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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SGI會長指導

母親擁有堅定的思想與哲

學，就會成為人本教育的強

大力量。

■照顧長期臥病家人應有的認知與調

適..................... 11版

■經典再現 台府展作品在國美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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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罹患疾病的年紀，事實上，

看護者本身就有某種身體疾病的

情形不少。看護者不但有疾病在

身的壓力，在看護勞動的疲勞感

或緊張感增加之後，有時候，自

己身體上的疾病也會惡化。

隨著社會人口高齡化的進展，

需要被看護的人逐年增加。關於

台灣人口逐漸老化的情形，根據

1993年的統計資料，65歲以上老

人人口計有149萬人，占總人口

7.1%，2020年，近368萬人，占

15.69%。這幾年下來，一共增

加219萬人。需要看護的家庭、

在家看護人的數目迅速地增加。

雖然，有些家庭有外傭幫忙，但

大多數家庭的病人仍然由家人照

根據日本調查，在家看護者每

3人就有一位70歲以上，小家庭

化之後只有高齡者獨居的家庭增

加，看護者不得不依賴高齡者的

情形變得普遍。許多看護者處於

�◎圖／詹庚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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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長期臥病家人 

      應有的認知與調適

台灣社會高齡化現象日益

明顯，2020年超高齡（85歲以

上）人口占老年人口10.3%，如

果家中年長者長期生病，而在

家看護者也是一位高齡者的

情形，應該注意些什麼呢？本

報特別邀請中國文化大學講

座教授劉焜輝撰文，為讀者

介紹在照顧生病家人時，須考

慮的因素，及如何調適心理壓

力。
顧，「老老看護」的情形，在台

灣已經不足為奇。

高齡者身體特徵

目前，在家看護情形，高齡看

護者每3人中有一人70歲以上，

高齡者的身體特徵隨著老化，生

理功能也會產生變化。例如，運

動功能隨著瞬發力、持續力、平

衡感的降低，導致身體安定性受

損，容易跌倒。知覺功能中，眼

睛的調節力降低，聽覺從高音域

開始逐漸衰退。對於刺激的反應

時間拉長，反射神經的敏感度也

降低了。

1.神經系統：

聽力低落的情形在70歲以後降

低得比較多，平衡感則隨著老化

變得遲鈍。味覺、嗅覺方面的變

化，因舌頭味蕾數減少，影響到

味覺細胞的老化。

2.循環系統：

隨著年齡增長心臟之心肌收縮

力減弱，罹患高血壓機會增加。

心律不整之頻度隨著老化而顯著

增加，運動時的心拍出量則比年

輕人弱，因此，高齡後之運動能

力降低。

3.呼吸器官：

換氣功能因年齡增長而整體下

降，肺活量隨著老化降低，排出

二氧化碳的能力漸漸惡化。

4.消化系統：

隨著老化，胃、小腸、大腸的

黏膜萎縮。酸的分泌功能降低，

肝臟細胞數減少，肝功能則維持

不變。

如果照顧病人的是高齡看護

者，就要先考慮以上這些因素。

高齡者自我功能降低

承受很大看護壓力

自我功能，是指人生存的心

理功能。如果這項功能弱，就容

易因為壓力增加而發生心理疾

病。自我功能會隨著年齡產生變

化。

高齡者認知能力或記憶力降

低、感情控制不良時，自我功能

就會降低。

1.現實檢討能力與判斷：

實施看護時，重要的是能對

於疾病、障礙、看護行為有正確

的知識。

自己作為看護者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是否了解被看護者

病情變化時的徵候？是否知道什

麼時候要跟誰商量？看護需要具

有做出正確判斷的能力，如果不

了解相關知識而從事看護工作

時，就容易陷入壓力之中。

因此，必須避開看護個人的

情感以避免影響到現實的檢討能

力；同時，必須始終停留在被看

護者健康時的印象，而忽略其目

前之現實狀況。

2.欲望、情感的控制與調整：

有一種欲望是攻擊衝動。陷

入看護壓力狀態時，會刺激大

腦邊緣系統而升高攻擊衝動。

結果，忐忑不安、容易因小事

動怒，甚至，對於受看護者施

暴。看護者是一種助人的勞力行

為，因此必須控制、調整容易發

生的生氣、悲傷等否定性的情

感，俾持續其幫助行為。

3.防衛機制：

防 衛 機 制 有 壓 抑 、 抑 制 、

昇華等適應性且成熟的防衛機

制，也有否認、分裂、投射等

不成熟的防衛機制。看護行

為之所以會成為問題就是因為

「否認」。亦即，不承認現

實、投射認同等不成熟的防衛

機制。

如不承認自己的丈夫因為中

風而不能走路的配偶會固執於

進行復健。醫師診斷母親是癌

症末期而不能接受者，就不能

接受做出這項診斷的醫師，於

是，會不斷帶著病人輾轉於醫

院求診。如此一來，反而會使

病情惡化。

4.對象關係：

對象關係，就是在心中與對

象的關係。亦即，是指對象關係

的中心者在心中與父母的關係狀

態。這與外在現實的對人關係不

同。究竟在心中對父母有什麼樣

的印象、與父母之心理的自立狀

態是否完成等。對象關係，是看

護工作上重要的自我功能。如果

心中有幼小至今父母溫暖關愛的

印象存在，就會成為看護父母的

原動力。

如果有衝突的父母印象（控

制欲強的父母、莫不關心的父

母、虐待自己的父母）在心

中，看護父母本身就會使衝突再

燃起。支持夫婦看護的就是過去

在心中的夫婦關係。

幫助自我的適應性退化：退

化是因外在環境產生的壓力所造

成者，這種退化是一種自動回到

孩童期的適應性退化。看護者是

使用「成人自己」、消費自己的

能量去看護病人。如果要解除看

護壓力，就要把對方退回到是孩

童時期的時間或空間。

�（本文分2次刊登，未完待續）

◎文／劉焜輝�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兼任特約講座教授

�　　　　　　中國文化大學池田大作研究中心委員

2021SP0305P11.indd   12021SP0305P11.indd   1 2021/2/26   下午 06:05:202021/2/26   下午 06:05:20

