方面带来压力。帮助长

者时需要了解这些压力和压力的源头。 

1. 退休后，长者失去生活的重心和意义，也同时失

去收入，这已带来相当的压力；如果长者缺钱又

不愿意依赖子女，就会带来更大的困扰。 

2. 退休后时间多了，容易引来旁人的指指点点，例

如应该怎样运用闲暇，甚至指派家务、照顾小孩

等，带来失去自主时间的压力。其实长者可能更

需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3. 年纪日长，健康出现问题，引起长者的担忧。 

4. 长者一般难以把问题看得开，容易產生焦虑。 

5. 长者退休后与家人相处时间日久，容易发生摩

擦，带来关系方面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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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长者的压力与关怀 

 

与长者相处最大的难处，是觉得长者啰嗦，因此我

们不喜欢和长者聊天。其实长者啰嗦，很可能只是

因为我们没有仔细聆听，而长者急了，于是就反复

的说，来回的说。我们需要学习聆听长者说话。 

 

一、明白长者的压力與焦虑 
身心和生活上的转变为长者带来种种压力，甚至可

能引起焦虑。 

1. 在身体方面，身体机能退化，视力、听力、记

性、学习能力转差；平衡力、行动能力下降，容

易跌倒；吃不好、睡不好造成身体疲乏。健康不

理想带来焦虑。有时身体不适却不说出来，也会

造成压力。 

2. 在心理方面，退休后经济的转变带来压力。老年

人看事物比较悲观，容易记住不开心的事，不会

因为年纪增长而释怀。 

3. 在生活方面，有些长者不懂与小辈沟通，说话语

气伤人，为彼此的关系带来压力。又有些长者需

要协助照顾孙儿、做家务，或照顾更年长的父

母。与家人相处日久也容易产生摩擦。 

 
二、帮助长者处理压力 
1. 提醒长者爱护自己的身体，保持身体健康，定期

做身体检查，按时吃药。同時关心长者的生活是

否正常，多问他们：胃口好吗？食物适合吗？睡

得好不好？心情怎样？ 

2. 细心照顾，为他们多想一步，例：安排复诊的接

送。帮助他们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例：安排参

加老人中心或其他唱歌班、跳舞班、电影欣赏等

文娱活动。 

3. 帮助长者建立良好的社交网络。老人需要友伴和

日常的社交，要多见人。可以是跟家人相聚，或

是跟邻舍、朋友相聚，都会让他们开怀。 

4. 与长者建立陪护关系。聆听是一种同理心，用亲

切的笑容与长者聊天，了解他们的内心感受，成

为他们的同伴，做他们的同情者。 

5. 帮助长者和家人建立良好的沟通。鼓励长者把需

要、忧虑等向家人坦白和直接讲明，不应为面子

而不说或整天拉长面孔。例：明明需要家人陪

伴，但子女晚了回家，却说晦气话或反话。长者

应和家人有良好的沟通，家人也要注意长者话里

的话。教会牧者可以鼓励长者多体贴子女的难

处，明白子女的爱心，所以说话要坦白、真诚。 

三、教会对长者的关怀 
A. 传福音给长者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教会有长者如有大宝藏。

教会要开展长者事工，传福音给长者，帮助他们找

到生命的价值和方向，赋予他们下半生的意义。长

者信主后，生活更有动力，就是患病也懂得向神祷

告。神是我们给长者最好的礼物，让他们得着永生

的盼望，知道年老只是生命的一个过程，不是结

束。 

 

B. 鼓励长者学习正面思想 

很多长者受内敛的传统文化影响，即使在晚年相对

安逸、完成了人生的责任，可以乐享天伦，也因为

过去的遭遇而表现得很负面、苦毒。信主的长者可

以学习正面思想，表达珍惜、感恩和赞赏，以致老

得漂亮，老得开心，老得感恩。身体机能虽然日渐

衰退，可贵的是拥有内在的力量，有平安、喜乐、

满足，并且随着灵性成长，与日俱进。 

 

