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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居老人成功老化經驗之探討—以女性高齡志工為例 

摘要 

    本研究係由台北市兩區老人服務中心引薦六位「從事志願服務之七十五歲以

上女性獨居老人」作為研究對象，進行深度訪談，探討其社會關係、心理健康、

生理健康、經濟生活四大層面之成功老化經驗，以及如何調適生活以達到成功老

化的過程，研究發現如下： 

一、成功老化四大層面經驗 

(一)社會關係：受訪者多在社區關懷據點或廟宇擔任志工，平時也會提供鄰居生

活協助，結束服務時機在於其健康衰退或者家庭有照顧需求時。 

(二)心理健康與正向靈性：受訪者在經歷子女離家或親人過世時會衍生負面情緒;

面對健康狀況惡化或在家發生意外也會有所擔心。平時會借助宗教信仰來緩

解負面情緒。 

(三)生理健康：受訪者能克服視力、關節、體能退化等身體損傷，並學習預防意

外傷害，平時也會進行個人或參與鄰里團體運動來維持身體健康。 

(四)經濟生活：受訪者皆至少擁有一房產。收入來源則有收取租金、子女奉養以

及政府支持。 

二、調適生活以達成功老化的過程 

(一)社會關係：參與志願服務利於服務學習、充實生活、並獲得社會支持。 

(二)心理健康與正向靈性：運用「選擇最佳化補償」策略來因應身體損傷、經濟

來源以及社會關係的損失，並以信仰來調適負面情緒以及面對臨終議題。 

(三)生理健康：幫助維持積極參與生活。 

(四)經濟生活：穩定經濟來源能給予安全感。 

 

關鍵字：獨居老人  成功老化  志願服務 

  

 



A Study on the Successful Aging Experiences of Elderly Living Alone : 

Stories of Six Old-Old Female Volunteers 

 

Aba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Successful Aging experiences, and the 

adjustment processes in order to achieve Successful Aging of Elderly Living Alone. 

Six Old-Old female volunteers were chosen as participants from two Seniors Service 

Centers in Taipei City.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used and the theme of interview 

included: social relations, mental health and positive spirituality, physical health, and 

economic life. The research findings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The Successful Aging experiences 

(1)Social relations: They joined the services of community care stations/temples or 

supported their neighborhood. They left the services due to physical changes or 

family needs. 

(2)Mental health and positive spirituality: They had negative emotions due to their 

children’s leaving home or spouse’s death. They worried about deteriorating health 

or an accident at home. They tried to seek help from the religious power to reduce 

their negative emotions. 

(3)Physical health: They can overcome with vision loss, Osteoarthritis, or decline of 

physical ability, and were willing to learn how to prevent accidental injuries. They 

did personal sports or participated community sports activities to remain healthy. 

(4)Economic life: They all had their own house and financial supports from rents, 

heritages or government subsidies. 

2.The adjustment processes of achieving Successful Aging 

(1)Social relations: Volunteering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adult learning, life enriching 

and social supports. 

(2)Mental health and positive spirituality: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strategies 

of “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 (SOC) can be supported.   

Religion is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happiness of old people. 

 



(3)Physical health: They were actively involved in daily activities.   

(4)Economic life: The stable income sources from family members, NGOs or 

government also helped them have the sense of economic security. 

 

Key words: Elderly Living Alone, Successful Aging, Volunt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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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老年人口快速成長現象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國，以我國而言，在 1993 年之 65

歲以上人口數約 156 萬餘人，占總人口比率超過 7%，已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

截至 2016 年止，我國老年人口已增加到 286 萬餘人(衛福部統計處，2015)，再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預估，2014 至 2025 年因戰後嬰兒潮世代(Baby Boomer)陸

續將成為 65 歲以上人口，使得現今此段期間之老年人口成長速度最快，且其中

2018 年老年人口比率將超過 14%成為「高齡社會」，再七年後即進一步於 2025

年達 20%而成為「超高齡社會」之一員，這將帶來迫切的照顧需求(國家發展委

員會，2014)，而須制定更多相關政策，以協助高齡者能順應老化過程帶來的挑

戰。 

    隨著少子化和人口老化趨勢，過往傳統三代家庭將逐漸減少，到後來因為單

身、折衷或核心家庭型態的興起，將使老年人的生活型態發生改變(石泱，2009)，

據衛福部統計資料指出(衛福部統計處，2015)，2015 年底列冊獨居老人共有

47,716人，約佔全部老年人口的 1.7%，其中男性獨居者有 21,254人，女性獨居

者有 26,462 人，以地區而言，臺北市佔總獨居老人口數比例超過一成，有 4,860

人為全國最多者，其相關生活需求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在我國，獨居老人議題最早在 1997 年由平面媒體報導「獨居老人死亡」事

件的照顧問題作為開端(鄭景鐘，2005)，自此獨居老人被擴大解讀成「可憐」、「無

人照顧」等負面印象，影響著政治群體如何看待並影響獨居老人服務，進而演變

成政府當局首要關注對象，促成 1998年首先擬定「台北市獨居老人照顧方案」(曾

煥裕、石泱，2010)，將獨居老人納入政策討論範疇中，進一步責成內政部獨居

老人清查名冊(莊秀美、鄭怡世，1999）、關懷訪視及電話問安等服務，開始正式

化的照顧服務模式(曾煥裕、石泱，2010)，然可發現其隱含對服務人口群「監控」

的意涵，以及政策執行上對社會問題的標籤，此與學者認為獨居「不等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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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涵有所不同(楊培珊，1999)。 

    2003 年，SARS 事件衍生獨居老人死亡問題更再度引起媒體關注，並影響政

策指示增加電話問安頻率，但此事後使決策者反思，並非所有獨居老人都需要問

安關懷，因而在 2005 年以「分級分類」方式重新制定「獨居老人」的定義，並

依照家庭關係與健康狀況做服務層次上的區別(鄭景鐘，2006)，轉而關注有健康

照顧需求的獨居老人，試圖解構獨居老人為「問題」的標籤，讓老人有更多服務

選擇，並建立友善環境來促進獨居老人的社會參與(曾煥裕等，2002)。 

    從我國獨居老人服務的發展脈絡得知，獨居老人議題是從早期媒體報導後受

到社會關注，而使決策者提供密集的服務，但過度的關懷反而對受服務者造成困

擾，最後轉而依不同程度需求來提供服務，這給我們很大的提醒是，當服務系統

對應不同處境的獨居老人時，更需針對其多元性予以縝密規劃，而敏感於能否確

切回應其真實感受。 

    老年人會面臨生理、心理、經濟與社會關係等不同生活面向弱化的問題，尤

其獨居老人更值得關注(李聲吼等，2008)，在生理面向上，其健康狀況雖與一般

老人無明顯差別，卻可能增加發生危險的機會而影響日常生活(黃明碧等，2010)，

例如住院或跌倒(黃璉華、林豔君，2000);心理面向而言，獨居老人的憂鬱程度

與一般老人比較會顯得較高(Mui & Burnette, 1994;徐淑貞等，2008;黃秀蘭，

2004;)，且因為無人可提供及時協助，會對緊急狀況的發生感到不安(曾煥裕等，

2002)，當沒有伴侶或親友分享心事時也容易感到孤單、寂莫(李翊駿，2000);

家庭關係則會影響獨居老人支持來源的多樣性，有配偶或子女者應留意婚姻關係

與家庭成員間的互動情形(謝美娥，2014)，若無子女或配偶者則會偏重朋友及鄰

居所提供的支持(吳沄蓁、趙淑員，2010;郭玫怡，2005;黃秋華，2001);而獨居

老人首要經濟來源相較一般老人會傾向仰賴退休俸或政府補助(余正麗，2011;

李雨庭，2012;吳沄蓁、趙淑員，2010;高冬玲，2012)。 

    整體來說，獨居老人群口的健康情形與一般老人無異，但較可能面臨經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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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少、社會支持少、社會活動參與少的「三少」情形(曾煥裕、石泱，2010)，若

沒有適當資源媒合或主動的社會參與，可能在身心健康的維持上會較具挑戰性

(廖秀慧，2006)，但正向而言，獨居老人因為能成功克服過往環境中的種種挑戰，

而存活至今(施教裕，1998;引自楊培珊，1999)，顯見其會依自身狀況發展適合

的生活方式(郭玫怡，2005)，因此檢視獨居老人本身存有之資源，並瞭解其支持

網絡所發揮的功能是很重要的(楊培珊，1999)，我們應將獨居老人視為主體，發

展屬於每個個體的安全網以提供其各層面之生活保障。 

    再對應性別議題，Moen 等學者(1992)認為家庭照顧責任可能限制了女性在

家庭活動外的社會參與，例如常須照顧體弱父母或子女，而無法投入工作和從事

志願服務，這樣的情形將會一直持續到老年，而較男性少有扮演多重角色的機會，

因此，保持母職角色對老年生活的社會融合和健康可能會衍生負面影響，且女性

更可能因為喪偶而獨居(郭玫怡，2005;楊培珊，1999;廖秀慧，2006)，此情形主

要源於女性較可能與年長男性結婚，以及有較長的平均餘命所致(郭玫怡，2005)，

因此，處於喪偶狀態的獨居老人社會支持來源會相對較少(連雅棻等，2008;謝美

娥，2015)，也就是說，女性獨居老人在子女相繼在外成家又失去配偶的互相照

應後(陳肇男，2001)，更可能常感到寂寞、孤單、或沒有老伴可以傾聽心事(李

翊駿，2000)，在經濟層面上，女性更可能在喪偶後導致收入較少而處於相對弱

勢的狀況(Chung & Park, 2008)，恰都呼應了女性獨居老人生活的不利情形

(Bowling & Iliffe, 2006; Chou & Chi, 2002; Woo et al., 2008)，因此，更

應鎖定女性獨居老人作為主體，深入了解其如何應對生活上的多重考驗。 

    因應女性獨居老人長遠生活上的困境，成功老化即是一協助提升生活品質的

增權媒介，成功老化理論涵蓋多種學術專業和理論的價值觀，而首要以 Rowe & 

Kahn(1997)的成功老化模型最為流行（Bowling, 2007），其內涵包含三大要素：

「避免疾病與失能風險」、「維持身體及認知功能」、以及「積極參與生活」，著重

協調內在因子(如改善健康狀況)或引用外在資源(如增加社會支持網絡、尋求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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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新角色的機會)，促進老年人實踐生活理想;另有學者嘗試以生命歷程觀點

(life-span theorists)來因應老化過程發生的損失(Menec, 2003)，如 Baltes & 

Baltes（1990）的「選擇最佳化和補償模式」即著重於利用替代方法補償失去的

社會關係或身體能力，而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及生活滿足有正面效益(李宗派，

2004);社會功能論則能提供老人行動選擇上的解釋，諸如以撤退或活動理論

(Havighurst, 1961)觀點說明其所為社會活動的動機，鑑此，成功老化概念能透

過各種生活層面來解釋老年人的適應情形，並鼓勵老年人借由參與社會事務來獲

得生活支持(徐慧娟，2012)，以協助老人能過更好的晚年生活。 

    為顛覆以往損失模型(deficit model)對「老化即等於衰退」過程的主張，

良好老化(aging well)的理念開始遍及全球而有廣泛且不同的包裝變化(Foster 

& Walker, 2014)，於現今討論中，較常用於描述老化理想狀態並應用於政策執

行者，有主要於歐陸使用的「活躍老化」(Active Aging)（WHO, 2002）概念、

和澳洲針對高齡政策所使用的「積極老化」(Positive Aging)概念（New Zealand 

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2007）、以及於美國發跡並使用的「成功老

化」(Successful Aging)（Rowe & Kahn, 1987;1998），每種概念都嘗試以不同

的方法與途徑使老年人在老化過程獲益並開發潛能，但可能因為概念上有些許重

疊而在實務使用上被混淆，因此，在正式討論成功老化前，必須先釐清三者本質

上之不同，以及在政策或服務落實上的限制之處。 

    為因應人口高齡化之挑戰，聯合國將1999年訂為國際老人年，提出「活躍老

化」的口號(石泱，2010)，使用最廣泛的定義是由世界衛生組織所述：作為「促

進健康、安全和參與之機會，以利提高老化過程的生活品質」，重點在於「活躍」

的定義是能協助個體「在精神、文化、經濟、社會和公民事務上的持續參與，而

不僅只是身體活動，或參與勞動力的能力」(WHO, 2002)，鼓勵老年人投入具生

產力的社會活動和組織，以減少健康和社會照顧成本，活躍老化過去10年在歐洲

被廣泛應用，特別被世界衛生組織（WHO）和歐盟委員會（EC）所致力推動(F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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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ker, 2014)，且也成為我國因應高齡化社會的主要政策理念，例如衛生福

利部於2013年(衛福部，2013)提出的「友善關懷老人服務方案」政策，即是以標

榜「活力老化」作為服務規劃參考架構。 

    相較成功老化而言，活躍老化強調具生產力活動的參與，來維持有意義的社

會角色和活動以增進老年幸福感的理想，而自早期受服務者的「需求」觀點轉換

為倡導老年「權利」的政策導向(Bowling, 2008)，活躍老化的目的並非主張延

緩退化或避免失能，而專注於活在當下（living for now），努力享受老年生活

時光，若成功老化是基本健康指標，那麼活躍老化將為更進階之健康指標(石泱， 

2010)，正因先決條件是立基於良好而穩定的生活狀態之上，故政策實施同時應

兼顧生理功能虛弱的老人(Walker, 2002），且釋出彈性空間讓不同特質及文化背

景的老年人選擇適合的生活方式，甚至適度提醒決策者「政策可能成為強制」的

主流規範風險（Walker, 2002），而相對對活動參與較消極者產生不利的狀況。 

    積極老化概念相繼應用於澳洲紐西蘭在2001年推出的積極老化政策(The 

New Zealand Positive Aging Strategy)，以及2005年北美加拿大的新斯科細亞

省積極老化策略(Strategy for Positive Aging in Nova Scotia)(Seniors’ 

Secretariat, 2005)，澳洲政府並於2007年進一步針對當前服務實施狀況提出積

極老化指導書(Positive Ageing Indicators)以全面檢視當前促進老年人福祉的

十大目標(New Zealand 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2007)，積極老化的

核心價值包括終身學習、延長工作生涯、逐步退休、及能於退休後，積極從事增

強能力和維持健康的活動(European Community, 2002)，以達到「老有所為，老

有所樂」的宗旨(The New Zealand Positive Ageing Strategy, 2001)。 

    積極老化傳達老年為充滿機會的價值觀，同時處理自社會「撤退」或被歸類

為因個人的失敗而退休所導致的邊緣化(Gilleard and Higgs, 2002;引自

Formosa, 2014)，相較成功老化而言，積極老化較富有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

鼓勵個人投入市場而能有「自己當家」(entrepreneurs of themselves)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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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sa, 2014)，且重視老年人所擁有的知識、技術，鼓勵持續學習，並能貢

獻智慧於社區，將老年人視為潛在產出者，而不僅是被動的受照顧者。 

    然而，也有批評認為積極老化僅聚焦在宣揚充滿活力和效率的「第三齡」

(third-age lifestyle)生活風格，而對身體和認知狀態較弱老年人的境遇較不

敏感，無法處理自然發生的衰老問題，而有否定老化本質存在的疑慮(Formosa,  

2014)，與活躍老化概念兩者同樣皆可能對老年人的訂有生活規範而具有強迫

性。 

    活躍、積極、及成功老化三概念雖然於國際間因為公民價值觀、地方文化、

社會環境脈絡不同而在落實目標上有所差異，但是它們其實都以不同包裝和政策

施行方式去討論「老年生活理想」的共同目的，而成功老化概念使用至今，仍最

為廣泛討論及深入探討(徐慧娟，2012)、且最早於1961年為學者Hurvingurst於

The Gerontology老年學期刊提出(Fisher, 1992)，故成功老化在學術成果的累

積及討論的發展上較為完善，其優勢在於，概念本身具有多面向和彈性

(plasticity) (程千芳 & 游一龍，2015)，而能針對不同獨居老人狀況提供較多

元的檢視觀點，例如較高齡者或家庭支持功能較弱者所累積的危險因子或負面影

響雖已難改變，但仍能採取生命週期（life course）觀點(徐慧娟，2012)，根

據個體所擁有不同的文化和社會環境脈絡以提供適當的資源和機會，雖然可能因

為面向涉及較廣而失焦，但重點在於瞭解各種獨居老人生活層面上所遇之障礙以

及其如何提出相應之道，扣連社會工作本身所關注獨居老人的照顧資源，而能使

其免於容易因健康狀況轉壤、寂寞、社交隔離、貧窮及突發危機等不利因素所損

害(Iliffe et al., 1992;引自謝美娥，2014)，進而達到成功老化的理想。 

第二節  研究動機 

一、研究者對志願服務議題的關注與興趣 

    Rowe & Kahn 定義成功老化的內涵中，從事「生產性活動」 (Productive 

Activity)是一項重要組成要素，Dosman等學者(2006)嘗試將生產性活動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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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為自我照顧、休閒活動、有酬工作、家庭照顧、志願服務，這些活動都因為

利於老年人維持生、心、社會功能而與成功老化有密切關聯，其中從事有酬工作

和志願服務能作為老年人的健康保護因子(Luoh & Herzog, 2002)，發揮減輕負

面情緒效果(Choi & Bohman, 2007; McDonnall, 2011)，也能促進生活滿意感

(Fengler, 1984)，後兩項正向因素對從事志願服務者發揮效果尤為深刻

(Fengler, 1984; McDonnall, 2011)，而成為最能促進老年人達到成功老化的生

產性活動之一。 

    老年人參與志工活動的優點在利於從服務參與過程拓展社交網絡、發揮才能，

也有較彈性的工作時間(Fengler, 1984)，能得到更高的幸福感(Morrow-Howell 

et al., 2003; Wheeler et al., 1998)，對女性而言，除了擔任家庭照顧者或

有酬工作外，能擔任志工而扮演多重角色，更利於促進其健康以及社會融合，而

邁向成功老化(Moen et al.,1992)。 

    在現實上，獨居老人雖然會安排個人休閒活動，卻因為健康、參與意願或者

對老年人活動力較弱的刻板印象等因素，而鮮少主動從事志工活動(石泱，2010;

黃秋華，2001)，因此，常是被動的接受服務者(黃秋華，2001;楊培珊，1999)，

但在研究者於老人服務中心實習時，曾有幸與某位參與志工服務的獨居長輩談論

到，是什麼契機使她想到中心參與服務？她表示自己原先是在中心附屬的長青大

學上課，而透過中心的網頁知曉中心有志工需求即前來嘗試，對她而言，擔任志

工一方面能在此獲取福利資訊，另方面覺得寂寞的時候可以到中心逛走，該位個

案是懂得積極為自己爭取權益，進而服務他人的「成功」案例，因此引發研究者

好奇，這些從事志願服務的獨居老人是基於那些動機而選擇參與？從事服務過程

對他們又衍生了哪些益處？ 

二、成功老化與「第四齡」 

    學者Bowling(2007)檢閱170餘篇成功老化相關文獻，將面向分類為生物醫學、

心理資源(psychological resources)、社會功能及生活滿意度來奠定成功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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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觀點，其指出最為廣泛引用者為麥克阿瑟基金會研究(John D. and 

Cath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 (Rowe & Kahn, 1999)，Rowe & Kahn

提出理論架構去分析「當下」，以圍繞在老年人「身邊的人事物」理解成功老化

的狀態(Wang & Lin, 2011)，並強調一般老化只要透過個人生活型態改善、引進

外在支持資源即能維持或進階為成功老化(Rowe & Kahn, 1997);而另一著名的

Baltes & Baltes模型則強調老年人在老化過程的耗損當中，可以人類歷史發展

的心理、社會、經濟等文化資源(efficiency of cultural)來克服生活限制

(Baltes，1997)，能補充橫斷時空狀態背後生活歷程發展的理解，並用正向的想

法去認識勇於積極超越(surmounting)挑戰和掌握(vast and untapped)人生老年

人的經驗(Fisher, 1992)。  

    由於20世紀工業化國家發展，經濟和技術創新造成人類平均餘命的增加，因

此，學者Baltes(1997)進一步透過柏林老化研究觀察更高年齡者(70到100歲老年

人)生活狀況（Mayer & Baltes, 1996），發現老年人邁入更晚年期時，生理功能

的巨幅衰退將連帶影響老年人可用資源的運用程度，也就是說，兩模型所提倡的

因應策略雖利於調適生活，但仍無法改變生物學上「熵」(entropy)的身體衰退

事實(Baltes, 1997)，是故，老年人越接近「第四齡」(the fourth age)，會越

考驗其彈性的極限，也可能是未來研究所關注之焦點。 

三、補充國內對獨居老人探討成功老化之相關文獻 

    以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檢視國內相關研究，將成功老化作為主題的碩博士

論文自民國94年至今已累積多達67餘篇，是較為新穎的議題，但在社會工作或福

利相關領域研究卻在近五年內始有著墨，顯得相對稀少，例如范江萬(2014)榮家

老年榮民成功老化影響因素之研究－以某榮家為例、陳國忠(2012)高齡者社會支

持網絡、日常活動參與和成功老化之相關性研究-以新竹市為例、龔詠純(2010)

高齡者老化態度與成功老化之研究-以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為例、張世璊(2009)中

年肢體障礙者老化自覺、成功老化認知、作為與需求研究。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jeoWKi/record?r1=19&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jeoWKi/record?r1=19&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jeoWKi/record?r1=28&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jeoWKi/record?r1=28&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jeoWKi/record?r1=45&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jeoWKi/record?r1=54&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jeoWKi/record?r1=54&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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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餘相關主題雖多元，卻多是討論一般老人的社會參與(許雅清，2013;蔡宜

蓉，2009)、靈性活動(李欣怡，2012;崔顯曜，2014;黃鈺雯，2012)、或居住環

境(柯乃尹，2015;郭聿娟，2014;張麒威，2015)等對成功老化的影響，而以獨居

老人作為研究對象的相關文獻多僅能取自國外(Day & Day, 1993; Lee, 2009; 

Thang, 2015)。 

    故本研究希望補充以社會經濟地位相對弱勢獨居老人(Lee, 2009)作為主體

的文獻，以非西方的社會文化背景，來探索女性獨居老人的成功老化情形，並從

其經驗中瞭解成功老化之形成過程，進而點出其現有服務資源所能投入協助之處，

得以促成研究具「雙向溝通」之立意，使現有獨居老人之福利服務更臻完善。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一)呈現從事志願服務之女性高齡獨居老人各層面的成功老化經驗。 

(二)瞭解女性高齡獨居老人如何調適生活以達到成功老化的過程。 

二、研究問題 

(一)從事志願服務之女性高齡獨居老人各層面的成功老化經驗為何？ 

(二)女性高齡獨居老人在面臨各種生活弱勢狀況下，如何調適生活，以達到成功

老化？ 

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獨居老人 

    據台北市政府社會局(2016)定義，屆年滿 65 歲以上，居住於本市且非居住

在機構，符合下列其中之一資格者者列為獨居：(1)單獨居住，而且沒有直系血

親卑親屬居住於臺北市，若長者與親屬關係間疏離者，則不在此限。(2)雖然有

同住者，但是同住者符合下列條件，且沒有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在臺北市，方列

入獨居：同住之家屬沒有照顧能力;同住家屬在 1 週之內有連續 3 天（包含 3 

天）以上不在，但是間歇性不在者，不予以列入;同住者沒有民法上之照顧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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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沒有照顧契約關係者。(3)夫與妻同住而均年滿 65 歲，而且沒有直系血親卑

親屬住在臺北市者。 

二、成功老化 

     Rowe & Kahn(1997)定義成功老化是：1.避免疾病及失能 2.能維持良好的

認知與身體功能 3.積極參與社會活動。除了前兩者基本功能的維持外，更要能

保持對社會活動的積極參與。 

    Baltes & Baltes(1990)提出成功老化是一種涉及選擇、最佳化和補償元素

的動態適應過程，以補償替代的適應方式因應老化，鼓勵老人發揮其本身所具備

的資源或能力，以補償日益失去的社會關係或身體活動功能。 

    多項研究指出經濟狀況對成功老化的影響(Chou & Chi, 2002; Chung & Park, 

2008; Hsu, 2007; Wang & Lin, 2011)，故本研究除參考 Rowe & Kahn(1997)定

義外，將進一步探討女性獨居老人生理、心理、經濟及社會關係層面的生活經驗，

而將「成功老化」定義為 1.生理層面：保持身體健康，能免於重大疾病或失能;2.

心理層面：維持認知功能，並能適應和應對生活壓力;3.經濟層面：日常生活支

出無虞;4.社會層面：積極地參與社會活動，並能保持良好之人際關係。 

 

  

 



11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獨居老人生活概況 

一、獨居老人之人口特質 

(一)性別差異 

    據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統計(UN Department of Econonlic &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sion, 2005)，以全球整體而言，老年獨居者大多數為女性，占

19％，男子則占 8％，以歐洲(35%)與北美洲(34%)之老年女性獨居比率最高，而

亞洲(9%)與拉丁美洲(10%)雖然最少，但仍呈現女性獨居比率較高之情形，造成

獨居老年女性比男性多的原因主要是：1.丈夫通常比妻子年齡大些;2.女性預期

壽命較高，這代表多數男性都在老年期仍維持結婚狀態，女性則較容易喪偶，此

外，以多數國家而言，男性更有可能在配偶去世或離婚後再婚，女性在老年時若

沒有子女將較可能面臨獨居的狀況(UN Department of Econonlic &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sion, 2005)。 

    據衛福部統計報告，2015 年全國已列冊獨居老人共計 47,716 人,約佔總老

年人口之 1.7%，其中獨居男性約 44.5%，女性為 55.4%，在過去，男性人數是較

女性為多，直到 2009 年，兩性人數已大略呈現持平狀態(衛福部統計處，2015)，

在往後更轉變為女性多於男性人數之情形，以往我國男性獨居老人較多的原因，

可能受到 1950 年代自大陸遷徙來台的外省籍榮民所影響，其多因為單身身分，

間接造成其晚年獨居的狀況，且老年女性通常會選擇與子女同住(陳肇男，2001)，

所以早期的獨居老人組成人數上會以男性比例較多，這點可從榮民人口自 2005

年佔16.38%總獨居老人數，逐漸降至2015年的 5.04%得明顯觀察(衛福部統計處，

2015)，再回顧國內研究對不同性別人口數的發現，常會呈現不一致的情形，這

些差異主要源於國內研究多屬於小型地區調查所致，例如以男性為多的狀況(李

雨庭，2012;謝美娥，2014)，都聚焦在台北市區，其他研究也有指出女性居多狀

況，例如宜蘭(姜丹榴，2014)、台中(郭玫怡，2005)、澎湖(田曉齡，2005)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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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整體而言，我國獨居老人口數在 2009 年之前以男性為多，但隨遷移來台的

單身榮民逐漸凋零，以及女性普遍有較長的壽命影響下，出現獨居女性人數多於

男性之狀況，已與全球呈現相同趨勢。 

(二)教育背景 

    獨居老人的教育程度在不同地區研究中也呈現了不同的樣貌，在台北市區以

具小學教育程度者為多(李雨庭，2012;高冬玲，2012;謝美娥，2014)，相較其他

地區而言，例如宜蘭縣(姜丹榴，2014)、彰化縣(吳沄蓁、趙淑員，2010)、雲林

縣(陳俊宏，2008)等都是以不識字者比例居多，台北市獨居老人的教育程度較高

可能是因為台北市為都會發展地區，而利於民眾接觸較多學習資源(高冬玲，

2012)，普遍而言，獨居老人的教育程度仍不算高，可能是受早期背景下的政治、

經濟結構與教育環境所影響，使多數老年人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造成獨居

老人的教育程度略為偏低的趨勢(郭玫怡，2005)，而成為其獲得福利服務的阻礙，

因此應嘗試使獨居老人充份瞭解社區所能提供的各項資源，以增加其使用服務的

機會(楊培珊，1999)。 

    教育程度能利於獨居老人處理外界資訊以適應生活，以較正向的思維去調節

憂鬱症狀，並影響其社會融入程度(謝美娥，2014)，隨著現代人生活水準及教育

程度普遍的提升，將可能影響往後獨居老人規劃生活的方式，因此，更應注意趨

於多元的需求，而依不同獨居老人的特性去提供服務。 

(三)經濟狀況 

    衛生福利部調查65歲以上老年人主要經濟之來源，以來自子女或是孫子女之

奉養43.9%最多，其次為政府救助或津貼36.2%，另外14.20%為退休金、撫卹金、

保險等(衛福部統計處，2013)。 

    在2015年，獨居老人有約四分之一為中低收人戶(衛福部統計處，2015)，而

過去統計經濟來源較完整之資料指出，獨居老人以接受政府補助55%為多，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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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子女之供應19.7%，以及本人或配偶之退休、撫恤金16.1% (省政府，1999)，

而近來研究因多屬區域規模而會有不同發現，例如有對台北市三個行政區的研究，

獨居老人經濟來源以領有退休金俸者最多，其餘為政府補助、子女供養(李雨庭，

2012;高冬玲，2012)，另針對台北市某行政區及彰化縣研究則以領有政府補助津

貼為多、其餘為退休金以及子女供養(余正麗，2011;吳沄蓁、趙淑員，2010)，

可以發現各研究對經濟來源的組成比例上有區域性的差異，但總的而言，獨居老

人首要經濟來源會較一般老人少由子女提供支持，而主要仰賴退休金俸或政府補

助。 

    再回顧自覺經濟狀況，一般老人大約僅五分之一認為日常生活費不夠用(衛

福部統計處，2013)，獨居老人則有五成以上是認為不夠的(余正麗，2011;李雨

庭，2012;高冬玲，2012;曾煥裕、石泱，2010)，穩定的經濟來源，能維持獨居

生活品質及滿意度(郭玫怡，2005)、減少對財務上的擔心，可以自由安排生活、

使社會參與較頻繁，反之，若需依賴他人協助則可能增加經濟狀況的不確定性，

會出現憂鬱、煩悶等負面情緒，連帶引發其他生活困境(熊曉芳，1999)，例如若

生活主要仰賴政府補助金為主，扣除房租及生活費用後，尚能運用的金錢將有所

限制(張靜琪等，1999)，若再加上身體狀況欠佳或突發狀況而需要負擔就醫與交

通等額外支出，無疑更形雪上加霜，因此針對經濟狀況不佳者，應視為獨居老人

中的潛在風險群。 

(四)婚姻狀況 

    據衛生福利部調查，全國一般老人婚姻狀況以有偶或同居 57.07%最多，喪

偶 39.29%其次，離婚或分居 2.58%，未婚最少 1.06%(衛福部統計處，2013)，與

獨居老人以未婚或喪偶佔多數比例特性不同，有調查顯示，獨居老人以喪偶狀況

佔最多(李雨庭，2012;吳沄蓁、趙淑員，2011;高冬玲，2012;郭玫怡，2005)，

有些則以未婚比例為多(田曉鈴 2005;余正麗，2012;黃秋華，2000)，且比較男

性獨居老人而言，女性婚姻狀況為喪偶的比例更高(李雨庭，2012;郭玫怡，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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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秀慧，2006)，除映證女性預期壽命較高之事實，也造就了婚姻狀況在性別上

之差異所在。 

    未婚獨居老人由於沒有子女而少了傳統三代同堂的機會，喪偶者之境遇亦雷

同，當其習慣居於原處又不願搬遷，即代表相對缺乏獲得家人或親友提供及時協

助的來源(郭玫怡，2005)，社會關係及經濟能力會相對顯得薄弱(Social 

Exclusion Unit, 2006)，而須妥善作好自我照顧準備，以因應面臨老化可能帶

來的生理疾病與心理壓力。 

(五)子女狀況 

    2005年為建置獨居老人分級分類服務制度，而將無子女照顧者列入服務範疇，

代表政策觀念上對家庭「照顧」責任的重視(鄭景鐘，2005)，許多地區型研究指

出，獨居老人多是有子女的狀況(余正麗，2011;李雨庭，2012; 吳沄蓁、趙淑員，

2010;高冬玲，2012;郭玫怡，2005)，部份則為無子女狀況居多(黃秋華，2000;

楊培珊，1999)，探討影響子女狀況原因，可追朔至婚姻關係與性別的影響(吳沄

蓁、趙淑員，2010)，特別對榮民而言，由於在1950年代選擇性遷徙大量來台，

有部分因面臨戰亂、省籍隔閡維持未婚背景而造成其無子女狀況(洪文滿，2011;

