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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序

承蒙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社長錯愛，讓我先後為出版社翻

譯了兩本書：《談論死亡》（2012年出版）及《善終之道》
（2014年出版）。第一本是關乎生命教育系列的一個重要課
題，目的是要幫助輔導者、醫護人員，及每一位家中有長者

的人士，如何可以勇敢無懼與身邊有需要的人士談論死亡；

第二本則是幫助臨終者及其家屬能以積極的態度面對自己或

家人的死亡，明白何謂「善終之道」，為臨終者作好準備，

安排善終事宜。今次翻譯的第三本書《愛晚年：老齡倫理新

思維》，則是與老年人、老齡化，以及愛晚年的課題相關。

當我退休的時候，我敬愛的老師（已退休多年的）李清

詞牧師送給我一張書簽，上面寫著：Age is a question of mind 
over matter; If you donʼt mind, it doesnʼt matter.（年齡不在乎事
實，在乎你介懷與否；倘若你不介懷，那根本不是個問題。）

當我翻譯這第三本書的時候，我亦不其然想及這張書簽並

老師給我的囑咐。從基督教教育的角度看，教育應是有教無

類的。教育的對象亦應是普及的：孩童、青少年需要接受教

育；但成年人、老年人也同樣需要接受教育，尤其是基督教

教育。不管我們的年齡多大，我們仍然是上帝的兒女，仍須

學像基督，在生活中活出基督教的信仰來。《愛晚年》一書

就是提醒我們要學習愛上帝，愛自己，這包括自己的晚年，

也愛及別人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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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晚年：老齡倫理新思維

近代關注老年學的一眾學者多是主張「抗拒衰老」，但

本書作者德朗格卻提出一種新思維：他建議我們在抗拒衰老

的同時，更應該學習愛衰老，即是愛及老齡化的長者，並愛

及自己的老齡化。近代老年學者也建議須將老年期分為第三

齡（The Third Age）與第四齡（The Fourth Age）老年期。第三
齡老年期的長者仍然是有充沛的生命活力，譬如：有些「現

在到了五十歲仍然可以生孩子，六十歲可以擔任唱片騎師，

七十歲可以拍裸照，八十歲可以坐懸掛式滑翔機，甚至是

九十歲還可以跑馬拉松」等。最近也聽到一個真實的個案，

費麗斯（Phyllis Sues）是一位職業芭蕾舞演員，她四十五歲
便退休，卻又開始了另一種新的生活：五十歲時，她創立了

自己的時裝品牌；六十三歲時，她成為了一名空軍飛行員，

擔任運輸機機長；七十歲，她再學音樂，成為作曲家；八十

歲開始，學習探戈舞；八十五歲，嘗試空中韆鞦；九十四

歲，她還是學瑜伽和打網球等。按照老年學家的建議，她仍

屬於第三齡的老年期，只有那些進入第四齡老年期的人士

才是真正踏入晚年期，呈現出明顯的老齡化—包括身體

心智的逐漸衰弱，面對老齡化的焦慮，死亡臨近的恐懼，以

及人生價值的消失等。本書作者關注的正是那些踏進晚年

的長者，但作者有另一種的新思維，就是：他相信踏進晚年

的長者仍然可以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他們還是可以「愛晚 

年」的。

與生命（或晚年）倫理有關的學術思維中，作者提出了

常見的四種，包括康德的道德哲學、功利主義、古希臘幸福

論和德性倫理。但他認為這些均有不足之處，因為它們忽略

了生命成長的一些重要基本元素，有如：人類的相互依賴，

以及老年期的衰老及脆弱。所以，作者就此提出新思維，為

要顧及這兩方面的特性。《愛晚年》這部書就是要提供一個

比較全面的圖像，幫助我們更透徹地了解晚年長者的恐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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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也讓我們能夠以更積極的態度面對晚年，「愛晚年」