C. 不要把长者当小孩一样哄 

长者事工的人员不要把长者当小孩一样哄，要尊重

他们是成人，是受过教育的；要多听、多了解他

们。长者虽然体力、机能衰退，但有丰富的人生经

验与智慧，要尊重他们，不要把他们当做小孩。与

长者相处或安排节目时都要注意。 

 

四、总结 
长者要表达欣赏与赞美，克服内敛的性格障碍，过

健康的生活，建立社交的网络，寻找自己人生的意

义，并学习正面思考。特别在人生的这个阶段，要

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在当中找到满足感，心怀感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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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长者的关怀与聆听 

 

关心长者，不是学一套方法，而是以正确的心态，

去发掘和鼓励长者在他们人生的黄金岁月里，发挥

生命中最美最丰硕的一面。 

 

一、关怀长者应具备的态度 
A. 尊重和亲切 

与长者相处要有正确的知識。态度方面，尊重和笑

容很重要，同時要亲切，有耐性，避免责备。一些

非语言的、身体的接触是很好的，如拍拍肩头、握

握手。长者很喜欢這些亲切、熱情的态度。如果因

为长者走路慢，说话重复，关怀者就态度敷衍，长

者是感受得到的。 

 

B. 以长者的利益为出发点 

有些人关心长者是以自己的利益出发，想得到好

处。例：跟长者吃饭，就觉得是“我陪你，你要请

我吃饭”。关心长者应该以长者的利益为依归，而

不是自己的利益。 

 

C. 保持中立 

有时候长者会倾诉一些不开心的事，即便所谈及的

人是你的老朋友，关怀者也切记保持中立，客观了

解整件事才给意见。长者有时会对你讲老大，对老

大讲老二，对老二讲老三，所以要小心聆听，保持

中立。 

 

D. 知道自己的限制和界线 

1. 照顾别人需要很大的心力，所以要先寻求自己的

健康和心灵的安静祥和。自己要站稳，才能帮助

别人。如果为别人祷告，就要先会自己祷告，先

会自己献祭，求神加能赐力。 

2. 关怀長者时可能会发现对方很多的状况，自己不

一定能够完全了解和给予适当的帮助。当人的方

法到了尽头，就可以和他分享圣经的话语、唱诗

歌及分享信靠神的宝贵、神的同在等，帮助长者

心灵得平安和鼓励。 

3. 我们自己要喜爱和熟悉神的话，方便探访长者时

念出来。我们自己要先打好基础，每天读神的

话，因此灵修、祷告的生活很重要。 

 

E. 认识社会上不同的资源 

我们可以认识和使用社会上不同的资源。可喜的是

现在社会上越来越多关心长者的机构。其实许多长

者都需要经济上的支援或需要接受医疗照顾，可以

上网去查一下。至于社区的老人中心、学习中心

等，对长者的日常活动也有帮助，平常要多加注

意。年纪不太大的初老（65–74 岁）和中老（75–

84岁）长者，仍然可以参加这些活动。 

 

二、关怀的最终目的 
A. 建立关怀的关系 

1. 关怀并非一时，而是长期的。有了这种亲和的关

系，就会聆听对方心里的需要。 

2. 无论在教会还是在家里，建立关系后不要立刻中

断，因为长者会把关系放在心里，所以要尽可能

经常去探望、聊天，让长者感受到关怀。 

3. 最好能定期探望，例：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

跟长者一起崇拜后吃饭。 

4. 鼓励弟兄姊妹有时间便按着感动和负担去关怀一

两个长者，每年去老人院探望他，买一些健康的

（不用贵的）食物给他，就是几个水果也可以，

让长者知道你的关心，他就满足了。 

 