陳肇男，1994)，若不願遷往榮民之家接受機構式照顧即容易形成獨居狀況，且

單身榮民又佔獨居人口一定比例，故男性獨居老人有子女的比例通常會較女性為

低(郭玫怡，2005;廖秀慧，2006)，擁有子女的獨居老人，意謂有較多非正式社

會支持來源，否則多僅能依賴朋友、鄰居或親戚的協助(熊曉芳，1999)，有子女

者在遇到健康惡化或無偶狀況時，多會轉為與子女同住來獲得妥善照顧(陳正芬、

王彥雯，2010;張桂霖、張金鶚，2010)，其他與子女同居的正向因素以女性、年

齡高、教育程度及社經地位較低等(陳肇男，2001;楊培珊，1999)，這些因素多

反應獨居老人對家庭照顧功能的依賴性。 

    學者李翊駿(2000)歸納老人獨居原因可分成個人、家庭與社會三部分，其中

除個人特質偏好或因遷移而脫離舊有社會關係外，多與家人關係不佳、子女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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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世、無法提供照顧有關，可以台灣省政府社會處(1999)獨居老人生活狀況調查

作為映證，其研究獨居原因以子女或配偶過世所佔比例最高，其次為無子女、子

女在外地成家立業等，其他地區型研究亦大致以未婚無子女或子女離家為多(吳

沄蓁、趙淑員，2011;高冬玲，2013;郭玫怡，2005)，居住安排的變化很大程度

的牽連老人本身的婚姻及子女狀況，且兩者常須搭配解釋，顯示老人獨居與否可

能是家庭成員間的共同決定(楊培珊，1999;蘇麗瓊，2012)。 

(六)宗教信仰 

    據衛福部老人生活狀況調查(衛福部統計處，2013)，大部分老人都有宗教信

仰(87.41%)，其中以民間信仰為最多(55.99%)，次要為佛教(15.35%)、道教

(7.28%)、基督教(5.38%)等，在地區型研究中亦大致以有宗教信仰為多，而多以

佛教為主，其餘則為道教或基督教(余正麗，2010;李聲吼等，2008;高冬玲，2012)，

造成差異原因可能因民眾對多種信仰文化界定不一所致(高冬玲，2013)，盡管大

部分老人都有宗教信仰，卻多數沒有參加宗教活動(衛福部統計處，2013)，對於

宗教信仰可能多以個人修行，或傳統家族祭祀祖先的「拜公媽」方式為主(楊培

珊，1999)，希望藉由祭祀儀式讓祖先在另一個世界的生活能安居樂業，來得到

祖先庇佑(鄭長榮，2013)，以傳統社會而言，家族是重要的團體，多數人受到家

族主義影響，會講究家族的團結與榮耀(洪緹芸，2004)，故所謂「宗教活動」除

了一般信仰外，亦可能包含特定節慶內家族聚集的祭祀活動。  

    當獨居老人難以取得子女或家人的社會支持時，宗教活動能幫助轉化負面情

緒並能坦然面對死亡恐懼(陳榮春，2010)、提供志工服務的人際互動平台，以利

拓展生活空間，以促進與他人交流溝通的機會(廖秀慧，2006)，可謂為獨居老人

建立與社區間連結的橋樑。 

小結 

    從上述文獻得知，我國獨居老人在 2009 年以前以男性為多，而隨遷移來台

的單身榮民逐漸凋零，以及女性普遍有較長的壽命影響下，逐漸出現女性人數多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apuGkN/search?q=auc=%22%E9%84%AD%E9%95%B7%E6%A6%AE%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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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男性之狀況;教育程度則在不同地區會呈現不同樣貌，獨居老人的教育程度可

能因為早期背景下的政治、經濟結構與教育環境影響而造成略為偏低的趨勢;獨

居老人首要經濟來源相較一般老人而言，多數仰賴退休金俸或政府補助，當身體

狀況欠佳或突發狀況等額外支出時，經濟狀況較差者將為潛在風險群;婚姻關係

而言，女性喪偶的比例較高;子女關係上，部分未婚獨居老人由於沒有子女關係，

會較缺乏獲得家人或親友的協助，否則多僅能依賴親友的協助;盡管大部分老人

都有宗教信仰，卻多數未參加宗教活動。 

二、獨居老人的生心理健康與社會關係狀況 

(一)生理健康 

    老年人的健康狀況常以「自覺健康狀況」、「身體活動功能」及「罹病種類與

數目」來表示，以自覺健康狀況而言，獨居老人多為普通、與同齡人相較亦差不

多或者更好，但普遍認為自己的身體機能會逐年衰退;在基本日常生活功能(ADL)

及工具型日常生活功能(IADL)表現良好，顯示其多半具有好的獨立生活能力;以

罹病種類與數目而言，獨居老人除最少有一項慢性疾病外，所患疾病種類以心血

管疾病為常見，其餘則有糖尿病、視力與骨骼疾病等(余正麗，2011;李雨庭，2012;

吳沄蓁、趙淑員，2010;徐淑貞等，2008 ;曾煥裕、石泱，2010;廖秀慧，2006)。 

    整體而言，獨居老人健康與一般老人常態狀況類似(衛福部統計處，2013)，

但有研究指出其自覺健康狀況稍差(Chou & Chi, 2000;楊培珊，1999)，造成差

異部分可歸於不同疾病種類對生活會有不同層面的影響(黃明碧等，2010)，且每

個人對疾病也會有不同的感知和忍受力(黃璉華、林豔君，2000)，而造成不同自

覺上的差異。 

    但相較一般老人而言，獨居老人的住院及跌倒發生率較高(黃璉華、林豔君，

2000)，發生住院情況時將會影響自我照顧功能，如果沒有聘請看護或不願勞煩

子女、鄰居提供協助時將發生乏人照顧的潛在問題(郭玫怡，2005;曾煥裕、石泱，

2010)，其健康狀況雖與一般老人狀況無明顯差別，卻可能增加發生危險狀況的

 



17 
 

機會而影響日常生活(黃明碧等，2010)，故應預防其暴露於發生意外的風險中，

再者，應留意慢性疾病所衍生的問題，雖不直接影響日常生活(盧淑敏，2003)，

卻可能因長期忽視或者以「老化」來合理化慢性病徵，使疾病嚴重程度增劇，影

響其獨立生活能力(李聲吼等，2008;黃璉華、林豔君，2000)，或因害怕跌倒而

影響參與活動意願(黃明碧等，2010)，因此失去對生活環境的控制感，產生憂鬱

的情緒(郭玫怡，2005)，使生活備受壓力，顯見獨居老人的健康問題與心理情緒

及社會參與狀況都會有所連帶影響。 

(二)心理健康 

    獨居老人面臨無人提供及時協助的情境，容易擔心緊急情況的發生，以及生

病時的照顧與生活安全問題(張嘉玲，2005;曾煥裕等，2002)，當沒有伴侶或親

友可以分享心事時，即容易感到孤單寂莫、落入乏人關心的窘境(李翊駿，2000)，

且相對而言，非自願獨居者必須接受現況，無法如願規劃生活，在情緒或生活滿

意度方面都會表現較差(郭玫怡，2005)。 

    針對獨居老人的心理狀態，在台北市有以簡易憂鬱量表個別對全區與三區的

研究檢測發現，其憂鬱症狀盛行率為三成左右(余正麗，2011;謝美娥，2014)，

與一般老人對照比較狀況會顯得較差(Mui & Burnette, 1994; 黃秀蘭，2004;

廖秀慧，2006)，獨居老人本身經濟狀況、教育程度(余正麗，2011;黃秀蘭，2004)、

經歷壓力事件(如喪親、搬遷)、具備正向思維和社會支持來源的多寡等(Potts, 

1997 )，都可能影響生活觀感，而引起憂鬱症狀，身體健康也是一大影響因素，

當獨居老人自覺健康狀況不佳而疾病纏身時，容易陷入心理困境，造成退縮並與

社會隔離，而須考量身心問題往往會相互影響(徐淑貞等，2008;謝美娥，2014)，

例如憂鬱症狀容易導致老人的睡眠品質不佳(吳佳儀，2002;林嘉玲等，2003)，

出現疲倦、暴躁、反應遲鈍等現象(顏兆熊，2005)，進一步甚至可能引發跌倒的

狀況(林嘉玲等，2003;游凱宇，2009)，在服務上應敏感於此類容易落入情緒困

境者給予適時協助，並鼓勵獨居老人參與社會活動以增加生活支持網絡，減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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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壓力。 

(三)社會關係 

    家庭關係會影響獨居老人支持來源的多樣性，傳統上會較依賴子女或配偶提

供生活照顧(葉春江，2008;熊曉芳，1999)，據謝美娥(2014)研究指出，相較子

女數而言，家屬探視數較多與有配偶者的社會融入程度會較高，顯示婚姻關係與

家庭成員的往來頻率會成為獨居老人獲得家庭支持的關鍵，但須留意家屬能否瞭

解老人所需要的關懷(連雅棻等，2008)，若社會網絡組成狀況主要為無子女或配

偶者，則會偏重朋友及鄰居所提供的支持(吳沄蓁、趙淑員，2010;郭玫怡，2005;

黃秋華，2000)，由於地理距離的隔閡，獨居老人平時以和朋友及鄰居互動最頻

繁，是穩定存有的人際關係(連雅棻，2008;楊培珊，1999)，在面臨緊急狀況時

即能提供及時協助(郭玫怡，2005;張嘉玲，2005)。 

    獨居並不代表孤立，若能適時與他人聯繫即能享有自身的隱私需求，但相較

一般老人而言，獨居老人要保持身心健康是較具挑戰性的(廖秀慧，2006)，因此

即須針對不同特性的獨居老人考量服務提供上的可及與可近性，曾煥裕、石泱

(2010)層檢視獨居老人服務使用之因素，發現部分福利服務因設有經濟或身障條

件限制，常使老人對服務卻步，而當有親友協助媒合或因身體健康不佳產生需求

時才會主動尋求服務，故應鼓勵透過鄰里社區普遍宣傳，讓獨居老人對自身居住

環境和服務有所瞭解，始不至老人僅單方被動接受服務，進一步增進自身權益。 

    至於活動參與方面，多數獨居老人沒有參加社區活動(郭玫怡，2005;黃秋華，

2000;廖秀慧，2006)，選擇不參加原因除了個人性格、經濟、交通便利、視力及

聽覺狀況不佳(李翊駿，2000)外，亦擔心參加活動會有對「孤身」的負面評論(郭

玫怡，2005)，或者治安問題(洪彩慈等，2000;謝美娥，2013)而產生不安全感，

所以會以個人靜態活動例如看電視、散步、閱讀書報等為主(周秀眉，2004;郭玫

怡，2005;楊培珊，1999)，應盡力檢視並排除環境中對獨居老人參加活動上可能

出現的各種障礙，並鼓勵其投入社區生活以減去獨居老人的孤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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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整體而言，獨居老人的健康問題、情緒及社會生活間會有連帶影響，獨居老

人健康狀況與一般老人常態狀況類似，但自覺健康狀況稍差，住院頻率及天數亦

較高，應預防其暴露於住院的風險中;在心理上，獨居老人容易擔心無人協助情

況下發生緊急狀況，若無親友可以分享心事會容易感到孤單寂莫，故其心理狀態

較一般老人會顯得較差，容易陷入憂鬱狀況，造成社會隔離;以社會關係而言，

獨居老人會較依賴親屬提供生活照顧，平時和朋友及鄰居互動最頻繁，活動參與

會多以靜態形式為主，而少參加社區活動，在福利資源取得上仰賴親友協助媒合，

或身體狀況不佳時才會主動尋求服務。 

三、老人獨居原因 

    老人的居住安排方式會影響家庭照顧的取得途徑(陳肇男，2001)，理解老人

獨居的決定因素能幫助我們認識其生活情境脈絡，而獨居的選擇主要受到老年人

本身、家庭組成方式、或社會結構變遷等多種因素交互影響(郭玫怡，2005)，下

列以學者所提出之原因(李翊駿，2000;陳燕禎，1998;陳肇男，2001;莊秀美、鄭

怡世，1999)，依老人之個人、家庭、社會層面因素做整理： 

(一)個人因素 

1.在 1950 年代國共戰爭發生期間，隨國民政府搬遷來台生活的榮民，可能因

為文化差異而維持單身始成為獨居。 

2.維持單身狀態且未與親友同住。 

3.個人偏好(例如不喜歡與人往來、不願入住機構)、教育程度、經濟狀況等因

素影響其獨居意願。 

4.因生心功能較弱，造成參與社交活動上的限制(例如不易清楚與人溝通、行

動不便)，而與親友關係疏離成為獨居者。 

(二)家庭因素 

1.未婚無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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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年子女為求發展轉到都會生活而形成兩老共居的空窠(empty nest)情形，

在一方配偶往生後成為獨居者。 

3.與家人不和而自願分居。 

4.被子女或配偶遺棄。 

5.子女或配偶移民。 

6.居家環境面積過少，難與已婚子女家庭同住，選擇兩代分居而成為獨居者。 

(三)社會因素 

1.搬遷至新居住環境，與原有之社會關係網絡疏離，再加上未能適應新環境、

交新朋友，與社會接觸機會減少而成為與社會隔離的獨居者(isolated 

lonely dwellers)。 

2.在經濟生活未獲保障狀況下導致生活拮据，若老人不願與家人同住，或失去

家人供養時，將成為無所依靠的獨居者，甚至被迫露宿街頭。 

第二節  成功老化的內涵 

    成功老化概念最早於六零年代即開始被討論(Havighurst，1961; Williams & 

Wirths, 1965)，早期對此概念內涵之探究，屬活動理論和撤退理論的「社會功

能論」較為盛行(林麗惠，2007)，兩觀點分別主張老年生活是盡力去維持中年階

段的生活型態，或者將心力轉而追求自我達到新的生活平衡，七零年代則提出持

續理論的「演變」(evolution)假設，以整合個人的生命經驗去因應老年生活上

的改變(Atchley，1972;引自Atchley, 1989)。 

    直到晚近八零年代，由學者Rowe & Kahn所主導的美國麥克阿瑟基金會

(MacArthur Foundation)研究奠基了其成功老化模型（Rowe & Kahn, 1997;引自

Bowling, 2007），其在生物醫學領域上顛覆了傳統老化過程在基因遺傳上的「病

理」與「非病理」二分觀點，強調透過改變生活習慣即能預防身體失能及免於認

知功能的衰退，受此研究結果影響，成功老化概念於九零年代至今已為多種領域

學者所應用、發展，並延伸各式不同的成功老化指標與研究結果，諸如遺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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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生活品質、靈性及社會活動等(Bowling & Iliffe, 2011; Cha et al., 

2012; Crowther et al., 2002; Glatt et al., 2007; Strawbridge et al., 1996)，

而對所謂老化「成功」有諸多的定義與測量方式，其定義常取決於不同的研究途

徑而呈現多元樣貌，但卻很少研究嘗試去確認老人本身的意見(Phelan & Larson, 

2002)。 

    而正如早期學者 Havighurst所提醒：『成功老化可能有多種不同的測量方式，

但須認知到終將能有更精確的操作定義，透過這種認知，我們才會了解自己所做

定義上的限制，得到更為合適的測量方式』(Havighurst, 1961：p.12)，而得以

顧及不同世代及整合各專業領域所發展的觀點，以下分別依觀點提出之時間順序

來說明成功老化之內涵。 

一、社會層面  

    老年人的社會行為是經過自我評估和選擇決定的結果(曾淑芬等，2010)，成

功老化與「社會功能論」相關的重要理論主要有撤退、活動和持續理論，而每個

理論取向也都有其限制所在（Bowling, 2007），本節將相關理論的內涵依提出之

時間順序做整理。 

(一)撤退理論 (Disengagement Theory) 

    撤退理論在最早是由學者 Cumming & Henry在1961年的老化(Growing Old)

一書中提出(Hyde et al., 2004)，在定義上，成功老化是指「接受並從積極的

生活過程撤離的想望」(Hurvighurst, 1961)，意即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年人普

遍將減少參與中年時期所維持的活動，這種「撤離」從剛開始即伴隨著自身的想

望所增強，是老人所期待且自願接受、發自內心自然而然地形成（Havighurst et 

al., 1968;引自蕭文高，2010），而內心改變的契機是當個體認為「心有餘而力

不足」 (cathexis)時發生(Hurvighurst, 1961)，例如因生理功能退化而導致難

以維持既有的社會關係，老年人會開始限縮他們的生活範圍，去回應外在社會與

他們能力無法相映之期待(Johnson & Barrer, 1992;引自蕭文高，2010)，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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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在環境的因應。 

    這導致撤退者將心力轉移到了自己的內心、記憶、幻想，並嘗試去實現未完

成的事物，這將伴隨著自由感的增加而表現會越加明顯，且與他人的相互義務感

也會減少，導致老年人可能從某些階層的人群退出而相對地能和其他人保持親近

(Hurvighurst, 1961)，逐漸減少在中年時期保有與他人及外在環境之情感投入

與互動，例如退休、子女遠離、或家人過世乃屬於外部環境上對老年人之撤退(蕭

文高，2010)，隨著撤退過程結束，個人和社會環境之間原本維持的狀態將過渡

為新的平衡，也就是說，老年人與他人之間原本的關係會轉而疏遠且類型也會改

變，而脫離或撤退所處的社會制度中(Cumming & McCaffrey, 1960；引自 

Hurvighurst, 1961）。 

    在一般觀念上，我們鼓勵老年人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以獲得心理調適與心

理滿足，活動理論即主張撤退是社會迫使老人退出的結果，與人的意志和慾望背

道而馳，因此，撤退理論被批評忽略了老年人的想法以及其擁有參與的權利，而

僅聚焦在老年人經歷損失的過程(Foster & Walker, 2014)，但學者提醒，在我

們一般認定的觀念中，驅使我們將維持中年時期的個人和社會發展模式作為理想，

因此只要悖離這一模式即被視為是負面且不可取的(Henry & Cumming, 1959;引

自Hurvighurst, 1961)，這導致我們難以樂觀地將老年時期視為是具有發展潛力

的，撤退理論能解釋相對「消極者」的抉擇歷程，也使我們正視並尊重其擁有自

由意願的權利，雖然理論本身歷史久遠，但仍具有解釋效果。 

(二)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 

    活動理論最受老年學領域的實務工作者青睞(Hurvighurst, 1961)，該理論

由學者 Hurvighurst 於 1961年發展而出，其在定義上指：「成功老化意味盡可能

維持中年所為的活動和態度」(Hurvighurst, 1961)，若老年人能積極維持並投

入中年時期的社會關係及社會活動，可以讓老人從社會互動中找到生活意義，社

會有義務鼓勵老人持續地或找尋替代活動，以降低因老化過程所帶來的失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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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心智活動取代體力活動(王世俊等，2010)，活動理論可提供老人新的社會角

色，即使因為退休後必須放棄工作、撤出社團組織、以及面臨朋友和親人的逝去，

也須找到替代選擇(Hurvighurst, 1961)，以利於晚年在經歷損失的過程中達到

自我平衡或均衡(homeostatic)(Atchley, 1989)，且能於參與活動過程維持角色

扮演中所需的正向自我概念，進一步增加老年的幸福感（Lemon et al., 1972）。 

    支持此理論的學者認為，健康狀況雖然會改變，但老年人的心理及社會層面

上的需求與壯年時期其實並無差異，如果老年人從社會撤退，會導致他們的社會

互動減少，而違背了老年人本身所存有的期待及意願（Havighurst et al.,1968；

引自蕭文高，2010）。 

    不過在後續主張撤退理論的學者卻認為，老化過程所產生的變化並不能逆轉，

所以沒辦法回到往常的「平衡狀態」 (Atchley, 1989)，而且活動理論在倡導維

持過往生活的同時，對老人群口的多元性特質並不敏感(Bolwing, 2007)，且未

敏感察覺了每個老年人的健康和經濟狀況並不相同，年齡、性別、或者族群背景

因素也會造成結構性阻礙，而限制或減少了老年人對活動參與的期望和機會，例

如，有錢且有閒者，常成為各種社交場合上的主角，而且，其於人具有多元性格

的關係，可能有部份老年人也不傾向嘗試新鮮事物（Achenbaum, 2009；引自蕭

文高，2010），雖然活動理論可能被評為悖離老年人的想望，但能提醒老年人應

適時參與社會活動的重要性。 

(三)持續理論(Continuity Theory) 

    別於活動理論所倡導的平衡(homeostasis)，持續理論的基本內涵是演變

(evolution) (Atchley，1989)，演變的過程是嘗試整合個人的生命歷程以因應

老化過程帶來的改變、在決策上能夠「鑑往知來」，使老年人對未來發展上的壓

力、挑戰能有所調適並具有目標感，定義「能維持中年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和人

際關係到老年」即為成功老化者，其相較前兩理論更為流行(Bowling, 2008)，

並解釋老年時期參與活動的抉擇動機，受到年輕時期的觀念與習性所影響(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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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等，2010)。 

    理論提出的「持續性」又可分為「內部」或「外部」，內部持續性(Internal 

continuity)是指個人所既有的內部結構(remembered inner structure)，例如

想法、偏好、經驗、信念、氣質，以及既有技能等心理恆常特徵(Lieberman & 

Tobin,1983;引自Atchley, 1989)，內在持續性能幫助檢視自身過去與現在的連

結，並透過經驗來對未來做預測 (Fisher, 1992);外部持續性 (External 

continuity)則是指個人所獨有的日常物理空間和社會環境結構，或在熟悉環境

中的所作所為、熟悉來往的人，例如既有的社會角色和關係(Gutmann, 1987;引

自Atchley, 1989)，內部和外部持續性幫助個人聚焦並維持其優勢，而能發展穩

定的自我概念和生活方式，並減少正常老化過程造成的損失。 

    然而老化過程所發生的變化並不會停止，所以「持續性」並非意味恆常不變，

而是隨著時間演變所表徵的一致性(coherence)，亦即所謂「變通之道」，個人的

背景脈絡與過往具有強烈的連結，故「持續性」常以回顧研究(studied by 

retrospection)探討當下(here and now)回憶的過往來作為代表(Atchley, 

1989)，此理論優勢在於能包容個人的多元性，並以脈絡化的視角嘗試了解個人

生命週期為老年時期帶來的影響，該理論影響後續以生命歷程(life-span 

theorists)為基礎的成功老化概念 (Baltes & Baltes, 1990)，然而學者

Bowling(2008)認為持續理論忽略了社會權力結構和階層化的外部環境壓力對個

人造成的限制，例如經濟、教育資源分配上的弱勢對成功老化造成的負面影響，

難以透過個體努力直接影響鉅視面，進而改善個人的老年生活。 

小結 

    撤退理論對成功老化的詮釋是指「接受並從積極的生活過程撤離的想望」，

這種想望是受老化影響而感心有餘而力不足(cathexis)時發生，老年人將開始限

縮他們的生活範圍以作為對外部環境的因應，而被批評過度聚焦在經歷損失的過

程，而忽略了老年人本身的想法以及對社會參與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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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理論對成功老化的詮釋是指「盡可能維持中年所為的活動和態度」，以

提供老人新的社會角色，能對失去的關係找到替代選擇以利平衡或均衡

(homeostatic)經歷損失的過程，但老化過程並無法逆轉，且忽略每個老年人的

健康和經濟況的多元性，以及結構層面對社會參與的阻礙。 

    持續理論的基本內涵是演變(evolution)，主張維持中年價值觀、生活方式

和人際關係者能達到成功老化，理論又提出內部與外部持續性，幫助個人聚焦並

維持其優勢，以減少老化過程經歷損失的影響，優勢在於能保有多元性視角，嘗

試瞭解老年人的生命脈絡為老年時期所帶來的影響，但忽略了社會權力和階層化

結構對個人所造成的限制。 

二、成功老化之心理層面 

(一)心理調適 

    Clark & Anderson在早期(1967)(引自Fisher, 1992)強調老年的發展任務，

應適時調整自己的核心價值去接受伴隨老化而來的挑戰，這樣應變的價值可能包

括： 

    『持續維持而不是去獲取和開發、自我接納而非拘泥於自我實現，並能活在

當下、求善(cogeniality)、和諧、愛、關心他人而非改變他人。』(Clark and 

Anderson, 1967：p. 429) 

    這是一個「釋懷」(freeing up)的觀念，即當我們老化時可以放寬固有的社

會價值作為我們行動的決定因素，並制定一個「個別化」的標準去衡量自我價值

（Grams, 1987;引自Fisher, 1992），而認為成功老化是去適應而非調整，調整

是為了使個人符合社會普遍價值觀的一致性，適應則涉及他人和社會整體所認定

一個人應該的所作所為，因此描述成功老化是： 

    『個人可以調和其內在與外在以迎合其所生活的社會秩序，因此，適應良好

的人能保有自己的核心價值，同時又不公然反抗這股社會「潮流」，而減低外部

環境對個人的影響，適應者可以摸索出一套折衷滿足社會及自身個性的生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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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Clark & Anderson, 1967：p. 394) 

    到近代，Ryff（1989）的成功老化理論模型聚焦於生命歷程上的發展，強調

成功老化的「正向或理想的功能」，著重在六項迎接老年挑戰所提出的標準，包

括自我接納(self-acceptance)、與他人積極互動(positive relations with 

others)、自主感(autonomy) 、目標感(purpose in life)、個人成長(personal 

growth)、以及與環境契合(environmental mastery)的感覺。 

    根據這樣的分類，Fisher 進一步用現象學方法驗證，並對成功老化做了一

個具發展過程意味的定義(Fisher, 1995)： 

    『成功老化者會致力辨認當前存在問題和解決之道，並以過去經驗為基礎去

預想未來所可能發生的狀況(鑑往知來)。換句話說，成功老化者會持續不斷的成

長和學習，因為他們能以過去的經驗來應對當前並為未來設定目標。』(Fisher, 

1995：p. 240) 

    綜言之，成功老化為嘗試適應和應對的成長能力，利用老人本身過往經驗與

心理資源以因應當前情況，並為未來發展設定目標，乃能作為達成成功老化的途

徑。 

(二)選擇最佳化補償模型 

    生命歷程(life-span theorists)學者致力於提出因應老化發展過程引發損

失的策略（Menecㄝ, 2003），Baltes & Baltes（1990）即為提出經典理論者(石

泱，2010)，其援引羅馬哲學家西塞羅(Cicero)在西元前44年所著散文《論老年》

(De Senectute)對老化的正向論述思想，主張老年人可以專注於內心智性與德性

的發展，而不會因為身體上的欲求而分心(徐學庸，2008)，認知上的記憶力減退

只是選擇性忘記那些不再關注的事實和技巧，老化過程如果調適得當，將具有正

向改變和生產功能(positive change and productive functioning)的機會，Baltes & 

Baltes(1990)認為人類發展過程富有多變性和彈性(variable and plastic)，建

議老年相關理論和政策應增進老年人獲得最佳化(optimization)的機會，模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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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個別的老化經驗，認為個人行為與社會環境之間的相互動態作用，無法以單一

標準精確呈現(曾淑芬等，2010)，故將成功老化定義為一個有良好心理適應的過

程，也就是說，當特定活動不再能夠進行，即需要運用策略來找到新的替代方案，

並盡最大能力去維持(Bowling, 2007)，嘗試透過個人優勢和既有資源來實踐成

功老化(Fisher & Specht, 1999)。 

    別於存活率是常被提及的成功老化客觀指標，卻未能充分描述成功老化狀態，

Baltes & Baltes因此主張「為生命增添厚度，甚於增加其長度」，採用多元取向

(multicriteria approach)兼具個人價值的主觀(如生活滿意度、自我效能)及量

化系統的客觀方式作為分析依據，其提出理論本身有七項對老化狀態的假設： 

(引自Baltes & Baltes，1990) 

1.一般老化、最佳老化和病態老化的不同 

一般老化指沒有生、心理上的疾病，個體因未罹病而在老化過程具有優勢;

最佳老化指試圖營造利於老化發展的友善環境;病態老化則指老化過程因疾病症

狀而承受其損害，生物學觀點以「熵」(entropy)的不可逆觀點指出，人類的生

命發展歷程是一部不完整的演化史，當個體生理發展成熟後，人類演化遺傳的生

理優勢將逐漸減弱，也就是說，隨著年齡增長，高齡者會較年輕者累積更多有害

和失能因素，例如阿茲海默症的併發，使身體功能無法維持一定水準(Baltes, 

1997)，而產生這三種程度的老化狀態。 

2.老化具有多元性 

老年人因不同程度和方向上的心理、行為和社會表現而經歷個別差異，例如

基因因素和環境狀態、不同的生命歷程、以及老化過程有不同病理模式所導致的

結果，鑑此應鼓勵使用具有彈性的處遇方案。 

3.人類的潛能(latent reserve)可以經由學習而獲得發展 

學習對老年人而言是可能發生的，而且藉此保持彈性和發展新的適應能力，

老人能如同年輕人般藉由學習、訓練和健康促進活動來觸發及累積身體、心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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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面的潛能，利於老年人找尋或開創適當的生活環境，潛能發揮越徹底，就越

可能達成成功老化。 

4.潛能仍受老化影響而有所限制 

盡管老年人能保持一定的潛能，但仍受老化的相關影響而在認知能力的保持

幅度(magnitude)帶來某種程度上的限制，老年人為避免耗竭能力會較少表現費

勁行為(strenuous behaviors)。 

5.智識或技術的應用能抵銷老年人認知機能的衰退 

雖然個人能力能夠維持，但同時也受老化的相關損失所影響，故需嘗試透過

找到其他知識或技術上的替代措施以補償個體老化的損失，Baltes(1997)認為隨

著20世紀工業化國家發展，經濟和技術創新造成平均餘命及識字率的急遽增加，

這些都不是生物演化影響的結果，而是環境、文化和教育策略等智慧結晶所帶來

的改變，故隨著年齡增長，人類演化的生理優勢會逐漸減弱，老年人會需要運用

更多文化資源的補償(指人類歷史所形構的心理、社會及智慧成果，具體而言為

心理適應、社會關係、經濟能力），以維持一定水準的生活品質。 

6.老化在得與失比例平衡間的正向效果將越為減少 

生命歷程的正、負向變化會呈現相對性的動態平衡，隨年齡增長，生物學上

的負向影響將增多，故雖然老年期的彈性可能比想像中更大(例如自尊和智慧仍

會增加)，但文化資源仍受生物機能影響而衰退，也就是說，老年人會需要耗費

更多心力達到同樣的學習效果(Baltes, 1997)，故動態過程在老年時期的正向平

衡將越趨減少，此乃證實自老年人的主觀感知及客觀的行為測量之上。 

7.老年生活仍能保有彈性 

人們常認為老年人會悲觀的看待自己，但與此觀點相矛盾的是，老年與年輕

族群的自評生活滿意度或自我效能感等自我概念(selfhood)在測量上其實並無

明顯不同，自我概念在不同情境中會呈現多種樣貌，且適用於所有年齡層，以工

具性能力的客觀標準而言，老年雖會發生損失，但處遇任務應首要幫助老年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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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隨著志向、意願變化而達到不同程度的目標。 

    老年群口具有多元性，與其相對應的多樣性社會服務也必須被提供，而鼓勵

每個人找到其個別所屬的老化形式，所以並沒有單一的老化條件和軌跡可作為成

功或最佳老化的標準，故Baltes & Baltes認為每位老年人處在生理、心理和社

會資源的損失狀態下，應要為他們帶來新的個別性意義和動態，而提出三個相互

作用的要素和理論模型：(引自Baltes & Baltes, 1990) 

1.選擇(selection） 

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功能上逐漸充滿限制，適應能力也會隨老化過程逐漸損失，

所以應適度選擇符合本身能力的活動，來保持老年人自我控制的能力(石泱，2010)

進而經驗到滿足感，雖然選擇意味著能力的減少，但它也可以視為新能力的學習、

生活目標的轉變。  

2.最佳化（optimization） 

利用老年人過去的人生經驗來充實和調整其所選擇的活動 (石泱，2010)，

以使他們的潛能獲得最大程度地發揮。 

3.補償（compensation） 

在執行高張力的活動時(例如爬山、競技運動等需要快速思考和記憶的活動)，

會特別感覺到能力的喪失或不足因應的限制，此時可以運用既有智識和技術來讓

老年人心理上覺得自身能力沒有降低(石泱，2010)。 

整體動態過程可以下圖作為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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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最佳化補償」代表適應的連續過程，強調老年生活是自我心理調整與

改變行為的過程，是展現個體智慧的實作策略(程千芳、游一龍，2015)，能考量

個別化的系統及生態環境，並經由健康活動、教育等相關因應策略(徐慧娟，2003)，

將自身能力和資源做最佳運用與分配，以彌補生理及其他方面上的限制(Wang & 

Lin, 2011)，盡管在老化過程有取與捨上的耗損，仍能致力於過好的生活(Hsu et 

al., 2010)。 

    使用SOC模式作為生活策略者能擁有更高水準的幸福感、增加正面情緒、及

減少孤獨感等成功老化相關指標(Freund & Baltes, 1998)，但Steverink等學者

(1998)(引自徐慧娟等，2004)認為檢視個人行為的適應性或彈性並無法明確定義

何謂成功老化，故模式本身主要運用於發掘每位老年人於成長歷程中所特有的資

源，以利達成其個別成功老化途徑。 

(三)正向靈性觀點（Positive Spirituality）  

    學者 Crowther 等 (2002）基於 Rowe & Kahn 成功老化理論架構再提出「正

向靈性」觀點（positive spirituality）作為第四個重要元素(徐慧娟，2003)，

正向靈性嘗試結合宗教（religion）與靈性（spirituality）所引發的正面效果，

認為傳統成功老化模型為求在研究或實務上的有效應用，而忽略了靈性可作為建

構模型的要素，其修訂後之模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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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理解正向靈性及其所包含「宗教」與「靈性」概念，下列分別描述其意義

