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老人福利內涵及老人相關理論 

    依據內政部人口統計資料發現：八十二年（1993）九月底，台灣

地區六十五歲以上的老年人口已有 1,490,801 人，占總人口之 7.09％，

已達聯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訂的高齡化社會指標。迄民國九十一年

（2002）底，老年人口增加到 2,031,300 人，占總人口的 9.02％，至

民國九十四年（2005）六月，老年人口增加到 2,180,230 人，占總人

口的 9.60％（見表 3-3）。由此可見，醫療衛生技術、科技社會發展的

快速進步，促使國民平均餘命延長，也加速人口老化的速度。在高齡

人口急遽增加之時，老人福利益顯其迫切性與重要性，成為政府及民

間關注的焦點。 

    老人福利是社會福利的一環，它的發展興起乃是近幾十年的事，

各國所採的名詞也不一致，有的稱為「老人社會工作」（social work for 
the aged），有的稱為「老人社會福利」（social welfare for the aged），
有的稱為「老人福利」（the welfare for old people）（江亮演，1983：
77-78）。老人福利的起源，緣自於老人問題的產生，在以往的社會，

子女奉養父母是其傳統，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故老人問題尚不嚴重，

但隨著工業化、經濟發展、都市化等社會變遷形成小家庭制度的結

果，使得老人地位不復以往受到尊崇與奉養，老人問題益發嚴重。 

    有老人問題，就必須有解決老人問題的對策。因而，解決老人問

題的對策可說是依據時代潮流，社會的事實和老人本身的需求，所匯

集而成的趨向。由政府有組織、有計劃的運用合理原則與合乎現代化

觀念管理之科技方法與精神；用經濟效益保障老人的生活，以社會功

能解決老人個人、家庭、團體、社區所面臨的衝突與困境。消極的解

決老人身體上、生活上、精神上需求，積極的發覺老人經驗、才智與

潛力，使更有益於國家社會之進步與發展（徐立忠，1997：190）。 

    關於我國政府對於人口老化伴隨而來高齡化社會的來臨，為了有

所因應及作為，並對於老人福利給付的內涵朝立法的方向建立體制，

在重大的老人福利政策項目中，現行的全民健康保險制度及敬老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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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為其福利之一。但是關於台灣地區老人醫療服務利用的情形、老人

社會支持與交換的情形、台灣地區老人健康狀況的情形、老人醫療資

源利用、老人資本結構型態等面向這些則較少探討，但是也包含於老

人福利的內涵。因此，老年人的經濟安全及醫療需求是老人福利服務

需求，未來應是老人福利的兩大要項與需求，本研究旨在探討「老人

福利之法制建構與政策執行之研究」，除了對「老人福利法」法制建

構之立法源由、立法意旨、修正理由之討論外，亦分析我國老人福利

政策執行之績效，包括目前健保制度的實施對於老人財務負擔及就醫

需求，經由次級資料的蒐集及分析的結果，以老人福利的觀點，結合

現行社會福利政策、社會保險及醫療保險等環節，研擬政策性及目標

性的建議方案。本章擬先就老人福利內涵加以探討，然後針對老人相

關理論加以分析，作為後續章節之基礎。 

第一節   老人福利之內涵 

前言部分說明了兩個要點，第一，高齡化是個不可避免的趨勢，

所以老人福利有其必要性。第二，要了解我國老人福利之法制建構與

政策執行之前，要先知道老人福利之內涵及各理論觀點。學術上理

解，老人問題的主要途徑可分為生理學、心理學及社會學三方面。 

    本節老人福利之內涵，要先構思究竟包括那些？老人福利從廣義

上看，包括包括老人問題、老人學、老人福利、老人社會工作等的老

人福利；狹義的老人福利指社會行政單位所提供的老人福利服務。如

老人諮商、婚姻與家庭調適、文康、休閒活動、老人救助與社會安養

等。最狹義的老人福利是指老人之社會救助。包括機構安養、低收入

戶之老人津貼（徐立忠，1997：191）。本文所指之老人福利是指廣義

的老人福利。 

既然人口老化已成為全球關心的重大議題，在二十一世紀中，

台灣也面臨快速人口老化及近年來人口結構與經濟結構之社會變

遷，使得老人問題已成為普遍關切、注意的社會問題。但是何謂「老

化」，伯爾芮（J.E.Birren）指出，老化的主要意義是個體成熟後，在

生命週期（life span）中所涵指的顯著性之事件的連續；即老化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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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過程，有其前因後果之關聯，具有累積（cumulation）和不可逆行

