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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隨著不同的年齡階段，在心理和社交關係上不
斷的互動成長及演變

 人生分為八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危機」或
「任務」

 假如人在該階段發展出新的技巧或態度，渡過那
個「危機」，生命就會得到成長和發展。



 按艾瑞克森的理論，如果一個人能夠
完成人生各個階段的「任務」而成熟
地進入老年的話，他是會：「有安全
感」、「責任感」、「積極上進」、
「有明確自我觀」、「有親密的關
係」、「關懷社會」、「造福他人」、
「隨心所欲」、「安享晚年」。相反
地，如果一個人的心理和社交發展在
某一個成長階段受到窒礙，他雖然是
成人，亦可能會充滿懷疑、焦慮、自
卑或退縮



 嬰兒期（0-3歲，信任 / 不信任）

 幼兒期（3-5歲，自主 / 羞辱疑忌）

 嬉戲期（4-5歲，主動 / 罪疚）

 學齡期（6-12歲，勤奮 / 卑賤）

 少年期（12-20歲，認同 / 混淆）

 青年期（20-30歲，親密 / 孤獨）

 成年期（(30-64歲，創造 /消沉）

 老年期（65歲或以上，整合 / 失望）



階段 發展任務與
危機

發展順利的
特徵

發展障礙的
特徵

1. 嬰兒期 信任 vs.

不信任
對人信任，
有安全感

面對新環境
會焦慮不安

2.幼兒期 自主
(自律) vs.

羞怯疑忌
(害羞)

能按社會行
為要求表現
目的性行為

缺乏信心，
行動畏首畏
尾



階段 發展任務與
危機

發展順利的
特徵

發展障礙的
特徵

3.嬉戲期 自動自發
(主動) vs. 

退縮愧疚
(罪惡感)

主動好奇，
行動有方向，
開始有責任
感

畏懼退縮，
缺少自我價
值感

4. 學齡期 勤奮進取 vs. 

自貶自卑
具有求學、
做事、待人
的基本能力

缺乏生活基
本能力，充
滿失敗感



階段 發展任務與
危機

發展順利的
特徵

發展障礙的
特徵

5. 少年期 自我認同 vs. 

角色混淆
有了明確的
自我觀念與
自我追尋的
方向

生活無目的
的無方向，
時而感到徬
徨迷失

6. 青年期 親密(友愛
親密) vs.

(孤獨)孤癖
疏離

與人相處有
親密感

與社會疏離，
時感寂寞孤
獨



階段 發展任務與
危機

發展順利的
特徵

發展障礙的
特徵

7. 成年期 創造
(精力充沛) 

vs. 
消沉
(停滯頹廢)

熱愛家庭關
懷社會，有
責任心有正
義感

不關心別人
生活與社會，
缺少生活意
義

8. 老年期 整合 vs.

悲觀絕望
隨心所欲，
安享餘年

悔恨舊事，
徒呼負負





了解老年，能活得更加精湛、
豐樂與優雅。點化我們自己，
還能照亮我們身邊的人

活到老年，是福分，是長壽，
是智慧，是風範。



老年，有許多尚待我們去開發的神
祕與新鮮，去了解的豐富與奧祕。

當我們有幸活到老，就讓我們一起
學到老，透過這本書，一起來學習
──人在最後一個成長階段，要如
何轉型，活出生命的優雅巔峰。



我六十五歲，我猜我大概因此
被歸入了老年。可是，假如一
年有15個月的話，那麼我只有
45歲。問題就出在這兒：每件
事我們都要給個數字。

~James Thurber



圓滿 意義

恐懼
調適



《老得好優雅》(The Gift of Years～
Growing Older Gracefully)一書的作者
Joan Chittister 引用瑞士哲學家 Henri

Frederic Amiel寫道：『知道怎麼老，是智
慧的傑作，也是生命這門偉大藝術最困難的
章節之一。』



「我們的存在遠超乎肉體，向來就不
限於肉體，可是我們可能要花上一生
的時間才明白這一點。」



「老得好不是指外表不變，而是指我
們不光以維持身體功能來定義自己。」



「研究者告訴我們，退休年齡愈年輕
的人，退休轉型愈困難，心中的沮喪
愈多，生活愈沒有意思。對抗失去活
力的唯一藥方就是去生活。現在最需
要的是去做些事情，而這些事情本身
自有內涵的價值。」



「大家往往忘了，我們每一個人都會留下遺
贈，不管自己想到沒有，或者打算與否。我
們的遺贈，就是留在身後的那些人的生命品
質。我們曾經是什麼人，將會印入未亡的親
友的心田，並且保存在哪兒很多年。唯一的
問題是我們會不會好好栽培這個自己留下來
的活遺產？.............我們留在身後的是什麼？
這將標誌出我這一生的主軸。」



「大家往往忘了，我們每一個人都會留下遺
贈，不管自己想到沒有，或者打算與否。我
們的遺贈，就是留在身後的那些人的生命品
質。我們曾經是什麼人，將會印入未亡的親
友的心田，並且保存在哪兒很多年。唯一的
問題是我們會不會好好栽培這個自己留下來
的活遺產？.............我們留在身後的是什麼？
這將標誌出我這一生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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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

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

從亙古到永遠，你是神。

你使人歸於塵土，說：你們世人要歸回。

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

又如夜間的一更。

你叫他們如水沖去；他們如睡一覺。

早晨，他們如生長的草，

早晨發芽生長，晚上割下枯乾。



……………………………

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歎息。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

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

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

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

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

願你堅立我們手所做的工；

我們手所做的工，願你堅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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