與內涵：(Crowther et al., 2002) 

1.宗教 

指有系統的組織，包括信仰、風俗、禮儀等，得以接近神聖或自我超越，例

如神、更高的權力或者真理，宗教活動衍生的志願服務活動也能幫助個人延長壽

命，個人也較能擁有親密的家庭系統和社區支持，並使個人獲得良好應對行為足

以在壓力下經歷更好的成長，是較為社區取向、正式而可測量的。 

2.靈性 

個人尋求對生命意義的理解，包括人與萬物之間的連結，可能引發宗教儀式

的發展和形成，而不受種族和社會經濟地位所約束，有助於給予那些被忽略或不

願接受主流處遇的群體一個靈性活動的機會，祈禱和被祈禱的靈性活動可減少孤

獨感，並增加病患對傷痛和疾病的控制感，是較為主觀而非權威性的。 

3.正向靈性 

指個人的內在發展與神聖或自我超越間的關係，能促進自己和他人的幸福，

正向靈性整合宗教與靈性信仰的理念及活動觀點，以提升身心健康，能在協調個

人內在同時避免受到家庭和社區的外在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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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正向的宗教行為(religious coping)，例如尋求教友間的支持、與神同

在(collaborative coping efforts with God/benevolent reappraisals of God)

等，能減低能減低憂鬱情緒與提高幸福感(Koenig et al., 1998)，Cha等學者

(2012)以自我概念和人際關係等量表對韓國老年人測量成功老化狀況的橫斷性

研究發現，有84.2%比例老年人具有宗教信仰，參加禱告、團契、社交聚會等宗

教活動，能表現出更正面的精神層面思考，因此，正向靈性活動可以作為保持積

極態度、活躍生活的一種方法。 

    國內研究指出，老年人借由信仰而得以樂觀心態面對危機，在參與教會活動

過程能使生活有規律，幫助維持身體健康並促進社會互動(崔顯耀，2014);靈性

方面，學者洪櫻純(2012)認為老年人的靈性發展較不受身體和經濟狀況限制，個

人能透過心靈能量的開發而擁有正向思維，使身體病痛獲得良好調適，達到成功

老化，雖然各國宗教信仰組成比例不同，但正向靈性仍可以嘗試跨教別和種族界

限，與照顧機構和學術界研究建立夥伴關係，並為社區組織及方案挹注資源

(Crowther et al., 2002)，進一步推動成功老化。 

小結 

    成功老化的心理適應層面在早期強調「釋懷」(freeing up)的觀念，認為成

功老化是去適應而非調整去迎合普世價值觀，晚近則聚焦在生命歷程的發展，強

調「鑑往知來」嘗試利用過去經驗以因應現況，並能為未來發展設定目標。 

    「選擇最佳化補償」策略是生命歷程學者提出的適應方法，認為人類發展過

程富有多元性和彈性，應促使老年人獲得最佳化(optimization)的機會，嘗試透

過個人優勢和既有資源來實踐成功老化，認為老年人在各方面的損失狀態下，要

能透過新的個別性意義和動態，將自身能力和資源做最佳運用與分配，以彌補老

化過程帶來個層面的限制。 

    正向靈性觀點則嘗試結合宗教與靈性所帶來的正面效果，以宗教禱告、社交

聚會等正向行為活動使老人免於各層面之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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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理層面 

    老年所伴隨的損失已不再被視為具絕對性，學者們也從以往研究遺傳學

(genetic)對老化疾病和失能的負面影響，將焦點轉為具正面表現(outcomes)老

年人的經歷（Strawbridge et al., 2002），在 90年代，美國麥克阿瑟基金會(John 

D. and Cath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委託學者 Rowe 主導 16 位不同

領域科學家進行跨學科的成功老化研究(Rowe & Kahn, 1998)，以貫時研究三組

不同社區 70到 79歲的老年人(Bowling, 2007)，Rowe & Kahn更在之後（1997;1998）

發展成功老化模型，突破傳統上視老年期為只有病態(pathologic)和非病態的區

別觀點，提出「一般老化」（usual aging）以及「成功老化」的老年狀態，如下

圖所示： 

 

 

    一般老化是指多數人認知中的「一般」老人狀態，最右端曲線代表「死亡」，

即死亡者，左側標示為「失能」的曲線是推估非失能人口，而死亡和失能線間區

域代表失能人口;再左側標記「疾病」的區域表示未罹病及失能人口，標示「風

險」的最後一條曲線，是推估那些未罹病卻可能存有風險者，這部分人群隨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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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增加而可能逐漸被「一般老化症狀」有關的罹病風險所主導，圖中最左側和底

部區域代表最低罹病風險的人口，亦即老化「成功」者，「死亡」、「失能」和「疾

病」曲線都起自 100％，指健康新生兒，而「風險」曲線隨機存在於不受影響者

的 80％中，代表許多人出生時即可能受遺傳或社會心理環境因素影響而面臨風

險。 

    基於老化狀態的分類，Rowe & Kahn(1997)說明內、外在因素於年齡增長期

間的動態變化趨勢，其援引對瑞典雙胞胎的長期研究(SATSA; Marenberg et al., 

1994)，發現隨著年齡增長，老年罹病和失能的發生固然會受到內在遺傳因素(例

如心臟疾病之遺傳因素)一定程度的影響，但卻逐漸會被外在環境因素所取代。 

    綜言之，「一般老化」僅是未達到醫學病態診斷標準的狀態，是對老化過程

衰退可能的提醒，故 Rowe & Kahn 模式強調透過協調個人行為(如改變生活型態

或運動，後將代稱「內在資源」)、或引用外在資源(如社會支持網絡、尋求發展

新角色的機會)(Fisher, 1992)，來預防或減少生理和認知功能的損失，擺脫老

年人與損失間的因果關係與偏見（Boudiny, 2013），達到超越一般老年人狀態之

上的成功老化理想，以下說明其提出之理論內涵(Rowe & Kahn, 1997)： 

(一)避免疾病和失能(low probability of diseases and disease-related 

disability)： 

    個人應控制罹病與失能的之風險因素，強調「預防勝於治療」，來維持身體

和認知兩者密切相關功能的健全(石泱，2010;林麗惠，2006)，同時應鎖定處於

危險因素的老年人口，注意心血管疾病等可獲得改善的徵狀，這項觀點著重在討

論外在因素、遺傳、以及與年齡有關的風險：(Rowe and Kahn, 1997;王永慈，

2008) 

1.減低可能罹病與失能的危險因子，其可透過外在環境因素，例如改變生活習慣

而獲得控制。 

2.在老年期，遺傳因素的影響將相對減小，而非遺傳風險因素的影響將增加，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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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可避免的，例如體脂肪的累積，即可透過身體活動和飲食調整來控制。 

3.普通老化的潛在風險是可以被調適的。  

(二)維持認知和身體功能(Maximizing cognitive amd physical function in 

later life)：  

指生理上能具有基本之行動能力，同時沒有記憶障礙且具有基本溝通表達之

能力(石泱，2010)，部分認知功能衰退並不會影響整體認知功能的表現、借生活

習慣改善(例如飲食均衡、戒菸酒)能預防部分功能的喪失，持續運動也讓高齡者

保有活力。 

維持良好的心理和身體健康，能利於維持獨立的生活，功能表現的減弱，可

能會減少日常生活中生產性和人際活動的充分參與，麥克阿瑟研究提供三項對

「維持功能」的提醒：第一、功能喪失不需過度緊張，對疑似失去功能跡象的恐

懼有時可能被過分誇大；第二、有許多功能的失去現象，本身可以事先預防及避

免；第三、許多功能的失去是可以「失而復得」的（Rowe & Kahn, 1997;林麗惠，

2006;徐慧娟，2003)，以下再分別討論維持老年身體和認知功能的要素：  

1.認知功能的維持要素： 

(1)教育：是保護認知功能免於衰退的因素。 

(2)心肺功能：能對心血管疾病、死亡率有效預測，間接影響老年人的認知及

身體功能。 

(3)自我效能：能相信自己具有應對各種狀況的能力。 

2.對身體功能的維持要素： 

(1)維持適度的運動。 

(2)從家人和朋友獲得社會支持。 

(三)積極參與生活(active engagement of life)：  

指維繫與他人的社會關係，並從事有生產性的活動(石泱，2010)來保持彈性，

以因應老年所可能面臨的壓力，維持與他人的關係可提供他人或獲得情緒性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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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的社會支持，而「生產性活動」(Productive Activity)則定義為不論酬報，

只要具有社會價值，均可視為「具有生產性」的活動，可為社會服務並貢獻心力，

例如擔任志工或非正式的幫助親友，能正視老年人對於社會的貢獻，而在社會關

係與生產性活動的相關因素分別解釋為：(Rowe & Kahn, 1998;王永慈，2008) 

1.社會關係的影響： 

(1)人際孤立是健康的危險因素。 

(2)情感和工具性的社會支持，對健康有正面影響。 

(3)沒有任何單一類型的社會支持是廣泛有效的，而取決於提供支持行為當下

的情境與適當性。 

2.生產性活動的維持要素： 

(1)具有健康的認知與身體功能。 

(2)教育：教育對職業與所得、教育中的選擇過程（例如父母社經地位）、或因

為教育所養成價值觀與行為都會影響。 

(3)自我效能：對於自己是否有能力因應各種問題的信心。 

 

    Rowe & Kahn模型三要素主要是透過檢視風險，並採取疾病預防的行動、教

育倡導、獲得社會支持、以及自我效能精進等策略來達成成功老化目標(徐慧娟，

2003)，成功老化的概念雖然在初始研究中是被明確定義的，但在往後陸續發展

的研究中，因為選擇不同測量方法或援用不同學科概念而在定義上較為模糊，盡

管如此，Rowe & Kahn三元素的成功老化模型仍最為流行，也成為許多研究的發

展基礎要素(Bowling, 2007)，相較其他成功老化模式而言，Rowe & Kahn能提供

具體架構去分析生活「當下」，以理解成功老化所呈現的狀態(Wang & Lin, 

2011)。 

    對於「維持認知與身體功能」和「避免疾病與失能」兩要素發展的先後邏輯

關係，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1980年曾提出「損傷、失能及身障分類標準」(ICI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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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形成疾病 (Illness)、損傷 (Impairment)、失能 (Disability)到障礙

(Handicap)的線性階段過程，「疾病」指對慢性或急性疾病的警覺;「損傷」是指

語言、聽力、視力、關節、心理狀態的部分損失或異常;「失能」指活動範圍的

限制或損失，個人知覺能力可能受前一階段影響，更會失去部分穿衣、進食、行

走、活動能力;「障礙」指損傷或失能對個人生活造成限制而形成弱勢，包括失

去現實導向、自理能力、行動能力，進而影響社會融入(WHO, 1980)，故 Rowe and 

Kahn模型的因果順序應為積極「維持認知與身體功能」、「避免疾病與失能」(亦

即先有「預防」而後有「治療」)乃至於能有良好的「積極參與生活」，雖然能幫

助理解老年人的生理衰退過程，但此模型被批評過於侷限在對病理行為的診斷上，

也不全然符合 Rowe & Kahn 模型三要素間交互影響的要旨。 

    因此世界衛生組織於後續 2002年提出功能、失能及健康分類模型(ICF)，將

失能視為個人健康狀況與生活環境間交互作用的結果，以生物心理社會模式

(biopsychosocial model)檢視內部個人因素(性別、年齡、社經背景等)，以及

外部環境因素（法規、社會結構、地理氣候等）對個人失能感知的影響(WHO, 2002)，

研究者在此提出前兩項模型(ICIDH 與 ICF)是為輔助解釋 Rowe & Kahn 成功老化

模型中，「一般」與「成功」老化在個人健康狀況變化之過程，以及模型三要素

間的具體互動所在。 

    再回顧 Rowe & Kahn 模型本身，其可能因為對老年人有高度免於慢性疾病的

要求而有對老年群口包容性不足的疑慮(Rowe & Kahn, 1997)，Masoro（2001）

認為真正達到無疾病且失能的老人實際上僅有少數，而高估了老年人免於罹病的

普遍性，且模型本身較偏向個人主義的概念，未考量到人類生活和社會結構的相

互依存性（Riley & Riley, 1994），會因為優先要求實現實務和醫學上的標準，

而忽略社會層面在成功老化模式中的重要角色(如同 ICIDH模式)，故須留意 Rowe 

& Kahn 的成功老化模型可能會潛在的引導決策者和老年人本身嚮往一種不切實

際的老化理想(Foster & Walker, 2014)，在「成功」標準上可能有贏家及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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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也可能對失能或罹病者有標籤之負面作用，因此，檢視模式同時，應同時

關心落於理論範疇外的對象，並嘗試運用不同方法使其達成成功老化。 

小結 

Rowe & Kahn的成功老化模型突破傳統視老年期為只有病態(pathologic)和

非病態的區別觀點，提出「一般老化」以及「成功老化」作為老年區別狀態，而

發展生理、心理與社會層面的成功老化模型，以理解成功老化的狀態，其著重透

過個人選擇自主行為或外在資源，使老年人得以超越一般狀態之上的成功老化理

想。 

但是模型本身被批評免於慢性疾病的要求標準可能過於嚴格，且較少考量社

會層面作為社會結構中的成功老化要素，也可能對失能或罹病者有負面的標籤作

用。 

四、經濟層面 

    經濟安全涉及人類之基本需求(Wang & Lin, 2011)，中國傳統社會常以「福、

祿、壽」來祝福他人有美滿的生活，「祿」即代表著生活富裕或擁有足夠的錢財，

這將彰顯經濟層面於生活中所扮演之角色，而除了老人自身的「老本」外，

Hsu(2007)指出，台灣老人成功老化的核心價值中包涵了家庭和社會支持對老年

人所提供的基本需求，基於傳統孝道文化，多數老年人「自然」會期望子女或家

人來提供他們經濟生活上的協助，且現今老年人曾在早期經歷不穩定的社會政治

環境及福利制度建置尚未完備之情況，故經濟安全要素會占老年人成功老化一定

的重要性。 

    經濟安全也對各種成功老化之生活層面有所影響(Bowling & Iliffe, 2006; 

Wang & Lin, 2011)，據Wang & Lin(2011)於台灣地區之研究，老年人中具有較

多之家庭收入者，會較少出現負面情緒，也會較積極參與社會和生產性活動;龔

詠純(2011)在台北市之研究也指出，老年人若領有退休俸，且子女也主動提供經

濟協助時，其生活需求較易獲得滿足，若在無收入的情況中遭遇健康問題所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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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醫療費用和生活負擔，將容易造成老年人對生活感到不安，更影響其社會參與

之意願;曾淑芬等(2010)於台南及高雄之研究更認為經濟「安全感」是邁向成功

老化的重要元素，經濟穩定能使老年人無須為日常生活憂心，得以從事與其相關

或感興趣的社會活動，而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綜上所述，經濟安全能使老年人無

須憂慮生活，利於保障其基本之生、心理健康，進一步促使其參與社會活動、與

他人交流，而對老年人的成功老化有所助益。 

小結 

    台灣老年人除了自身收入或儲蓄外，基於文化與社會環境因素，多可能依賴

家庭提供經濟上的生活支持，而經濟安全可能對成功老化所須具備之基本生、心

理及社會層面要素皆有所影響，故經濟安全可謂為討論成功老化內涵所須包括之

一大層面。 

第三節  成功老化之實證研究 

    綜合國內外對「成功老化」之實證研究，發現國內在近年始有發展，而以量

化取向研究為多，以下將取用社會工作相關領域及較具規模性之研究做說明，國

外則因發展較早而呈現多元化之研究成果，故取用本研究較常引用之研究作為舉

例，以下採用表格方式依年代順序彙整國內外之實證研究發現： 

表 1 成功老化相關實證研究 

作者(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與資料蒐

集方法 
研究發現 

范江萬(2014) 某榮民之家

206 位 65歲以

上之榮民 

量化研究，使

用問卷調查，

完訪 172 人。 

1.Rowe & Kahn之成功老化模

式中，社會參與較生、心狀態

更能預測生活滿意度。 

2.SOC適應策略較 Rowe & Kahn

模式更能預測生活滿意度，顯

示無論老年人的生、心狀態或

社會參與程度如何，善用 SOC

策略即能提升生活滿意度。 

洪櫻純(2012) 老人學習團體

與社區中心之

質性研究， 

進行深入訪

結合靈性健康理論，將成功老

化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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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位 60歲以上

高齡者 

談。 1.生理層面：能觀病調心。 

2.心理層面：保持積極樂觀。 

3.社會層面：服務利他。 

4.靈性層面：隨緣自在。 

陳國忠(2012) 新竹市五處老

人社區活動據

點之 65歲以上

老年人 

量化研究，使

用問卷調查，

完訪 179 人。 

成功老化影響因素： 

1.教育程度高：能安排生活並

適應老化。 

2.自覺健康狀況佳：能透過運

動休閒方式維持身體功能。 

3.經濟能力佳：影響生活安全

感。 

4.社會支持網絡：協助老年人

獲得充足資源。 

5.日常活動參與：代表老年人

擁有基礎健康狀況，並能在參

與過程獲得角色地位。 

Cha等(2012) 

 

韓國 305位 60

歲以上老年人 

量化研究 

施以問卷調

查。 

影響韓國老年人成功老化最

深要素依序為： 

1.自尊：專注於自身優勢。 

2.自我實現：對自己在社會各

層面表現感到自信。 

3.人際關係：來自家人與鄰里

間的社會支持。 

4.自我效能：能利於應對危

機。 

龔詠純(2011) 台北市四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

之 65歲以上老

年人 

量化研究，使

用問卷調查輔

以質性訪談，

完訪 41人。 

對成功老化各層面之認知分

別為： 

1.生活自主層面：擁有健康、

無須仰賴他人照顧。 

2.心理適應層面：受心願的實

現、子女的健康狀況、對國家

政局看法影響。 

3.經濟安全層面：簡單生活、

物慾低、領有退休俸及子女支

持能使經濟安全獲得滿足。 

4.家人與親友關係層面：子女

孝順、能與朋友相聚及互相幫

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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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會活動層面：當年齡大、

教育程度低、健康及經濟狀況

不佳時，對社會活動投入意願

會較低。 

Bowling & 

Iliffe (2011) 

於美國隨機抽

樣 999位 65歲

以上老年人 

量化研究 

前後測設計，

完訪 287 人。 

成功老化之心理層面(如自我

效能、保持彈性)較生理健

康、社會功能層面而言，更能

提高個人生活品質。 

曾淑芬等

(2010) 

台南與高雄地

區之農村、漁村

及都會區 1028

位 65歲以上之

居家老人 

研究本身分成

兩個階段，第

一階段以量化

問卷調查 1028

位老人;第二

階段則從中抽

樣 33人作質

性深度訪談。 

成功老化有三大要素： 

1.自我健康：能擁有「自主感」

而利於社會參與。 

2.經濟：能得到「安全感」而

無須憂心生活，並促進社會參

與。 

3.生活滿意：借由自主及安全

感而使整體生活得到「幸福

感」。 

徐慧娟等

(2009) 

醫院及長期照

護機構中 563

位 60歲以上失

能老人 

量化研究，使

用問卷調查，

以開放及結構

式問題將結果

予以彙整，完

訪514人。 

1.失能者對成功老化看法較

悲觀。 

2.使用內在資源(自我調適策

略、健康管理)，並輔以外在

資源(社會支持、環境資源)能

利於成功老化。 

Chung & Park 

(2008) 

韓國 220位低

收身分老年人

(有八成獨居

者) 

量化研究，施

以問卷調查。 

成功老化主要要素： 

1.對生活抱持正向態度。 

2.子女事業與婚姻有成。 

3.保持良好社會關係(鄰居、

朋友、社區參與)。 

4.女性可能因為喪偶、收入較

少而得分數較低。 

Chou & Chi 

(2002) 

香港 1106位 60

歲以上老年人 

橫跨三年齡層

老年人之量化

調查研究。 

年齡低、男性、教育年數多、

少慢性疾病數、自評健康佳、

少聽力障礙、親屬關係緊密、

與朋友接觸頻率高、少財務壓

力以及生活滿意度佳者越接

近成功老化。 

Fisher & 

Specht (1999) 

36 位 60到 95

歲老年藝術中

質性研究，進

行深入訪談。 

成功老化有六個特徵：保持健

康、維持自主性、有目標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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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老年人 個人成長、自我接納、維持社

會互動。 

創造性活動(Creativity)所

培養的才能、目標及成長感能

有助於成功老化外，更能發展

解決問題的能力、動機，而能

以創意方式來因應日常生

活，得以達到成功老化。 

Strawbridge等

(1996;2002) 

美國阿拉米達

郡(Alameda 

County study)

之 356位 65到

95 歲老人研究

中 

量化貫時研

究，進行自

1984年到

1990年。 

 

1996年： 

1.成功老化之研究定義為 13

項身體基本活動

(activity/mobility) 

及五項體能(Physical 

performance)皆不需協助。 

2.1984年對 1990 年的成功老

化預測指標，為收入、受教育

年數、白人、糖尿病、慢性肺

病、關節炎、聽力障礙。 

3.行為和心理預測因素則包

括免於憂鬱症、有密切社會互

動、經常運動鍛煉。 

2002年： 

許多受訪者雖然患有慢性疾

病及功能障礙，而有 50.3%者

自評自己能達到成功老化，但

是在 Rowe & Kahn 的定義標準

中卻只有 18.8%能達到。 

Fisher (1992) 19 位老年活動

中心之老年人 

質性研究，進

行深入訪談 

受訪者解釋對他們而言何謂

成功老化和生活滿意感，雖然

兩概念間有某些程度的重

疊，但受訪者認為生活滿意感

是能以過往經驗預測未來狀

況，而成功老化則傾向為老年

生活的應對策略，並能維持樂

觀的態度。 

 

    由上表可知，成功老化之實證研究涉及老年人各層面之生活，且以量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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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多，質性研究則多單純以特定主題(如創作活動、靈性觀點)來探討，為簡明呈

現研究結果，研究者將整合為生理、心理、社會、經濟層面做進一步討論： 

一、生理層面 

    老年人認為生理健康對成功老化的重要性在於能不需仰賴他人照顧(龔詠純，

2011)，而擁有生活自主感，並利於投入社會活動(曾淑芬等，2010)，范江萬(2013)

對榮民之研究結果發現，符合 Rowe & Kahn成功老化標準之未罹病者僅有 14.5%，

維持認知身體高功能者則占 35.47%，這點回應了 Strawbridge 等人(2002)的研

究，其發現僅有不到兩成老年人能真正達到 Rowe & Kahn之健康標準，但是對半

數老年人本身而言，即使患有慢性疾病，卻認為自己能達到成功老化，顯見主觀

與客觀認知上的差異，另外，在罹患疾病種類方面，Strawbridge等(1996)指出

糖尿病、慢性肺病、關節炎、聽力功能等疾病對老年人健康層面之影響甚大。 

雖然有定義上的限制，但 Rowe & Kahn(1997)同時提醒老年人仍能借由改變

生活習慣、適度運動與家人支持來改善生理上之狀況，例如陳國忠(2012)之研究

認為，運動休閒生活能幫助維持身體功能;徐慧娟等(2009)研究失能者對成功老

化之認知，指出使用飲食控制策略(如營養食物的選擇和攝取)及健康管理策略

(如按時服藥、戒菸酒)等內在資源，並輔以醫護人員或家人朋友的照顧或鼓勵等

外在資源策略能利於失能老人達到成功老化，另外，洪櫻純(2012)提出「轉念」

的靈性觀點來調適身體病痛，認為生病反而能誘發對思考人生意義的深度思考，

會讓老年人更加積極投入生活並及時行善，Fisher & Specht(1999)之研究則提

倡透過老年人能行使之既有創作活動來表達自我以獲得生活滿足，可因應健康狀

況衰退所帶來對生活的侷限。 

二、心理層面 

    范江萬(2014)檢視Baltes & Baltes以及Rowe & Kahn兩種理論模型對榮民整

體生活滿意度的預測性，結果發現前者較後者更具有預測力，且SOC模型(簡化生

活目標)對資源越少者(如身體功能及經濟較差、少投入生活者)越具效果，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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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維持其正面的自我形象和情緒，另外，研究加入靈性概念，發現有宗教信仰或

良好的靈性信仰者也能有好的生活，而洪櫻純(2012)則發現靈性健康能幫助老年

人以正面態度來面對困難、減少擔心，並提醒老年人「活在當下」以保持心情愉

悅的重要性，較特別是龔詠純(2011)在台灣的研究，其發現子女健康及國家政局

會影響老年人的心理適應，曾淑芬等(2010)亦發現多數老年人會對「子女成就」

感到欣慰，顯見家庭關係與社會環境因素會影響老年人的心理感受。 

    對經濟或健康弱勢者而言，Bowling & Iliffe(2011)研究發現成功老化的心

理層面較生理健康、社會功能層面而言，更能提高個人生活品質，其解釋認為健

康較差者並無法維持高頻率的社會活動，且健康管理和改變生活習慣雖然能幫助

延長壽命，卻無法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質，Chung & Park(2008)對韓國低收身分

老年人的研究，發現儘管其面臨經濟壓力，但多能對生活保持正向態度，而顛覆

了韓國社會認為低收老年人為「生活失敗」和充滿自卑的認知。 

    其餘研究多呈現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正向態度等心理適應要素，Fisher(1992)

認為老年人多未明確著重特定項目，重點在於能幫助老年人發展面對挑戰和改善

生活狀況的適應策略，例如應著重自我優勢(Bowling & Iliffe, 2011; Cha et al., 

2012)、克服困難的應對策略(Bowling & Iliffe, 2011; Cha et al., 2012; Fisher 

& Specht, 1999)、自信或自我效能的感受(Bowling & Iliffe，2011; Cha et al, 

2012; Fisher & Specht, 1999; Fisher, 1992)等。 

三、社會層面 

    曾淑芬等(2010)將社會活動參與類型分為「社交型」、「創意與藝術」、「服務

型」、「宗教型」、「健身活動型」及「旅遊活動型」六類，而老年人以參與「服務

型」為大宗，Chou & Chi(2002)之研究則未將同為「服務型」之選項作為活動參

與考量，是因為香港老年人從事志願服務意願較低，而代以「有酬工作時數」或

「提供家務協助」為主，陳國忠(2010)之研究解釋，老年人將「打掃」視為能貢

獻家庭之生產性活動，可見老年人所選擇活動類型受不同個人動機所影響，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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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之個人意義，Fisher & Specht(1999)強調活動之重點在於能從過程中觸動

自我、找尋個人生活意義、具目標感並能與他人產生連結，而將「活動」定義較

為廣泛，雖然 Rowe & Kahn 模式之定義(具社會價值之生產性活動)未將個人活動

(例如藝術、宗教類型)列入範疇中，但都不可否認這些活動的「社會價值性」，

且也都可能從投入過程媒合與他人的支持關係，故研究者認為仍應回歸活動本身

協助老年人適應生活之立意，而聚焦於「社會活動」與他人連結之豐富與意義性。 

    至於從事社會活動之效果，洪櫻純(2012)發現老年人透過志願服務(如掃地、

教學)過程能學習與他人合作和互動，而達到「自利利他」的境界，且培養多元

興趣過程中也能得到心情愉悅、受到他人尊重，Fisher & Specht(1999)研究老

年藝術工作者，他們認為創作活動需要對挑戰保持開放態度，並以創意方法選擇

適當策略來解決問題，進一步實踐於生活，而能促進個人成長感，達到成功老化，

Cha等學者(2012)研究韓國老年人，他們相信除了保有心理適應要素外，與他人

(家人或鄰里)保持正向關係並獲得社會支持亦是影響成功老化的重要因素，這點

與 Chou & Chi(2002)之研究發現雷同。 

    參與社會活動之因素也可能伴隨年齡之增加而減少(Chou & Chi, 2002;范江

萬，2013;陳國忠，2012;龔詠純，2011)，年齡增長代表認知與身體功能的衰退，

而影響其投入之意願(Chou & Chi, 2002;曾淑芬等，2010;龔詠純，2011)，教育

程度(影響生活安排態度)(龔詠純，2011)以及經濟狀況(曾淑芬等，2010;龔詠純，

2011)也會影響，以動機而言，曾淑芬等(2010)發現老年人會以「延續工作經驗」

及「個人意願」兩種情況為主要考量，「預防保健」、「增加經驗」及「親友介紹」

也占一定程度之重要性，而維持投入之關鍵在於親友能抱持支持態度，並於活動

中有密切與他人之互動，最好配偶或朋友也能從中提供陪伴。 

    而 Chung & Park(2008)提醒，女性老年人可能因為存活率較高容易經歷喪

偶事件，而應適時協助這些老年人去維持或發展非正式支持關係。 

四、經濟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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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安全會影響老年人之成功老化(Chou & Chi, 2002;陳國忠，2012;曾淑

芬等，2010;龔詠純，2011)，在意義上，擁有良好的經濟狀況能讓老年人產生生

活安全感(陳國忠，2012;曾淑芬等，2010)，而不需擔心日常生活上的支應或非

預料中的支出(Chou & Chi, 2002)，得以促進社會參與(曾淑芬等，2010;龔詠純，

2011)，除了自身儲蓄外，老年人的經濟來源很大程度的仰賴其社會支持網絡，

尤其是由子女所提供的支持(Chou & Chi, 2002;陳國忠，2012;龔詠純，2011;)

來獲得生活滿足。 

    對台灣老年人而言，曾淑芬等(2010)探討其對生活層面的感受，發現老年人

曾經歷我國日據時期因戰爭而物資匱乏的 30~50 年代生活，且受近年經濟蕭條所

影響，故受訪者對於「經濟困擾」的感受會特別深刻，研究者應重視不同世代脈

絡人口群對經濟狀況的重視程度及其意義。 

    Chung & Park(2008)研究韓國老年人，發現「子女事業與婚姻有成」亦為成

功老化主要要素，其認為這項元素反映了不同國家所形構成功老化的不同文化和

社會背景，特別在傳統上，韓國老年人會仰賴子女所提供的支持和照顧，這點對

於同為華人文化的我國而言，也呈現類似情形(陳國忠，2012;龔詠純，2011)，

故在檢視老年人的經濟狀況同時，也應同時留意其家庭關係或整體社會關係之互

動品質與支持程度，例如 Chung & Park(2008)發現女性老年人可能因為存活率

較高而喪偶，導致相對收入較少而得到較低的成功老化分數，顯見喪偶者除了社

會關係弱化之外，亦會影響其經濟資源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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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質性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目的乃在瞭解從事志願服務的女性高齡獨居老人的成功老化經驗

及其調適生活以達到成功老化的過程，雖然國內外文獻對成功老化議題的研究成

果豐富，但單純對獨居老人群口進行研究者甚少，故決定採取質性研究方法，其

適合探討少有人知的主題(王金永等，2000)，而期待與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能

在其分享生活經驗的過程，瞭解欲探知現象的實質面貌。 

    質性研究方法主張，現實世界並無法被單一要素或變項所解釋，而是由許多

層面意義和想法所組成複雜且不斷變動的動態現實，該現象又受到人們在環境與

情境之中的主觀解釋與互動而影響，因此，社會事實的建構，是從簡單到複雜之

組織而形成行動的結果(簡春安、鄒平儀，2004)。 

    本研究之主題是探討從事志願服務女性高齡獨居老人的成功老化經驗，涉及

研究對象的主觀想法，故重點在於瞭解每位長者對成功老化議題的真切感受與意

義，而非試圖將研究結果加以「推論」，故期盼透過與受訪者談論其主觀感受的

詮釋與描述過程，使本研究對所欲探討主題與現象的理解能趨近事實本質。 

第二節  研究設計 

一、研究者 

研究者本人之能力與資格經歷如下： 

(一)資格與經驗 

    研究者於求學階段曾於老人安養護機構、日間照顧中心、社區老人服務中心

實習，於老人服務領域學習累積時數約八百小時，接觸老人個案類型涉及輕中度

失能者、失智者及社區獨居老人。 

    研究者於服務過程曾為輕中度失能者個案繪製生命故事書，瞭解如何與老年

人建立信任關係並引導其訴說自身經歷;在長期陪伴失智者過程，認識到失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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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即使損失某部分之認知功能，卻能根據其回憶之過往及興趣來設計個人及團