改變（irrevers- 

ibility）兩項性質（J.E.Birren，1960：5-12）。因此，老化是一種漸進

過程，是人生理的自然變化，也是人不可避免的現象，故老人福利的

理論基礎可說以生理學、心理學和社會學的觀點來探討。 

    再就老人福利的內涵來講，老人福利是社會福利的一環，西方社

會福利思想的建立，早有古希臘的「幸福論」，認為幸福是和別人共

享，古羅馬亦有「責任觀念」，認為富者應為不幸者解除痛苦（許水

德，1988：33），及至人本主義的闡揚及宗教思想的普及後，「福利國

家」的觀念興起，旨在透過政府的力量，為人民謀求最大、最多的福

利。 

所以老人福利的內涵不僅包括老人福利法的制定與施行，亦包

括老人福利需求服務、醫療保健服務、文康休閒服務、老人年金、保

險及補助、安置頤養與居家服務、再就業與社會參與…等等。因此，

老人福利政策的「福利」是指老人生活需要的滿足程度，而政策就是

透過社會政策的力量，運用社會現有資源的再分配，給予老人各項需

要，從最基本的生理、安全到較高層次的歸屬、愛，再到最高層次的

自我實現各種需要的合理滿足。 

    廣義來說，老人福利政策的福利是指老人生活需要的滿足程度，

包括運用社會政策的力量，對於社會資源的再分配，給予老人的各項

需要合理的滿足，以及老人生存的尊嚴與價值，包括老人問題、老人

學、老人福利、老人社會工作等。以老人問題與老人學之研究作基礎

來了解老人之需求及其社會關係的調適。從而提出老人福利之對策與

可行方案，包括社會保險、老人年金、老人人力再開發與運用、老人

住宅及老人教育等。 

    就狹義的老人福利而言，即指社會行政單位所提供的老人福利服

務。如老人諮商、婚姻與家庭調適、文康、休閒活動、老人救助與社

會安養等。最狹義的老人福利，則指老人之社會救助。包括機構安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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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戶之老人津貼（徐立忠，1997：191）。近來世界各國所推行的

老人福利措施，大部分包括了廣義的老人福利，但也有少數國家是推

行狹義的老人福利。 

關於老人福利，我國政府在「老人福利法」制定之前，當時的福

利措施非常狹窄，僅依據六十五年內政部訂頒的「當前社會福利服務

與社會救助業務改進方案」，對於老人的福利只限局部地區(省轄市、

台北、南投)的免費健康檢查，以及半價優待老人搭車乗船、觀賞影

戲、遊覽觀光地區，嚴格說來，僅有醫療服務滿足老人的基本需要之

外，其餘並無顯著的影響與需要(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83：
59)。直至民國六十九年制訂的「老人福利法」，並提出因應老人問題