就是不否定晚年，更是要存感恩和歡樂的心去擁抱及接納 

晚年。

作者亦引用聖經的教導：「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

主—你的上帝。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

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

的總綱。」（太二十二 37-40）原來上帝、鄰舍和自我三者之
間是有種三合一的密契，彼此之間是有施予和接受的關係，

可以幫助我們不單愛晚年的長者，也可以學習愛自己的晚

年。當我們懂得以歡樂感恩的心回應上帝賜予我們寶貴的生

命時，我們便會懂得熱愛自己的生命，並愛及鄰舍的生命，

包括晚年長者的生命。作者更進一步指出：當我們愈懂得愛

那逐漸老邁的自我的時候，我們便會愈懂得去愛那踏進了晚

年的長者；反之亦然，當我們懂得去愛那踏進晚年的長者的

時候，我們也必然懂得愛那逐漸老齡化的自我。究竟如何能

夠實現愛自己，愛鄰舍，愛晚年的長者，以及愛自己的晚年

呢？這本書肯定可以給予我們一些指引吧！

吳梓明

2017年 11月 14日 
香港新界馬灣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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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本導讀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若把這句名言放在本書的脈絡，

大概可以改寫為「老老、老吾之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就是說，要學懂敬愛衰老這回事、當我們步入老年時我們要

學懂敬愛自己作為一個老人、敬愛自己的長輩，亦要顧及其

他老人。這書是以實踐神學和神學倫理的進路來論述這些意

念的。雖然如此，作者也努力去讓本書的意念同時適用於信

徒和非信徒的日常生活。

很欣賞文藝編輯的眼光，選了出版本書的中譯。當中所

論述的，對於本地（香港）社會和教會，意義深長。按 2017
年人口推算數字顯示，香港人口持續老化。未來二十年，更

甚。六十五歲及以上長者的人口，在未來二十年將增加超過

一倍。長者人口由 2016年佔總人口的 16.6%，將上升超過
100萬至 2036年的 31.1%。此外，長者人口超過 230萬的情
況，將維持最少三十年。如假包換的「老香港」，腳步聲已

門前可聽。應運而生的，是不少相關的社會討論，例如退休

金的安排、對應人口老化的社會政策等。教會呢？近年來金

齡事工，也開始遍地開花。

年老，真的可愛嗎？思想敏捷的你會搶着說：「關鍵是：

有多老！」不錯，五十五歲與九十歲的長者，在身心社靈各

方面都差異極大。愈來愈多老年學專家建議須將老年期分為

第三齡與第四齡。雖然如何以生理年齡來界分這兩齡，仍然

是眾說紛紜，但不少認為七十四或七十五歲大概是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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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學者，第三齡的長輩，不少是剛剛退休，倘經濟許可，他