體活動充實其日常生活，研究者得以從實習過程體悟老年人各生活層面之重要意

義;在服務獨居老人時，更透過接觸各式類型之個案(如中低收、緊急安置個案)，

得以知悉家庭、鄰里關係、醫務及法律服務等社區資源如何提供老年人生活上的

協助。 

    總的而言，研究者藉由學習過程認識老年人之內、外在資源對其生活之影響，

而能在訪談過程幫助老年人深入而綜觀地談論其經驗，利於研究資料的書寫，並

在詮釋上更為貼近老年人的生活。 

    研究者於修業期間曾修習或參與老人福利服務、長期照顧專題、質性研究等

與研究相關之課程與講座，培養研究者具備專業視角及研究工具的應用能力，對

研究者而言，與老年人之相處要點在於抱持誠心而謙卑的態度，老年人可能因年

邁而經歷損失，卻具有豐富的經驗內涵值得我們省思與學習，是故，基於上述經

歷以說明研究者進入研究場域與資料彙整之資格與能力。 

二、研究場域 

    本研究樣本選取自台北市政府隸屬兩區之老人服務中心(以下將簡稱為老人

中心)所推薦從事志願服務的高齡女性獨居長輩，兩機構分別曾為研究者之實習

場域，另者則受薦於機構擔任社工員的同學，而能進一步與實務工作者討論研究

實施的可行性，並取得中心同意來進行研究訪談。 

三、研究對象與樣本選樣 

(一)選樣過程 

研究者與老人中心說明研究目的(成功老化經驗及調適過程)與選樣條件(以

從事志願服務的女性高齡獨居老人為例)後，協請社工推薦符合選樣條件的受訪

者，並進一步詢問符合條件者分享「成功老化」經驗的受訪意願，同意後由社工

安排訪談時間與地點，始正式進行訪談。 

(二)研究樣本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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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性研究抽樣策略之運用，將根據不同之研究目的而有不同之選擇(潘淑滿，

2003)，本研究是採用立意取樣法(Purposive Sampling)，受訪對象將符合下列

條件： 

1.本研究為回應Baltes & Baltes(1990)成功老化SOC策略中，個案為彌補年齡對

各生活層面的限制，而將自身能力、資源做最佳運用以達到成功老化之歷程

(Wang & Lin, 2011)，採用美國人口統計局定義中老年（old-old）人標準

(Kotlikoff & Burns, 2005)，以至少75歲之獨居長者為選樣對象。 

2.根據Rowe & Kahn(1997)成功老化之「持續從事社會參與」要素，以於老人中

心輔導之關懷據點或其他場域擔任志工時間滿一年以上者作為代表。 

3.基於研究目的，本研究將以符合台北市政府社會局(2016)定義之獨居老人作為

代表，並鎖定該群口中的女性作為研究受訪對象。 

4.為配合訪談進行，研究對象將具備正常之認知功能及基本語言表達能力。 

在瞭解研究場域實際情形後，符合上述理想條件者共有 6 位(75 歲以上從事

志願服務的高齡女性獨居長者)，以下說明各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三)受訪者基本資料 

    見下頁(表 2)。 

 

    本研究選樣來源取自台北市兩區老人服務中心所引薦，在社區關懷據點或其

他場域服務，且符合台北市社會局列定獨居老人標準之志工，在實際接觸受訪者

並正式進行訪談前，研究者已詳細說明本研究目的、進行過程與受訪者之相關權

益，於簽署「訪談研究同意書」(見附錄一)後，進行深度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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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受訪者

之代名 
年齡 經濟來源 家庭與居住狀況 

從事志願服

務工作年數 

阿吟 76~79 收取租金 

喪偶獨居，育有兩男兩女，

一男在國內不同區居住，其

餘子女皆居住國外 

5年 

阿娥 80~84 
子女提供生活

費 

看護工作結束後離開雇主家

庭而獨居，丈夫與一子已過

世，僅存一女在不同區居住 

7年 

阿雪 76~79 領榮眷退休俸 
喪偶獨居，育有兩子，皆居

住國外 
6年 

阿嬌 80~84 
子女提供生活

費 

喪偶獨居，育有兩子一女，

皆在不同區居住 
6年 

阿琴 80~84 

中低收福利身

分與孫子提供

部分生活費 

丈夫與獨生女過世，與孫同

住，負責照顧曾孫 
5年 

阿東 80~84 不便透漏 

45 年，從事

廟宇志工 5

年後成為廟

內的效勞生 

 

第三節  資料蒐集方法及研究過程 

一、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法來蒐集資料(見附錄二)，研究者根據本研究之目

的、問題與相關文獻擬定研究訪談大綱，用以指引訪談進行之方向，基於質性研

究進行過程的彈性與動態性，訪談大綱僅作為參考架構，若於訪談過程發現其他

深具意義之議題，即可於當下適時調整訪談方向。 

    訪談過程已先徵詢受訪者的同意後再以錄音方式記錄訪談對話，並輔以訪談

筆記以避免訪談紀錄有所遺漏。 

二、資料分析 

(一)資料整理與分析 

訪談完成後，研究者已將內容轉化為逐字稿而以文本方式呈現訪談內容，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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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訪談筆記為輔進行內容分析，將「資料化約」，以有系統的組織方式賦予資料

意義(潘淑滿，2010)，分析過程根據潘淑滿(2003)所提之編碼步驟進行資料分

析： 

1.進行開放編碼(open coding)：此階段以本研究整理之成功老化架構作為參考，

在資料文本中找尋關鍵字、事件或主題，彙整出初步譯碼概念。 

2.進行主譯編碼(axial coding)：以前一階段發展之譯碼概念為主軸，檢索資料

概念間之關聯性。 

3.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資料選擇和分析反覆進行，並思索可以呈現

研究主題的主軸概念，以及有哪些可能尚未考量到？從中適當取捨直達資料飽

和為止。 

(二)研究之信度及效度 

    為講求研究過程對研究現象或行為能產生精確的測量，對質性研究資料的檢

核可以分為四個評估指標(Guba, 1990;引自潘淑滿，2003)，以下說明研究者依

循此四個評估指標所採取的行動 

1.可信性(Credibility)： 

    資料的真實性，在量化研究指「內在效度」，為確保在受訪者脈絡下對研究

結果解釋的真實程度，故研究者於訪談正式進行前，已詳盡告知受訪者本研究之

目的與進行方式，並在訪談過程適時引導、同理與傾聽，讓受訪者感受本研究嘗

試為其營造一安全可信任的訪談環境，利於受訪者在自然情境下真確表達自己的

想法與感受。 

研究者在訪談過程若無法完全理解受訪者欲傳達之意思，當下會與受訪者做

釐清，或將疑問註記於訪談筆記中，以在訪談進行後與受訪者做確認，並詢問有

無額外資料欲補充，或認為研究者有疏漏之處;研究者另外與指導教授針對訪談

過程進行討論，以確認訪談內容能貼近長者之思考脈絡並反映其真實想法。 

2.遷移性(transfe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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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應用性，在量化研究指「外在效度」，指收集之資料將受訪者之感受

和經驗能確實地轉換為文字方式陳述，所以研究者在訪談過程已將受訪者之非口

語行為註記在訪談筆記中，在謄稿過程進一步整合於逐字稿中。 

受訪者於訪談過程慣用台語或鄉音較重，已在逐字稿中盡力還原呈現，另協

請主責社工一同核對，或再次與受訪者釐清較不清楚之部分。 

3.可靠性(dependability)： 

資料的一致性，在量化研究指「信度」，指無論由同一研究者進行多次分析

或由不同研究者對同份資料來作分析，研究結果都不至於有太多差異，因此，研

究者已於書寫過程盡可能完整呈現資料蒐集方式，並反覆與指導教授討論資料分

析內容，以確保內容免於偏誤、失真之風險。 

4.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 

資料的中立性，在量化研究指「客觀」，指分析過程對資料的解釋能符合受

訪者的背景脈絡，而避免研究者過度詮釋的可能，研究者透過和指導教授多次討

論來確認研究者對資料的詮釋是否適當，並在分析過程隨時以筆記輔助反覆省

思。 

三、研究者角色與倫理 

    質性研究作為局內人觀點會與研究對象產生密切的互動關係，而會較量化研

究更為重視倫理議題，且研究者對倫理之敏感度會影響資料收集的豐富性與研究

品質的好壞(潘淑滿，2003)，因此本研究在倫理議題的考量如下： 

(一)訪談之前 

1.告知後同意 

    在訪談前研究者已確實向受訪者說明本研究者的身分、本研究之目的與問題、

以及研究進行方式，讓受訪者能依個人意願決定參與研究與否，且於任何時刻都

能中止訪談或決議退出，研究者對受訪者之決定都會予以尊重。 

2.訪談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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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正式同意接受研究訪談後，已以一式兩份之訪談同意書予以簽署，一

份留予受訪者以確保其權益，而同意書內容已清楚說明受訪者的個人權益，例如

基本資料的保密處理，或在訪談過程若感到不適，可隨時中止訪談之進行。 

3.錄音及錄音檔之處理 

研究者於訪談正式進行前將徵詢受訪者接受錄音之意願，並說明錄音之目

的是為能確實記錄受訪者之想法與感受，僅作為研究用途，內容將予以保密，絕

不外流，若其不願意接受則皆予以尊重，若受訪者感到不放心，研究者可在研究

結束後將錄音檔交由受訪者進行銷毀。 

(二)訪談進行中 

1.不傷害參與者 

研究者已向受訪者說明，在訪談過程有任何狀況皆可要求中斷錄音，例如

訪談引起受訪者不愉快情緒，或不希望部分訪談內容被錄進或載入逐字稿資料

中。 

(三)訪談結束後 

    於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已確實再次向受訪者保證研究之保密性，以及受訪者

擁有取回訪談資料及退出研究之權益。 

 

  

 



54 
 

第四章  研究發現 

    本章為將長輩們的成功老化經驗作一有系統與動態性的呈現，故將各層面之

成功老化經驗與其形塑過程分作兩部分來探討，前四節以社會關係作為主軸，再

依序將心理、生理健康與經濟現況層面分類描述;後六節旨在瞭解每位長輩調適

生活以達到成功老化的過程做脈絡性整理。 

第一節  成功老化之社會關係層面 

    對應 Rowe & Kahn 積極參與生活(active engagement of life)議題，長輩

們所參與者主要在鄰里、社區關懷據點、廟宇、家庭四個場域。 

    前三者將以投入契機與服務內容來呈現社會參與的媒合因果關係及現況，其

中，關懷據點與廟宇服務在研究發現中，有部分受訪者是受鄰居鼓勵而參與，為

呈現其層次性，所以研究者會將鄰里活動列前先作介紹，而關懷據點與廟宇服務

內容雖有部分相似，但基於宗教信仰關係而分開討論。 

    最後則介紹家庭生活來描述受訪者平時家庭關係、對子女的關心(解釋行為

動機)、決定自社會參與退出，回歸家庭接受照顧的決策過程，受訪者阿東因不

便透漏家庭生活狀況，所以在研究中僅說明其參與廟宇服務的部分。 

一、鄰里活動  

(一)鄰里活動投入契機 

1.公共場所見面與招呼 

    阿娥居住在同一社區已經三十年，平時需要辦理家務時會到社區公共場所活

動(到郵局存錢、倒垃圾)，長期在這些地點與鄰居頻繁見面、打招呼的交流過程

逐漸認識鄰居朋友，而「笑嘻嘻」的友善招呼雖然聽來平凡而簡單，卻是從零開

始累積友好關係的關鍵所在。 

鄰居有一些我也是去找他，因為我錢放在郵局，進進出出有時候去領個

錢，做什麼就會跟那裏的人跟他聊天阿，每次見面就認識了。 (阿娥，

3，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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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晚上在收垃圾嘛，她來到垃圾、我也來倒垃圾，大家就聊天這樣。

(阿娥，5，12-13) 

你笑嘻嘻我也笑嘻嘻，大家就天天見面，就認識阿。 (阿娥，5，8) 

 

    阿琴基於已居住在社區中近四十年之久，也是在辦理家務(買菜)時多次在公

共場所與鄰居隨機相遇、打招呼，建立初步認識關係，在之後因為工作上的互助

(臨時代替看護工作)而與鄰居更為熟識，進一步從鄰居變為頻繁往來的朋友。 

很久以前了，和她不知道是怎麼認識，可能是在菜市場買菜，常常看到

互相打招呼，大家道聲早安還怎麼樣，這樣大家才認識，認識之後她有

點事情的時候，才請我幫忙顧阿公。 (阿琴，9，29-31) 

 

    阿吟雖然居住在地廣人稀的山中，但也因為久居(將近二十年)而與社區居民

頻繁見面關係能辨識彼此是否為鄰居，若辨識為鄰居即會互相打招呼、寒暄，之

後阿吟為了確保在山中獨居的安全性，會進一步與鄰居互留電話以應臨時需求，

形成初步的互助關係。 

因為我們算是外地來的，所以他們都認識我們，但是我們不認識他們，

但是他們都知道我們，所以現在住久了也都認識了，而且見了面都會打

招呼，而且都會問好不好、有沒有去哪裡。 (阿吟，15，28-30) 

我電話如果說沒有回的話他們(子女)就會很急，隔壁電話我也有留給他

(讓子女詢問鄰居阿吟的近況)。 (阿吟，6，27-28) 

2.住家鄰近地點固定聚會 

    研究者在詢問阿雪如何認識曾經為之代勞家務的鄰居時，她提到鄰居們多會

利用早上買菜或傍晚準備晚餐前的閒暇時間，聚集在社區前的小公園休憩，並與

認識的鄰居聊天，在固定時間與地點的聚會和交流下逐漸形成緊密的鄰里關係。 

都在我們...對面不是有一個公園嗎？在那邊大家有時候天氣熱出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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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早上一早一晚阿，吹吹風坐在那邊，老年人嘛就是這樣，太太也會

出來外面坐一坐，大概五、六點回家煮飯，差不多這樣子。 (阿雪，10，

3-5) 

一早那時候以前都在六點多大家去買菜回來就在公園坐在那邊，大家就

開始坐一坐、聊一聊阿，等一下大家回去吃早點。 (阿雪，10，7-8) 

 

    阿嬌生活在同一社區中將近五十年之久，已與鄰居有深度熟識，在先生離世

後，阿嬌開始與鄰居朋友們固定在下午午睡後的零閒時段到大樓樓下參與小聚會，

以充實到傍晚備餐前的空檔時間，老鄰居們都會用電話互相提醒對方出席，並在

聚會聊天過程瞭解彼此的生活近況。 

因為是鄰居阿，我民國五十八年就住在這裡了。 (阿嬌，5，16) 

先生過世之後才開始聊天，否則以前我都在家。 (阿嬌，4，26) 

回家再休息一下，如果要睡就睡，三點半有個九十幾歲，多我十幾歲的

會打電話給我說：「快喔，趕快來找我聊天」，就下去了，都用電話找我

們下去聊天，這個打給那個、那個打給這個。 (阿嬌，4，35-36) 

(二)鄰里互助服務 

1.幫助身體健康狀況較差者 

    阿娥的鄰居因患有糖尿病而生活自理能力表現較弱，故阿娥經常陪這位鄰居

到醫院回診，對阿娥而言，她能在退休後繼續善用看護工作的熟練經驗來提供鄰

居生活協助，也因為阿娥身為獨居老人較能自由安排生活行程，可以較長的時間

陪伴家人常不在身邊的鄰居朋友。 

    雖說阿娥是提供健康狀況較差者生活支持，但該鄰居其實也能時常和阿娥聊

聊生活大小事，或結伴出遊，以情感支持作為回饋，這對夥伴基於健康狀況不同

而形成一種「獨老陪伴獨老」的互補關係。 

她有時候會跟我約...妳在妳家門口車牌那裡，我坐計程車去接妳，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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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她去，都這樣，走路不方便嘛，她有三十年的糖尿，和我一樣大。 (阿

娥，7，1-2) 

吃飯多少我寫起來，吃飽再去秤多少寫起來，吃多少嘛，她那個病麻煩

嘛…現在尿多少記起來、吃多少記起來、剩多少記起來(為糖尿病朋友紀

錄進食狀況)。 (阿娥，7，5-6) 

如果去醫院我就會跟她住…他們家一個女兒住宿舍，一個去帶團，帶團

我會去她家陪她，陪比較晚，早上去陪比較晚，我再回來。 (阿娥，22，

11-12)  

有伴來找伴阿…就她現在她自己都不敢去旅遊噢，現在他們大樓有找要

去旅遊，她也順便幫我報名我都會陪她去。 (阿娥，27，5-7) 

2.幫助認知功能障礙者 

    阿嬌身為該區之鄰長，偶爾應居民要求負責部分環境整潔工作，會邀請熟識

的鄰居(認知功能部分退化的長輩)來協助打掃，一人掃地、一人負責拿垃圾袋，

阿嬌用「兩個很像小孩」形容這樣的組合，平時也會帶這位鄰居一起到廟裡做志

工，並適時提醒約定出門時間，阿嬌一方面鼓勵鄰居參與社區活動、一方面也在

從事服務時可以互作陪伴、互相依賴。 

我們那邊的鄰居，去跟他拿大的垃圾袋，再叫那個我要打電話叫的...

七十幾歲那個，否則她都記憶力不好，就是三點半叫她來聊天那個，我

叫她幫忙我拿袋子、我來掃。 (阿嬌，8，29-31) 

每次初一、十五忘記了我就會打電話叫她，趕快喔今天十五了，她會說

「我又不知道啊」，又還在睡這樣，她都這樣，七十幾歲，也沒先生、

退化。 (阿嬌，5，10-11) 

3.幫助情緒障礙者 

  阿吟有位熟識鄰居朋友有健康與情緒上的困難，基於自己擁有開車能力與走

出情緒低潮的經驗，能在緊急時刻載送鄰居朋友到醫院看診，平時則能適時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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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並帶領這位朋友參加教會活動，鄰里關係的生活協助雖然並非正式的志工服

務，卻是老年人偶能發揮自身專長幫助他人並引領彼此參與社會的一個小型場

域。 

因為她常常會暈倒、血糖低，然後她有憂鬱症...主要是她有憂鬱症。 (阿

吟，33，35-36) 

大概就是自己胡思亂想，還是又認為先生...不過她現在願意跟我到教會，

我就蠻開心的。 (阿吟，34，2-3) 

她是讓我帶她到醫院…後來慢慢我就知道路了，我就不怕了，熟了我就

比較不怕，沒辦法因為她家沒有車。 (阿吟，33，24-27) 

4.帶領鄰居做志工 

    阿娥在鄰里間、社區關懷據點表現得很活躍，阿娥某次為了上課需要填補志

工空缺時段時，會協助社工將她認識的鄰居朋友介紹到關懷據點來做服務，在之

後因應關懷據點發展，產生更多志工人力需求時，阿娥更扮演著媒合社區鄰里與

關懷據點志工的「橋梁」角色。 

我就禮拜一休起來(關懷據點志工)，我就跟他們去唱歌，禮拜一就沒做，

我就介紹一個人來代替我。 (阿娥，2，15-16) 

介紹我的朋友(鄰居)，我介紹很多人來做。 (阿娥，2，18) 

鄰居有一些我也是去找他，因為我錢放在郵局，進進出出有時候去領個

錢，做什麼就會跟那裏的人跟她聊天阿，每次見面就認識了，我再問他

們說來做義工。 (阿娥，3，25-26) 

5.帶領手足參與活動 

現有獨居老人定義中，未將手足關係納入定義範疇內，阿雪即有兩位姊姊住

在同一社區中，除了平常和姊姊用電話聯絡情感外，阿雪也會將關懷據點的訊息

做分享(通知姊妹有新據點開辦可以一同參與)，進一步邀約來擔任志工。 

經常在打電話，沒事就聊聊天，等一下我二姊打等一下我打，聊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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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事就聊天。 (阿雪，15，6-7) 

我大姊來這裡當志工啊，禮拜五都有來，我帶她來的。 (阿雪，14，32) 

二、關懷據點志願服務 

(一)投入契機 

1.鄰居帶領 

    阿琴在晚年遭逢獨生女意外過世，只能天天在家自行面對喪親的苦痛，而相

識已久的鄰居朋友在阿琴女兒過世期間除了陪伴她之外，更邀請她到關懷據點一

起當志工，阿琴才開始走出家門參與社區服務，展開新生活。 

我差不多做五年了，那時候是為了我這個女兒去世…我是只有一個獨生

女，我只有生一個女兒，女兒再生這兩個孫子。 (阿琴，8，32-34) 

她跟我很好，女兒過世的時候，她每天都到家裡看我，我難過的時候她

都說我這樣不行，她才帶我來做志工，她就帶我來這，做這個關懷站的

志工。 (阿琴，4，14-15) 

 

    阿雪在丈夫去世而自己也退休後，時逢社區關懷據點剛成立之時，而透過鄰

居得知關懷據點成立的消息後，彼此先是邀約一同參與據點活動，接著因為據點

日益發展需要人力支援即進一步擔任志工(參與約七年)。 

我六十七歲的時候我先生過世嘛，走一、兩年我就一個人很無聊，就來

上班來這裡，因為那時候我小孩都在國外，我先生在的時候都在國外。 

(阿雪，2，17-19) 

因為我退休的時候它這裡就在招生，簡章嘛，有在貼說這邊要招關懷站 

(阿雪，1，22) 

對阿我們就找兩、三個，四、五個來報名，都是鄰居。 (阿雪，1，28) 

很熟阿，我在這裡住三十幾年，就是住在這邊三十幾年了。 (阿雪，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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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子女鼓勵 

    自從早年工作職業生涯與家庭照顧責任(丈夫去世)相繼卸下後，子女向阿嬌

說明參與活動對身體健康促進的重要性，而使她有意識地積極去參與社區內各項

活動，對於阿嬌而言，家人鼓勵所發揮的影響性可見一斑。 

我本來不曾做義工，本來在合作社工作，結婚之後顧小孩，就沒在工作

了。 (阿嬌，3，4) 

先生去世之後，想說常常在家裡也不好，所以就出來和別人談談、聊天，

才不會退化，我女兒說這樣才不會退化啦。 (阿嬌，3，7-8) 

3.由手足帶領 

    阿嬌在社區中有四位姊妹可供互相照顧，並邀約一起參與社區內各類活動，

關懷據點的志工服務即是經由阿嬌妹妹的介紹而來，由此能知，對獨居長輩而言，

若維持良好手足關係也能發揮接近家庭層次的照顧功能，手足一方面可將生活資

訊互相告知，另方面則能在參加活動時互作陪伴。 

不然我在家裡沒做什麼，孤單阿，妹妹就建議，姊姊我們一起去。 (阿

嬌，1，25-28) 

坐在那裏那個妹妹，那是我親妹妹，還有一個來上課，我有四個姊妹都

有來這裡，禮拜五都會來這裡。 (阿嬌，10，22-23) 

剩下四個(姊妹)，兩個有先生、兩個沒先生，到後來我也沒先生了，還

有一個剛坐在那裏的，那個也是我妹妹，她也沒先生了。 (阿嬌，2，

20-21) 

4.社工媒合介紹 

    阿娥在結束全職看護工作生涯後，因為離開雇主家庭而成為獨居老人，爾後

再經由社工探訪，介紹關懷據點志工服務活動給阿娥後決定加入。 

顧他到 92 歲他才往生，往生之後剛好我就認識到我們這邊的社工，他

就關心我就獨居老人嘛，就去我們家訪問我，去我們家訪問我就說我現

 



61 
 

在沒什麼工作在做…他就說我可以來機構這裡做。 (阿娥，1，5-8) 

 

5.自行決定參與 

    阿吟逐漸走出喪偶的低落心情後(本章第六節會提到這個過程)，為安排生活

而決定到關懷據點報名英文課，起初上英文課是為出國探望子女時能夠使用，後

來再透過據點的宣傳單張得知有志工人力需求而決定進一步投入，阿吟參與活動

過程的關鍵在於她的主動性以及識字能力，未透過他人介紹即能知曉社區內有那

些生活資源可以運用。 

以前是先生還在，那先生已經走了這是沒法子的事，他也不是很願意走，

但是沒辦法...那就是試著一個人很...過得也要像個樣吧。 (阿吟，2，

24-25) 

我是來看有什麼課可以上，那時候是好像說現在有氣球班阿，還有他們

卡拉 OK 班阿，又是什麼書法班、畫畫什麼，我只是來看一看，後來我

下樓梯的時候看到她們大家在念 ABC，還有英文班，上來看看，所以我

也加入了。 (阿吟，23，13-15) 

我參加一年以後就去上課，就是要怎麼樣當一個志工這樣子，不是說想

當就...沒有原先想的這麼簡單，想當就當、想來就來、不想就不來，不

是這樣。 (阿吟，1，25-26) 

(二)關懷據點志願服務內容  

1.協助備餐 

    阿嬌除了參與關懷據點內的活動，也額外選擇家務專長的食材備料和碗盤清

潔工作來為他人服務，由此能知，關懷據點活動的優點在於能提供多種選擇，讓

長輩依自己的能力和時間安排來決定參與活動的深入程度(從參加活動到成為志

工)。 

挑菜挑好、洗好，切的工作還有人負責。 (阿嬌，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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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洗菜和洗碗，吃飽洗碗，連別人的一起洗，洗好再開會。 (阿嬌，

4，15) 

大家都好，妳看剛剛廚房沒事，就有人跟我說大姊妳沒事，去跟別人學

跳舞，學著比、學著跳。 (阿嬌，4，6-7) 

2.協助追蹤同儕平時狀況 

    阿雪擔任關懷據點志工的服務內容主要是確認小組成員的出席狀況，協助據

點瞭解同儕間的健康狀況或行蹤，透過平時的關心也利於彼此建立深度關係。 

像我那桌十二個人對不對，我就幫他們服務，沒什麼...就是看看他們有

沒有來，沒來的話打打電話問問他們看看有什麼事。 (阿雪，12，32-33) 

3.清潔工作與電話關懷訪問 

    阿娥自認為小學沒有畢業的學歷只能從事「雜事」，所以社工從安排最貼近

生活的家務工作(例如打掃)上手，並在協助社工人員交辦事務過程從旁做中學，

而後進行「長輩對長輩」的電話關懷訪問。 

我想說我學歷比較淺，沒有很深，做雜事就很開心了。 (阿娥，9，31) 

我頭一個來，我手腳靈活...他們比較欠人力，我來就幫忙他們掃廁所，

我都會幫他們做，掃地板、擦窗戶、擦廁所桌子上的洗手台。 (阿娥，

1，15-16) 

我還有電話訪問，我是行政的，我就電話訪問老人，那些女孩如果要做

什麼我就幫他們。 (阿娥，1，27-28) 

4.協助關懷據點健康狀況較差的長輩 

    阿琴主要工作為協助關懷據點活動進行、從旁服務行動不便的長輩。 

    而阿琴也自認因為教育程度較低，對識字能力有要求的工作會有所限制，但

據點的志工服務內容對阿琴而言，只要憑藉自身良好身體健康條件，來支持健康

狀況較差的同儕，並提供勞務工作即可，而不論工作內容為何，都能讓阿琴在過

程中獲得滿足感，並提供一個走出家戶與人互動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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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有的想喝一杯茶，爬不起來，我就來，我就幫他裝，比如這樣說啦，

還是他要怎麼樣比較不方便，我來幫他幫忙這樣，老人幫忙老人啦(笑)。 

(阿琴，21，15-16) 

不用識字沒關係，如果要唸歌，不就要識字、看字才念得出來？...學那

個很辛苦啊，來這裡不用識字就可以了，這裡不用寫字、不用看字，都

不用，所以我來這裡是做志工的。 (阿琴，21，10-12) 

5.協助專業活動進行 

阿吟是為配合特定活動(例如體驗老化)而經過訓練的志工，必須學習活動道

具的使用方法並指導他人如何操作，關懷據點對未曾有相關經驗的阿吟能提供配

套完整訓練，得以投入更深層的志工服務內容。 

    阿吟的教育程度是高中畢業(阿吟生長於經濟富裕之家庭，在資源貧瘠時代

能有機會接觸高等教育)，這相對於本研究主要群口中，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長

輩而言，是一件較稀有的案例，而阿吟特別之處在於，她額外參與了關懷據點的

志工進階訓練來協助專業活動進行，此狀況呼應了 Rowe & kahn模式強調「教育」

乃利於維持生產性活動的要素。 

幫忙社工，社工需要我們幫忙他們...譬如我們去帶動那個老化體驗的話，

有一些輔具嘛，我們要教他們看怎麼綁，然後哪個輔具戴哪裡、應該怎

麼樣穿才是正確的。 (阿吟，1，9-11) 

我念大學的時候結婚，所以大學沒有畢業。 (阿吟，10，6) 

三、廟宇服務 

(一)投入契機 

1.鄰居陪同 

    從阿嬌參與廟宇服務的初始過程可知，除了平時因為有拜拜習慣而常接觸廟

宇活動關係外，鄰居們也會交流社區中不同種類的活動或志工服務資訊，並陪同

參與，而能在參與過程對環境保有一份信任與安全感，對老年人擔心受騙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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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預期心理而言會顯得陪伴的重要。 

我們都會去那裏拜拜，到後來那裏有缺義工，我們就去那裏做義工，是

我們自己去的。 (阿嬌，18，2-3) 

一個像我年紀的問我要不要去做，就來去做了，我剛提到那個退化打電

話的，那個也是看我們在做義工她也去做。 (阿嬌，18，5-6) 

2.自然靈性 

    看護工作結束後，阿娥偶然在鄰市參觀一間被自然景觀所環繞的廟宇，她被

這番美景所感動，訪談中阿娥不斷強調廟宇的美景與「靈驗性」，如此媒介使得

阿娥決定選擇離家較遠的廟宇來投入服務，而非選擇鄰居介紹居家附近的廟宇，

也就是說，除了宗教信仰的媒合外，自然靈性(Crowther et al., 2002)更進一

步促成了阿娥擔任廟宇志工的意願。 

我是去那裏拜拜之後四處風景看一看很清幽，我說我要來這裡服務，問

他們這裡有沒有幫忙切菜，他們就叫我來這...你如果去那裏噢，那就是

神，你就去那裏拜拜，旁邊上去現在又買一片地四千萬，現在要種櫻花，

在旁邊，很漂亮噢... (阿娥，12，23-25) 

大家知道我在做義工(廟宇)就叫我去做，我就做不來。 (阿娥，14，6) 

3.宗教信仰寓意 

    阿東在年輕時曾與鄰居一同前往宮廟參加拜斗(源自道教專司為人消災解厄、

健康祈福的儀式，俗稱「辦法會」)，當時阿東是為了祈求家庭生活平順而以實

物捐贈宮廟方式來貢獻己力，但主祀神祉是無法以「物」來收買的，阿東受到這

樣的宗教寓意啟發後，決定投入廟宇志工行列，體悟為社會貢獻己力，才能得到

福報。 

    宗教能透過深入淺出的故事寓意讓老年人或一般大眾知曉志願服務的意義，

並安排適當工作，引導志工參與服務，若有意願則能進一步利用經文閱讀方式來

訓練志工，進階為信眾提供生活指引(這部分會在本節「廟宇服務內容」補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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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是一有系統化的服務場域所在。 

祂的意思是既然求保佑你們的家庭大家平安、小孩長大會乖，祂就要求

我去服務，一開始我不知道才會想說買東西來感恩祂，從那時候開始，

可是我說我很忙，我東西給祢感恩就好了啦，就沒空阿，祂不肯，我才

會想說到那裏去，說是要服務，阿一聲就答應了，我說服務我是下午一

下子而已這樣可以嗎？祂都答應。 (阿東，1，20-24) 

那時候三十幾歲只會想說拜拜就是要求子孫平安阿、比較乖一點，然後

我買東西來給神感恩一下，結果不知道...○○公是東西收買不到的，沒

辦法收買阿。 (阿東，1，8-10) 

(二)廟宇服務內容  

1.協助備餐 

    阿嬌主要負責在初一、十五敬拜習俗時間為宮廟整理、清潔碗盤;阿娥也是

從家務專長可上手的環境清潔工作開始，廟宇在服務條件上較不會特別限制志工

的年齡與學歷，而利於教育程度較不高的長輩持續參與(也就是說，廟宇服務並

不全然如同 Rowe & Kahn 模式所強調，生產性活動應有良好的健康狀況與教育程

度，因為阿嬌本身就帶領著一位認知功能較弱的長輩一同參與)。  

初一、十五都去廟裡，然後在廟裡也是挑菜、洗菜、吃飽再洗碗、洗碗

盤阿。 (阿嬌，5，3-4) 

我先去的時候我就去問師姐，問師姐有沒有欠廚房？廚房也有很多阿嬤

在切菜阿，我本來想說要切菜，她說妳不用切菜，妳來這裡服務，我去

服務是在掃地，如果比較多人去拜拜香會很...爐很雜。(阿娥，12，35-36) 

聽電話，外面的人會打進來，有櫻花的時候就聽不完，問櫻花開了沒？ 

(阿娥，13，8-9) 

2.為信眾提供生活指引 

    在廟宇服務初始，廟宇以生活化的方式讓阿東了解從事志願服務的意義，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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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做服務是增添「福祿」(所謂福祿是華人對生活平順、經濟無虞的生活理想)，