的政策，才有第一個依循的政策架構，民國八十六年(1997)首次修

正，以因應社會環境變動的需要，當時修正公布的「老人福利法」，

對於老人福利的宗旨、內涵及各級政府應行辦理事項均有明確規定，

我國老人福利的範疇乃漸次推廣，使得對於老人的各種服務與保護更

具完整性與前瞻性。隨著經濟的發展與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近十多

年來，人民對於年老之後的生活保障之需求更為殷切，特別是台灣己

逐漸步入老人社會的人口結構，加上政治環境改變，對老人與弱勢團

體的照顧成為獲得政權的重要方式，老人政策成為大眾關注的課題，

尤其民國七十六年解嚴後，國會全面改選及地方性選舉競爭言論開

放，眾多候選人以謀求老人福利為訴求，形成對老人政策政見多元化

的局面，到八十二年縣市長選舉紛紛提出「敬老年金」，更將老人政

策的課題帶至頂峰，故國民年金的實施，成為政府施行的政策，然而，

由於「國民年金」制度的開辦以及「國民年金保險」對於國家財務的

影響至深且巨，故必須有一套實際可行的措施以資因應。 

老人問題與政策在近年的學術與政策研究課題上均是一大課

題，原因是台灣人口迅速老化，老人照護增加以及家庭組織朝向核心

家庭，加重子女扶養老人的經濟及精神負擔，而需要謀求建立一套完

善的社會安全制度來保障老人的醫療及經濟安全，但是種種的福利政

策制定除了學者見解、經濟學家和政府主管官員的務實考量外在決策

的過程中，仍須考量民意、政府財經預算與老人需求現實之間的互動

 12



影響關係，因此，老人福利的內涵包含了老人、老人需求、醫療保健、

經濟生活保障老人年金制度以及老人福利政策發展方向與政策內涵

等量能動態等。 

綜上論之，老人，就是老年人的通稱，老人問題是指人類老化時

期所面臨的生理的、心理的與社會的不順適關係之總體。因此，有關

老的概念，可概括為老、老化、 老年、老人的意義…等各個相關層

面，也包括一些生理學的、心理學的、社會學的和一些哲學的理論解

釋。本文試圖從這幾個層面討論社會變遷與老人問題兩者間的關係，

進而從老化過程的諸多理論中，企圖尋求廣泛應用到老人福利服務政

策規劃適用的相關理論。能廣泛解釋高齡化社會所帶來的失能人口增

加，依賴比率上升及醫療費用高漲，老人照護需求的異質性，不同形

式的社會福利與醫療照護需求等問題來探討我國老人福利政策建構

與執行之成果，茲將於各節討論之。 

第二節   生理學的觀點 

    儘管多年來，不同領域的科學家都在探討人為什麼會老，卻始終

無法有所突破。因為我們無法用人作實驗研究，但當歲數年齡漸增，

我們會發覺身體起了一些變化，使我們警覺到老化正在進行的事實。

目前我們雖然尚無法確知是否由於細胞的改變導致身體結構及功能

的改變，但身體結構、組成和功能的改變卻是最明顯的老化現象。老

化是一個過程，從出生那天開始，人類就無法避免老化，所以老年期

最顯著的特徵就是老化。人類的老化，可以說是身心衰退的一種過

程，是生物體隨著時間的消逝所發生的內、外在變化。雖然老化現象

涉及複雜的體系，包括生理、心理、社會的因素，但生理的老化是最

顯而易見的特徵，亦是可預期的自然現象。因此，生物學上認為老化

是生理上的變化，隨著歲月的消失使身體內的組織與各器官逐漸腐蝕

磨損，失去其應有的功能。 

一般而言，生理老化理論可區分為兩大類：一類是受遺傳因素

（gentic factors ）的影響； 另一是受外在環境因素（environmental 
factors ）的影響。在醫學上，有許多精密的實驗，已開始在一些身

 13



體健康的老人身上進行研究，在那些研究中，他們評估了一些沒有罹

患任何會影響正常功能疾病的健康男人和女人，觀察其年齡所造成的

身體功能上的改變。結果正如前面已說過的——無論有沒有發生任何

事情，老化的過程仍持續地進行。因而，老化確受遺傳與環境等因素

的影響。以遺傳因素而言，學者所提出的理論眾多，諸如耗損理論

（wear and tear theory）、新陳代謝理論（metabolism theory）、自動免

疫理論（autoimmunity theory）、突變理論（mutation theory）、細胞交

互理論（cellular interaction theory）等等（陳清惠譯，Charlotte Eliopoulos, 
1988：78），以下僅就具代表性之理論家以敘述。 

壹、 細胞老化理論（cellular aging theory） 

    人體的老化源於器官老化，而器官老化則源於細胞老化3，因此

現有的生理性老化理論都著重在細胞層面，基本上可歸為兩大類。一

類與基因遺傳有關，這類理論強調老化是已安排好且固定的過程，人

體按照生物時鐘生長、分化及衰老，各人有著 不同的生物時鐘進度。

另一類是非遺傳性理論，例如蛋白在製造過程 中出問題，或者細胞

的成份在長久生活中有磨損，這些錯誤日積月累，最後導致衰老4（劉

樹泉，1991：25）。因此，細胞老化理論（cellular aging theory）認為

細胞有其自己生命期限，人越老細胞分化的速度就越慢，因此雜質累

積與細胞磨損，導致細胞死亡終至生命終結。 

    細胞衰老時出現一系列明顯的細胞內變化（宋今丹，1996：288）： 

一、 細胞內水分減少： 
    由於構成蛋白質親水膠體系統的膠粒，受時間或其他因素的影

響，逐漸失去電荷而相互合併使膠體失水，不溶性蛋白質增多，導

致細胞硬度增加，代謝速率減慢而趨於老化。 

二、 老年色素積累： 

                                                 
3 細胞老化的這個概念首先由Hayflick等人於 1965 年所提出，大約進行了約六十

次的細胞增生之後，細胞變會呈現老化的樣態（Hayflick,1965：614-636）。 
4 包括軀體突變理論（Somatic mutation theory）、磨損理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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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褐質（lipofuscin）呈棕黃色，主要成分是不溶性的脂蛋白顆

粒，在電子顯微鏡下是由單位膜包裹成的脂褐質小體。各種細胞中

均有出現，尤以神經細胞和肌肉細胞中存在數量較多，在細胞質中

蓄積且隨著年齡增長而增多，是細胞衰老的明顯特徵，所謂老年皮

膚色素斑的增多與之有關。 

三、 細胞核的衰老變化： 
    衰老的細胞，其細胞核的形態會有明顯變化，常表現為核固縮，

染色質減少，老年神經細胞和心肌細胞中的 DNA 分子會較年輕時

小。 

四、 細胞膜的衰老變化： 
    細胞老化過程中，膜的基本成分蛋白質、脂類和糖類的組成及

功能發生變化，細胞膜變厚，流動性隨年齡增長而下降，物質轉運

及信息傳遞出現障礙，對環境的應激能力越趨遲鈍。衰老細胞的內

質網膜逐漸減少，因而細胞的物質合成功能逐漸下降。 

    老化現象反應了細胞自我修補能力的衰退。细胞是人体和其他生

物体的基本結構單位，體內所有的生理功能和生化反應，都是在細胞

及其產物的物質基礎上進行，細胞正常發育、代謝時，總會產生一些

對細胞有害的物質，平時細胞有清除這些「廢料」的能力，但是隨著

「時間」細胞清除廢物的能力逐漸衰弱，廢物愈積愈多，對細胞的危

害也就隨之增加，老化的現象因而產生。老化，不只代表著年齡增加，

是代表著細胞活性衰退，新陳代謝能力降低，細胞新生力量減退，所

以當人越老時，細胞分化的速度就越慢，細胞開始發生突變，抗拒正

常功能增多，蛋白質改變、廢物累積，而導致細胞的死亡，終致人的

生命的死亡。 

貳、 損耗理論（wear and tear theory） 

    「損耗理論」強調在普通環境的日常生活中，由於細胞與器官持

續地執行其正常功能，以致於逐漸損壞。有四種說法支持損耗理論：

氧化作用、溶媒體內囤積脂褐質、葡萄糖焦糖化、荷爾蒙分泌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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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化的損耗論係以日常生活對生物系統的逐漸傷害，進而影響組織或