B. 分享神的恩典 

1. 神的恩典在每个人的生命都不同，都很奇妙、独

特，神给长者的恩典同样是奇妙和独特的。可是

长者往往会觉得自己身体各方面很软弱。我去医

院探望长者时，常常鼓励他每当感到孤单时便祈

祷：“主耶稣我很孤单，求你给我心灵有喜乐、

有盼望，不一定要有人来看我，我也觉得满足喜

乐。”如果他要动手术，就祷告求主耶稣帮助他

经过这个手术。 

2. 鼓励长者依靠神是很必須的，因为到了这个年龄

階段，儿女不在身边，他更需要学习倚靠神。中

国很多长者是留守老人，要关心他就要跟他一起

来学习依靠神。 

 

三、关怀的技巧 
A. 同理心与专注投入 

关怀的技巧，一方面是同理心的装备，另一方面是

专注投入去聆听对方内心的感受；也就是不但要

听，而且要认真听，还要有回应。尝试去喜欢老年

人喜欢的东西，这个关怀技巧是需要操练的。 

 

B. 聆听的重要 

1. 聆听，不是单单用耳朵，更要观察对方的非言语

行为，例：姿势、表情、动作、语调，这样就能

够更深入了解说话的人。他的信息包括他说出来

的经验、感受，也包括他的肢体语言、行动、行

为。听完之后，还要整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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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聆听的重要，在于可以帮助我们跟对方建立信

任。对方知道你在听他说话，便会信任你，让你

更明白他真实的感受和处境，也会增加你对他的

吸引力和影响力。当你仔细聆听之后，你所说的

话才能够影响和打动对方。 

3. 聆听是一种操练，一种挑战，因为长者可能每次

都重复以前发生过的事，可是在 10 句重复的話

之后，就有一句是他要告诉你的，我们就要像寻

宝一樣。往往一大段都是以前的东西，但耐心地

听到最后，就会听到最重要的话。 

 

四、聆听及回应练习 
以下是聆听长者说话及回应的练习，大家可以跟着

试试。 

长者：“我昨天晚上很辛苦，因为女儿打电话给

我，说她下个月不可以来探望我了，要调去

一个比较远的国家工作。” 

（长者说完这句话后眼泛泪光。你会怎样回应？以

下是个范例。） 

回应：“你感到很难过。你很辛苦，因为女儿以后

要到别的国家工作。她平常每个星期都回来

陪你吃饭，但以后只可以打长途电话给你，

所以你很难过，也觉得很孤单，因为女儿以

后不能陪伴你了。你的女儿最孝顺，其他孩

子都忙自己的工作，很少来探望。你听到女

儿告诉你工作的事，感到失落、失望！” 

（聆听者重新整合，把长者的感受陈述出来，就是

他很珍惜女儿跟他的关系，看重女儿对他的孝心，

还有陪伴他吃饭的亲密。他很珍视这种感觉。接下

来就是给长者一个出路。） 

回应：“其实你的女儿会回来看望你，你也可以跟

她约定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你。现在电脑也蛮

流行的，在电脑也可以跟女儿通话、看到大

家的影像，所以要保持良好关系也没那么困

难。” 

（聆听者给了长者一个出路，或者静下来还可以有

別的出路。同理心的技巧需要再学习，跟长者相处

更需要同理心，尤其在倾听的时候。） 

 

 

第四课 
关顾长者发挥潜能 

 