中國文化大學慶祝創校59週

年，2月25日舉辦校慶活動，執

行長林廷鋒與副理事長盧怡孝

代表林釗理事長前往祝賀，受

到該校董事張海燕、彭誠浩及

校長徐興慶等人的熱烈歡迎！

慶祝大會之前，在徐校長帶

領下，全體與會者特別前往

該校創辦人張其昀博士墓園致

敬，以表達追思之意。

該校「池田大作研究中心」

與創價每年共同舉辦的「池田

大作和平思想研究論壇」成果

豐碩、廣受好評，培育出許多

優秀的青年人才。但因為受到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

影響，這兩年暫停舉辦。

當天，林執行長等一行應

「池田大作研究中心」主任李

彥良之邀，前往訪問。李主任

表示：「期盼疫情平息，早日

恢復舉辦向世人傳遞和平思想

的『池田大作和平思想研究論

壇』。」

本報教育、文化版面特別邀請文教界

巨擘執筆撰稿，期能提供讀者更豐富多

元的視野與內容。

本期「教育．心理」版，特別邀國內

教育心理諮商界泰斗、同時也是本會

首席教育顧問的劉焜輝教授，針對現

今「高齡化」社會所面臨的問題，進行

深入探討及給予專業建議。本期，即

以「照顧長期臥病家人應有的認知與

調適」為主題撰文，介紹家中有老人生

病，而由另一位老人來照顧之「老老看

護」時，應該注意哪些細節及如何紓解

自身壓力。

「文化」版方面，此次邀請到台灣美

術史權威蕭瓊瑞教授，介紹「經典再現

－台府展現存作品特展」的展覽

源起。蕭教授針對創價2003年起推

動「文化尋根 建構台灣美術百年

史」展覽、行政院文化部推進重建

臺灣藝術史計畫，直到國美館目前

正在舉辦展覽的歷程、重要意義及

特色，內容相當精彩！

因逢228連續假期，《創價

新聞》3月9日休刊一次（不影

響讀者訂閱1年104期權利），

敬祝假期愉快、福運滿滿！

《《創價新聞創價新聞》》休刊公告休刊公告

執行長林廷鋒、副理事長盧怡孝代表林釗理事長祝賀中國文化大學校慶

創價所典藏的16本《台、府展

圖錄》，其文化歷史價值深受美

術界肯定！

國立臺灣美術館舉辦的「經典

再現─台府展現存作品特展」，

2020年11月28日開展以來，獲得

熱烈迴響與高度評價。

1927年起開辦的「台灣美術展

覽會」（簡稱台展），1938年起

改由「台灣總督府教育局」接續

辦理（簡稱府展），前後歷經17

年、一共舉辦了16屆，這兩項展

覽可以說是台灣美術發展進入嶄

新時代的開端。

那段期間，台、府展所發行

的展覽圖錄，更成為日治時期台

灣美術風貌的重要紀錄。此次展

覽不僅展出台、府展現存的珍貴

作品87件，創價更將典藏的16本

《台、府展圖錄》提供展出，成

為展覽的一項亮點。

除了展覽之外，國美館為致力

於台灣藝術史的研究與推廣，建

構台灣美術史之多元史觀，3月

13、14日，特別邀請創價在該館

共同主辦「共構記憶－台府展學

術研討會」，屆時，國內外的藝

術學者將進行專題演講及論文發

「經典再現─

台 府 展 現 存

作品特展」在

國 美 館 展 出      

（國美館劉美

燕攝影）

表，期透過當代的研究視野，展

現台灣美術史多元且豐厚的觀點

及面貌。

這項展覽（即日起至4月11日

止）及學術研討會

（3月13、14日），

歡迎民眾踴躍前往觀

展、到場聆聽。

中國文化大學59週年校慶

創價代表參與慶祝大會表達祝賀

《創價新聞》邀請文教界巨擘撰稿

精彩可期 歡迎會員踴躍購讀

創　價　新　聞   2021年（民國110年） 3月5日（星期五）12  創價藝文

政，尋求「文化向上」的一個重

要成果。累計16屆的展覽，先

後參展的作品，約計2080件，

分別出自審查員的81件、邀請

創作家的184件，及參展入選、

得獎的1815件；且每屆均出版