器官功能的發揮來解釋老化的現象。認為人體就像一部機器，由於工

作過勞、緊張，以及歲月如流，器官逐漸損壞。正常老化過程的發生，

是人體衰退的結果，就像機器使用很久之後，自然損壞一樣，將身體

和機器各部份在長久使用後會損壞的情形相比較，認為是內在和外在

壓力造成了磨損的過程。簡而言之，由於細胞與器官持續地執行正常

功能，以致逐漸損壞，隨著細胞逐漸老化，修補和換新受損成分的能

力也隨之降低，最後終告死亡，而稱為「損耗理論」。其中損耗理論

主要包含幾個部分： 

一、 氧化作用—自由基（free radical）5的破壞。 
    自由基（游離基）是高度活耀的分子，會從細胞中斷裂分離，

而擁有一對不成雙的電子。自由基通常是在細胞運用氧氣時產生，

會和其他細胞的分子產生互動，而且會造成DNA的變異，結締組織

的連結並且改變蛋白質的行為，而造成其他的損害（林歐桂英、郭

鍾隆譯，Nancy R.Hooyman , H.Asuman Kiyak著，2003：105）。自

由基的氧化：人體新陳代謝的過程，甚至是呼吸都會產生自由基，

自由基非常不穩定，會攻擊鄰近細胞，導致細胞突變甚至死亡，大

部分的老化疾病都與自由基有關。 

二、 溶媒體內囤積脂褐質6—細胞垃圾。 
溶媒體內囤積脂褐質是因為細胞吞入物質中，有少量的物質

是溶媒體無法完全分解的，這些垃圾就會在細胞內囤積起來，越積

越多對細胞來說是一種負擔，因為細胞更新過程會被堆積在溶媒體

內的殘渣所干擾，稱為脂褐質（lipofuscin）。一旦溶媒體內塞滿了

脂褐質，就無法有效的執行更新細胞的任務，細胞在失去重建分子

                                                 
5 自由基是細胞在新陳代謝產生能量的過程中所製造的廢物，經由脂質過氧化的

化學反應中發現，自由基會破壞細胞膜、溶小體、粒線體、蛋白質、酵素及去

氧核醣核酸（DNA）等，使得原本含有正確生物資訊的分子會被引起基因病變

的錯誤分子取代。引自戴玉慈，（1998：21）。 
6 脂褐質(lipofuscin)是細胞的能量活動所生的廢物。所謂的老人斑(age spots)，就

是由脂褐質沈澱而成。這樣的廢物沈澱若堆積在腦細胞裡，則會加速腦部的老

化，降低人腦的記憶能力與學習能力。 

 16



和其他架構的能力後，就失去工作的能力，也就造成細胞老化的原

因。 

三、 葡萄糖焦糖化—葡萄糖和蛋白質的反應。 
在新陳代謝的過程中，蛋白質與葡萄糖會相互作用而結合，此

結合物的粘性很高，會去吸引鄰近的蛋白質而變成一團稠粘物質。

由於細胞無法將此物質處理並排出體外，而使細胞內堆積愈來愈多

這些稠粘物質，終至塞滿而導致細胞失去重建功能，造成細胞逐漸

瓦解，以致老化。

四、 荷爾蒙分泌減少—荷爾蒙的濃度過低時，人體的細胞機能就會

老化。 

人體內的荷爾蒙系統是由內分泌系統所建構的，而這個系統是

由許多負責製造並將各種不同的荷爾蒙送到人體內各部位的腺體所

組成的。這些荷爾蒙送出去之後，便開始執行指導體內所有細胞活

動的任務，因此它們控制著人體許多功能，當有任何一種荷爾蒙的

濃度過低時，人體的機能就會異常，這些荷爾蒙除決定人體身心整

體健康狀況外，亦扮演著老化時鐘的角色，控制人體何時發育，該

於何時表現何種身心功能的機制。人體荷爾蒙基準是在廿五至卅歲

達最高峰，四十歲時減少一半 ，六十五歲時再減少一半。 

    基於上述兩種理論論述，解釋老化的過程有兩種不同的途徑，但

其理論確有相當關連。其一「細胞老化理論」，細胞也像生物體一樣，

有一定的壽命，正常人的纖維細胞在體外培養條件下，即使條件適

宜，其分裂次數也是有限的，在最初期的活躍增殖之後，就表現出有

絲分裂能力的逐漸喪失，最後終止分裂而死亡。其二「損耗理論」認

為在普通環境的日常生活中，隨著細胞的生長和發育，在細胞中積存

了一些代謝廢物，如脂褐質等，這些物質影響了細胞的正常生理活

動，引起細胞衰老，由於細胞與器官持續地執行正常功能，以致逐漸

損壞，但是兩種理論均是由於細胞隨著分化次數增多逐漸衰老而導致

逐漸損壞，造成細胞死亡導致老化。簡單來講，耗損理論就是細胞如

穿久的衣服容易破舊，因受外在惡劣環境影響而使其再生代謝功能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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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進而加速細胞耗損終至老化死亡。 