一、辅导技巧 
A. 同理心的运用 

1. 同理心是很基本也很重要的辅导技巧。使用同理

心来聆听和关心长者，就是明白长者的处境，并

尊重、接纳他们的感受。关怀者的角色就是同

行、陪伴、支持和守望祷告，分享天父的能力与

信实，把长者的需要带到天父的面前。除此之

外，还要透过积极、专注的聆听，站在对方的立

场去了解他现在的状况和感受；并有足够的耐心

和温柔的关怀。因此关怀者的忍耐、专心、体谅

很重要。例：站在一个坐轮椅长者的位置，明白

他心里的状况、生理的不便、所面对的限制等，

以了解他的需要。 

2. 很多关怀者不愿意打开心扉去听长者内心真正的

需要，因为关怀者实在太忙了，耐性不够，时间

也不够。所以关怀者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打开长者

的心，让他说出真正的需求，是要方法和智慧

的。我们時常希望长者把心里的话告诉我们，但

实际上我们首先要把心灵打开，因为长者不会轻

易接受別人的关心，所以要有足够的耐性和时

间，真心爱他，把他当宝贝，让他认可你，真正

认识到你是真诚地关心他、爱他，使他有安全

感，他才愿意接纳你，因为他喜欢有人同他在一

起、同行的关系。 

 

B. 同理心要有界限 

1. 同理心是有界限的包容和关心。用同理心去关心

长者时，如果事事都投入過多关心，会使长者产

生依赖，把关怀者当成听从吩咐的工人。所以关

怀者也要注意界线，不要过度的保护和关心。 

2. 关怀长者而令自己筋疲力尽，就是越過了界线，

对关怀者和长者都不好。同理心应该有界线，而

不是无限的同情！同理心跟同情心不同。同情心

是悲天悯人的，什么都关心，对什么都很担心，

要把自己给出去；而同理心是比较专业、客观、

中立地去了解和关怀。 

 

二、发挥长者的优势 
做长者的事工，要明白长者无论多么老、多么病

弱，他仍然拥有自己的能力。即便是自己家中的长

辈，与我们晚辈相处时很多时是纠缠不清或有冲突

的，我们仍要发掘长者的优点，让他把潜能发挥出

来。 



 
良友圣经学院《长者事工》 6 

三、成功的晚年 
A. 对自己的人生感到满足、完美 

1. 长者已经辛勞大半生，理应感到满足、完美，然

而他们许多时未必这样看，反而觉得自己什么都

没有─念书不多，钱不多，孩子也不是很孝顺。

要鼓励长者回顾自己生命正面的部份，例：年轻

时辛勤工作、照顾家庭、养育子女、贡献家庭、

社会，肯定他人生的价值。如果长者对自己的人

生感到满足和有意义，心境必定開朗、快乐。 

2. 让长者感受到他是有价值的，他的人生到这一

刻、这个阶段是满足的。对自己有正面的评价很

重要，所以我们要常常给长者正面的评价。在中

式教育里，长辈缺乏对孩子赞美，同样晚辈对长

辈也缺乏赞美和欣赏，所以我们应多赞美他们。 

 

B. 长者要感受到爱 

1. 长者感受到爱，就能够去爱人及接受别人的爱，

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信主的长者所感受到的爱比

较明显，他感受到神的爱，也感受到弟兄姐妹的

爱。但一般未信主的长者不会把爱字放在口边。

我们可以鼓励长者去欣赏、珍惜、感谢身边的人

对他的爱，用眼神或其他方法去多谢别人的关

爱。爱的感受能够让长者对生命有满足的感觉。 

2. 有些长者不仅仅爱自己的晚辈，也爱别人的孩

子。在教会里有些长者还去爱很多年轻人，所以

生命很美，也充满了喜乐。 

 

C. 對未来充满盼望 

长者没有信耶稣，就真的在等待大限來到。如果成

功的晚年是对将来充满盼望，那么长者坚信走完这

世界的路之后，将来会在天堂跟天父享受永远的福

乐，就是个很美、很活泼的盼望。所以有信仰的长

者跟没信仰的长者真的很不同，晚年的生活、心理

状况也不同，所以我们要努力传福音给长者。 

 

D. 對生命的存在感到兴奋 

成功的人生，是在每天的生活中找到意义和目的。

有位长者每天起来都不开心，觉得自己老了，不少

朋友都过世，幸好有朋友带他去教会参加长者团

契，整个人都开心起来，每天起床都期待星期四去

教会见朋友，生活重新有了动力，感到兴奋，因为

很高兴有朋友和牧者关心他。长者觉得每天都有新

的盼望，新的动力，没有恐惧。 

 