而安排阿東從基本的環境清潔工作開始參與，且師兄弟同儕在過程中會提供陪伴，

而讓阿東願意逐漸安排更多時間從事廟宇志工。 

    在阿東擔任志工五年後，廟宇收編阿東作為「效勞生」，讓阿東學習以她平

常「研究」的經文內容指引信眾，而能進階到為信眾「寫家運」、「收驚」 (所謂

寫家運是為信眾指引生活上的疑惑與困難，類似專業上所稱的「輔導」)，而有

志願服務的深層參與。 

就是去參加拜斗那個下午，跟○○公說的話，我才會白天做工作的時候

○○公到我們家來，所以才下決心要來，心裡想說這是福祿，不是做壞

事，我自己下決心說來就來了，之後就開始一直來。 (阿東，2，12-15) 

人也不太認識阿、裡面的內容我們也不會服務，一開始就是做外面的環

境衛生，人家做什麼我們就跟著做什麼。 (阿東，2，24-25) 

我們○○宮就是每天都在豐榮信教，都在講經給別人聽，那我每天收驚

阿、幫助別人改運，濟事就對了，這一切都沒收錢，進去研究之後就回

饋給信者總總。 (阿東，2，32-34) 

四、家庭活動 

(一)居住狀況 

1.未與子女同住 

    阿娥的兒子與丈夫在擔任全職看護工作期間即相繼過世，退休後因離開雇主

家庭而成為獨居老人，現存親人只有一位住在外地的女兒，雖然不同住但偶爾會

以電話互相聯絡。 

如果沒打給我我就會打給她，我都打給女兒，女兒也會打給我。 (阿娥，

17，20) 

人總是會老嘛，老了她怕我一個人跌倒啦、怎麼樣，我女兒就說媽媽妳

搬回來住，我想十月份，現在就五月了嘛，我十月份想搬去她那裏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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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娥，15，12-13) 

2.偶與子女同住 

    在孫子剛出生時，阿嬌曾經住在子女家協助照顧孫子以負擔部分子女照顧工

作，直到孫子上小學有固定生活作息後才停止，阿嬌隨後返回當初與丈夫共買的

房子，形成獨居，阿嬌現在只有在假日關懷據點休息時間(子女會在家的時刻)

才偶爾會到子女家居住。 

有時候一、兩個月去一次，我孫子會叫我，他我有帶比較到，三歲帶到

要讀一年級才沒帶，那期間常常在一起，所以他很愛我，他都會問說阿

嬤妳怎麼不來我家，會打電話叫我去。 (阿嬌，15，13-15) 

我說禮拜二、三都要上課，去你們那裏也沒做什麼，你們大家都出去沒

人在家。 (阿嬌，14，34-35) 

 

    阿吟的子女中只有一位曾為了照顧過世的丈夫而回到台灣，其他都住在國外，

雖然有子女在台灣，卻也因為工作、照顧家庭關係而在不同地區居住，阿吟因為

習慣在舊家生活(包括參與社區活動)，也希望維持自身日常作息，才偶爾在假日

時間到子女家，或子女到阿吟家作客互相陪伴。 

我現在大兒子在台灣，但是他因為工作的關係在桃園…在那邊上班比較

近嘛，那我住在山上來回很不方便…那他要我去跟他住我在這邊也已經

習慣，而且山上空氣很好，所以我就一直留在這邊就沒有去，但是假日

他們回來，那他們沒有回來的話就是我去。 (阿吟，4，33-36) 

 

    阿雪的子女都住在國外，逢國外假日時阿雪才會出國與子女居住，雖然子女

曾經邀請阿雪一同出國生活，但對於地方資源不熟悉以及語言適應問題等，都對

老年人生活會有限制；況且，阿雪基於擁有榮眷身分在台灣可享有退休給付及部

分醫療補助，也不希望造成子女支出負擔，所以阿雪會希望在自己能力(經濟、

 



68 
 

健康)可及條件之下留在台灣自行生活。 

有時候兩年，有時候我過去，不一定，因為在國外上班不是你講的這麼

容易，他們國外有個假期你才可以啊。 (阿雪，27，9-10) 

我們住在台灣方便很多，因為我們做公車什麼都知道路，要吃什麼也方

便，國外第一個你英文不懂，也不會開車，又不知道怎麼走，那你怎麼

出去啊？ (阿雪，14，18-19) 

我在台灣有榮民阿，不要給小孩負擔，我有考慮這點，小孩是一天到晚

叫我去住，但是國外的醫療都很貴欸。 (阿雪，29，27-29) 

3.與孫同住 

    阿琴現與大孫分別隔住上下樓，大孫現已組織家庭所以分居於二樓平房加蓋

建築，小孫雖曾與阿琴同住卻在數年前開始自行在外生活。  

    而小孫早先即育有子女，也就是阿琴的曾孫，因為離婚關係而將曾孫託付給

阿琴，故在阿琴從事志工活動之餘，會負責照顧曾孫，雖然是一種勞力付出，卻

也充實了阿琴的生活(自曾孫出生至今負責扶養、上下學接送)。 

孫子去年才結婚…跟我住一起的是哥哥。 (阿琴，1，15-16) 

其他時間有時候菜市場走一走，有時候下午會去公園走一走跟人聊天，

我就帶那個小孩去讀書…這個的小孩(孫子的小孩)，他有結婚然後離婚，

生兩個孩子。 (阿琴，11，25-27) 

(二)志願服務生涯結束的時機 

1.健康衰退 

    阿嬌認為在未來若身體衰退到影響行動能力，使生活自主能力受一定程度限

制時，會因此離開社區轉而到子女家接受照顧，且鑒於周遭老年人所發生的負面

案例，阿嬌會和子女先溝通好由誰負責主要照顧，而不傾向輪居。 

如果我自己覺得沒辦法四處走，我就要回去找我兒子，我不會自己住，

找我兒子商量說...我不會去老么那裏住，要找最大的，最大的比較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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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阿嬌，17，8-9) 

我比較喜歡老大，我也常在和老大說，以後我如果住你家住久了，你會

不會叫我去弟弟那裏住？常常住我這？這樣你會不快樂嗎？他說不會，

他不會這樣。 (阿嬌，17，10-12) 

2.健康衰退與經濟能力 

    阿吟與阿雪在未來面臨身體衰退時，會以本身可自足的經濟狀況(可見本章

第四節)選擇遷住安養機構、雇請看護，或搬遷至子女居家附近，來延緩回歸家

庭接受照顧的時間，以保有生活自主性(不依賴子女)為優先考量。 

大概等我八十歲的時候我就不能住在這裡，我就必須要住到孩子的附近

去租一個小套房，或者是請個瑪麗亞，我兒子會很生氣...我本來是想住

老人院，他們說妳為什麼住老人院？住到我家讓我照顧妳就好，我是覺

得不要，他會麻煩然後我也...講是講不會麻煩，但是天天的...我還想跟

他們保持很好的關係。 (阿吟，11，20-24)  

我是有想過...想說去養老院比較好一點，像公家的養老院阿，健健康康，

真正很老的時候去那邊，因為一個人嘛，去那邊吃住在那邊，有幫我們

管理阿什麼，有病他會帶我們去看。 (阿雪，29，5-7) 

 

    雖然子女在國外工作順利，也能支應阿雪的生活支出，但阿雪傾向各自獨立

支付開銷，而盡量在自己擁有榮眷退休金與部分資產狀況下支應日常生活，減少

依賴子女的狀況(自己也曾組織家庭、經歷辛苦工作過程，在心理上會更希望為

子女節省開銷)，也希望子女生活平順，以防風險發生，這個風險發生是具有連

動性的，也就是說，若風險發生在長輩或子女家庭其中一者身上，另一者即須為

對方補充或承擔損失，這樣概念其實是為彼此做「未雨綢繆」的用意，更何況子

女居住在國外，費用開銷更龐大，在意外支出上將冒更大的風險。 

沒有，我從來不拿，我從來沒拿過，我會給我從來沒拿過，因為我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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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國外都很辛苦，我夠用就好，國外賺的錢在那邊用費用也是很大

欸。 (阿雪，27，15-16) 

我想因為你偶爾帶我出來吃我很喜歡，但是我們在家煮我不是什麼客人，

我們自己都...他說不要這樣省，我們在這裡賺這個錢來花可以啦，我心

會痛，我覺得沒必要嘛對不對，在家自己買一點菜回來煮阿。 (阿雪，

28，4-6) 

可以留起來萬一有什麼事國外沒地方借錢，你到國外去就知道了，你要

給誰借錢啊？誰借你啊？萬一有什麼急用可以用阿。 (阿雪，28，17-18) 

3.家庭照顧需求 

    阿娥現今八十餘歲，面對身體功能在未來可能更為衰退時，會希望由子女來

照顧，但在阿娥經濟條件可自足的狀況下，為何與他人做不一樣決定(相較阿雪

或阿吟選擇到子女家附近或安養院居住)，與家庭照顧需求有關，她希望在自己

還保有能力時到女兒家幫忙照顧認知功能損失的女婿，而選擇「提早」回歸家庭

為子女負擔照顧工作，雖然阿娥表示：「這裡都鄰居都不讓我走，他們都不想讓

我走」，但她的心力已逐漸轉換回家庭，在撤退理論範疇中(Hurvighurst, 1961)，

阿娥在隨後更高齡時將改變不同人際關係的形式。 

因為人總是會老嘛，老了她怕我一個人跌倒啦、怎麼樣，我女兒就說媽

媽妳搬回來住，我想十月份，現在就五月了嘛，我十月份想搬去她那裏

住。 (阿娥，15，12-13) 

她顧久也習慣...麻痺了，她天天摩托車...中午就去買便當給他吃，吃飯

的時候摩托車開一開就去買便當給他吃(女兒工作之餘須照顧女婿)，一

天過一天，我女兒很孝順我。 (阿娥，18，8-9) 

選擇這樣沒怨言，很辛苦欸...我現在如果去我可以幫忙她顧、可以幫她

看。 (18，16-17) 

(三)對子女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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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子女經濟生活平順的期望 

    基於自己在老年時無法為子女付出經濟支持，所以阿吟期望子女只要日常生

活無虞、可保持經濟獨立即能讓她安心。 

從前我是覺得你全心的去愛他，讓他感受到你的愛，我認為再壞也壞不

到哪裡去，至於經濟上的話有飯吃就可以了，不要說過了這餐，下一餐

還沒有著落，那就很悲哀了。 (阿吟，26，31-33) 

 

    阿雪的子女居住在國外，彼此都有一定經濟能力過生活，只要健康、經濟生

活保持穩定，即不須依賴彼此，長輩對自己的生活期許同樣也會對應在子女身

上。 

只要他們過得平安、身體健康、工作順利、安安定定的，這樣我就快樂，

我沒像人家講說跟別人比我小孩賺多少，這沒有必要，對不對？ (阿雪，

17，33-34) 

 

    阿嬌有部分孫子已邁入成年，子女生活雖然不需擔心，卻會進一步注意到孫

侄輩的就業狀況，孫侄若還未有工作收入即代表子女仍需負擔其經濟生活，可得

知阿嬌對子女經濟狀況的認知，涉及整體家庭成員間支持狀況的連帶性。 

五個孫子，只是還沒結婚啦，孫子當兵回來了，現在找工作說比較難找

啦，我也不敢問啦，我有問女兒說我們阿凱有去工作嗎？她說沒有啦，

她說沒工作去訓練、讀書，他們就會幫你找工作。 (阿嬌，16，25-27) 

2.對子女家庭生活平順的期待 

    阿娥的女婿曾因開刀而損失部分認知功能，女兒因此需獨力照顧家庭，雖然

女兒未將辛勞情緒分擔給阿娥，阿娥卻時常擔心女兒獨力承擔家庭照顧工作會不

會過於辛苦。 

她想說她願意做甘願受，都不會跟我訴苦，她都不跟我訴苦，其實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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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病人很不簡單，他(女婿)走路也會顛顛倒倒阿。 (阿娥，17，34-35) 

她顧久也習慣...麻痺了，她天天摩托車...中午就去買便當給他(女婿)吃，

吃飯的時候摩托車開一開就去買便當給他吃，一天過一天，我女兒很孝

順我。(阿娥，18，8-9) 

 

小結 

一、鄰里活動 

    長輩們與鄰居的認識，是平時因家政需求而在社區內的公共場所與鄰居頻繁

接觸所累積而致，若居於山中者也會因為在社區內多次見面，能藉由辨識彼此為

鄰居而認識;或者於零閒時間在住家附近公共場所活動與鄰居見面而熟識，固定

時間與地點的形式甚至會形成鄰里內的小型聚會。 

    藉由長期累積而熟識的鄰居關係，長輩們會進一步利用自己的工作經驗、專

長或者基於本身具備良好健康狀況，來幫助健康狀況較差或者有負面情緒的鄰居，

給予工具與情緒性的支持，也會邀請鄰居到社區關懷據點、廟宇來擔任志工，成

為鄰里與關懷據點之間的銜接橋梁。 

二、關懷據點志願服務 

    長輩們在退休或失親成為獨居老人後，經由鄰居、手足彼此邀約、社工介紹，

或者自行決定而到關懷據點參與活動，本研究有些長輩是先參與據點內有興趣的

活動，在因應人力需求或經由帶領狀況下投入志願服務，但活動參與及擔任志工

次序先後並不衝突，重點在於參與據點活動的媒合過程，子女的鼓勵與本身的主

動性也是重要的催化要素。 

    關懷據點主要依個人專長或透過訓練而分派不同複雜程度的工作，較基本為

協助家務、行政工作，較複雜則為協助專業活動進行，關懷據點優勢在利於教育

程度較低長輩能快速上手，也提供不同時段服務而較有彈性的參與。 

三、廟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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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輩們平時有到廟宇參拜的習慣，可知曉廟宇存有志工服務的需求，而藉由

鄰居介紹與陪伴即會進一步參與服務，然而，廟宇存在地理位置與景色也會伴隨

信仰形成一種自然靈性媒介，並以宗教寓意讓信眾瞭解服務的本質，而觸發信眾

投入廟宇活動的動機。 

    廟宇服務也依志工本身專長與興趣提供多樣選擇來參與，進階者則透過安排

經文閱讀課程來訓練志工，方能成為神祉人員為信眾提供解惑、生活指引等服

務。 

四、家庭活動 

    長輩們因時常未與子女同住，故會以電話取代見面方式來聯絡，在周末關懷

據點與上班休假時間偶爾會到子女家與之同住，子女居住國外者則在長假時段才

會出國與子女一同居住，有與孫同住者，因為適逢孫侄剛步入成年，會負責協助

照顧曾孫的生活。 

    未來伴隨健康狀況衰退而影響生活自主能力、子女家庭有照顧需求即會停止

社區服務活動，轉而接受子女生活照顧或者在自身仍有一定能力時來協助照顧子

女家庭，而長輩現有經濟能力會延緩回歸家庭接受照顧的過程。 

    家庭是老年人生活的一部份，長輩認為子女與本身能夠各自保有經濟獨立能

力即不須為彼此生活煩惱，若孫侄邁入成年而未工作，對長輩而言即是對子女經

濟上的負擔，另方面，子女若需獨力負擔照顧責任時，也會讓長輩感到擔憂，因

此，子女的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常是長輩們關心所在。 

第二節  成功老化之心理健康與正向靈性層面 

    心理健康與正向靈性層面分為「負面情緒來源」以及「正向靈性」，其中，「負

面情緒來源」是解釋身邊親人相繼離去對長輩情緒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及長輩對

身體健康和人身安全的關注;「正向靈性」則說明長輩的信仰系統組成概況，以

及其對信仰的訴求。 

    文獻探討一章中雖曾提到成功老化心理層面的「心理調適」與「選擇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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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觀點，但必須在長輩們生活調適的過程中才能解釋其老年生活「智慧」所

在，故此兩部分將留待後六節討論每位長輩們的「成功老化經驗」一併說明。 

一、負面情緒來源 

(一)失去生活重心 

    阿嬌偶有機會與子女同住時，在白天反而因為子女必須工作、且孫子在上小

學後不需頻繁照顧而容易處於孤身一人的狀況，所以阿嬌會選擇在熟悉的社區中

自行生活，一方面因為阿嬌會比較知道社區有哪些活動可參加，另方面姊妹也住

在附近可提供生活照應、陪伴參加活動，生活會感到較為充實，顯見選擇在適合

的地方老化(Aging in the right place)的重要性(WHO, 2015)。  

我不想跟他們一起住是因為沒機會做什麼，會覺得很孤單，所以我選擇

出來住，自己可以跟著別人去上課，聽別人說些什麼。 (阿嬌，1，17-19) 

 

在親人相繼去世、子女也已在外成家狀況下，形同失去他人陪伴和生活投入

重心，損失了部份原有的家庭照顧者角色，面對如此自我定位不明的情況中讓阿

吟深陷負面情緒。 

我爸爸媽媽也走了，我先生也走了，我就覺得只剩我一個，就覺得...

這時候上帝把我帶走我也很開心，幹嘛留我一個？因為孩子也不需要我

了，孩子不需要我的時候，我還在管他們...他們會煩。 (阿吟，2，34-35) 

(二)子女過世 

    阿琴七年前遭逢獨生女意外過世而陷入憂鬱情緒，女兒對阿琴而言，是丈夫

在年輕時過世後相依為命四十餘年的親人。 

大概三十一、二歲我先生就過世了，我生這個女兒他就過世了。 (阿琴，

9，35) 

女兒之後 42 歲去世，我很鬱悶痛苦，每天都在家裡很難過。 (阿琴，3，

33-34) 

 



75 
 

小孩就不見了對不對，把我放下，我命這麼苦，活在世界上也沒什麼意

義了。 (阿琴，15，30) 

 

    約七年前，阿娥的丈夫與兒子皆因為癌症而在短期內相繼過世，阿娥在提到

親人時，會想到自己曾經長期為家人付出努力來對抗病魔(從事看護收入聘請外

勞來照顧家人並購買醫療用品)，雖然辛苦，阿娥仍希望親人活著而堅持下去，

但最後卻只能徒勞面對親人死亡的事實，使得阿娥陷入憂鬱情緒，甚至食慾不佳，

阿吟至今想起仍覺感傷。 

我的責任是顧阿公，賺錢回去給外勞，外勞才有那個精神顧我先生，一

天過一天，給他拖了六年。 (阿娥，9，16-17) 

會阿...我會想以前的事啊...是我老公那時候死掉在誦經，在誦經的時候

都會寫幾個兒子，幾個兒子、幾個兒子嘛，叫到我老么的名字的時候我

就很難過... (阿娥，20，5-6) 

我變很瘦...煩惱，我兒子腦癌我會煩惱阿，煩惱我就變很瘦。 (阿娥，

18，30) 

很刺激噢...你不知道...很刺激噢...飯也吃不下去，好吃的飯吃不下去，

很痛苦。 (阿娥，12，22) 

(三)喪偶所衍生的自責感 

    阿吟自責在丈夫病危時聽從丈夫意見不施以急救(丈夫當時因處於肝硬化末

期而昏迷，基於經歷父親曾因治療過程所苦決定不急救)，而後悔當初在丈夫仍

有足夠行動能力過日常生活的當下中斷治療，這件事曾在阿吟心中徘徊兩年之久，

而不願與外人接觸。 

我就是想我是不是因為我沒有急救，他才會這麼快的走？我很自責，就

那時候我為什麼要這樣子？對我的先生是這樣？他沒有心臟病、高血壓、

糖尿病，都沒有，就是一個肝臟硬化…搞不好救得回來。 (阿吟，21，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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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我害死他那樣，我真的很...我一直一直都在想如果急救的話他一

定會...因為他沒有那一階段別的病嘛，一定可以。 (阿吟，22，23-25) 

 

    阿雪在丈夫過世後，仍對未能及時為丈夫處理與他人衝突，產生激動情緒而

意外身亡有所自責，即使時間已經過了將近六年仍然會想起「當時」，使情緒低

落、睡眠狀況不佳。 

因為我先生走了總是那個心都安定不下來，很傷心，因為我先生他沒有

病嘛，就是很難過，到現在還是一樣不能釋懷啊...還是一樣我一講沒事

都講那個。 (阿雪，7，25-27) 

覺得我很對不起他，我為什麼要去上那個班？假使那天我沒去上班也許

他不會死啊，我陪他去...我自己自責啦，變成自責啦。 (阿雪，7，29-30) 

以前我先生在的時候我一躺下去就睡覺了，睡到有時候早上要上班我先

生也會喊我啊，時間到了要起來上班啦，很好睡啊，躺下去就睡，後來

我先生死了... (阿雪，8，17-18) 

我那時候兩三年都不能睡覺，晚上都是說...也不是完全沒睡，就是睡一

下就醒，什麼動靜都聽到…醫生問我眼淚就掉下來，說我先生走了啊… 

(阿雪，8，1-3) 

(四)對健康狀況可能惡化的擔憂 

    阿嬌因為有良性腫瘤，在洗澡的時候能明顯用手探知到腫瘤的實體存在，心

下即代表著對生命潛藏的威脅，雖然能透過定期回診追蹤讓疾病獲得適當控制，

但懸在心頭的恐懼感並不會因此消散，容易讓阿嬌多想而睡不好。 

我們老一輩的都說是"奶奶"，她說是乳癌，我覺得這很難聽欸，聽到乳

癌大家都說...聽到乳癌大家都說乳癌很像癌還什麼的，聽到很恐怖。 (阿

嬌，11，21-22) 

每次洗澡的時候，我都會四處搓一搓、檢查一下，我這裡有一點腫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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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醫生。 (阿嬌，11，24-25) 

比較會睡不著，怎麼辦，這如果癌症怎麼辦，都會亂想。 (阿嬌，12，

6-7) 

(五)在家中發生意外的擔憂 

    阿吟在冬天時有泡澡習慣，但基於一個人居住關係，會擔心不幸因此而昏倒，

所以會格外注意洗澡時可能發生的危險性;阿嬌則因為曾經跌倒關係，會擔心再

次發生類似事件而危及生命安全。 

我在家裡面浴缸如果天氣真的很冷的話我會放滿滿的，然後自己再下去

泡個十分鐘或者十五分鐘，我不會超過十五分鐘就起來，因為我自己會

曉得如果一個人的話那真的是...哪一天嗝屁了等到隔壁聞到味道那不

就是...急死人了對不對？ (阿吟，6，22-24) 

我上次去擦窗戶跌倒，昏在那裏沒知覺喔，到後來醒了之後，想說我怎

麼會躺在那裡。 (阿嬌，5，33-34) 

我家是自己住嘛，死掉也沒人知道。 (阿嬌，6，5) 

二、正向靈性 

(一)廟宇信仰系統 

    信仰系統所提供的世界觀讓阿東學習到如何解釋未知現象或度過困難(對於

教育資源匱乏世代的長輩而言能更為貼近生活)，例如阿東曾在年輕生病療養時

無人陪伴而感到孤單，神祉「華陀」即能給予無形中的照顧和陪伴(故事寓意來

自三國演義中的神醫華陀)。 

所謂三教合一(佛教代表釋迦彌勒、儒家代表至聖先師孔子、道教代表太上

老君)，是中國自古代即存有之一套信仰邏輯系統，能融合各宗所長與歷史著名

的故事經典(廟宇經文故事來源)在生活各層面予以解釋，並編織相應方法來為信

眾處理疑難，而一般信眾對系統整體通常是渾然不覺的，只要達到有求必應或心

靈慰藉的目的即可(徐敏真，2015)，這也造就了民間信仰之所以多元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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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去熬(草藥)就跑回去床上睡，因為支持不住了，難過到晚上都不好

睡，放下去熬就睡著了不知道，那就是很厄命啊...阿不知道怎麼樣欸，

那就是華陀再世...一定用天藥...就用一碗藥端到我嘴邊來。 (阿東，10，

33-35) 

不是只有○○公一個而已噢，其他也會保護，其他的神啦，因為我們主

要奉祀○○公嘛，那還有三教教主什麼還有天公欸。 (阿東，22，2-3) 

那是三官大帝其中，舜帝就是...祂的生日就是七月半，都是在為這個社

會無眠沒日，為社會、國家平安，舜帝之後祂也沒說自己的地位給祂的

子孫，祂也是給最有道德的才給禹帝阿，以前都沒有那個水溝什麼啊，

做水災、颱風都會損害人啊，禹帝阿。 (阿東，19，1-4) 

那個都去那裏(宮廟)才知道阿，去服務才...去那裏每項都不知道，信者

來問你阿不就嘴開開(笑)？ (阿東，22，15-16) 

(二)對信仰的訴求 

1.祈求身體健康 

    對應阿東對廟宇信仰系統的解釋，阿娥自己在廟宇擔任志工經驗也認識到一

般宮廟所敬拜神祉是由不同大宗神明所組成，而阿娥主要對信仰的訴求是能保佑

她身體健康、生活順心。 

我們老人就是求身體健康、心想事成啊，對不對？有的就去拜觀世音菩

薩，那裏也有觀世音菩薩，如果上面那裏噢...神很多，什麼神都有，他

們都會寫在旁邊給你看。 (阿娥，13，24-25) 

他們的主神也有文昌帝君、也有觀世音、也有阿彌陀佛、也有地藏王菩

薩，很多。 (阿娥，13，16) 

 

    阿吟是受訪者中唯一基督教信仰者，直到近八十歲年頭開始投入宗教信仰，

關於其所祈求的內容主要提到自己過世親人也在天堂，而對自己未來健康狀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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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感情形下，會預先為自己安排一條「通往親人身邊的路」，以求心理安定。 

那我念書中學是天主教學校，跟耶穌接觸就很好，後來等到...我是最近

這幾年才信仰變成教徒的。 (阿吟，28，20-21) 

因為我的先生、我的公公、我的婆婆從小他們就是信仰耶穌。 (阿吟，

28，35 ) 

因為你的親人嘛，可是你想他是到耶穌那邊，我們將來也要到那邊跟祂

聚會嘛，那也就沒什麼了。 (阿吟，29，17-18) 

2.保佑家庭生活 

    因為子女家庭現今不需阿嬌提供實質支持，所以阿嬌希望借由敬拜一舉能為

子女帶來生活平安，作為一種對子女的支持與付出，並以此慰藉自身心靈。 

拜拜我們初一、十五都有在效勞啊，在廟效勞，拜拜都想說全家平安，

跟神這樣講。 (阿嬌，15，27-28) 

 

    阿琴經歷喪親狀況下，自己卻無力改善，面對這樣的無助感只能向神祉訴說，

而當作一種抒發方式來穩定情緒，老年人對信仰所依託的內容多樣性，也間接表

達了對老年生活理想的訴求。 

我會訴苦，我會跟神說，如果走到廟我也用手簡單拜一拜，也會訴苦給

他們聽。 (阿琴，16，36) 

 

    阿東雖然避談自己的家庭生活，但隨著年齡增長，仍無可避免身邊親友相繼

過世的事實，面對此種情景，阿東能以自身信仰來庇佑另一世界的親友，作為親

友在死亡不可抗力因素下的一種貢獻付出，親人「快活」、自己也「 快活」，並

以此慰藉自己失親的憂鬱與苦痛。 

以我這樣經過四十五年，不管是我們的祖先、兄弟姊妹，還是以前的朋

友，還是我爸爸後來知道，都會來找我，那些都是回去的人(過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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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來求脫離苦海、要平安，○○公算說有需要我們來幫忙，祂會現境給

我看…現那個人給我看。 (阿東，15，2-4) 

我們人回去在陰間還是在哪個地方沒人可以牽引他，大家都要找人託付、

幫人牽成，回去才會比較快活，對吧？ (阿東，15，26-27) 

 

小結 

一、負面情緒來源 

    有機會與子女同住的長輩因為白天時間家人都不在，無事可做的狀況反而比

在自己熟悉的社區中居住容易感到孤單;而子女過世時，想起與子女長期相依為

命、為親人付出照顧努力，到後來必須承受失去的結果而有失落感;無力改變配

偶去世事實的發生也會讓長輩陷入自責。 

    良性腫瘤對長輩而言是一種對生命潛藏的威脅，雖然能透過醫療技術獲得適

當控制，但仍容易因此而感到恐懼;發生意外經驗或對危險的預知也可能讓長輩

對獨居人身安全議題有所擔心。 

二、正向靈性 

    宗教信仰能提供長輩在面對未知現象或困難時的指引，給予信心幫助度過難

關，在健康方面，長輩會以信仰祈求在老年時能夠維持現狀，或在邁入更高齡須

面對身體衰老事實時以信仰作為心理保護因子;在家庭面，則祈求親人生活平順，

以敬拜作為對家人的奉獻，並以此抒緩負面情緒。 

第三節  成功老化之生理健康層面 

    生理健康層面將介紹受訪者所從事的健康運動、現有慢性疾病、曾遇意外傷

害，「從事健康運動」是以 Rowe & Kahn 模式的「維持認知和身體功能」要素為

主軸，介紹受訪者平時所參與運動的狀況，後兩者主要與 Rowe and Kahn 模式的

「避免疾病與失能」議題有關，做此排序方法是依 ICIDH(WHO, 1980)形成疾病、

損傷、失能到障礙的線性過程作為參照，另外，本研究以可能影響社會參與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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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要素及因應措施作探討，並不討論病因，「積極參與生活」要素則已整合於本

章第一節中。 

一、維持身體功能 

(一)鄰里團體運動 

    阿吟每天清早都會參與社區鄰近的早操運動團體(每日無休，約早上七點)，

該據點是位在山上的公共空間中(停車場)而能供作居民使用，更顯得該運動團體

據點的珍貴性。 

    阿吟參與鄰里運動團體的緣由是因為本身就在這些地點出沒，而具有地緣上

的便利性，但也需要阿吟發揮主動性去發掘、觀察，才能在不認識團體成員的狀

況下決定參與，當然成員也要釋出相應的善意，我們能從成員詳細的向阿吟介紹

費用、時間的狀況中得知團體的限制性較少，而讓阿娥順利融入，換言之，媒合

成員過程對於團體的運作與維持具有一定重要性。 

我每天早上都會去運動，就是下雨我也會去，因為其實自己一個人噢不

會那麼勤快，因為我在停車場那邊他們已經三十多年了，我加入是因為

我先生走了大概兩年。 (阿吟，8，4-6) 

我觀察了大概有三次…有一天我就在那邊等，等他們結束了我就問他們

需要什麼條件才能夠加入，他們聚會做運動是幾點到幾點？是什麼時間？

他們就告訴我，我們這沒有，也不必要交錢、也沒有什麼所謂的老師，

就是有一個發起人，我們是叫他會長就是了，那其他就是天幾點到幾點

都在這裡。 (阿吟，16，16-22) 

只有這樣子你才會激勵自己去，你只有自己一個人或是兩個人沒那勤

快…因為有一群朋友在那邊，大家彼此會聊聊天啊、關心關心阿，然後

說噢都有來、都沒來，沒來的話回家會打電話問今天怎麼沒有來？ (阿

吟，8，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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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嬌早上時刻也會到鄰近公共場所參與排舞運動團體(每周一到五，早上約

七點到八點鐘，也就是我們一般在公園看到長輩們聚集從事的運動活動)，此種

團體特色在於，它是屬於自願組成性質，一切行政事務都須仰賴團體成員自立自

助(成員必須彼此聯絡來互相督促出席參與)，這樣的互助過程可能基於長時間參

與而使成員對彼此增長熟識關係，相較鄰里關係而言，雖然運動團體是較為目的

取向的活動參與，但運動團體其實很巧妙的以活動包裝方式來維繫里鄰關係，除

了運動外，而額外促成成員們生活上的互助關係。 

每天早上起床喔，都去橋下做運動，跟大家一起做運動，跳排舞，禮拜

一跳到禮拜五，禮拜六、禮拜日休息，禮拜五來這裡我就沒有去跳了，

來這裡做義工就沒去跳。 (阿嬌，1，6-8) 

他們還給我們買早餐，有一位許先生給我們買的，看多少錢我們再給他，

每天都去那裏跟同學跳排舞。 (阿嬌，1，35-36) 

如果沒來運動也會打電話看哪個...例如像你跟我比較好，我就會打電話

去你家說今天我不會去運動，我要回鄉下幾天，沒要去運動，會和他們

說一下，運動的才會...不然我們自己一個欸，對吧？ (阿嬌，9，9-11) 

上課那邊繳一千塊，沒休息就還妳，如果休息就收去了，禮拜二去讀書

那裡，活動上比較沒什麼費用啦，只有一千塊，還有我每天跳舞那裡，

一個月要放一百塊。 (阿嬌，17，25-26) 

 

    阿琴在女兒去世前也曾到公園參加體操團體，當時是應鄰居朋友邀請所加

入。 

就朋友說公園有人在做嘛，我在那裏就找我們一起做，大家都會叫嘛，

說來來和他們做，做到後來覺得不錯，有時候做健美操啦這樣，就老人

家這樣運動一下，大家說來啦來做這樣。 (阿琴，13，32-34) 

哀...心情差(女兒過世)現在就不想做了。 (阿琴，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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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這做志工之後比較沒在做啦，做到沒這麼完整啦。 (阿琴，13，36) 

 

    阿雪所參與的是社區關懷據點舉辦排舞、土風舞團體，時間在上午或下午時

間，相較阿吟和阿嬌所參與的時間與性質較不同。 

    不同之處在於，第一，在時間上，正式團體活動是依照據點營運例行上班時

間運作，在周末或有早起習慣生活安排者不一定能提供服務;第二，費用上也因

為據點是聘請專業教師來帶動老年人做運動，相較自助運動團體會需要較多營運

成本，故為一期式繳費，每周固定時段上一次課程，而自助運動團體則可每天參

與，兩者雖然花費差異不大，但整體而言，相對參與頻率差別明顯，對有節儉習

慣的老年人而言，經濟上會更為親切，老年人可視自身狀況與興趣考量並做選擇，

而達到運動目的(胡立仕，2002)，阿嬌因此僅選擇在禮拜五時間到據點做志工，

運動時間則都安排在鄰里自助運動團體中。 

土風舞、排舞這些我都有學，在這裡，手語也在這邊學的，他這個禮拜

一、禮拜四、禮拜三，禮拜五是全部大家都在這裡都有什麼教育、健康

講座什麼都有啦，運動什麼人就很多。 (阿雪，11，25-27) 

(二)個人運動 

    運動對個人而言其實時時刻刻都能從事，團體運動只是提供一個互相陪伴、

鼓勵的動機與形式，阿雪提到自己的運動方式時，除了固定到關懷據點參與運動

團體班，會額外與鄰居相約在傍晚時刻(恰在關懷據點活動結束後)到公園或堤防

一邊健走一邊聊天，大約一小時，若時間上沒辦法配合仍會自己在公園走逛，觀

看行人、紓解心情，是較為融入生活的運動方式。 

運動就在這裡，有時候四、五點就跟鄰居去堤防走一走，還有鄰居大家

出來嘛，就出去走堤防阿，有伴，去走了一個小時差不多這樣。 (阿雪，

5，8-9) 

跟我們鄰居走堤防嘛，我們說約好四點半我們就去走。(阿雪，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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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大家有事剛好時間碰不到就沒有了，就自己在公園走一走，不是

說每個人都有時間剛好那麼標準。 (阿雪，15，17-18) 

 

    阿吟平時參與山中的運動團體前，會提早在集合點附近自己做爬坡運動，這

個習慣是源自與丈夫生前常一起在這附近健走所養成。 

因為我會開著車到先生以前我們一起走過的地方再去走，尤其是我們都

喜歡在霧裡面，因為霧裡面特別的...情境不一樣。 (8，6-7) 

我會把車停在停車場那個地方，然後我走有一個小坡陡，大概差不多有

三十度的坡度，我會在那邊來回走，走個半個小時，然後我會提早去。 

(阿吟，8，31-32) 

 

    從阿東的日常生活作息中可以發現，在清晨公車仍未營運時段其早已要為廟

宇服務做準備(清晨先頌經、研究才能在一般活動時段為信眾服務)，而天天要走

四站公車站牌的路程，到宮廟時要再爬上一段階梯，在她緊湊的日常行程中，相

較一般人對交通工具的仰賴，以及作息安排的習慣，早已額外的行使「修身養性」

的鍛鍊。 

我都三點多就起床了，四點多差不多準備好就過四點了，那時候都沒公

車用走的，走四站車牌。 (阿東，5，31-32) 

就是要走四個公車站牌，還要爬上去廟裡大概要七十多階。 (阿東，5，

34) 

二、避免疾病與失能 

(一)控制慢性疾病與損傷 

    本研究有四位受訪者有高血壓，其中兩位額外有高血糖症狀、一位患有良性

腫瘤，雖然年齡都在七十五歲以上，但皆能透過定期回診、用藥而使疾病獲得適

當控制，在 ICIDH(WHO, 1980)分類中屬於「疾病」第一階段，對慢性疾病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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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覺並處理，而不嚴重影響日常生活，惟有需要空出時間回診時會偶爾暫停參與

平時例行活動。 

我有高血壓可是我有吃藥在控制，沒有怎麼樣，我檢查都好好的噢，我

的膽固醇噢...我們是兩百嘛，我是兩百一，這樣一點。 (阿娥，15，34-35) 

除非有事例如要去拿藥還是怎麼樣…我有高血壓，慢性的，三個月要去

拿一次(醫院拿藥)。 (阿嬌，3，12-13) 

兩年前我這邊(指胸口)，好像摸到有顆東西，去給別人(醫生)看，看了

之後他說...要追蹤，追蹤到現在還在追蹤，他說這不用開刀，如果摸到

稍微一顆東西，就趕快去看。 (阿嬌，11，7-9) 

我現在就是慢性病，我有時候血糖偏高，我去測血糖也沒有說很高，超

出一點點他就說我血糖高，就叫我吃藥，就是從以前吃到現在好幾年，

好多年了。 (阿雪，10，23-24) 

我高血壓而已，身體算不錯啦，最近說有什麼…血糖啦，血糖本來是...