因此，關於細胞老化兩者的區別與關聯可分成外因性與內生性細

胞老化理論。其內涵為： 

（一） 外因性： 

1. 自由基傷害論，染色體在新陳代謝過程中受離子化幅射(自
由基 Free radical)等影響，而使得抗氧化的防禦機能漸進性減

弱，胞內粒腺體及 DNA 等物質因而易氧化受損而老化。 

2. 非酵素性醣化論(nonenzymatic glycosylation)：即是葡萄糖焦

糖化，屬細胞內外蛋白質的轉錄後修飾作用，形成能與附近

蛋白質作用的高度醣化終產物，使蛋白質失能及細胞老化。 

3. 自體免疫論：免疫系統喪失能力去區分自體蛋白質和外來侵

略物質。導致攻擊自身系統以致老化。 

（二） 內生性細胞老化理論，其內涵為：  

1. DNA 修補論(體細胞突變 somatic mutation)：DNA 複製的錯

誤沒有正確修復，而其自行修補的速度亦不及突變速度，使

得未能修補的部份因累積而降低細胞存活力。 

2. 細胞老化論(程式化的老化 programmed aging)：認為細胞有

其生命期限，事先決定好的基因事件序列最終會令越老的細

胞分化速度越慢，進而雜質積累使必要基因受壓制

(depression)或去壓制或喪失而終令細胞衰老死亡。 

此外，氧化與焦糖化是兩個重要的老化過程，它們會聯手摧殘人

體。葡萄糖所衍生出來的這些物質又會跟其它化學物質起反應，制造

更多的自由基，而自由基又可加快焦糖化。同時它們會攻擊細胞的抗

氧酵素，使它們靜止不活躍，從而導致更多的自由基。人體中細胞因

不斷受自由基的攻擊而造成永久性的傷害，使組織細胞失去正常運作

的功能，隨著時間的累積，細胞的損害愈形加深直到人體無法修護，

便開始出現明顯的老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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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新陳代謝理論（metabolism theory） 

    此理論說明新陳代謝在生命的生化過程中會產生一些不可避免

的傷害，生化反應的有毒副產品沒有辦法被削弱，一些非活性的廢物

會累積起來逐漸阻塞我們的細胞直到他們無法再工作，當太多的細胞

受傷時，造成 DNA 的傷害，雖然它會自行修補，但修補的速度永遠

趕不上傷害的速度，未能修補的 DNA 累積導致老化的發生，造成老

化，就會死亡。 

以醫學上的觀點來看，新陳代謝更與遺傳基因、能量消耗、細胞

分裂等有關，其中最受人注意的是 DNA 修補論和自動免疫論

（auto-immune theories），此理論認為免疫系統喪失能力去區分自己

體內的蛋白質和外來的侵略物質，因而會攻擊自己身體的系統而致老

化（彭駕騂，1999：16）。然而在人體細胞內的染色體中也有許多老

化基因，當這些老化基因逐漸浮現時，細胞會走向自我凋亡

（apoptosis）的途徑，導致老化的發生。 

    人體衰老的根源是新陳代謝發生紊亂，新陳代謝速度是指身體燃

燒食物、製造能量的速度，生物體內亦有一種新陳代謝的副產物，叫

活性氧，也叫自由基，與機體老化的發生密切相關。當年紀變大時，

人體進入老年期或者因患上某些疾病，都會發生各組織器官和系統功

能的退化，引起代謝失常。例如：細胞膜的脂肪減少，因此不易流動，

造成毒素的堆積，而阻礙了它正常的功能，以及細胞間的訊息傳達，

年紀愈大，腦、心臟、肺、皮膚等脂褐素的堆積愈多。而罹患阿茲海

默氏症的患者，腦的脂褐素比同年齡健康對照組多。  

第三節   心理學的觀點 

    心理學的老化理論其實是綜合生物學與社會學的觀點，由於受到

此二類學科的影響，包含的範圍比較寬廣，它不僅探討個體在生理方

面改變的調適，也觀察到個體在歷經老化過程中的行為改變。心理學

者認為老人心理特徵，表現在老年人格因素上，老人的行為係受人格

因素的影響，老人行為的導因，除了遺傳因子外，便是早期的親子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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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成長過程中所獲得的信念，以及生活與工作中的經驗，這些心理

因素的累積，即形成了老年的生活模式，又稱為老年人格（徐立忠，

1989：20-21）。包括如下的理論： 

壹、 人生週期論 

    心理學對老化的解釋通常是由人格成長和發展理論延伸而來

的，人格成長論相信個人的人格會因為經驗之增加與環境之改變而有

所改變，人越老，人格轉變的越多，但大多數的心理學理論都重視由

幼年到成年時期的各個階段的發展，由幼年的發長到老年，以艾瑞克

森(Erick Erickson)為代表。 

    艾瑞克森（Erick H. Erickson）7認為人生分為八個階段，即嬰兒

期（infacny）、早期幼年期（early childhood）、遊戲期（play）、就學

期（school）、少年期（adolescence）、青年期（maturity）、成年期

（maturity）、老年期（old age）等八期，分別有「信任(trust)－不信

任」、「活潑自主(autonomy) －羞愧懷疑」、「自動自發(initiative)－退

縮內疚」、「勤奮努力(industry)－自貶自卑」、「自我認同(identity)－角

色錯亂」、「友愛親密(intimacy)－孤獨疏離」、「精力充沛(generativity)
－頹廢遲滯」、「自我統合(integrity)－悲觀絕望」八個階段需要解決的