精美圖錄，為這些作品留下記

錄，也成為台灣美術史的珍貴資

產。

2010年，一向以關懷文化為宗

旨、並標舉建構台灣百年美術史

的台灣創價學會，在王秀雄教授

主導下，首度將台、府展資料，

進行全面性且系統化的研究整

理；出版光碟版的「台、府展圖

錄」，並附專文數篇，輯成《日

治時期台灣官辦美展（1927-

1943）圖錄與論文集》一書，正

式發行，成為這份史料更深具學

術運用價值的完整資料庫。本人

當時承命將台、府展作品仍存狀

況做一初步調查，撰成專文，附

於專輯之內。

透過圖錄出版與作品展覽

呈現豐富台灣美術史 

2017年，文化部在鄭麗君部

長任內，提出「重建台灣藝術

史」政策方向，展開一系列搶救

藝術史料及建構藝術史研究生態

的積極作為；2019年，委由國

立台灣美術館策劃、藝術家出

版社執行「台展復刻．經典再

現」的出版計劃，復刻「台、府

展圖錄」十六冊，並出版《台府

展圖錄復刻別冊》，由本人撰寫

〈台、府展記事本末〉，詳述其

籌劃、施行、給獎，及社會回應

等，也在之前為創價學會撰就的

仍存作品狀況基礎上，再進行補

充，另撰〈台、展現存作品〉一

文。依知見所及，列出「台、

府展現存作品清單」，並附圖

檔。

基於這項研究成果，國立台

灣美術館繼續提出辦理台府展現

存作品展覽的計劃，獲得文化部

的支持，由國美館研究員林明賢

先生擔任策展人、展覽組王美雲

小姐執行、知名設計師黃寶琴小

姐負責展場規劃及畫冊出版；這

樣的強力組合，讓這個極具歷史

重建意義的展覽，得以以最完整

的方式呈現，展覽現場洋溢著復

古與當代感的混搭，是近年來難

得一見的優良展出。

（本文分2次刊登，未完待續）

展場：國立臺灣美術館            

館址：   臺中市西區五權西路

1段2號

展期：即日起至4/11

展 

覽 

資 

訊

「台、府展」是「台灣美術

展覽會」和「台灣總督府美術展

覽會」的簡稱，這是台灣日治時

期最重要的兩個官辦美展，也是

帶動台灣「新美術運動」的兩個

美術平台，幾乎日後台灣最重要

的美術家都是出自這兩個展覽。

台府展圖錄為珍貴文化資產

「台灣美術展覽會」開辦於

現正在國立台灣美術館展

出的「經典再現－台府展現存

作品特展」，集結1927年起至

1943年台府展的現存作品，將

前輩畫家陳澄波、林玉山、郭

雪湖及陳進等83件經典大作，

呈現世人眼前。本報特別邀請

策展顧問蕭瓊瑞教授為讀者

介紹台府展與建構台灣美術史

的關係，及這項展覽特色。

展場的文獻區，展出珍貴的16本台府展圖錄、史料及照片。

1927年，由總督府主導、台灣教

育會掛名主辦；舉辦10屆後，適

逢「台灣始政40年」舉辦台灣博

覽會，暫停一年，1938年進行改

組，由台灣總督府出面主辦，改

稱「台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

舉辦6屆後，始因戰爭轉遽而停

辦。總之，前後17年、共舉辦16

屆的「台、府展」，其實是一個

展覽的延續，也成為日人在台施

2010年，創價出版《日治時期台灣官

辦美展（1927-1943）圖錄與論文集》

（本報檔案照）。

創價典藏16本台府展圖錄（本報檔案

照）

策展顧問蕭瓊瑞教授 「經典再現─臺府展現存作品特展」展場                         國美館劉美燕攝影

經典再現經典再現

◎文／蕭瓊瑞    ◎圖／國立台灣美術館提供

(1)台府展台府展   作品在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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