現在說比較高一點點，我上個禮拜五才去抽血檢查。 (阿琴，14，24-25) 

 

阿吟本身有因慢性病變而引起的視力衰退，因此平時在家中或外出時會格外

注意有哪些生活潛藏危險;阿雪則在膝蓋部分出現關節退化現象，會影響行走能

力，兩位長輩在 ICIDH(WHO, 1980)分類中除了形成「疾病」第一階段(阿吟有甲

狀腺及黃斑部疾病;阿雪則有高血壓)外，另外因為視力與行走能力的部分損失而

屬於「損傷」第二階段，但未形成「失能」。 

因為我的眼睛兩個...一個有黃斑部病變、一個是甲狀腺的病變，沒有辦

法聚焦，所以我看字不是很清楚，即使它很大也是一樣，所以自己心裡

會害怕。 (阿吟，5，21-23) 

爬起來這隻腳就會痛，現在就是這樣爬起來這樣...你就不能走，不能走

就發現腳痛。 (阿雪，21，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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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東年輕時曾經患骨癌(發生在脊椎)，雖然經過治療逐漸痊癒，未造成致

命危險，卻也影響了阿東的行走能力，步伐會較緩慢，阿東在 ICIDH(WHO，1980)

分類中乃單純屬於第二階段「損傷」者，但這仍不影響她每天到宮廟服務的例行

活動，反而為了要感謝「神」對生命的恩賜而更為努力投入。 

發生在龍骨，有裂痕...裡面有一些細菌，就是骨癌，他們說那個都有互

相牽連，那陣子我也不知道。 (阿東，9，26-27) 

我是想說不要開刀，我就這樣...那時候要走路都不太穩，都要扶牆壁。 

(阿東，10，17) 

我的心理上是覺得有這條命都是神的，所以我不能讓神失望。 (阿東，

6，27) 

(二)學習預防意外傷害  

1.因視力衰退險釀成意外後做預防 

阿吟居住在山中而有開車習慣，在去年一次探訪子女家路途中因為視力不佳，

沒辦法及時辨認下交流道的路標指示，險些釀成車禍意外，爾後才開始對視力衰

退所造成的潛在危險有所警覺意識。 

以前是我自己開車上高速路，後來年齡大眼睛不好了...有一次過年的時

候，我看那個字...高速路上面那個字，等我看到看清楚的時候，我已經

快要過了交流道，我還差一點點趕快打方向燈要右轉，後面的車叭叭叭...

把我嚇死了。 (阿吟，5，1-4) 

 

    阿吟在外為了預防跌倒，開始學習適應視力退化的生活，例如用手取代腳先

探知階梯的高度和位置、或者利用欄杆來穩定步伐，而每天例行的健走運動若時

間點在夜晚時間較長的冬天(約早上五點)，會使用燈光輔助器材來補足視力範圍，

也能讓他人知道自己的存在，確保環境安全。 

    而阿吟自年輕時養成守紀律的習慣，在做家事(例如洗碗、爬樓曬棉被)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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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立即性，但能力衰退後即意識到應放慢節奏與調整習慣，防止快速步調生活

可能造成的潛藏意外，在 ICF 範疇中(WHO, 2002)，外部環境因素(建築、地形)

即便對阿吟獨居生活造成影響，但她都能提出相應之道來克服身體損傷與環境的

不利，而使日常活動能夠順利執行。 

剛開始的時候自己上下樓梯給我的困擾是最大，我會不知道怎麼踩，很

怕，那時候自己真的是很怕，所以我上下樓梯一定靠邊，然後扶著，即

使現在我也常常都是靠邊。 (阿吟，5，23-25) 

冬天我會戴閃閃閃的放在身上、拿在手上，因為即使我看不到人家，但

是人家看到我這個閃閃閃…然後我走有一個小坡陡，大概差不多有三十

度的坡度，我會在那邊來回走。 (阿吟，8，30-32) 

因為我性子很急想到要幹嘛就是要趕快做，沒做我就坐不下來，即使我

躺下來睡覺了，心理面還會轉一圈，想到什麼我還是一樣爬起來把它弄

好，然後再躺下去睡就很舒服。 (阿吟，7，4-6) 

這也是很不好，晚一點也沒人搶著幫你做，那也不會怎樣。 (阿吟，7，

10) 

2.爬高跌倒後做預防 

    阿雪在過年期間為了裝飾居家而爬高來做貼春聯的動作，在下凳子時卻不小

心踩空跌倒，這件意外發生之後才讓阿雪開始對爬高做家事一舉有所警覺，並後

續提出相應方法來面對「登高」一事;阿嬌也在過年打掃時，為清潔窗戶而踩椅

子爬高，在爬高過程無意識地踩空跌倒而昏迷了一陣，所幸僅產生皮肉傷而無嚴

重影響，由此得見，ICIDH(WHO, 1980)的線性過程是可能因為生活意外而越過「疾

病」初步階段直接形成後續階段的「損傷」甚或成為「障礙」、「失能」者。 

我有一次前兩年還什麼，上去過年要貼那個什麼...牆壁要貼什麼福阿什

麼...上去貼，這個凳子上去的時候很好，下來就踩空，摔過一次我就害

怕了。 (阿雪，8，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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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爬上去擦上面的窗戶，踩著椅子一腳爬上去、另一腳要爬上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暈過去還是怎麼樣，就跌倒在那裏了。 (阿嬌，5，

34-36) 

 

    阿雪基於發生過爬梯跌倒的經驗，會選擇把春聯的位子貼在自己身高所能及

的範圍，並將更換日光燈一事交由他人代勞(認識的鄰居子女);阿嬌也因為有危

險意識而使用工具來完成需要爬高的擦窗戶工作，將舊式冷氣的開關利用科技技

術優化為適合阿嬌的使用方式，兩位長輩都會運用能力所及範圍和外在資源(鄰

居、電器行老闆)來避免跌倒意外所引發的嚴重後遺症，在 ICF(WHO, 2002)範疇

中，兩位長輩都改善了做家事的方式來克服「建築」的外部環境因素影響。 

    基於兩位長輩的經驗，研究者認為應在危險發生前確認長輩居家環境的細節，

雖然無障礙空間現今已廣為宣傳，但現須轉而聚焦於生活環境中潛藏危險之處，

適時提醒長輩(尤其是爬高)，再進一步評估、改善。 

對對對，摔過一次...現在有貼啦(貼春聯)，但貼比較低一點，低一點貼

阿，貼不到就不要貼了。 (阿雪，9，12-13) 

拿一個凳子上去換，樓梯間嘛，拿個凳子上去換日光燈，我敢換，這兩

年我不敢，因為沒有人扶我，我怕沒人扶那凳子萬一摔下來不得了。 (阿

雪，9，17-18) 

對阿，只要踩凳子上去我都不大敢，因為我拜託我鄰居的小孩幫我弄。 

(阿雪，9，20) 

用嚕阿(拖把)擦就好，不敢再爬上去了。 (阿嬌，6，18-19) 

我就跟老闆說，我那個冷氣是舊式的，很少吹，夏天很熱才會吹，平常

也沒在吹，吹電風扇而已，再麻煩他幫我拆下來洗一洗，後來他想說幫

我裝一個開關，一千塊好嗎？我說好啊，才不會爬上去跌倒。 (阿嬌，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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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一、維持身體與認知功能 

    阿吟與阿嬌都會利用早晨時刻參與居家附近的運動團體，阿琴也曾參與過，

但因為遭遇女兒過世、開始擔任志工而停止，此類運動團體都存在公共空間中，

為自願組成性質，阿雪則是參加社區關懷據點所舉辦的運動團體，在日常上班時

間營運，形式較為正式。 

    阿雪平時有較個人形式的運動，是在傍晚閒餘時間與鄰居相約到公園、河堤

邊走邊聊天，或者自己一人時也會堅持在這些地方走逛約一小時;阿吟因為早期

養成運動習慣，而提早在參與團體運動前於該地點附近的坡道健走約半小時;阿

東則因為每天在清晨無公車服務時段即必須走四個站牌距離、並爬一段坡才能到

廟宇服務，而將運動融入了日常生活。 

二、避免疾病與失能 

    本研究受訪者皆在七十五歲以上，患有高血壓或同時具有高血糖者經由定期

回診、用藥皆得以獲得適當控制，除必要回診時間外，對參與日常活動的影響並

不明顯;阿吟曾因慢性疾病而導致視力衰退，較需注意平時活動範圍與步調，來

避免發生潛藏危險;阿雪因為膝蓋關節退化走路會感到疼痛而影響行動能力;阿

東在年輕時曾患脊椎疾病而使行走能力較弱，但並不影響活動參與，六位長輩在

ICIDH(WHO, 1980)分類中至多僅達到「損傷」階段。 

    阿吟因為視力衰退而可能發生的危險有：開車時會難以即時辨認路況、爬樓

梯時需要留意確認階梯的位置和高低差、冬天早晨運動時須注意光源是否充足、

以及家戶內物品擺置的潛藏危險，而阿吟都能提出相應之道來克服這些障礙。 

    阿嬌與阿雪都曾經在過年做家事時因為爬高而跌倒，雖然事後對身體健康並

無明顯影響，但自始才開始因為危險意識而改善做家事的方法，在 ICF 範疇中

(WHO, 2002)，長輩們皆能克服身體損傷與環境的不利因素來維持原有之生活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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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成功老化之經濟生活層面 

    經濟層面分為「現有資產」與「收入來源」，前者說明資產來源是來自往常

工作或家人所留等累積所得;後者則描述現今長輩供以日常生活費用開支的來源

所在。 

一、現有資產 

(一)家人所留之房產 

    阿吟的丈夫早先工作時即購入兩間房屋，為了收取較多房租而留住在地租相

對便宜的家中，另一間房屋則透過出租用來維持生活費用。 

我原來是住在○○，那○○的房子...我山上租人家比較難租，而且價錢

也比較不好，那我在○○的房子租給人家。 (阿吟，6，1-2) 

我先生退休了才搬到山上去住…剛好有人賣，然後他就貸款買了個山上

的房子，那時候便宜才兩百萬。 (阿吟，14，18-19) 

(二)雙薪家庭工作所購買之房產 

    阿雪年輕時為了照顧家庭和工作方便而搬遷到現住社區中，使得阿雪擁有兩

處房產(搬遷前後)，兩處房產是在房價可親的年代，與先生一同工作賺得而賴以

生活。 

那時候我住○○嘛…因為我先生那時候在上班，跟著交通車過來，那時

候我也在上班，就來這裡報名來這裡讀小學(小兒子)，剛好這裡有個小

房子違章建築要賣，那時候便宜我就給他搬過來這邊住。 (阿雪，1，

33-35) 

 

    阿嬌現居於年輕時與丈夫合力儲蓄所購入的房屋中，再加上丈夫工作所得留

下部分財產，得以讓阿嬌支應日常生活開銷。 

我先生他們家沒有錢可以給他，我們兩個就自己存錢，這間房子是我們

存錢一起買的。 (阿嬌，5，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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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先生以前賺給我的，有存一些自己生活不要讓小孩負擔。 (阿嬌，

17，19) 

是說有這間房子還有一些零用錢可以用，不用煩惱沒得用，錢不用煩惱，

生活可以用。 (阿嬌，17，22-23) 

 

    阿娥在數年前因兒子即將成家遷居他處，而將自身年輕時與丈夫工作合力購

得房產售出以支持子女家庭生活，自己則留部分資金換得同社區鄰近房屋自住，

阿娥是以大屋換小屋方式同時保障自身及子女的家庭生活。 

我兒子要去○○，他買一、二、三、四樓，他的錢不夠，所以我那間房

子賣給他補貼。 (阿娥，2，29-30) 

我搬過來這邊，我買比較小間的，我自己一個住這樣。 (阿娥，3，6) 

(三)自行工作所購買之房產 

    阿琴為中低收福利身分者，年輕時獨立工作購入一房屋留作自用(有二樓，

一樓為加蓋供大孫居住，亦即實有房產為一層樓)，後來有部分會提供大孫將來

成家購屋時所用的頭期款，一部分則留作生活費自用，祖孫關係在經濟拮据狀況

下更顯密切。 

天天都住，他是住三樓，我住二樓，我們那裏是老房子，原本是兩樓房，

三樓再蓋起來。 (阿琴，1，12-13) 

賣掉的時候我就跟那個大孫子說再去買一間，我幫他付頭款，貸款再讓

他自己去繳，我留一些自己用。 (阿琴，10，35-36) 

二、收入來源 

(一)子女支持 

    阿娥除了留有自身年輕工作時所得財產，女兒也會提供生活費來支應阿娥的

日常生活，平時節省使用、身體健康，即不須擔心經濟匱乏問題。 

不會，我自己有存一些，我女兒也會給我，也沒用到什麼啊，沒用什麼大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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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買衣服這樣子而已，沒有花什麼大錢，我沒有煩惱錢。 (阿娥，23，35-36) 

 

    阿嬌除了先生所留財產外，會視每位子女之家庭經濟支出狀況決定接受何者

來負擔部分生活費，下列敘述中可得知，女兒現僅支出孫子讀中學的費用，而其

他子女已經開始支出孫子之大學費用，相較之下而接受女兒提供部分日常生活費

用。 

女兒每個月六千塊給我零用錢。 (阿嬌，8，14) 

女兒生一個、兒子一人生兩個，我大兒子生兩個都男的，老二生一男一

女，女兒生一個比較小，今年要讀國中。 (阿嬌，16，24-25) 

他們都自己有小孩在讀大學(兩兒子)，所以我沒跟他們拿。 (阿嬌，8，

16) 

(二)收取租金 

    阿吟每月收取租金即可供應日常生活，雖然不需要子女額外提供卻也認為子

女有一定奉養責任，會期待每個月或在特定節日(過年)提供少額敬老金作為一種

照顧或關懷上的示意。 

對，因為他有留房子，我房子租掉了，我以租金過我的日子。 (阿吟，

5，35) 

所以我常常跟他們講，你的爸爸媽媽，老婆的爸爸媽媽，不需要你奉養，

你應該是非常的幸運了。 (阿吟，26，35-36) 

你多多少少要一千或幾百，多少由你自己訂，還是需要，不管爸爸媽媽

想法怎麼樣，我認為奉養這個還是需要，那你給我是如果說包紅包給我

過年，我多少，你的岳母也一定要多少。 (阿吟，27，3-5) 

(三)政府支持 

    阿雪的子女都居住在國外，因為本身是榮眷身分領有半退休金以及醫療補助，

所以可以在台灣自立生活，也因為體恤子女在國外生活不易而不向子女領取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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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費。 

我先生過世現在我又是榮民，我在榮總看病不要錢還有一點點半薪可以

拿，每個月一點錢買菜夠啦。 (阿雪，3，30-31) 

我從來沒拿過，我會給我從來沒拿過，因為我想小孩子在國外都很辛苦，

我夠用就好。 (阿雪，27，15-16) 

 

    阿琴為中低收福利身分可賴補助金過生活，大孫雖然已組織家庭、有工作收

入，但是因為初入社會緣故仍仰賴阿琴所提供居處來過生活(阿琴額外負責水電

費)，不過大孫在經濟上會供應阿琴部分日常支出的支持，形成隔代間對彼此的

依賴狀況。 

    阿琴除了領有政府提供中低收福利身分的固定經濟支持外，社區非營利組織

也會提供阿琴實物上的支持，來因應日常生活必要開銷。 

有啦，他有時候拿...一個月大概三千給我。 (阿琴，2，11) 

還好啦，不過一萬多元也是我自己家庭要付電費、水費...日常生活費。 

(阿琴，2，13) 

他自己也是要顧阿，有結婚有個妻子。 (阿琴，2，23) 

○○基金會都會幫我的忙，他們都會拿東西去給我，給我米還是麵之類

的。 (阿琴，2，4) 

 

    雖然阿東不便透漏自己的經濟狀況，但仍能仰賴部分政府補助金過生活，也

因為阿東日常只有簡單的用餐、水電費用，不影響她每天到宮廟服務的例行生活

(相對節省了部分居家開銷)，她也並不感到為此擔心。 

老人當然都有可以領嘛，那就不用再問了，那個都可以領。 (阿東，27，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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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一、現有資產 

    長輩現都居住在自己所屬的房屋中，有親人所留、早期與丈夫一同工作購得、

或者由自己工作得來，基本上都至少有一間房子可供居住，擁有一間以上房屋者

會出租其中一間房來供應生活費，若子女有成家需要則會賣出部分房產供以作買

房資金使用。 

二、收入來源 

    長輩們的收入來源主要有子女支持、收取房租、以及領取榮民身分退休俸(榮

眷)，若為中低收入戶者則領有政府補助金以及非營利組織所供的實物支持，大

抵上，本研究受訪者的日常生活費用皆可以上述收入作為支應。 

第五節  阿東的成功老化經驗—「有心幫助人，神自然會幫助你」 

    阿東自年輕時即受宗教寓意感召加入廟宇服務，而從清潔工作開始一路學習

到能為信眾提供收驚、寫家運服務，在她服務期間除了因為生病無法到廟裡以外，

她的服務幾乎處於全日且全年無休的狀態，基於阿東的熱心投入，神也相對在阿

東經歷負面情緒、身體不適時給她許多幫助。 

一、從服務中學習生活適應方法 

    阿東表示自己教育程度不高，卻能在訪談過程隨手書寫一段經文-「萬般罪

過難數清，總要時常口問心」，阿東自認此句對生活頗具啟發性，其意義為應時

常自我反省，是阿東入門來每日清早勤奮頌經所學得的內容，也是持守服務至今

不懈怠的戒律，認為行事道德上必須問心無愧，方能應對各層面生活上的阻礙。 

就是要守宮規，總總要守，○○公會教訓嚴格，很嚴格，什麼事情你不

能做不對，才會說你萬般什麼事情都是造業的罪過，給你數不清阿，所

以你如果什麼事情你要時常、日常，時常你這隻嘴自己和心有沒有一致？

絕對要問心無愧，你如果安心才有好福祿壽，你如果沒有這樣守，後生

當然會變貧苦就是這樣。 (阿東，24，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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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廟宇服務除了能透過誦經修行學習生活適應方法外，更能借由修行、實踐到

回饋他人的進階服務過程引導阿東親身體會助人自助的好處，在廟宇場域所謂的

「助人」是指阿東平時寫家運、收驚來讓信眾安心、提供生活指引，而「自助」

則是透過信眾的生活經驗和經文寓意的比對來調整阿東本身所習得的生活適應

法則，使不至於讓適應方法與實際情形脫節。 

大家頌經是什麼目的？給大家平安、這是我們和神一樣的心要做的，你

有這個心去貢獻、你有付出，才有得收入，有什麼事情跟我說經過，神

就會給你解救、給你解危。 (阿東，14，28-30) 

我們○○宮就是每天都在豐榮信教，都在講經給別人聽，那我每天收驚

阿、幫助別人改運，濟事就對了，這一切都沒收錢，進去研究之後就回

饋給信者總總。 (阿東，2，32-34) 

二、充實的廟宇服務生活 

    研究者詢問阿東在日常獨居生活是否會感到孤單時，發現阿東為配合宮廟生

活會將作息時間安排比一般人更早(形容上或可以稱為「時差」)，凌晨即準備出

門(約早上四點)、五點抵達宮廟後開始誦經、研究經文，到八點一般民眾活動時

段開始收驚、寫家運，啟動一天的服務生活，從白天服務到晚上、晚上回家做家

事後即休息，在家這段時間多半是為隔天生活所需來準備便當(年輕時為了能服

務到晚上)、淨身等等，生活甚為充實。 

    阿東身為效勞生，雖然未受正式教育，宮廟卻能巧妙運用寓意鼓勵其日復一

日地為他人服務奉獻，並經由研究經文來精進自己、充實生活，自年輕時即延續

到了晚年，能讓自己處於單獨的時刻更少，或者自己在家中的時刻都會處於忙碌

狀態，而減少了感到孤單的機會，對阿東來說，「神」已經陪伴了她四十餘年之

久。 

還沒天亮就在奔走啦，起來的目的就是要來○○宮，洗一洗、換一換、

準備好就是要來了，怕工作做不完，就是趕快來，目的就是這樣，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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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也沒讓我們白白浪費。 (阿東，18，6-8) 

以我本人我是算給○○公收為門學生，我就是遵守這樣，○○公很嚴格，

祂如果教你就是希望你很有成就，不教你就隨你去了。 (阿東，5，24-25)    

我誦經都不敢偷工減料，都用早上時間頌，比較晚就不能頌了，要服務，

我們的做法要有一個規矩就是了，不是說八點要上班了，你來又要頌經

又要做什麼這樣不是取巧嗎？我不是這樣做，要提早來頌經，因為入門

就是這個一定一要做。 (阿東，4，5-7) 

回去就沒時間了哪有在想什麼？就是說需要做的要趕快洗、趕快用、趕

快準備吃飯啊，就趕快想說要來休息了。 (阿東，14，28-30)  

就是歡喜說又要來廟裡了，心情每項都沒有了，都是要來廟而已，要來

服務，就是心情都不一樣了。 (阿東，20，2-3) 

三、宗教信仰給予面對疾病時的信心 

阿東談到兩次生命中的「劫數」，她表示在年輕時曾因脊椎損傷使得行動能

力受損，在正式就醫前(阿東當時還不知道身體異狀來源為何)，阿東取得神的旨

意應盡速就醫才採取行動，這項決定對一般人來說可能會盡量去適應或在認知上

將疾病合理化為正常衰退現象而延誤就醫時間，但基於信仰鼓勵而使阿東勇敢面

對疾病實相，予以處置，並在養病期間感到不適時，以信仰來緩解負面情緒。 

反之假設，若當時所抽的籤是告訴阿東身體並無大礙，會不會因此而延誤就

醫時間？無論寓意為何，阿東其實只是需要一股力量去推動她，讓她預期並相信

這樣的決定不論對身體造成的影響為何，都屬於能接受的範圍，而「神」則提供

了一個理由去決定並相信就醫的合理性。 

發生在龍骨，有裂痕...裡面有一些細菌，就是骨癌，他們說那個都有互

相牽連，那陣子我也不知道，是說和○○公請教說我怎麼一直沒辦法好

好走路？是什麼原因？就去求一支籤，那支籤說要「救敝」。 (阿東，9，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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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趕快就是了，緊急，這個病不能拖就是了，我就趕快去醫院去照...

去掃描、去住院。 (阿東，9，30-31) 

放下去熬(草藥)就跑回去床上睡，因為支持不住了，難過到晚上都不好

睡，放下去熬就睡著了不知道，那就是很厄命啊...阿不知道怎麼樣欸，

那就是「華陀再世」...一定用「天藥」...就用一碗藥端到我嘴邊來。 (阿

東，10，33-35) 

 

第二次「劫數」在約十年前發生一次昏倒事件，而讓阿東有長達兩個月時間

無法行走自如，也沒辦法到宮廟服務，阿東對此認為沒事(認為不是因為疾病而

昏倒)，而解釋為身體的「氣」都不見了，宗教信仰能幫助阿東將疾病轉化為其

感知中能接受的程度，而不至於對疾病本身感到恐懼。 

下來的時候到那裏就發生，就這樣...那時候我也不知道也看不到，那裏

面通報(到廟裡)說我現在面色很差、很嚴重，所以就趕快打救護車來，

就載去檢查根本沒什麼病，也是這樣回家去休息。 (阿東，7，22-24) 

沒事情啊，但都沒辦法走，人都軟趴趴的也沒辦法翻身怎麼有辦法走？

到八月才好一點，否則腳都像快跌倒一樣，都沒有力氣、全身都沒力氣，

因為那個氣都不見了。 (阿東，8，2-3) 

 

    在療養期間正式資源曾予以介入(居家服務員)，阿東將陌生人視為「神」早

先預料到有照顧需求而派來，方能安心接受一個陌生人來碰觸身體(當然，居服

員也要有友善的態度)，信仰因而能幫助阿東解釋未知現象，並安心接受這個未

知現象的到來。 

七十多歲就發生一次，那都和生命有牽連，是都這些神把我救回來的。 

(阿東，6，26) 

祂很早幫我安排和一個不認識的人去聽到他總總的事情去和他認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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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一張名片給我，我想說這個人很古意，就叫這個人來幫忙我，因為裡

面就是給人管外務(照顧涉及身體接觸)... (阿東，8，14-16) 

四、廟宇師兄弟到家關心與照顧 

    除了居家服務員外，阿東在宮廟的師兄弟(宮廟同儕間互稱為「師兄弟」)

也因為熟識已久而在其於家中療養期間提供陪伴與照顧，相較年輕時有手足給予

協助而如今無親屬可供支持狀況下，能由宮廟師兄弟與居服員來替補照顧工作。 

    等待回復後，阿東最希望的就是再次投入宮廟服務，來回饋神在生病期間所

給予的種種照顧，或者說外在環境對阿東發揮了正面的影響(包括師兄弟、陌生

居服員)，而陳念於這樣的感動中，使阿東更有使命應要發揮自身所長為他人服

務，將這份感動傳遞給他人。  

就是裡面我們廟寺的大家師兄弟，大家互相關心去照顧。 (阿東，3，

9) 

那時候夏天就幫我擦身體，怕我餓會幫我料理食物，但都沒辦法吃。 (阿

東，3，11) 

所以我的心理上是覺得有這條命都是神的，所以我不能讓神失望，枉費

神救我們。(阿東，6，27) 

五、體力不足而以智慧應對 

    雖然兩次「劫數」阿東都能順利度過，不過仍需面對身體衰退的事實，阿東

自年輕到現今幾乎未曾停止過廟宇服務，原先阿東會在家中準備好餐點即進行早

出晚歸的生活，更在宮廟本部與分部兩處做服務。 

    但隨著年齡增長、體力相應減弱狀況下，阿東選擇移居至原先服務宮廟的社

區(約十年前)，集中在同一處服務，並在繁忙廟宇服務的時間空出一段到廟宇鄰

近地點休憩順道覓食，而不再每天回家後忙碌準備隔天的便當，也就是說，阿東

將作息做了適當調整(把晚上的備餐時間安排成白天到外吃午餐、休息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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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延續了處於活動狀態的時間，進入老年生活生成相應彈性，是阿東因應老年

生活的一大智慧。 

早上那個時間後來都有分配，分配在那裏寫家運服務，如果不是換我服

務的時間我會去休息，休息完下午再來服務。 (阿東，12，25-27) 

我都坐車出來，我不會回家，因為我會利用那段時間才可以休息一下，

否則都三個多小時沒睡，要支持到這麼晚，這樣都不夠眠也支持不住，

下午還要服務阿。 (阿東，12，35-36) 

因為現在比較多歲以來這樣...是說跑這麼遠、頌經頌到好又爬這麼高...