E. 能够自由追求人生目标直到最后 

有位信主的癌症病人，癌症令他受了很多苦，生活

很不便，不过他坚持信仰，知道无论在什么光景天

父都看顾他，所以他坚持到最后一口气。这份信心

和喜乐平安，让人感受到他成功的晚年。虽然他只

有 66 岁，但是他追求的人生目标是“主在他的心

里”。有耶稣作他的救赎主，他就觉得很快乐。这

个目标让他觉得人生很有意义，甚至盖过痛苦，让

他到最后一口气都充满平安喜乐。原来靠主喜乐，

真的可以安享晚年。我们也要鼓励所服侍的长者有

这样的盼望和勇气，并把基督复活的盼望活出来。 

 

 

第五课 

帮助长者的方向 
 

一、建立自我形象和价值 
A. 长者是按神的形象而造 

长者的价值不会因为年老而失去，因为他是按神的

形象而造的（创 1：27）。无论年轻或是年长，仍

然有神的形象，只是在生命的不同阶段而已。 

 

B. 人生有喜乐和盼望 

1. 长者要承认，人的身体是会毁坏的，但我们的内

心却可以“一天新似一天”（林后 4：16）。这

话对年轻人很宝贵，对长者就更是如此。肉体的

衰残是无可避免的，长者会有各种的不便、患病

等，好像人生没有乐趣了，但是圣经说有主在我

们里面，就仍然能够轻省喜乐，心中有盼望。 

2. 罗 8：18 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

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在天堂里没有眼泪、

痛苦，不会生病，每个人都很美好。所以有主同

行，长者就不必害怕。不过，天堂虽然美好，长

者仍然要积极活好今天，不能用自己的方法结束

生命，也不能消极地生活，生病不吃药，自暴自

弃。神既然让我们活在世上，就要好好过日子。 

3. 长者仍然可以做很多事情，圣经中有些长者是很

棒的，例：迦勒、摩西。摩西被神呼召时已经

80 岁了，之后的 40 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

旷野，是艰巨的任务。摩西的岳父也是个很棒、

很有智慧的长者。 

 
二、帮助长者感到幸福 

要帮助长者知道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在乎他是否

好好活着，荣神益人。保罗说美好的仗他打过了，

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提后 4：7–

8）。要实行这 3 点有点难，但 85 岁的迦勒宣告

“我还是强壮”，请求摩西把昔日神所应许的地赐

给他（书 14：10–12）。可见如果目标坚定，神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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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帮助我们；只要尽力而为，就会有公义的冠冕为

我们存留。要帮助长者按着圣经的话来看自己，不

轻看自己。 

 

三、让长者感受到爱和归属感 
1. 为长者进行自我价值和自我形象的心理评估，可

以作为参考，了解长者怎样看自己生存的目标和

意义，并且晓得要在哪些方面帮助他们。不过，

有些长者可能走向极端，时时无理的要求、批评

或埋怨；也有些长者会无缘无故地发脾气、不高

兴、不满意。所以我们评估长者时，除了看他们

对自我形象和自我价值的评分，也可以同时看看

他们的生活是否有人生意义和价值。 

2. 从广义来说，有人生意义就是找到人生目标，认

识主耶稣。从每天的生活看，可能是等女儿回来

跟她聊天，星期天一起去吃点心，每天看喜欢的

电视节目。其实这些都很好，因为他有所盼望，

生活充满不同的情绪、不同的节目。人生的意义

从大处看是对将来有盼望，从小处看是每天都过

得快乐和充实。 

3. 长者要感受到爱和被爱，能主动去爱人，也能接

受别人的爱。有些长者不喜欢人的关心，甚至会

反感、生气。所以能够去爱、去关心、去欣赏，

然后让人家来爱自己、关心自己、欣赏自己，这

种双向关系是很重要的。 

4. 长者能够付出爱，就会有归属感；同样，晚辈没

有忽略长者并体贴他们，也会让他们在群体中有

归属感。例：牵着他的手，跟着他的步伐，他会

感到你爱他和与他同行。 

 