問題，其認為發展在每一個階段裡都有要解決衝突問題的任務，唯有

妥善解決才不至於在下一個階段產生不良的後果（郭靜晃、吳幸玲

譯，Philip and Barbara Newman著，1994：47）。 

當中跟老年有關的就是老年期，其所要面對解決的方式是「自

我統合(integrity)－悲觀絕望」階段，自我統合意指「對人類自我－－

而非對個人自我－－之愛，將它視為傳達某種世界秩序和精神意識的

一種經驗」，這種自我之愛涵蓋了對個人過去生活的接受，而無重大

的懊悔（黃慧貞譯，Sally Wendkos Olds；Diane E. Papalia著，1998：
                                                 
7 1902 年出生於德國的法蘭克福，作過教師、學生以及令一位醫生Sigmund Freud 
  家裏的病人，1942 年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教員。五十年代後期成為哈佛

大學人類發展教授，直至退休。曾獲普立茲獎（Pulitzer Prize）、國家圖書獎

（National Book Award），主要理論著作《兒童期與社會》（Childhood and 

Society）、《老年期的重要困難》（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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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老人處於第八個人生檢討的階段，是將其一生作自我評估的時

候，必須反省即將瀕臨生命的終結，思考其意義與重要性，達到生命

意義的統整：具有統整整合意識的老人，會覺得過去漫長歲月終無虛

度，而有甚大的成就感。但是有絕望感的老人，則認為歲月蹉跎，一

事無成的感慨，且也認為再也沒有力圖振作的成功的機會了。因此，

老年期階段最重要的任務是對於個人過去能否在這個世界上對自己

的評價得到樂觀的認同或是悲觀絕望的態度，並且對於其老年生活做

妥善的規劃與安排。 

貳、 老人人格論（personality and Pattern theory） 

李斯曼（D.Riesman）指出，老人對於老化的反應，有三種類型

（Riesman,1954：374-383），包括： 

一、 自律型（autonomous）：有創造性的活動及促進維持生命的精 
神 活力，不會受到文化變遷的衝擊而能自立自強，老化後還

能維持自動自發，但這類人數極少。 

二、 調適型（adjusted）：能與環境妥協而適應之，就如一般老人自

甘淡泊、明哲保身，缺乏內心活力。 

三、 紊亂型（anomic）：當生理體力衰退之際，即遭受社會之遺棄，

自身又未能自謀生路，只是寄人籬下或流離失所。如安養院

收留之老人。 

    但以上這三種屬於理念型（ideal type）的建構，因事實上，老人

很難絕對被劃分在那一類型裡。老人人格論是從人格的觀點去檢驗個

人行為的特性。人們在老化上是彼此不同的，對於老年時期面對退休

後所帶來的衝擊，如果有良好的心理建設與周全準備，將能坦然的面

對自己的一生，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當要從某個社會角色轉移到另

一個預定要承擔的角色的時候，要重新定義自我概念（self-concept）
或重新自我認識，進一步確定或修正自我形象，這種適應是比較困難

的，而且需要較好的適應技巧，如同艾瑞克森（Erick Erickson）的八

個發展階段論中所提的老年階段是自我統整或絕望，當滿意於自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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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時，表現出來的就是積極參與休閒活動、規劃老年生活，適應良

好。而絕望者則是孤寂及身體失能的老人對於未來感覺逃避無依。 

所以個人的人格會隨著時間而改變，且會被導向內向或外向的類

型，而個人到了老年期因為受到生理、行為、人際和工作等條件的變

化而可能產生失落感、沮喪、悲傷和焦慮，或出現冷漠、社交退縮、

抱怨、失眠等不適應的行為，便會開始對於人生產生疑問，進而呈現

過度依賴他人、自我防衛強化、固執僵化、不易信賴他人的人格特質，

也就是在這個階段，個人開始探索生命的意義、人生的價值，也容易

產生了老年危機，個人會審視自己的生活、包括對於過去的失落、對

未來的目標或者自己目前的生活，包含了很多情緒的衝擊，有時甚至

會造成行為的改變，如上所述的三種類型，但是在老化的過程中，審

思自己的價值觀時，如能肯定自我而且多注意身體的健康保養，也就

較能夠調適自己面對老年時期的問題與難題。 

參、 馬斯洛需求理論（Maslow's demand theory） 

  馬斯洛（Abraham H. Maslow）認為人類的需求依次為生理、安

全、愛及歸屬、自我尊重與自我實現五大需求（圖 2-1），對個人來說，

最迫切與基本需要滿足的是食物的生理需求（physiological need），接

下來才是安全需求（ safety need），再上一層是愛及歸屬需求

（belongings and love need），更上一層是受人尊重需求（esteem 
need），最上層的是自我實現需求（need of self-actualization）。當一層