到那時間來就累了，就去休息一下不然會支持不住，如果以前年輕就不

同了，我就跟你說便當揹著就到晚了，阿晚上回去...那時候會寫家運、

會服務裡面收驚做什麼，我晚上有時候出來如果比較少工作(會額外到

宮廟分部幫忙)… (阿東，13，19-22) 

六、信仰幫助面對未知的將來 

    阿東的老年生活已經長成很大程度的彈性，而步入八十餘歲的「第四齡」時，

基於阿東在宗教活動投入多年的努力，「神」更賦予自己一個信仰上的階級別號，

除了在自我認定上能貼近神祉境界，也是對更長年老年生活的未知性投入一心理

保護因子，這個未知性可能是來自年齡增長伴隨的健康衰退，而使阿東更為安適

面臨周遭生活即將發生的變化。 

服務到現在已經有四十五年了，那時候三十多歲去的，現在就老了嘛，

那不久之前○○公親身給我叫一個名。 (阿東，3，8-9) 

那叫出那個名字會想說是要做什麼用？我就請教，請教就是說○○公要

正式認我作門學生，學生，不是只有廟認而已，這是天庭○○公認的，

所以這個名字就又不同了。 (阿東，3，14-16) 

 

    對阿東而言，廟宇即如同學校一般，從做打掃到為服務信眾的過程，她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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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像讀書一樣，從幼稚園、國小、初中…」，雖然未受正式教育，卻能藉由

每天讀誦經文與為信眾解惑的雙向回饋成果來反覆省思，並調整自己的生活原則，

也為了配合廟宇服務生活而每天從大清早即起床準備，到廟宇一路服務到晚上，

經歷了近五十年的修練與充實生活，對一般人而言，能如此日以繼夜地從事一項

自己所熱衷的工作是顯得多麼難能可貴？ 

    因為阿東的努力投入，信仰也在她面臨疾病關頭時，給予她信心去面對未知

的治療結果並克服身體不適所需承擔的憂慮情緒，除此之外，廟宇的師兄弟也陪

伴並支持著阿東度過這些艱難時日。 

    感念於信仰一路來對她的相挺，阿東即便如今年老衰弱仍會盡力在自己體力

所能範圍來延續自己的付出，畢竟，若過於勞累而病倒了，就沒辦法再為神來效

勞，這是阿東最不希望發生的事，但是，神也告訴她別擔心「將來」的事，神已

預先在天庭賦予阿東「門學生」的別號，修練成果將化作每位世人對彼此的一份

關愛而得以永存於世間。 

第六節  阿吟的成功老化經驗—「試著一個人…過得也要像個樣吧」 

    阿吟自認是樂觀的人，但在數年前因為丈夫去世、子女也離開身邊而讓自己

陷入一段處於喪偶的憂鬱和子女離家的失落情緒，但是為了照顧好自己，她嘗試

去處理自己的情緒、到社區關懷據點報名課程並擔任志工、參與運動團體，而後

逐漸找到了她新的人生定位。 

一、子女是生命的牽絆 

    阿吟為喪偶一事憂鬱了近兩年之久，她原本認為先生已不在世上、子女生活

也不須付出照顧而感到無用感，看待事情會抱持負面態度，消磨了其原本自認樂

觀的個性，甚至曾經萌生輕生的念頭。 

    但在這段期間得以讓阿吟維持生命意志者，除了傾聽她心聲的牧師外，子女

更扮演阿吟與這世界連結的一個重要角色，阿吟認為若自己離開世上，子女會自

責未盡到照顧責任而產生與自己曾有過同樣的境遇(決定不讓先生持續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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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責)，阿吟自此從習慣「付出」轉而習慣「接受」，好好照顧自己就是對子女

付出關愛。 

我曾經問過牧師我如果說我走，我會不會在天堂上跟他相會？我曾經問

過這個話，因為我曾經有想過我活到這樣我夠了，我不必要再...我的孩

子也不需要我照顧了，後來我想，不對…我跟我先生走我自己很開心，

我去找我先生阿，可是變成我會留給孩子什麼？因為他們會覺得他們一

定是沒有關心到媽媽。 (阿吟，20，11-14) 

因為他們真的是很愛媽媽、很愛爸爸，這樣的話真的是不公平，我不能

讓他們揹負一個「不孝」的名稱。 (阿吟，20，17-18) 

二、醫師幫助走出自責 

    在情緒低落期間除了妥善照顧自己以外，阿吟仍持續回到醫院找當事人(丈

夫的醫師)談論自己面對丈夫過世當下的自責感，阿吟丈夫在生病期間曾更換過

兩位主治醫師，在 Emanuel & Emanuel(1992)所分類的醫病關係中，阿吟丈夫的

前任醫師是較為權威式者(The Paternalistic Model)，醫師會使用專業技能評

估並鼓勵病人選用醫師認為最好的處遇方式，較不強調要去了解病人所想要的是

什麼(包括阿吟當下為丈夫抉擇醫療方式的兩難)，雖然醫師不是治療阿吟本人，

但在爾後對阿吟的自責心情上會有負面影響。 

我就跟那以前那醫生講這不是等死一樣嗎？他說那不然妳要怎樣？開

玩笑我要知道怎樣我還來看你嗎!？我還來請教你醫生嗎？所以對那醫

生我心裡面不太... (阿吟，22，9-10) 

我們覺得不好所以我先生那時候才換另一個醫生，那醫生也不曉得怎麼

講就是你來我給你看，看完就走也沒什麼談的。 (阿吟，21，32-34) 

 

    後來的主治醫師則較偏向告知式(The Informative Model)，醫師會提供病

患所有可能的醫療處遇方式及相關訊息，讓病人選擇最接近自己理想的方式去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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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這位醫師除了告知阿吟所有可能的選擇之外，也很願意去傾聽病人(阿吟與

丈夫)的想法，並誠實的告訴阿吟自己在醫療抉擇當下所難之處，嘗試去同理阿

吟的境遇，而讓阿吟作為當事人在丈夫死後有所傾訴機會，在丈夫病危到阿吟逐

漸釋懷這段期間，該位醫師同時處遇了兩位「病人」在生理與心理上的疑難。 

他說所有的藥都有副作用，他只是在選哪一樣對你的比較好，哪一樣對

你比較不好，他說當他在做這個抉擇的時候，他也很痛苦，他對病人他

也很痛苦，這醫生真的是講得很誠懇。 (阿吟，21，20-22) 

他倒是有給我一個他的專線的電話，他說妳有想不通的、還有疑問的可

以打這個電話給我，妳不必要來掛號，我反而自己覺得不好意思，我很

感謝，他講了很多讓我...我才走出來。 (阿吟，22，2-4) 

三、適時安排生活作為轉機 

自從家管工作「退休」、陪伴生活的丈夫過世後，得以活在世上最大的理由

就是好好照顧自己來代替對對子女的關愛，阿吟希望不造成子女負擔，盡量維持

獨立生活而開始為自己選擇適當活動投入，來適應獨居生活。 

這裡談到「獨立生活」其實有些為他人而活的消極意味，對阿吟本身而言，

她還有能力可以為他人付出、貢獻，只是此時仍未找到一個更能賦予意義性的生

活。 

那我不想讓他們...成他們的負擔(子女)，我自己要好好照顧自己，所以

這樣，以前是先生還在，那先生已經走了這是沒法子的事，他也不是很

願意走，但是沒辦法...已經走了就走了吧，那就是試著一個人...過得也

要像個樣吧。 (阿吟，2，23-25) 

四、擔任志工而找到生活重心 

    自從到關懷據點參加活動，而進一步擔任志工後，阿吟體悟到志願服務對各

生活層面的幫助，包括在參與過程能認識新朋友、學習新知識，並以服務他人的

付出成果作為成就來源，而增強了對自己的自信心，替代了原先只鎖定在家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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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管工作，在社區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命定位。 

我這麼大年齡他還願意讓我來幫忙，我覺得很開心我很感謝他們讓我認

識很多朋友，讓我也滋長了很多，很多我不知道的我現在也都知道，慢

慢能夠體會到真的是很好。 (阿吟，24，1-3) 

我算是很健康的，而且我還能夠付出，我做得也很開心然後他們也願意

讓我服務。 (阿吟，24，8-9) 

五、服務即學習 

從長年家管轉而投入志工工作後，服務範圍也從原先僅圍繞在家人身邊橫跨

到與一群不同性格的老年人相處，對未曾投入社會服務的阿吟而言，走出家門與

他人接觸才有機會將生活視野放寬，學習他人的優點並審視缺點不去效仿，除了

增強團體適應能力外，也能從中擷取不同老年人的生活智慧，選擇適合自己的模

型並參考來過生活。 

我覺得我們老人家也是應該要這樣子，多看然後多接觸，你的眼光才會

放遠，心胸才會放寬，一天到晚自己在家裡面所接觸的就是三姑六婆，

你的想法也僅僅是這樣子，包括你的生活會過得很狹窄。 (阿吟，25，

2-4) 

多接觸有好有壞，當然接觸你會看嘛，有很多人有很多樣，這樣你看得

好的你學下來，看得不好你不要像他那樣，對我們也是教育不是嗎？ 

(阿吟，25，6-7) 

六、在山上生活並不孤單 

    阿吟住在山中也有很特別的生活智慧，除了平時使用電話外，阿吟更懂得透

過網路工具和孩子用視訊方式面對面溝通，並加強頻率來確保獨居人身安全，這

對不同世代老年人而言是一項值得參考的方法。 

    除了和子女聯繫之外，阿吟也和鄰居保持良好關係，而以交換電話方式來以

備不時之需，鄰居的優勢在於可提供緊急狀況的就近協助(尤其在地廣人稀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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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能搭配子女每天對生活狀況的了解，有進一步需要時即可通報請鄰居前

來幫忙。 

因為我自己會曉得如果一個人的話那真的是...哪一天膈屁了等到隔壁

聞到味道那不就是...急死人了對不對，而且孩子也是幾乎每天都會電話

或是跟我視訊。 (阿吟，6，23-25) 

我電話如果說沒有回的話他們就會很急(子女)，隔壁電話我也有留給他。 

(阿吟，6，27-28) 

七、在體能狀況允許下保持運動、做家事 

    阿吟早期常和丈夫一起在山中健走而養成運動的習慣，接近八十歲的年頭，

阿吟已經有體能衰退的明顯感受，會偶爾減少運動量來作為調適，但仍堅持保持

運動習慣來維持體能健康。 

平常我每天我會走十趟，但是從英國回來以後我走十趟我覺得累，會喘，

然後會累，然後就減成八趟，就沒事，就比較好，就減了兩趟。 (阿吟，

13，27-28) 

規律的生活還是要，運動還是要。 (阿吟，13，31-32) 

 

    阿吟自擔任家管時即保持著快速的生活步調，但對身體活動能力衰退的覺知

而使阿吟在做家事時(例如清洗被單、居家打掃)會嘗試調整節奏，以讓自己感受

舒適的程度去執行就好。 

年齡大了...你差一年很久欸，差很大，不是像你們年輕人差個一兩年根

本沒什麼感覺，老年人是...我是自己到了七十歲的時候覺得還好，到了

七十五歲我就覺得有很多地方覺得會累。 (阿吟，12，19-22) 

所以我就不會說那麼勤快去...因為我有朋友或者是親戚到我家睡，過夜

的話他們走了我一定會把床單、被套、枕頭套洗一洗、拿上去曬，然後

再歸回箱子裡。 (阿吟，12，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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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我就是慢慢來吧，不是那麼急的，今天才開始好天，本來想今天拿

去我想算了，今天懶懶的，因為我已經吸塵器家裡已經吸一遍了，我覺

得懶懶的算了，就改天吧。 (阿吟，12，29-31) 

八、視力衰退與交通工具使用間的平衡 

    關於出門在外的生活智慧，阿吟雖然仍堅持開車來維持從山中到平地通勤的

便利性，但經歷過因為視力退化而險些釀成車禍意外的危險意識下，必須開始衡

量取捨，嘗試調整開車的時機(白天)和範圍(只開熟悉的道路、不上高速公路)，

若要到遠地探望子女則選擇轉搭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我眼睛不好自己要注意晚上不開車，我晚上幾乎都不出門了。 (阿吟，

11，1) 

不熟悉的路我不走，因為我還要一邊開車還要看指標、看路的名稱嘛，

我會很累。 (阿吟，33，21-22) 

後來發覺因為現在我都是坐車，也很方便啊，坐捷運然後捷運出來就有

啦，然後到他們(兒子家)那邊就下啦，半個小時就下車了，下車走到他

家五分鐘，我又半票，超好的。 (阿吟，5，14-16) 

九、穩固經濟生活給予安全感 

阿吟兒時出生於大陸的富裕家庭，受到良好照顧，但仍經歷過一段遷移的貧

困生活，有過兩種經濟境遇過往，讓阿吟認知到生活基礎必須建立在足夠的經濟

支持上，而現今能在山中獨立生活並為他人服務背後，是仰賴丈夫所留兩房的支

持才能讓阿吟對基本生活無所後顧之憂。 

因為我們家是個大家族，我的爺爺田地很多，算是蠻有錢的，那我們家

也請了長工很多，生活算是很不錯的…我們到台灣來的話我們沒有帶什

麼東西，沒有帶值錢的東西，沒有帶錢來，只是來看看爸爸，沒有想不

會回去阿，還想會再回去的，哪曉得就回不去了?回不去以後就靠爸爸

的一份薪水，以前也沒有健保，生病花了很多錢。 (阿吟，27，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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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本也是很重要，沒有老本你其他都...談都不敢談，你的生活就有問題

了，你靠這三千五根本不夠。 (阿吟，30，16-17) 

十、以信仰來面對臨終議題 

    即便阿吟已經規劃好將來的生活，但老年還是存有未知性，關於這個「未知

性」，會讓阿吟想到在天堂時時惦念的丈夫、父母親，而使阿吟在近年投入宗教

信仰，透過信仰對於臨終議題的解釋，能讓她更為貼近已逝的親人，或說是與已

逝者產生連結，而賦予自己一個在世界上的定位，不至於感到恐懼與孤單。 

我的兄弟他們到國外唸書然後留在國外，我們去看他，爸爸媽媽去看他，

後來都信了基督徒，那我念書中學是天主教學校，跟耶穌接觸就很好，

後來等到...我是最近這幾年才信仰變成教徒的。 (阿吟，28，19-21) 

我的先生、我的公公、我的婆婆從小他們就是信仰耶穌。 (阿吟，28，

35) 

會很難過、會心疼、會捨不得，這是每個人都會的，因為你的親人嘛，

可是你想他是到耶穌那邊，我們將來也要到那邊跟祂聚會嘛，那也就沒

什麼了。 (阿吟，29，17-18) 

     

    阿吟曾一度不抱對生命的期待，想著孩子都不需要媽媽了、爸爸媽媽、先生

也都走了，留下的是她孤單一個人，但是讓阿吟賴以為生的卻也是「媽媽」的名

字，想到年輕時與孩子的美好回憶，即讓阿吟體悟不能如此自私只為自己著想，

孩子雖然在父母眼中多大了都是個孩子，但她能為孩子付出的就是好好照顧自己，

才開始嘗試為自己心中的傷來療癒。 

    阿吟心中最大的包袱是自己未能為丈夫生前做最好的醫療決定，而幫助她走

出這份自責感的就是丈夫當時的主治醫生，醫生告訴阿吟自己當時所作抉擇與感

受，並願意無償傾聽她心聲的過程，這份誠意始讓阿吟放下心中的石頭，願意走

出心門與家門，與人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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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阿吟為了出國與子女見面而到關懷據點報名英文課，後來因為人力需

求關係讓她學習從家庭主婦轉而成為服務他人的志工，找到了新的生活重心，也

藉由服務過程常接觸不同老年人關係，阿吟重新學到家庭內所未教過她的事，更

體悟到原來她就算一個人生活也可以活得很精彩。 

    但在山上獨居的生活經驗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阿吟想到要避免可能發生的危

險，就應該時時讓身邊人了解自己的生活狀況，所以平時會和鄰居保持良好關係

並交換電話而在意外發生當下能互相支應，為了維持獨立生活，也會養成運動習

慣，但要適時衡量自己的體力來進行，因為視力不佳的關係，阿吟在做家事時會

放慢步調、開車則要選擇適合時段和路段來避免發生意外。 

    阿吟能在山上和平地間行動、參與服務無阻部分是賴於丈夫所留下的資產和

汽車，讓她過著充實的生活，直到天堂門將近，丈夫仍留著孩子、房子、還有種

種回憶給阿吟，也在天堂門口等著迎接她，即讓阿吟感到在這世上並不孤單而且

是幸福的。 

第七節  阿雪的成功老化經驗—「小孩他們快樂我們做父母的就快樂」 

    阿雪因為丈夫過世、子女搬遷國外而獨居，在退休後，她表示為了「不要給

小孩負擔」而嘗試邀請鄰居和姊妹到關懷據點參加活動、擔任志工，並克服她的

退化性關節炎來維持獨立生活，而後因為她在關懷據點的付出，而在一次膽結石

疼痛突發時，志工夥伴們能及時地提供她必要的協助。 

一、子女陪伴度過憂鬱 

在丈夫去世後，已遷移到國外的子女暫時有過一段時間回國陪伴阿雪，來舒

緩阿雪甫面臨獨居和喪偶雙重帶來的孤獨感和負面情緒，等待阿雪參與社區活動

後即回國照顧自己組織的家庭，子女在阿雪剛成為獨居老人這段期間扮演了減緩

衝擊的角色。 

本來就我一個人在住，後來我老大在國外對不對，他就把那邊工作辭掉

回來陪我三年，三年之後他那邊總是有家，又回去國外這樣。 (阿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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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二、更年老時的生活準備 

    雖然兒子曾邀約阿雪到國外一同居住並接受照顧，但考量到自己有榮眷身分

能提領部分生活收入(丈夫的退休金)，以及醫療費用(榮眷就醫補助)上的支出，

另方面在國外生活對阿雪而言也必須重新適應，所以希望留在國內接受丈夫所留

足夠的生活收入，如此支持著阿雪的獨立生活。 

我小孩是一直過去住但是我不行，因為國外總是不是我們住的地方，因

為第一個英文我不懂，那現在年紀也大了，在國外看病也貴，我先生過

世現在我又是榮民，我在榮總看病不要錢還有一點點半薪可以拿，每個

月一點錢買菜夠啦。 (阿雪，3，28-31) 

 

    阿雪有一定經濟能力供自己在更老年時維持獨立生活，而傾向不依賴子女，

選擇在國內生活並安排他人來照顧自己，雖然無法預測阿雪的子女會否在阿雪更

年老時返國提供照顧(如同丈夫剛過世時，小兒子即回國了一段時間)，但仍能得

知阿雪對獨立生活(同時也是不希望對子女造成負擔)的堅持態度，這樣的態度其

實也是阿雪對子女付出關愛的一種方式，她尊重子女到國外發展事業的想望，但

偶爾想到朋友們身邊都有子女，而自己卻獨守空屋的情境還是會感到無奈。 

我是有想過...想說去養老院比較好一點，像公家的養老院阿，健健康康，

真正很老的時候去那邊，因為一個人嘛，去那邊吃住在那邊，有幫我們

管理阿什麼，有病他會帶我們去看。 (阿雪，29，5-7) 

她說妳這樣子小孩都不在身邊...講那些有的沒有的，有時候聽了心裡會

難過啦。 (阿雪，18，16) 

現在台灣工作也不是很好找欸...我講這個話對不對？他在那邊能生存

就讓他繼續在那邊嘛。 (阿雪，18，20-21) 

三、克服膝關節退化對生活造成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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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在國內過老年獨居生活的阿雪，也學著如何照顧八十餘歲的自己，阿雪

現患有退化性關節炎，會侷限阿雪部分的行動能力，例如在站立、爬高的時候會

容易感到疼痛，所以會盡量減少爬樓梯對膝關節造成磨損，而將居家生活圈集中

在一個層樓，把平時更換的衣服放置在一樓空間，而為了延續行動能力也會盡量

延緩需要開刀治療的時間。 

自己感覺坐車子上來...好像說你現在坐公車對不對，坐得很遠啊要下車

對不對，要下車你就...起來一下腳就痛到不行，要站一下子才開始能走

路，發現腳不行啦。 (阿雪，21，14-16) 

盡量上上下下盡量不要爬，因為走平路沒有關係，是我自己感覺是這樣，

自己保養自己。 (阿雪，22，3-4) 

我拿幾件在沙發那邊噢...放在旁邊，有時候有一件薄一點、一件厚一點，

有時候天氣涼就穿外套出去…我還是會上去，但是不要說一天上上下下

這樣。 (阿雪，22，9-11) 

 

    面對退化性關節炎在選擇開刀根治或持續適應的處遇抉擇上，阿雪會傾向利

用現有醫療技術(打玻尿酸止痛)來維持行動能力，以讓獨居生活更便利為優先考

量，直到現有技術失效時才考慮開刀。 

    選擇不開刀治療主要是因為需要術後復健，會有一段時間需要由他人照顧生

活起居，而阿雪希望由較親近的子女來提供隨時的照顧協助，但理想上並沒辦法，

所以阿雪會選擇盡量適應現狀。 

我現在打玻尿酸不痛(關節炎)，假使玻尿酸打沒有用痛就是要開。 (阿

雪，21，27) 

開刀是說因為第一個我小孩不在國內，那開刀你一個老年人回來復健怎

麼辦？腳要彎、要弄，一個人上上下下這樣，哪有那麼容易，最起碼要

幾個月才能好啊，盡量不開我就不開。 (阿雪，21，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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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擔任志工的充實生活 

阿雪的生活並不全然是嘗試在被動的「適應」，雖然喪偶一事至今仍然讓阿

雪感到情緒低落、子女也都不在身邊，但阿雪在七十歲退休後(丈夫先過世)會適

時為自己安排活動，時逢社區關懷據點開辦，阿雪即與住在附近的鄰居、姊妹一

同相約到據點參加活動、擔任志工，走出家門排解自己在家面對舊景的孤單和憂

鬱感，並以此充實生活。 

在活動的時候都沒想，回到家就想，哈哈，回到家一個人空空靜靜就又

是...坐起來沒事就會想阿，都會啦，人都有感情嘛對不對？ (阿雪，8，

27-28) 

阿都這樣啊，老房子就是這樣，東西也沒變，是人沒有了，本來就是這

樣的。 (阿雪，8，30) 

當志工一方面交朋友嘛，大家認識阿，一方面可以幫人家服務嘛，這不

是很好嗎？ (阿雪，13，32) 

五、志工同儕的緊急協助 

    阿雪在關懷據點認識許多志工夥伴，在阿雪一次因為慢性疾病累積引發疼痛

感(膽結石)而險些失去意識時，在家即能受到關懷據點夥伴及時的協助，包括送

醫、到後續提供住院時的照顧和陪伴。 

    姊姊也在阿雪發生意外時扮演關鍵腳色，阿雪平時有和姊姊保持連絡的習慣，

因此，在自己出現突發狀況時能及時讓姊姊知道，再透過間接方式(姊姊知道情

況後通知關懷據點夥伴)讓阿雪得以在緊急時間內獲得協助，關懷據點夥伴與姊

姊在這次突發事件中，成為了阿雪的「緊急救援系統」。  

因為我有一次是膽結石我不知道，發生的時候痛到不能走路，打電話她

們就到我家來把我送到陽明醫院去，一次就說膽結石很危險，跟那個胰

臟接連都發炎，那就住院住八天。 (阿雪，5，23-25) 

我姊姊打電話給我，我已經在地下不能動了，我跟我姊姊說我人很不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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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我姊就打電話給她們講，她們馬上過去，他們是這樣子的。 (阿雪，

6，3-4) 

他們裡面辦公室那個，跟我們隔壁那個，他們叫計程車給我送到醫院去

的。 (阿雪，5，35-36) 

也是在這很多同學經常去照顧、看啦。 (阿雪，5，28) 

 

    阿雪曾因為未在丈夫面臨意外當下提供協助感到自責，也在丈夫過世後成為

了獨居老人，在這期間住在國外的孩子曾經回來陪伴阿雪度過這段經歷失去的日

子，直到阿雪和鄰居邀約參加關懷據點活動而逐漸適應後才回國。 

    孩子雖然曾經邀請阿雪到國外一起住，但考量自己有榮眷身分可以減輕子女

負擔，加上國外人生地不熟、開銷又大，而不做此決定，阿雪其實心裡也很矛盾，

因為身邊朋友總是會問阿雪為什麼不讓孩子待在身邊？但是為了成全子女的事

業發展，阿雪可以以子女為重，自己在台灣好好過生活。 

    年邁的阿雪因為有退化性關節炎所以平時會避免爬梯動作來減少關節磨損，

雖然開刀可以獲得根治，但是會有一段時間需要由別人提供照顧，所以阿雪選擇

半年注射一次玻尿酸來減少疼痛感，直到無法抵禦疼痛感才決定進行手術，以維

持生活獨立性。 

    但阿雪很幸運身旁有鄰居、志工夥伴和姊姊可以在需要的時候幫助她，在阿

雪因為膽結石疼痛而危急當下，能打電話給姊姊，請她通知關懷據點的夥伴幫忙

送醫而及時獲救，在住院期間，這些親友也會到醫院慰問她，直到阿雪能夠再度

回到據點服務，這些「寶物」是在阿雪表示擔任志工是「打發這個時間」過程中

不知不覺中所得來的。 

第八節  阿娥的成功老化經驗—「咱對人好，人家就對咱好」 

    阿娥雖然曾因為丈夫與兒子相繼過世而經歷了一段悲傷過往，但她很善於調

適自己的生活，她在退休成為獨居老人後會自己到廟宇找尋志工服務機會，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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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社工邀請阿娥到關懷據點做志工時，一聲答應「好」即到關懷據點報到，更

在據點需要人力時，介紹了她的鄰居好友來幫忙，而扮演了社區中媒合他人服務

的「橋梁」角色，至今，關懷據點、鄰里、廟宇都能發現阿娥在這些地方「趴趴

走」的身影，在本研究受訪者中，阿娥是屬於非常活躍的長輩，她也自認很勇敢，

喜歡「說走就走」，研究者好奇她的「勇氣」來源為何？能在社區中結交這麼多

好朋友而保持活躍的秘訣為何？值得我們從探討她生活經驗的過程中來學習並

參考。 

一、正向靈性對廟宇服務的媒合 

    看護工作生涯結束後，阿娥嘗試要將獨居生活過得精采。 

    阿娥在一次搭乘公車途中偶然得知鄰市有間規模龐大且漂亮的宮廟，雖然當

時阿娥並未確認是否屬實，仍鼓起勇氣嘗試按照簡單的線索來找尋，而找到之後

深受宮廟的自然環境著迷，阿娥形容即如同「仙境」一般，而決定在此參與人生

首次的志工服務，阿娥在鄰居之間其實能知道很多宮廟服務訊息，但選擇在遠處

服務的原因主要是該宮廟的「清幽」，而能在這理想的環境中做服務，充實老年

生活。 

因為我們想一想，像人家說的噢...○○有一間廟，很大間噢，我就聽到，

很大間噢，很漂亮噢，我就自己一個背包背著，我自己一個去。 (阿娥，

11，10-11) 

我是去那裏拜拜之後四處風景看一看很清幽，我說我要來這裡服務，問

他們這裡有沒有幫忙切菜，他們就叫我來這...你如果去宮廟噢，那就是

神，你就去那裏拜拜，旁邊上去現在又買一片地四千萬，現在要種櫻花，

在旁邊，很漂亮噢... (阿娥，12，22-25) 

二、鄰里生活中學得與他人相處之道 

    訪談過程問道阿娥在社區內能結識這麼多好友的秘訣為何，阿娥即分享鄰居

的負面生活案例，她體悟到應調整自己看待他人與自身的態度，以及「咱對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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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就對咱好」，先有付出而後能收入的道理，並懂得適時觀察、依不同人的性

格來調整相處模式，這也是阿娥在多年的豐富社會生活中，能結識不同朋友並扮

演關係「橋樑」的關鍵。 

這點你要記得，你孤僻嘛、孤瘩嘛，你看他不順眼、看他也不順眼，別

人會看你順眼嗎？那個會看你順眼嗎？你看別人都不順眼了別人會看

你順眼嗎？這樣自己心情就不快樂了，對吧？ (阿娥，27，27-29) 

大家在一起你就會知道這個人是什麼個性，你就針對這個人的個性去說，

我有很多朋友啊，這個人的個性、那個人的個性，你不能都說一樣，不

一樣噢。 (阿娥，27，33-34) 

我們古早人都說「知性就好同機」，知道這個人的個性就大家好在一起

的意思。 (阿娥，28，8) 

     

    阿娥自認「我自己很勇敢噢」，在親人去世、也從看護工作退休後，將悲傷

轉化為力量，到社區中尋覓有哪些地方可以讓自己貢獻所長，所以在一次搭公車

途中聽聞有間大而且漂亮的廟可以參觀，阿娥並不多想隨即出發找尋，而這間在

鄰市的宮廟也如阿娥所期待像「仙境」般美妙，當下隨即報名加入志工行列，這

是阿娥的「尋寶」過程，她將勇氣付出了實踐。 

    關於勇氣的來源，阿娥除了認為是「練出來」的以外，也讓阿娥想起小時候

「我六歲我爸爸就去日本了，我是都阿公教我的，什麼事情阿公都把我教得好好

的」，雖然父親因為戰爭時期必須離開身邊，但阿娥的祖父適時補足了阿娥快樂

的童年，而給予了她對這世界保有一份信心，即使經過了七十餘年，阿娥仍如孩

童般對周遭瞪大著眼睛好奇張望，在 Eri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視角中

(Erikson, Erikson, & Kivnick, 1986)，阿娥所憶及的嬰兒期(Infant)、幼兒

期(Early Childhood)、學前期(Play Age)分別涉及其對周遭世界抱持信任、自

主意志、以及主動性的發展，對應阿娥童年的良好生活經驗而言，恰巧妙的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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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且樂觀的性格有所搭配。 

    除了勇敢外，阿娥能在鄰居、關懷據點、廟宇如此活躍的秘訣也在於與人相

處圓融的特質，她透過「孤僻又孤瘩」的鄰居來告訴研究者，在心裡應抱持對他

人友善的眼光、與不同人相處也要適時調整相處模式、為他人貢獻即能有所回報

的道理，這八十餘年的人生體悟值得我們作為晚生來參考、學習。 

第九節  阿嬌的成功老化經驗—「像在牽妹妹咧，我都會幫別人忙」 

    阿嬌在丈夫過世後成為了獨居老人，而開始走出家戶到關懷據點、鄰間參與

社區活動，身為鄰長的她，平時會帶著健康狀況欠佳的鄰居一起幫忙在社區內維

持清潔工作，也因為和鄰居們彼此熟絡而常在下午時間和大家約在大樓下聊天，

除了有豐富的社交生活外，也因為她樂於幫助鄰居、投入關懷據點志工服務關係，

鄰居和據點志工夥伴也在她看醫生、不小心跌倒等需要協助的時候反過來幫助了

自己。 

一、依收入狀況選擇社會參與活動 

    阿嬌早先在丈夫去世後即缺少了一項經濟收入來源(以前生活主要仰賴自己

和先生的工作收入)，後來為了減少子女經濟支持的負擔而對參與的活動類型有

所選擇，例如早期丈夫會帶阿嬌出國旅遊，但現在生活開支除日常花費外，阿嬌

只會選擇參與關懷據點志工和鄰間運動團體等少量規費支出的活動。 

所以我現在不想旅行了，現在有錢也不想旅遊，因為年紀大，休息了，

不用旅遊了啦，我小孩也常找我去旅遊，我都不要。 (阿嬌，8，6-7) 

不用花錢啦，先生不在沒人賺錢，就不想花錢了(笑)。 (阿嬌，8，9) 

上課那邊繳一千塊，沒休息就還妳…禮拜二去讀書那裡，活動上比較沒

什麼費用啦，只有一千塊，還有我每天跳舞那裡，一個月要放一百塊。 

(阿嬌，17，25-26) 

二、穩固經濟生活能給予安全感 

    阿嬌擁有早年和丈夫工作所留房產以及部分子女經濟支持，讓阿嬌無須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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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支出問題。 

從我先生以前賺給我的，有存一些自己生活不要讓小孩負擔。 (阿嬌，

17，19) 

是說有這間房子還有一些零用錢可以用，不用煩惱沒得用，錢不用煩惱，

生活可以用。 (阿嬌，17，22-23) 

三、擔任志工的充實生活 

    因為鄰居邀請的關係，讓阿嬌有機會安排多樣活動(包括參與志願服務、關

懷據點活動等等)，來減少感到孤單的機會，特別能補充喪偶後所損失的家庭關

係，而有些社區活動只要出席次數足夠即可拿到全勤獎金，這對阿嬌來說有兩種

好處，第一是她可借此督促自己在固定時間參與活動，第二，對有節儉習慣的阿

嬌而言，她能另外將獎金分配作其他活動使用，不過阿嬌更出於一片好意將獎金

回饋給關懷據點，得以讓所有老年人受惠於她的熱心貢獻。 

每個禮拜來這裡是想說這裡很有趣，大家來很像學生在讀書，來這裡看

看比較不會住在家裡覺得孤單。 (阿嬌，4，18-19) 

結束之後，他們又給我獎金，叫做...我沒有休息(全勤獎)，所以把獎金

給我，這筆獎金我再捐出去，捐出去支助他們活動上給我們吃東西，我

們也不希望給主辦的人常常花錢。 (阿嬌，1，20-22) 

四、鄰居對生活安全的幫助 

    阿嬌曾在過年期間因為爬高擦門窗玻璃而跌倒，雖然一度昏倒卻所幸能立即

清醒，僅造成輕微皮外傷，而從她將這起意外事件告知鄰居的過程可見，鄰里關

係是意外發生時的一道安全措施，因為阿嬌平時在鄰里聚會(大樓樓下)前就會和

鄰居用電話聯絡，互相提醒對方出席，這樣提醒的好處在於能確認彼此平時的行

蹤(若阿嬌跌倒影響嚴重，鄰居都能知道)，或在立即需要時就近提供協助。 

我後來和鄰居說，他們也打趣說，如果妳沒醒來也沒人知道，她會想說

妳怎麼沒來聊天，是因為去找兒子還是怎麼樣，我如果回去會跟他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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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說，我現在三點半沒有要聊天，我要回去兒子那邊。 (阿嬌，6，24-27) 

五、鄰居陪同就醫、舒緩情緒 

    阿嬌現有良性腫瘤在身，雖然疾病本身不影響日常生活，但對疑似「癌症」

的認知總是讓阿嬌在心底感到惶恐，而阿嬌的鄰居朋友能幫助她的，就是在阿嬌

固定回診檢查時提供陪伴支持而能分擔她當下焦慮的情緒，借由阿嬌也會幫忙他

人的經驗得知，鄰居朋友彼此間平時總能提供不同形式的互惠協助，就是阿嬌所

謂的「互相啦」。 

大家都想這個癌症啦，沒想什麼，十八、九歲就會想了，又不是只有我，

如果遇到大家都會想到這個癌症。 (阿嬌，12，7-8) 