們自然正在享受人生所累積的成就，他們仍然可以自由自在

的獨立生活，身體方面還沒有出現嚴重的問題，看着下一代

成長起來，幸福感不低，其生活大概非常可愛。可是，當人

踏進第四齡，健康發生了紅色警號，生活開始要依賴身邊人

照顧，面對着急速的衰老，死神的差役壓境降臨，生活仍可

愛嗎？本書的作者德朗格，要把這個話題推到極限，以讓老

年的可愛性顯得更加清晰，於是就把討論的焦點放在第四齡

上。他以強而有力的論證與事實，要說服讀者，第四齡是可

愛的。最難得的是，他的論證是腳踏實地的。他並沒有浪漫

化第四齡，因為把第四齡浪漫化，按作者所言，骨子裏正是

出於抗拒衰老的傾向（anti-aging tendency）。
可是，既然第四齡是走下坡的狀態，說它可愛，不是有

違常識嗎？其實，常人很難愛上第四齡，是蠻有道理的。其

中關鍵的，是我們與我們的身體之關係，大不如前。纏繞着

第四齡老人的問題，最少包括四方面：「從前我的身體的起

跌變化，是在我預測和控制之內。現在呢？不再了。」「從

前我的身體是我歡愉的泉源，身體是我的好朋友。現在呢？

它是我的負累，處處與我為敵。」「從前我會好好打扮我的

身體，好好的在人前裝飾它，甚至表演它，我以它為榮。現

在呢？我收藏它，不敢把它示於人前，別人要給我拍照，我

都只好婉拒。」「從前我的身體充滿欲望，它旺盛的讓我感

到精力。現在呢？要麼是它已失去了欲望，要麼是它在欲望

前無能為力。」面對這些活生生的體驗，要勝過第四齡的全

方位挑戰，心理學家會鼓勵人做些心理調適，社會工作者勉

勵人要與社羣保持連繫，牧師會教人深化靈性。本書作者大

概都認為這些是需要的，卻如果以為這些就足夠，只是頭痛

醫頭，腳痛醫腳。作為一位倫理學教授，他提出要從倫理學

和神學入手，扭轉我們賴以理解第四齡的根本範式。他的觀



中譯本導讀

11

點，在以下數方面是甚具價值的。

首先，從老年學的角度，作者檢視了塑造我們思維的流

行倫理觀的不足。那些在有意無意間影響着我們的，包括康

德派的倫理觀、功利主義的傳統、古希臘幸福論、女性主義

的關懷倫理學。康德派的倫理觀善於為老人爭取權益，卻忽

略衰老的具體經驗；功利主義的傳統把美好人生演繹為感覺

良好和獲取滿足，卻不懂衰老無力的身體更需要被接納和尊

重；古希臘幸福論強調美好人生乃人作為人的德性得到盛放

的展開，這倫理觀雖好但似乎與衰退的老年事實格格不入。

作者認為，以上三種倫理觀，過於把美好人生聚焦在個體

上―無論是個體的權益、滿足、盛放等，容易把老者身邊

的人只看作為支持老者自我（主體）實現的身邊人，又忽略

了作為依賴者的老人尤其是連繫於人與人的互為關係之中的

事實。簡言之，作者指出，關乎衰老的倫理學，該以關係為

中心，視人以至老人為關係性存有（relational being）。因此，
作者認為，女性主義的關懷倫理學，較之更派用場。這倫理

學承認人是有限的，以致能安然凝視老者的有限性，也因此

看見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依存而彼此關懷，才是人作為人的底

蘊。作者認為，關懷倫理學與基督教的倫理觀之間，有驚人

的相似性。

本書第二點具價值的貢獻，是在探討老年學的大前提

下，把聖經裏的愛的倫理與上述所提到的關懷倫理學串連起

來，相互對話，為適切衰老的倫理學奠下基礎。在這部分，

作者精彩地探索了聖經（尤其是福音書）有關愛的教導，神

學家和哲學家對愛的分析和演繹，從而展開和解釋了他的關

懷神學（theology of care）。他基於聖經中愛鄰如己的教導，
綜合地提出了一個為第四齡度身訂做的論述：「要愛你年老

體弱的鄰舍，正如你愛那年老體弱的自己。」



愛晚年：老齡倫理新思維

12

第三，正如上面說過，作者並沒有浪漫化第四齡。因

此，他花了不短的篇幅，解釋埋藏在人們內心深處那些厭

棄、懼怕、抗拒衰老的因由。這個解釋是很重要的，因為只

有冰釋了這個位於深層的阻力，我們才可以豁然開朗，真心

投入這個「愛老鄰，愛老己」的倫理呼喚當中。

本書第四個具價值的貢獻，在於作者的寫作進路是實踐

神學式的。他出發於一個特定的實踐關懷，糅合了經驗科學

有關衰老的研究、相關的倫理學、神學、聖經研究等，從而

點出更新了的實踐方向和提供了一些具體的方案。這樣理論

與實踐的結合，對正在經歷第四齡的人、對老人家的同行

者、牧者，提供了從內到外的轉化可能性。

因此，筆者向你誠意推薦這書。

關瑞文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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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路易斯．貝格利（Louis Begley）是一位小說家，現年 
七十八歲，他寫過三本關於退休律師阿爾伯特．施密特