次滿足之後，才會追求更上層的需求，雖然並不是每一個人都會達到

自己最後的自我實現，只要個人以健康為前提，依序的滿足自己的需

求，達到自己的滿意的階段即可。 

  馬斯洛相信人類對於追求成長的潛能是無限的，注重的是個人需

求被滿足的高低，對於老人，馬斯洛認為在不同環境下的老人，他們

仍有其特殊的成長需求，這些需求並不會因為年紀或身體功能差異而

消失，反而應該協助老年人繼續尋求滿足其成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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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馬斯洛（Maslow）的人類需求 

資料來源：（Abraham H. Maslow,1970：35-47）. 

所以馬斯洛的需求理論主要是在闡釋人類的動機與需求發展的

過程，這個理論強調的是人類有五大需求，不會因為年齡的增長多寡

而影響其需求，換句話說，需求被滿足的越高，精神能量的獲得也越

多。 

第四節   社會學的觀點 

    社會學的主要研究範圍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它的興趣在於把人

視為社會團體生活內的一成員，多數的學者都同意一個人的老化過程

牽涉到個人生理、心理、社會結構三種因素的相互影響，對社會學家

來說，老化過程和老年生活不僅是個人心理和生理特質的結合，也是

社會結構影響下的產物。因此，在社會學的觀點裡，個人的行為是受

社會結構所影響的，也受社會規範的約束，所以社會學的理論建構是

在一群有相互關聯的概念與社會現象所組成的，其對於老人的理論包

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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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撤離理論（disengagement theory） 

    「撤離理論」認為老人社會角色的喪失乃是老年人老化過程的必

然結果，庫敏（Cumming ）和亨利（Henry）在 1961 年提出「撤離

理論」（Disengage-ment），此理論為個人在中年時所負的角色意義將

逐漸被撤銷，老人與他所屬的社會系統之互動關係將逐漸減少。因

此，認為撤離是老化的必然結果，此一理論由國外學者在一九六一年

所提出。撤退理論主張人們步入老年階段之後，將會逐漸地退出過去

對他們而言很重要的職業生涯，也會相對減少以往年輕時所參加的許

多商業活動。其研究源自對堪薩斯市（Kansas City）275 位年齡五十

歲至九十歲身體健康、經濟自足的老人所做的橫斷面調查分析，結果

指出：隨著老人健康與體力的衰退，變得愈來愈少參與組織化的社會

結構，逐漸退出社會的社交生活。以老人本身來說，由於無法適應現

存社會中的角色、人際關係、價值體系等，唯有採取撤退的策略來保

護自己，才符合老化過程中的內在成長，始能得到以自我為中心的成

熟與滿足。另從社會觀點而言，認為老人已無力對社會有所貢獻，便

須退出社會，讓年輕人取而代之，以維持社會體系的延續（徐立忠，

1989：27）。 

此理論認為隨著老化，由於個體與社會彼此之間不可避免的退

縮，造成老年人與所屬社會的其他成員之互動減少或退出，老人社會

角色的喪失乃是老人老化過程中的結果，因為老年人身心之日趨衰

竭，所以在重要的社會活動，和家人的關係等的逐漸撤離。但此理論

也曾招到批評：魏貝克（Videbeck）在一九六年年研究指出，百分之

九十在六十五歲以後對社會團體活動的非參與者，他們在六十歲左右

時就已是不熱心的參與者，而百分之九十在六十五歲以後仍然積極參

與者，其在六十歲左右時也是如此，所以他們結論是有些人在其生命

過程中，就是有限的參與活動，而這些學者則不認為撤離是老年人特

殊過程（轉引自 Roes,1968：186）。 

「撤退理論」亦有其缺點：有明顯遺漏人格因素及整個過程中所

發生的影響，扼殺了老人存在的價值，且忽略撤退倫理是屬於自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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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選擇性或障礙性。 