四、帮助长者学习饶恕 
长者要放下以前心灵的重担，学习把以前所受的苦

楚放下，否则苦毒在心里，人就不会开心。一般长

者最放不下的就是曾经恶待他的家人、亲戚和朋

友。长者要心里轻松，活得喜乐，就必须饶恕。如

果长者心里没有埋怨，就会感到轻松；相反，如果

整天挑着担子，只看到别人以前对自己不好，心灵

充满苦毒，那就无论如何也开心不起来了。 

 

五、帮助长者找到盼望和永恒的生命 
长者找到盼望和永恒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

生并非到这个阶段就结束，我们还有灵魂。有信仰

和没有信仰的长者非常不同。教会里的长者充满喜

乐和平安，更充满感恩；那些没有信耶稣的长者却

没有盼望，感受到的都是灰色的，很多事情也放不

下。所以要从长者认为重要的、有价值的事入手，

鼓励他们认识耶稣。 

第六课 
案例分析及事工建议 

 

一、案例分析 
A. 案例一：互相影响的夫妇 

1. 85 岁的张老太和 90 岁的配偶张老伯同住。两位

都是老老族（85 岁以上的长者），身体并不很

健康，要长期服药，行动也不方便。最近张老伯

因患上帕金森症而脾气暴躁，常因小事和张老太

吵架。张老太也很不满，加上感冒，就变得非常

沉默，情绪低落，甚至患上轻微老年抑郁症。 

2. 关怀这样的长者，最重要的是问候，鼓励张老太

说出心里的不快。如果她的情绪继续低落，甚至

失眠、不愿见人、不吃东西、情绪暴躁，超过两

周以上，就要去寻求专业治疗。 

3. 张老太的抑郁主要受丈夫的情绪影响，关怀者应

把重点放在鼓励她跟丈夫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沟通

和好好相处。如果丈夫发脾气，张老太就要保护

自己，出外走走，或者找朋友倾诉。 

4. 关怀的重点是张老伯夫妇。对脾气暴躁的张老

伯，要很有耐心和智慧。由于家里有两位長者，

彼此互相影响，所以应该一起关心他们。 

 

B. 案例二：独居的长者 

1. 中老族黄老伯 73 岁，一直独身，独个儿居住，

亲戚不多；患上白内障后生活很不方便，却不愿

动手术。 

2. 黄老伯很孤单，关顾者要发挥同理心，先要明白

独居长者的顾虑，因为他习惯一个人面对问题，

情况跟常常有家人支持的人完全不同。要接纳他

心里既彷徨又忐忑的感受。 

3. 独居长者会有许多顾虑，而且他们容易产生自杀

的念头；独居的男性尤其是很危险的群体，他们

不敢把心里的感受向别人透露。这类长者会有很

重的防卫心理，关怀者不必立刻为他做决定，最

好是先聆听他心里所担心的是什么，引导他抒发

心中的不安，然后鼓励他，并解释切除白内障是

很普通的手术，也可以把好医生介绍给他，让他

自己考虑，自己做决定。必要时由义工陪同他去

医院做手术，直到身体康复。 

4. 独居者考虑的事情很多，也很容易有负面的思

想，因此关心独居长者时要给他信心，給予实際

的帮助，如义工探访或陪伴等。 

 

C. 小结 

虽然长者的状况有时是类似的，但也不要把怎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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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一位长者的方法，搬过来套在另一个长者的身

上。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表现和反应也不同，所以

要对应每位长者，并好好地为他也为自己来祷告。 

 