（Albert Schmidt）晚年生活的小說。如今貝格利自己也正步入
晚年階段，他一再反思施密特先生及自己的個人經驗，寫了

以下一段文字：

施密特的生活不太順境，但總算身體健康，仍

然可以在美國紐約市的街道上，或在布里奇鎮

（Bridgehampton）大西洋邊的海灘上行走自如，還可
以在私家泳池內做些伸展運動。雖然他開始為自己

的表現感到擔憂，但他的性慾依然不減。不過，他看

到商店玻璃窗反照出自己的樣貌時卻感到震驚，他見

到自己的紅鼻子，那雙布滿血絲的眼睛，嘴唇是撅起

漲緊的，口腔內見到的像是染過顏色又參差不齊的牙

齒，更難看的是那副充滿悲哀痛苦、甚至無法令自己

強顏歡笑的表情。我現在也發現，我對自己青春魅力

的評鑑，跟施密特的看法並無多大分別。就像施密特

先生那樣，我看到了在人生路的盡頭，並沒有甚麼美

好的事物等待着我，原來過去的日子已經使我的生命

耗損，將我的人生路轉變成「十架苦路」。

直到現在，貝格利仍是剛踏進初老的模樣。雖然他已

七十多歲，但各方面也做得不錯，可說否定了以往對長者的

既定看法，譬如體力衰退及脫離社交生活等。他可算是保持

活躍的長者典範，但他卻這樣說：

我的身體也許像施密特先生那樣，能夠保持運動型身

段。只要我那位技藝卓絕的醫生為我打針，在我的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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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或脊柱間注射類固醇，我的身體就可以像一頭繫着

狗帶的混種小狗，搖頭擺尾地到處奔跑。當我在街上

或是在地鐵車廂內見到一位美貌的少女時，我仍然會

心動不已，但除此以外，不會有其他事情發生了。頂

多是，假若我站着或背靠着地鐵車廂門口，那位少女

會給我讓位。

貝格利仍未找到抱怨的理由，他只是為將要發生的事

情擔憂。在他的小說裏，他還讓施密特這角色多活了十年，

換句話說，他也希望自己可以多活十年。未來的十年又會如

何？貝格利並沒有忘記母親在人生最後階段活得多麼孤獨

寂寞，那時候，與她年齡相若的朋友大多已經離世，仍在生

的也只能閒居家裏或臥牀不起，有些更已患上認知障礙等病

症。貝格利想起詩人艾略特（T. S. Eliot）五十多歲時所作的
詩—《小吉丁》（Little Gidding），這首詩是這樣寫的：「在
探尋的終點，我們將抵達我們的出發地，並第一次真正了解

這個地方。（The end of all our exploring / Will be to arrive where 
we started / And know the place for the first time.）」貝格利接着
便坦誠又極傷感地作結論說：「人生的境況就是—當我們

愈走近終點，就是歸家之時，我們會愈來愈覺得自己難以接

受這事實。我可以很生動地描述施密特在失去女兒後那份孤

單寂寞的感覺，描繪他的存在就像活在一片曾經被女兒獨自

澆灌開花的草地，如今卻成為了一塊平坦而乾旱的花崗岩。

直到現在，已經七十八歲，我才能夠真正明白到我母親和其

他長者，在人生的最後階段，或是臨終前身邊沒有老伴與朋

友所產生的孤寂感及帶來的痛苦辛酸是怎樣的。」1

這本書要談論的，就是貝格利這一類的長者—包括那

些年老體弱的長者，他們隨時要步進高齡的晚年階段。他們

的身體狀況還好，就像施密特和貝格利兩位的情況，但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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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為自己未來的日子擔憂。儘管他們可以健康高壽，長命百