貳、 活動理論（activty theory ） 

    活動理論（activty theory ）是由 Robert Havighurst 提出，最早說

明老年人成功的適應社會學理論之一，主張個體在社會中之角色並不

因年齡而減少，一個人只要在生理即心理上有能力，他即能執行其角

色義務。鈕嘉頓（B.L.Neugarten）指出，根據實際蒐集的資料顯示，

仍然繼續參與社會活動和角色，並維持社會關係的老年人，遠比那些

從社會角色中撤退的老人顯得更愉快，也表現出較高度的生活滿意

（life satisfaction）（轉引自 Roes, 1968：184-189）。因此，撤離並非

必然的、必要的，也不一定是老人所自願的。所以活動理論指出欲成

功的調適晚年的生活，有賴於讓老年人盡可能維持中年期的活動與態

度，協助老年人持續參與社會活動，維繫老人的社會關係。 

    此裡論認為老人雖然面臨生理、健康狀況的改變，但與中年期一

樣，有活動的心理性和社會性需求，並主張高度的活動可為老人帶來

滿意的生活，因而當老年人放棄他們從前的角色，他嘗到傷感、被排

除感、自尊消失感等之苦，為了提升士氣和維持正向的自我概念，他

們必須再投入社會。 

  由於活動可提供個人的角色認同與支持，而重新確認自我概念，

而可提昇老年時的士氣，帶來高度的生活滿意，其將老化視為中年時

期的延伸。所以，活動理論主張個體在社會中之角色並不因年齡而減

少，一個人只要在生理及心理上有能力，他即能執行其角色義務。但

並非每個老人都能成功地轉化或調適老人的新角色及心態。C.S.Kart
就曾提出批評（邱天助，1988：73）： 

一、 活動理論假設人們對於周圍的社會環境有控制力，但是這種假

設並未考慮老人的健康與經濟因素。 

二、 強調個人的心理與社會需求，並未考慮社會變遷的因素。 

三、 將老年人的各類活動視為相當於成年期的職業活動、婚姻活 
動、養育子女活動，老年人的閒聊、交友、聚會等均是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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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並不能與職業活動、婚姻活動等相比較，未考慮活動的性質。

所以活動理論認為，對各個年齡言，社會活動是生活的基礎，並且個

體也會在參與社會的互動中找到生活的意義。所以，活動理論強調幸

福感是人類主動地、專注地參與活動時的產物，個人可以藉由工作、

休閒、運動等活動或人際互動的歷程，不斷的互動回饋，發揮潛能並

滿足個人需求，進而產生愉悅的成就感和價值感，此即為幸福的感

受。因此，對於一位邁入老年期的人，保持與社會的互動尤其重要，

因為其健康及社會福利都有賴於繼續參加活動，而邁入老年期的人因

為退出職場，通常會面臨許多失落，但是未必就會產生消極的角色，

老年人如果能多參與社會活動，藉著活動找到新的社會角色，則能豐

富其生活意義，協助調是老年期的失落。 

參、 老人次文化理論（the aged as a subculture theory） 

老人有其特殊之信仰行為，對本身團體的認同採取社會行動，以

爭取團體成員的利益。老人次文化之形成，主因是老年人口增多，而

本身之社會隔離日漸顯著，退休賦閒而從事一般消遣活動，子女離家

而造成老年之依賴社會福利服務等。同時次文化理論認為老年人在人

口特質上、團體組織上、地理分佈上皆有相似的性質，共同享有某些

特徵，老年人因此會發生類似模式或規範與社會絕大多數人的行為規

範有異。而社會的偏見是促使老人彼此互助互賴，而自成一個團體，

有其自己一套的價值體系、信賴模式與行為方式。而老年次文化理論

（subculture of aging theory）的擁護者，相信老人必須藉由次文化中

的同儕團體力量以維繫他們自我概念和社會認同(Rose,1965：196)，
不論是老人或他人，都不能以整體的社會標準或規範來評估，而且這

些次文化團體成員會由於其背景因素被社會尊敬或輕視。例如：政治

領導人物被尊重，街頭遊民被輕視。當然一個老人次文化的形成，亦

包含了兩個結果： 

一、 當老年人相互之間產生自我認同時，就會跟以年輕人為主體的

社會產生疏離。 

二、 發展出族群意識，進而創造政治影響力或社會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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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老年人退休後，收入減少會衍生出經濟的壓力；社會地位喪失

及人際互動減少今衍生出人際與精神的壓力；身體老化則會衍生出健

康的壓力。所以，老人們應學習做好自己的生涯規劃，家庭成員則應

該協助老人們學習做好生涯規劃。在正功能方面而言，老人次文化可

使老年團體產生一種團體意識，以共同爭取政治上的利益，亦也產生

了負功能（王天佑，1991：12），老人團體與社會其他團體畫下界線，

被視為一特殊團體。 

    老人福利之內涵可以從多種觀點加以界定，本文採用廣義的老

人福利，認為老人福利包括老人問題、老人學、老人福利、老人社會

工作等內涵。其次，探討老人者，有諸多理論，本文上述的諸多理論，

有分別從生理學、心理學、社會學等方面來探討人類的老化。生理老

化理論是受遺傳因素及外在環境因素而提出老化的原因，從生裡的跡

象來看，老人的各部分器官均有逐漸衰退的現象，通常將機體的形

態、結構和生理功能逐漸衰退的總現象稱為衰老的指標，這是不可避

免的自然現象，是影響老化的主因。而心理學的觀點則認為，老化是

必然的現象，老年人皆需面臨生理機能的改變，但各個老人卻有不同

的行為特質與態度的表現。以社會學的觀點來看，又將老化視為一種

社會現象，主張以社會活動主要團體，次要團體及文化來解釋老人的

社會生活，著眼點於重視老人在晚年生活與社會團體和個人的互動關

係。 

綜上論述，老化是指生命有機體一生中的所有變化，是一個歷

程，隨著年齡的漸長，我們會歷經人生各個階段，每個階段都有其定

義及各自的社會規範及特性，並隨著各個社會文化及歷史時期的不同

而有所差異。所以關於老人的老化理論，並無單一可以完整解釋的理

論，當我們在探究老人福利問題時實應以各方面的理論作為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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