二、长者事工的困难 
长者事工面对很大挑战，虽然教会长者很多，但同

工接受的训练却未必很多。关怀长者需要很大的耐

心、爱心，也要实践与装备，这些条件对不少教会

或是个别的关怀者来说也是巨大的考验。以下是长

者事工的一些困难。 

1. 事奉者必须有充足的时间和耐性─传道人都很

忙，一个传道人要负责几家教会，所以没有时间

跟耐性关心教会的长者。 

2. 事工的回报率不高─许多人认为长者事工的回报

不高，长者奉献的能力有限，他们帮助别人的能

力也有限，所以长者事工不受重視。 

3. 长者较少获得关注─主日崇拜的讲道，很少提及

关于长者的例子，讲员针对的往往都是年轻人、

中年人。长者很少得着什么滋润他们内心的信

息。 

4. 长者事工隐藏─长者事工比较隐藏，因此教会不

愿意投放资源和人力，觉得做长者工作没人注

意，是比较隐藏、低调的工作。 

5. 吃力而不讨好─教会要用很多精力关心、照顾长

者，却很难有回应。长者因为健康、活动等各种

的限制，不能像青年人那样给予很大的回应，教

会甚至还要付出很多人力、物力带长者来教会。

还有的长者不容易接近，你很用心的把福音介绍

给他，他却有种种理由和藉口拒绝，很是吃力。 

6. 长者比較固执─许多人觉得长者的福音工作很难

做，因为长者比较固执，特别是面对年轻人，他

会觉得自己过的桥比年轻人走的路还多，难以用

人生经验去跟他有对等的交谈。 

 

三、解决方法 
1. 用心胜于有资源─用心比有资源、有金钱更重

要。刚退休的初老族有体力，有活力，可以鼓励

他们去关怀中老和老老长者，让他们互相帮助。 

2. 回应的质胜于量─长者事工有时候是挺甜蜜的，

虽然看起来比较低调隐藏。长者信主后的感染力

是很大的，他谈自己的痛苦、过去的人生路是怎

样走过来的，许多时候都可以感动身边的人。长

者传福音给长者是最具说服力的，所以教会应常

常办一些长者的聚会，让长者带长者来参加，然

后让长者向长者传福音。 

 

四、长者事工范围 
要帮助初老族、中老族发挥潜能。他们本身可能已

经有一些服侍的经历和恩赐，要让他们继续发挥。 

1. 个人关怀─用同理心、聆听、祷告、守望同行。 

2. 家庭探访─必须先得到长者的同意才进行探访，

因为有些长者会觉得家里凌乱杂物多、没面子，

或是家里地方狭小，不好意思招呼客人。勉强探

访或有反效果。 

3. 医院探访─如果长者身体状况欠佳，需要住医

院，医院探访就很重要了。应该定期前往，最好

是在长者的生日、农历新年去探访他们，这对他

们最有意义。 

4. 长者团契─如果长者已经信主，可以组织一些小

组的祷告会、长者团契等。可以为每位长者做一

个生命回顾的本子，就是他一生历史的回顾，放

一些他觉得自己最漂亮的照片，或帮助他拍一些

照片等，这些都会使他们很欢喜。也可以把长者

人生的各个阶段发生的事写下来，然后找出他生

命的重点、生命的意义。 

5. 门徒训练─为他们安排门徒训练，对他们属灵的

生命也会有帮助。帮助他们跟随主，在祷告、在

仰望神、在爱人和关怀人方面训练他们，让他们

满心喜乐地跟随主耶稣。 

6. 关怀生命的工作─长者也可以走进社区去关怀其

他人，例：单亲家庭、失去父母的孩子、比他更

有需要的长者等。这些都是生命关怀的工作。 

当长者愿意走出去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会发展起

来。只要有人策划和鼓励，长者便能够腾出时间，

他们也是愿意参与事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