歲，然後遽然離世；但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即使有幸如此

長壽，卻仍然逃不了身體衰弱、精神欠佳，及往往包括與人

羣疏離所帶來的困難痛苦。老年病學（Geriatrics）製造了「脆
弱」（frailty）這個術語（雖然這不單單是個術語），形容人
生最後階段那種極容易受到傷害的生命狀態。大部分老年學

者都認為，「脆弱的長者」就是年長的人，並且大多是最年

老的長者，「他們的日常起居生活都得倚賴別人，或是極有

可能隨時要靠賴別人才能生活下去。」2我卻要提出另一個更

為關鍵的問題，那就是：究竟有沒有一種新的倫理思維，更

能幫助我們看到「脆弱的長者」也可以過美善的生活？在本

書，我會從神學的角度去探究神學倫理學能否就這個題目提

供獨特的貢獻。

那麼，我們要如何論述晚年的倫理學？在本書第一章，

我會單單從人口發展論的角度來確立晚年倫理學所需的論

證。現存相關的倫理學角度—無論是採取康德的道德哲

學、功利主義或古希臘幸福論的立場—都會從以個人為主

體的視角來檢視生命的成長歷程，卻忽略了生命成長中一些

重要基本元素，譬如：人際關係、相互依賴、生命的局限和

老年的脆弱等對個人成長的倫理觀念帶來的影響。

在第二章，我會嘗試勾勒一種愛的倫理學，並以「愛人

如己」的聖經誡命作為起始點。「愛」不單形塑了基督教倫

理學的核心，談論愛也能觸及一般對年老倫理學的討論所常

常忽略的面向。還有，聖經中愛的誡命勸告我們要愛鄰舍如

同自己。此外，在這個既饒有趣味卻教人難以理解的自愛與

愛鄰舍的關係之上，我還想進一步引申，上帝其實也不單命

令我們要愛長者，更要愛那逐漸衰老的自己。當我們漸漸步

向老年，關懷及關注自我就成為一塊踏腳石，教我們懂得去

愛其他年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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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章，我會指出愛晚年並不容易，因為似乎我們的

天生都有一種厭惡衰老的傾向。一位年輕的學生曾經這樣對

我說：「老人家真的令我感到噁心！」老年人會令人討厭和

反感，從歷史開始以來便一直如此。因為老年人正正使年輕

人想到自己必死的命運。當年輕人接近老年人，這些年輕人

就要面對一個事實，就是他們將來都會在身體及精神方面衰

退下來。有些社會學家曾認為這種直覺官感屬於某種年齡歧

視，但這也可以正面地幫助我們解除內心對自己的衰老和死

亡而產生的恐懼。

若「自愛」與「愛及他人」兩者之間有着密不可分的關

聯，值得我們提問的是：「愛護不斷衰老的自我」究竟是甚

麼意思？假若我們憎惡不斷衰老的自我，也不願意花心思去

照顧自己，我們又怎麼能夠認真地愛顧其他的長者呢！在第

四章，我會說明：那些懂得照顧不斷衰老的自我之人，確實

能夠用積極的態度去面對自己的生命，也會願意全心全意地

關心及照顧自己逐漸虛弱的身體，樂意對待自己的身體如同

好朋友一樣。這人更是懂得珍惜自己晚年的生活，並不是要

等待明天會有更好的軀體，而是盼望明天會有更多的機會去

體驗生命就是上天的恩賜。

最後在第五章，我會集中談論「愛及他人」的問題。當

我們不再厭惡衰老，或是當遇到老人家時，並不再感到不舒

服的時候，我們的心結已經被解開了，我們也可以愛及身邊

的長者了。愛及他人就是樂意親近他們，喜歡與他們居住在

一起的意思。或許仍然有些人會認為老人家的樣貌醜陋令人

反感，但究竟怎樣才可以令他們覺得老人家美麗？我相信是

可以的！但若果我們真的想在觀念上作這樣的改變的話，我

們必須先改變我們對美的認知。愛不僅是互相吸引，也是由

眷戀所驅動。父母愛子女，子女愛父母，這是再也理想不過

的；但當子女成長後，父母從照顧者的身分搖身一變成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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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他人照顧之時，這又怎麼辦呢？在第五章，我會嘗試解開

子女如何能夠在錯綜複雜的困境中仍舊愛父母的相關情節。

另一方面，「愛及他人」亦不只限於自己的父母或親屬，因

為無論是在家庭，或是在社會服務機構中受他人照顧的老人

家，也同樣需要得到正規和專業護理人員的關愛，尤其當這

些老人家已經不再是「成功的」初老族，卻已經進入深受晚

年老齡化痛苦折磨的階段，我們又怎樣提供適切的照顧及關

愛呢？這些均是我們會在第五章處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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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流金歲月：一個關乎晚年的倫理學

晚年成為揮之不去的現實

對「晚年」這個課題及相關經驗的探討，神學倫理學定

必要有所貢獻，此乃基於多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關乎人口

狀況。今天這個世界，老年人口之多可說前所未有，而老年

人的壽命也愈來愈長。世界人口狀況的轉變，乃由兩個主要

因素推動，就是預期壽命延長和生育率下降。聯合國的報告

指出，現時人口的老齡化可謂史無前例：人類歷史從來沒有

可資相比的狀況。這現象也帶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這不僅

影響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也直接影響整個社會的基本結構。

最後，人口老齡化是持續不斷的：似乎已是個不可逆轉的大

趨勢。1簡而言之，「晚年」已成為揮之不去的現實。

我們有一個錯覺，以為「銀髮社會」只是西方富裕國家

戰後嬰兒潮下的奢侈生活所帶來的問題，因此以為這個問題

會隨這一代人的過去而自然消失。2的確，相比西方富裕國

家，發展中國家的出生率要高得多，年輕人的數量也較多，

這些地區的人口轉型速度相對較慢，但同時，這些地區也較

缺乏相應方法去預備迎接人口轉型的趨勢。當這些地區持續

發展下去，就意味人口流動性會不斷增加，家庭結構同樣會

急速轉變。其實，由於社會和經濟的迅速變化，過往為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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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供支援的社區網絡已大為削弱，並持續不斷受到破壞。3 

這些社會結構變化對老年人生活的影響，要遠遠大於單單

由六十歲以上或八十歲以上人口數字的急劇增長所帶來的

影響：考慮的不是純粹人口數字的增長，而是年輕人與老年

人相對比例的改變。重要的問題是：到底在這社會上有多

少人，有能力又能賺取足夠的金錢，可以照顧他們身邊的老 

年人？

老年人的撫養比率（計算方法是：用六十四歲以上的

人數除以十五至六十四歲的人數，並以百分比顯示），可以

顯示已發展社會的狀況。目前，由於都市化的緣故，在世界

許多發展中的地區，傳統的社會結構正受到破壞，相關的

情況也將會成為老年人健康福祉的最重要指標。到了 2060
年，在歐盟國家的老年人撫養比率預計將會從 25.4%上升至
53.5%，即上升超過一倍。這意味着歐盟國家將從四個有工
作能力的人供養一個六十五歲以上的人，變為只有兩個有工

作能力的人供養一個六十五歲以上的人。這樣的人口轉變趨

勢，將必對未來的勞動力市場、社會保障和養老金的分配，

以及醫療保健的可行性等方面帶來極深遠的影響。4

我們如何為社會的「銀色化」（譯注：就是社會出現愈

來愈多銀髮的老年人）做好準備；在未來的數十年，如何迎

接將會淹沒整個世界的「老人海嘯」之來臨呢？我們的社會

必然要面對經濟和道德方面的挑戰。諸如不同世代之間如何

彼此公正對待、社會保障、如何得到健康服務及相關資源的

分配、子女對父母的責任、生活質素的提升及如何維護老年

人的尊嚴等問題—我們要就以上所有議題確立規範性的取

向，並作道德層面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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