比較好的我有時候會說又遇到要來追蹤了，她也知道我要來追蹤「奶奶」

了，她問說要和妳去嗎？我說不用自己去就好了，有時候朋友也會和我

一起去，互相啦。 (阿嬌，12，12-14) 

比較勤奮點我就會牽她一起去(身體狀況欠佳的鄰居)，說走我們一起去

菜市場，很像在牽妹妹咧，我都會幫別人忙。 (阿嬌，9，1-2) 

 

    阿嬌主要由子女提供生活費和丈夫所留資產來過生活，相較丈夫生前有額外

收入帶她出國旅遊，現在為了減少子女負擔會選擇花費較便宜的活動來參加(例

如鄰間自助的運動團體)，基於養成節儉習慣再加上有自己的房子可以住，即讓

阿嬌平時參與活動之餘能感到安心。 

    阿嬌即使自己居住(喪偶後)，卻能藉由安排多樣的社會參與而感到生活充實，   

也基於阿嬌平時在鄰里、關懷據點間積極參與活動，鄰居、志工夥伴即能知曉她

的生活近況，例如阿嬌曾經在家跌倒、也曾因為擔心良性腫瘤而睡不好，但這些

生活大小事都能透過和社區中的朋友們分享，或者在回診時提供陪伴，而紓減阿

嬌心理的負擔，反之，阿嬌平時也是這樣幫助她的朋友，而擁有一層鄰里間的安

全保障，阿嬌是位懂得照顧自己、照顧他人而具有生活智慧的長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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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阿琴的成功老化歷程—「阿祖長、阿祖短的，怎麼樣也很好」 

    阿琴是一中低收入福利身分長輩，在七十餘歲時，長期相依為命的獨生女突

然因意外過世而使阿琴陷入了鬱悶低潮，即使醫生發現阿琴的血壓過高很危險，

仍不以為意，甚至認為就這樣去世也沒關係，「他(醫生)說危險餒，結果也是沒

去(回診)，管他的」，而不抱對生命的期待，正當自己在家面對孤單和失親憂鬱

的時候，她的鄰居朋友適時地將她帶到社區來做志工，從這刻開始轉變了阿琴的

負面遭遇。 

一、鄰居幫助走出難關 

    雖然阿琴失去了女兒，卻因為在社區居住了四十多年的關係而認識不少熱心

的鄰居朋友，其中有位朋友曾經因為工作代班幫忙而與阿琴關係特別熟絡，這位

朋友除平時會到阿琴家陪她聊天外，又經由這位朋友的介紹下認識了更多在社區

中的鄰居朋友，將阿雪帶入更寬廣的關係網絡中，朋友們因而能共同提供阿琴生

活支持，這樣豐富的鄰里關係已形同某種程度上的「守望相助隊」。 

大家都是好朋友所以我去幫她顧這樣，阿公是她在顧，她有事情好像因為身

體不好住院，所以請我幫她顧。 (阿琴，4，9-10) 

她介紹兩個也是一個在這裡我的好朋友，也是幫忙我很多，還有一個家樂福

樓上也是她的朋友，她介紹我認識的，大家當好朋友，那些朋友都很好會關

心我，有什麼東西就會拿東西給我吃，有什麼就會給我，很好，都會幫忙我。 

(阿琴，7，1-3) 

二、志工同儕幫助走出難關 

    為減輕阿琴獨自在家承擔喪親的負面情緒，這位朋友更介紹了阿琴到關懷據

點來做志工，並將阿琴的經濟狀況(一般人不會自己透漏)讓志工同儕了解，同儕

們也不吝提供阿琴實物上的經濟支持，讓她不需擔心日常支出上的不足，另外，

志工同儕間也能為阿琴帶來一份形同手足的歸屬感，舒緩了阿琴遭逢喪親的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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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 

    因為阿琴對關懷據點活動的深度投入而獲得社工與志工同儕間的緊密關係，

這是阿琴在付出過程中無形間為自己營造的良好環境，除了貢獻自己所能獲得滿

足感之外，在過程與他人互動的趣事也成為阿琴在關懷據點生活中的快樂回憶。 

來這裡之後...也有一個同樣在這裡，他是念歌那邊的，也是在這裡大家認識，

她說我的情形給他們聽，他們就很好，有什麼東西都會拿給我，算我比較清

苦嘛，都會幫我忙這樣。 (阿琴，7，9-11) 

我就是老人服務老人，這樣我的心情也是很好啦，心情也輕鬆，有這個工作

來做也不錯，大家這樣有姊妹伴就和樂和樂的很好。 (阿琴，4，28-29) 

有時候他們都會來我家看我，問我現在怎麼樣，我有什麼事情有時候也會跟

他們講，講給他們聽這樣，我怎麼樣都會講給他們聽。 (阿琴，7，13-14) 

來這做志工我是覺得很好，他們這裡的社工每個都很好，都對我們老人家很

好，很有禮貌，這個女孩跟大家都很好，做到之後覺得出來心情比較好，比

較快樂，和老人家開玩笑、說笑。 (阿琴，9，13-15) 

三、來自曾孫的安慰 

雖然獨生女已去世卻也留下孫子所生的曾孫給阿琴照顧，充實了阿琴的部分

生活(在阿琴健康狀況仍良好的情形下可以扶養曾孫、帶曾孫上下學)，但與其說

是阿琴照顧曾孫，或者說曾孫平時也會慰問阿琴的心情，反過來提供了阿琴在心

理上莫大的支持與安慰，他們相差將近七十餘歲卻是彼此照顧扶助的夥伴。 

    每個生命的到來都是被愛護著長大的，如今獨生女去世的事實無法改變，曾

孫對阿琴而言即宛若新生命一般，阿琴會更加珍惜這樣的機會，發揮自己的慈愛，

保護親人。 

現在五歲是很可愛啊，有時候晚上睡覺都會肩膀幫我敲一敲…小時候就我養

的當然他對我比較有感情。 (阿琴，19，27-30) 

我說我可以帶，帶到我不能帶就沒辦法，可以帶就不要計較啦，有一個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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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可愛的可以作伴也很好，阿祖長、阿祖短的，怎麼樣的也很好。 (阿琴，

19，24-25) 

 

    阿琴在老年時因為相依多年的獨生女過世而感到悲傷，存有這樣的負面情緒

使阿琴在訪談過程數度落淚，但阿琴很幸運，有位鄰居朋友因為知道阿琴的經濟

生活貧苦，而將其他鄰居好友介紹給阿琴認識，組成一個「鄰里互助會」來傾聽

她的心聲、提供日常生活所需，除此之外，這位朋友更帶領阿琴到社區關懷據點

做志工，在阿琴投入過程形成了第二個「志工互助會」來幫助她，更因為在服務

過程能貢獻自己所長而使阿琴感到滿足。 

    阿琴年過八十高齡而擁有曾孫可以扶養，也是一件讓阿琴感到開心的事，一

方面能慶幸自己有良好健康狀況能付出照顧，另方面曾孫在平時也會安慰心情不

好的阿琴，這對曾祖孫因此成為了互作陪伴的「忘年」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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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章在第一節將描述長輩們於各成功老化層面所呈現的面貌，第二節旨要探

討長輩們如何調適生活以因應老化伴隨損失之所在，第三節則以本研究之理論對

照長輩們的成功老化經驗做整合討論，第四節說明本研究之限制並予以相關者建

議供為參考，最後於第五節後記寫下研究者於研究過程之感想與心得收穫。 

第一節  各層面成功老化經驗之面貌 

    本節將長輩們的成功老化經驗分為「社會關係」、「心理健康與正向靈性」、「生

理健康」、「經濟生活」四層面討論。 

表 3 各層面之成功老化經驗 

成功老

化層面 
現狀 形成 

社會 

關係 

1.提供鄰居生活協助 

(1)幫助健康狀況較差者。 

(2)幫助情緒障礙者。 

(3)帶領鄰居、手足擔任志工。 

1.公共場所見面與招呼。 

2.住家鄰近地點固定聚會。 

2.關懷據點志願服務 

(1)協助備餐。 

(2)協助追蹤同儕生活狀況。 

(3)清潔工作與電話訪問。 

(4)協助健康狀況較差者。 

(5)專業活動進行。 

1.鄰居帶領。 

2.子女鼓勵。 

3.手足帶領。 

4.社工媒合。 

5.主動參與。 

3.廟宇志願服務 

(1)協助備餐。 

(2)為信眾提供生活指引。 

1.鄰居帶領。 

2.正向靈性媒合(自然靈性、宗教寓

意)。 

4.結束志願服務生涯時機 1.健康衰退接受子女照顧。 

2.子女家庭有照顧需求。 

5.居住狀況 

(1)未與子女同住。 

(2)偶與子女同住。 

(3)與孫同住。 

1.生理健康 

有基本生活自理能力維持獨立生活。 

2.經濟生活 

以現有資產與足夠收入來支應獨立

生活(同時也是不希望造成子女負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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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對子女的關心 

希望子女經濟、家庭生活平順。 

1.正向靈性 

祈求神祉保佑家庭生活。 

2.經濟生活 

子女有成家需求，會售出現有資產分

作子女買房基金，作為一種實質付

出。 

心理健

康與正

向靈性 

1.負面情緒來源 1.經歷子女離家。 

2.子女過世。 

3.喪偶衍生之自責。 

4.對健康狀況可能惡化的擔憂。 

5.擔心在家發生意外。 

2.廟宇信仰系統 

國人信仰多融合不同神祉專

長，而有所謂三教合一的傳

統，以對生活各層面有所相應

解釋。 

1.對信仰的訴求 

(1)祈求身體健康。 

(2)保佑家庭生活。 

生理 

健康 

1.維持身體功能 1.鄰里團體運動。 

2.個人運動。 

2.避免疾病與失能 

(1)控制慢性疾病與損傷。 

(2)學習預防意外傷害。 

1.長輩所患疾病種類有高血壓、高血

糖、退化性關節炎、因病變引起的視

力衰退，在 ICIDH標準中至多僅到達

「損傷」階段。 

2.在 ICF範疇中，長輩能克服身體損

傷(視力衰退、跌倒)與環境的不利因

素來維持原有的生活行動。 

經濟 

生活 

1.現有資產 1.家人所留之房產。 

2.雙薪家庭工作所購買之房產。 

3.自行工作所購買之房產。 

2.收入來源 1.子女支持。 

2.收取租金。 

3.政府支持(榮眷及中低收身分、生

活津貼)。 

 

二、社會關係層面 

(一)鄰里活動 

    本研究長輩居住於社區中至少有二十年之久，家人平時雖然不在身邊卻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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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鄰居、手足保持聯繫，鄰居關係的形成是源自處理家務時常與鄰居在社區內

公共場所見面(例如郵局、菜市場)，能辨識彼此為熟面孔，而從最簡單且友善的

一聲「你好嗎？」招呼開始認識，這是阿琴和阿娥之所以能「遇見貴人」與成為

「他人貴人」的關鍵所在，或者如阿雪和阿嬌一樣，在閒暇時間到住家附近的公

園、大樓下走逛，都能有機會見到一群熟悉的「陌生人」，而能與鄰居頻繁互動，

從認識變為「熟識」。 

    阿吟住在山上和鄰居見面時常會關心彼此「去哪裡？從哪裡來？」，當人們

開始有關懷別人或受人關懷的感受時，聊天內容其實不見得如此重要，若有機會

能夠幫助別人，即能生成更深度的關係，阿嬌和阿娥的鄰居朋友們即是在時常互

助的情況下而有所深交，而能在面臨生活困境時支持彼此。 

    關於鄰居間的生活協助，阿娥基於有擔任看護經驗而能照顧並陪伴她的鄰居

朋友，阿嬌則因為擔任鄰長而會邀請鄰居一起打掃，並提醒鄰居出門參與活動，

阿吟雖然僅擔任家管，卻也基於自己有類似生活經驗而能聽朋友訴苦，長輩們因

為擁有豐富的生命經驗、專長和良好健康而能處在「第四齡」狀況下發揮所長，

幫助健康狀況不佳和有情緒困擾的鄰居，雖然單純是一種付出，這些受幫助的鄰

居卻也反過來傾聽了長輩們的心聲，或者陪伴彼此到廟宇或關懷據點參與活動、

做志工，長輩們都有著「騎士精神」，以溫柔的力量為需要的同伴們提供服務。 

(二)社區關懷據點服務 

    隨著年齡增長，老年人將面臨從長年的工作崗位退休、身邊親人相繼逝去，

而感到無所適從的失落和失親的傷痛，而鄰居因為「好康道相報」關係，能將居

家附近的關懷據點活動、志願服務消息分享給彼此，甚至邀請一同參加，而使長

輩們能夠重拾充實的生活，本研究中，長輩的家人也扮演了引導長輩嘗試走出戶

外的重要腳色，手足如果還健在而且住家相距不遠者更會珍惜機會，互作老伴到

社區內找尋活動參與機會，但也有長輩會為自己安排生活，而嘗試自行到關懷據

點參加有興趣的活動，或者能經由社工介紹而知曉，參與關懷據點活動後能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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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擔任志工者，更有機會在服務過程結交新朋友。 

    本研究受訪者多是在日據時期前後出生的長輩，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且也自

認不識字對活動參與會有所限制，所以關懷據點多是安排長輩本身所專長的家務

工作，例如洗碗、切菜、打掃、或者在活動進行時提供行動不便者協助等勞務工

作上手，也讓長輩嘗試以電話訪問來關心社區中的獨居長輩，這些工作都能使長

輩們感到滿足，而阿吟在本研究中的教育程度較高、本身有足夠識字能力，是唯

一會投履歷找志工服務機會，而自行到關懷據點報名課程、參加專業志工訓練者，

本研究因而有幸觀察到長輩們參與關懷據點服務的多種途徑與服務內容。 

(三)廟宇服務 

    長輩平時因為宗教信仰而有到各處宮廟參拜的習慣，除了祈求身體健康、闔

家平安外，更會到廟裡擔任志工，例如阿嬌是陪同鄰居在初一、十五時間來廟宇

服務;阿娥也在退休後自行到廟宇參與志工服務，她認為這間廟宇建築特殊、風

景絕佳，是充滿「靈性」的環境而選擇投入，研究者認為，這可能是許多宮廟建

造在半山腰中卻反而香火鼎盛的緣故;而阿東是本研究唯一位從事服務超過四十

年的長輩，她早在年輕時即受宗教寓意感召而投入廟宇效勞生的行列。 

    廟宇服務和社區關懷據點服務內容相似，都能依個人專長來引導長輩從事服

務，但進階內容不盡相同，廟宇服務特色在於擁有一套宗教經典提供有興趣的長

輩讀誦，經由長期研讀、訓練而熟捻經文寓意後，方能成為神職人員來為信眾服

務。 

(四)家庭活動 

    長輩們形成獨居的緣由有因喪偶;看護工作退休離開雇主家庭;結束孫侄照

顧工作後為充實生活而遷搬回原社區;子女因工作搬遷離開家庭;以及與孫同住

者因孫侄適逢成年無扶養能力，而由長輩來幫忙照顧曾孫。 

    與家人互動上，長輩會以電話或視訊方式與子女聯絡;在假日時間偶爾到子

女家居住;子女居住在國外者則會選擇在長假時期出國與之同住，後兩者都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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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長期在家中的時刻長輩才會選擇與之團聚，否則在陌生社區中(子女家)生活反

而不容易適應，相較而言，在熟悉社區中生活時，熟識的鄰居朋友在白天時刻比

較能提供長輩陪伴並夥同參與活動，另方面，長輩基於本身有一定健康與經濟能

力，會不希望造成子女生活支出與照顧負擔，而選擇獨立生活。 

    而使長輩們退出志願服務轉而接受子女照顧的時機在於，健康狀況衰退到失

去行動與自主生活能力之時，或在仍具備良好健康狀況下，會規畫搬遷到子女家

協助負擔照顧工作。 

    子女是老年人生活的一部份，包括孫侄也是，長輩們會希望子女有穩定工作

狀況，只要收入能支應生活即不須為後輩煩惱;孫侄若邁入成年也希望他們盡早

就業，來減輕子女的經濟負擔，而以每位家庭成員都能有獨立生活能力為理想，

子女家庭若有照顧需求，長輩也會擔心子女生活是否因此而過於辛苦，「福蔭子

孫」的文化價值影響了長輩們對家人生活平順的期許。 

二、心理健康與正向靈性層面 

(一)負面情緒 

    長輩們因老化而會面臨社會關係、健康狀況的改變，「家庭活動」中提到有

長輩的獨居原因是為充實生活而搬遷回原社區居住(在子女家中生活白天時間常

無人在家、也不需要幫忙照顧孫侄，反倒容易感到孤單)，而顯得在適當社區中

生活的重要性;隨著年齡漸長，長輩們都無可避免須面對親人相繼的逝去，這過

程常使長輩陷入負面情緒，例如經歷長期相依為命的子女突發過世、或者在配偶

過世當下卻無力改變，都會讓長輩感到傷心或自責;對健康狀況惡化(罹患良性腫

瘤)或自己在家發生意外而對生命安全造成威脅的可能也會讓長輩感到焦慮，瞭

解長輩們的心聲後，如何協助他們調適生活將會是實務工作或決策者所需思考的

議題。 

(二)正向靈性 

    國人信仰有「三教合一」的傳統，因此在宮廟中常能見各宗神祇為信眾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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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類型的生活疑難，長輩們多元的心聲也因此能透過不同神祇來傳達給上天，

例如希望自己身體健康、子女家庭生活平順，隨著自己的衰老而能為家庭致力的，

就是以信仰的力量為家人祈福作為一種無形的付出，而得以在敬拜過程求得心安

並緩解親人離去所帶來的負面情緒。 

三、生理健康層面 

(一)維持身體功能 

    本研究長輩平時參與運動活動類型分有鄰里運動團體、社區關懷據點運動課

程、以及個人運動。 

    前兩者在活動時間、參與頻率和營運方式上有不同之處，在活動時間與參與

頻率上，鄰里運動團體是在每周一到五早上八點以前之時間進行(更甚者是全年

無休)，而關懷據點課程是在例行上班日的上午或下午時間，每周只有固定一天

可供參與(在只參與一種課程的狀況下);形式上，鄰里運動團體因為採自助方式，

所以成員較需要頻繁督促彼此來參與，成員關係因而更形緊密，但無專業師資帶

領，關懷據點課程則有專員和專業師資來負責營運和帶領，整體而言，兩者費用

差異不大，但參與頻率與專業程度卻不同，主要依長輩們衡量個人興趣、體力、

時間與經濟狀況來參與，老年人所參與的運動活動種類與形式之多，本身即難以

詳盡細分與說明，故上述者僅呈現本研究之觀察所在。 

    而提供一個適合老年人外出活動的環境也很重要，長輩們參與運動的地點除

了關懷據點之外，多是利用社區中的公共空間來進行，例如河堤、橋下、停車場、

或者公園，而能提供長輩們自行或邀約鄰居在住家鄰近地區來做運動。 

    阿東是將運動融合於生活中的長輩，她每天的行程是在清晨起床，再花費近

一個小時步行、爬梯到宮廟準備服務，在繁忙生活中安排一段運動時間維持身體

健康的習慣，是值得老年人或晚輩來學習的。 

(二)避免疾病與失能 

    本研究長輩年齡皆介於七十五到八十五歲之間，行動與生活自理能力仍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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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水準(ICIDH 標準中最多僅到達「損傷」階段)，而能時常出門參與服務，

甚至能以良好健康狀況自居，去協助照顧狀況較差的同儕、或者家中的晚輩，本

研究是經由兩區老人服務中心所推薦「最高齡」的志工，已無更長年者，可見在

健康狀況的衡量下，而顯得從事志願服務獨居長輩之稀有程度，長輩們在一般慢

性疾病中，雖然有高血壓、血糖或良性腫瘤狀況，但經由現有醫療技術輔助都能

控制在適度的安全範圍內。 

    惟阿吟本身眼部因為受黃斑病變和甲狀腺影響而使視力較弱;阿雪因為有退

化性關節炎，會盡量避免各種耗損關節的行為;行動能力相對較弱的阿東是受壯

年時期罹患骨癌所影響，但她會嘗試衡量個人身體能力，將日常作息時間作適當

調整以配合每天的廟宇服務生活，以 ICF 範疇(WHO，2002)而言，長輩們皆能克

服身體損傷與環境的不利因素來維持原有之生活行動以及社會參與。 

    而長輩們通常在意外發生之後才因為警覺意識而開始學習預防措施，例如阿

吟平時有開車習慣，她在一次上高速公路到子女家的途中，因為視力衰退到無法

及時辨認交流道指標，當下快速切換車道而險些釀成災禍，之後因為有危險意識

而開始注意行車安全;阿雪和阿嬌也因為過年時張貼壁飾、清潔玻璃，而在嘗試

爬高過程踩空跌倒，之後才開始衡量自己能力、使用替代工具、或請他人幫忙來

避免危險，這些案例提醒了我們去關注獨居長輩生活中潛藏危險之處。 

四、經濟生活層面 

(一)現有資產 

    本研究每位長輩都至少有一房可供自用，除了阿吟本身主要擔任家管，住房

是由丈夫工作所得之外，其他長輩現居住房都是在年輕時自行工作、或與丈夫合

購所得，房齡皆至少二十年，可知長輩們是在房價相對低廉時代購入，而有機會

在晚年時以較高價錢賣出，部分轉作老年生活費使用、或者因應子女成家需要而

以「大屋換小屋」的方式提供子女買房資金，從此過程得知，房產除了保障自己

的獨居生活外，也發揮了對子女經濟生活支持的功能，這恰呼應了「對子女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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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議題，而能以現存資產的分享作為對子女的一種實質付出。 

(二)收入來源 

    以租金或榮眷退休俸過生活者，因為本身即有穩定收入來源，所以傾向不接

受子女提供生活費;以子女支持作為主要收入來源者，會搭配自身擁有資產(房屋、

存款)來過生活，並盡量節省開銷來減輕子女負擔;具中低收福利身分的阿琴，與

孫子間經濟生活往來較密切，她以本身所擁有房屋提供孫子居處，孫子則每月給

予少額生活費用、非營利組織也會提供她日常用品來過生活，故大抵上，長輩們

皆不擔心生活費用匱乏問題，經濟狀況相對充裕者，與子女間的生活會有較高的

獨立性。 

第二節  成功老化的生活調適經驗 

    延續上節議題，基於長輩們在各成功老化層面皆有部分損失現象，本節即討

論長輩們如何調適這些損失的經驗，以呈現達到成功老化的個別化脈絡。 

表 4 成功老化的生活調適經驗 

成功老化

層面 
生活調適 

社會關係 

1.服務學習 

鄰里活動及志願服務過程能學習生活適應方法。 

2.充實生活 

(1)負擔部分家庭照顧責任對長輩而言，也是充實生活的方式。 

(2)適當安排志願服務能幫助充實獨居生活、減少孤單感。 

3.生活互助 

(1)子女能藉由陪伴來協助適應喪偶後之生活。 

(2)鄰居與關懷據點志工夥伴對喪親者，能提供陪伴以減緩負面情

緒;對於經濟弱勢者，能給予實物上的生活協助。 

(3)鄰居能幫助確保人身安全、陪同就醫。 

(4)關懷據點志工夥伴能在緊急狀況發生當下予以就醫協助與照

顧。 

(5)廟宇志工夥伴能提供生活照顧與陪伴。 

心理健康

與正向靈

性 

1.面對體力衰退 

調整志工服務時間、放慢生活節奏、在體能範圍內從事日常活動。 

2.面對視力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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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出門或開車時段、路段，並搭配大眾交通運輸工具來維持行動。 

3.面對退化性關節炎 

減少爬梯動作、簡化生活範圍、利用現有醫療技術調適疼痛感。 

4.面對喪親 

宗教信仰幫助緩解喪親所帶來的負面情緒。 

5.面對健康狀況轉壤 

宗教信仰給予長輩面對疾病時的信心、緩解養病期間的負面情緒，

並幫助面對臨終議題。 

生理健康 擁有良好健康能力能利於積極參與生活。 

經濟生活 
1.簡化財務支出，選擇花費較少的活動來維持活動參與。 

2.穩定經濟來源能給予生活安全感。 

 

一、社會關係層面 

(一)服務即學習 

    長輩們基於平時與鄰居互助來往而能接觸到不同生活背景的老年人，能以彼

此的生活經驗作為參照，學習到「與人為善」的人際互動法則，而能適時調整自

己的性格來因應多變的社會環境。 

    關懷據點的志工服務活動則能透過有系統的訓練來開發長輩們晚年生活的

「第二專長」，除了在服務過程與人互動能增加團體生活的適應能力，也藉由服

務他人成果的展現而感到滿足。 

    廟宇除了依老年人的專長、興趣給予適當的志工服務機會外，更進一步讓志

工接受宗教經典的誦讀訓練，進修後除了能提供信眾生活指引，也能藉由宗教寓

意的啟發來幫助適應生活。 

(二)充實生活 

長輩們基於經歷喪親、子女離家而獨居，必須學習如何安排一個人的生活，

所以長輩們會嘗試自行或邀請熟識的鄰居、手足到社區內參與活動或擔任志工，

而能有一段固定的服務時間與人接觸、互動，減少感到孤單的機會，因為本研究

受訪者皆在七十五歲以上關係，有長輩會協助孫侄照顧曾孫，對長輩而言，在年

老時仍有能力為家庭「負擔」照顧工作反而是一種充實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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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互助 

    長輩們因為年長而將損失部分社會關係和身體健康，尤其在經歷親人往生後

更容易因此感到傷心或自責，此時，子女、手足、鄰居及志工夥伴提供的生活支

持即顯得更為重要，例如阿雪在丈夫過世後，居住在國外的子女即會回國陪伴阿

雪，幫助她適應喪偶後的老年生活;阿琴在女兒過世後曾陷入一段鬱悶低潮，她

的鄰居朋友與志工夥伴知情後，常會到阿琴家探望她、給予安慰，也因為阿琴經

濟狀況較為拮据關係，會額外提供她日常生活用品作為協助。 

    在人身安全議題上，有長輩因為會固定在住家附近與鄰居聚會，平時即有互

相提醒對方出席的習慣，若臨時不便出席則會告知鄰居自己的去向，而能在每天

二十四小時時間內確認彼此的行蹤，即便有長輩住在山中不常與鄰居見面，卻也

因為互相留有電話，在面臨緊急時刻即能尋求就近協助，而免於擔心意外的發生，

好鄰居除了能「好康道相報」，更是彼此生活中的「守望相助隊」。 

    在健康問題上，阿雪曾經因為突發疾病而打電話尋求姊姊幫助，關懷據點夥

伴因為姊姊的轉知，而能及時就近協助送阿雪到醫院接受治療，並在事後住院期

間到醫院慰問;阿東曾有一段身體虛弱而需要他人照顧的時間，她服務宮廟內的

師兄弟即能在這段期間提供她陪伴和照顧;阿嬌因為患有良性腫瘤需要定期回診

檢查，鄰居朋友會陪伴她看醫生、聽她訴說對疾病惡化的擔心，以減輕心理上的

負擔。 

二、心理健康層面 

(一)面對身體功能衰退的生活智慧 

    長輩因為體力衰退關係，會改變過去快速生活步調的習慣，並以此避免反應

不及的危險，例如阿吟會簡化作家事的步驟或者減低做運動的趟數和執行時間，

以讓自己感受舒適的節奏去執行即可;阿東本身年輕時曾在兩處宮廟服務，在年

長後，她選擇移居並集中在同一處服務，並從全天候服務時間中取一段到鄰近地

點覓食，不再自行準備便當，也可利用這段時間來稍作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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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吟有開車通勤的習慣，但為了因應視力衰退的生活，她會選擇開車的時

段和範圍，例如晚上不開車、避免上高速公路、只開熟悉的路段，若要到遠地則

改搭大眾交通運輸工具;阿雪因為有退化性關節炎，平時會將居家生活圈集中在

一個層樓中，並將常用衣物放置在一樓，來減少爬樓梯動作對關節造成的磨損，

另方面，為了維持行動能力，她會定期打玻尿酸來減輕疼痛感，直到現有醫療技

術失效時再考慮開刀，雖然這些決定看似習以平常，但都是長輩們為了延續社會

參與生活而做的每一種嘗試與改變，我們可以學習的是她們面對困難時所堅持的

正面態度。 

(二)正向靈性之於生活 

長輩除了平時到廟宇祈福保佑身體健康、闔家平安來慰藉心情外，信仰更可

在長輩面對未知或恐懼時適時給予勇氣度過難關，例如阿東曾因影響行動能力的

莫名疾病(骨癌)感到恐懼，她知道身體狀況有異常卻擔心面對疾病真相的當下，

會轉而求神給予指引，爾後才決定到醫院面對這件令人恐懼的事情，讓她相信就

醫後無論身體狀況為何，神都會陪伴著她，在養病期間雖然感到痛苦，但神也適

時派遣了「華陀」來「醫治」阿東，而讓阿東的負面情緒獲得緩解。 

    而面對臨終議題的「第四齡」長輩，信仰也可以提出相應解釋讓長輩們感到

安適，例如預先給予一個在天上的法號，而讓長輩相信未來能在「另一個世界」

與神共同修行、或者認為親人早在「另一個世界」等候長輩的到來，而透過與神

或已逝親人間的連結了解未知世界的樣貌。 

三、生理健康層面 

    本研究長輩都具有良好的行動、生活自主和認知能力(在 ICIDH 分類中至多

僅達到「損傷」階段)，正因如此才能在社會參與生活中幫助健康狀況較差的老

年人，例如阿嬌平常會帶一位認知功能較弱的長輩一同出外做服務，該位受照顧

的長輩甚至還比她年輕，或者阿琴也會憑藉本身良好的行動能力在關懷據點中幫

忙健康狀況較的老年人，而在社區中形成一種不同健康狀況老年人的互補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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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濟生活層面 

    長輩們都居住在自用房屋中，在日常費用支出上，即使是中低收福利身分者

也能賴於非營利組織和政府的經濟支持得以過生活，大致上只要節省使用，或者

選擇適當費用的活動即不需憂心經濟生活問題。 

    阿嬌在喪偶後少了一項經濟收入來源，她為減少子女負擔，會安排適合現況

的活動來維持社會參與，例如不再出國，而選擇少量規費的鄰里運動團體、關懷

據點的唸歌班、志工服務參與，第一項只要每月繳一百元規費即可每天參與，第

二項則因為固定出席而能在結束時得到一筆全勤獎金鼓勵，第三項志工服務本身

即不需要費用，反而能在服務過程結交朋友，重點在於，長輩們會適時衡量自己

的經濟能力來參與各種休閒或運動活動。 

第三節  理論與長輩們成功老化經驗之對話 

    本節以六位獨居長輩的故事來與本研究所整理之「成功老化」相關理論作呼

應討論，而分以社會、心理、生理、經濟四層面來說明。 

一、社會層面 

    學者 Hurvighurst(1961)提出活動理論，認為在老年面臨親友的逝去，必須

找到「替代選擇」，以達到自我平衡或均衡(Atchley, 1989)，我們能從長輩們自

退休、失去親人成為獨居老人後，到鄰里、社區關懷據點、廟宇參與志願服務的

過程得知，長輩們都能適時替代過去家庭照顧、正職工作外的社會參與，而得到

「志工」、「好鄰居」的新社會角色，阿嬌和阿吟從先生去世後開始參加鄰居聚會、

據點活動，是本理論範疇中的經典案例，她們在過去多是從事家管工作，而少有

扮演多重角色的機會(Moen et al., 1992)，賴於社工、與鄰居保持友好關係進

一步媒合，或主動投入(動機背後的「天時地利人和」值得後續探究)而充實她們

的生活，雖然長輩們是從晚年才投入志願服務，但若能自年輕或中年時即參與，

將更貼近理論上的理想，除了累積在服務過程與他人建立的社會關係外(社會資

本)，更能使生活因付出而過得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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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年老伴隨健康和社會關係的損失並無法逆轉，活動理論所謂「平衡狀態」

並無法始終如往常般維持(Atchley, 1989)，鑒於本研究長輩皆在七十五歲以上

關係，「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狀況即更可能發生(Hurvighurst, 1961)，對長輩們

而言，她們的心力常聚焦在家庭中，阿雪和阿吟在自己還有自主、行動能力時希

望不給子女造成負擔而積極安排社區活動，但預計在衰退到「失能」階段(ICIDF)

時(WHO, 1980)，會決定遷居到子女家附近或者到安養院接受照顧，非不得已才

會接受子女照顧，而呈現一個逐漸撤退的過程;對阿娥而言，她在還未進入「失

能」階段前，會希望提早到女兒家協助負擔家庭照顧工作，雖然她在社區內仍有

許多好朋友，但對「子女的關心」使她從社區活動的人群疏遠(相對義務感減輕)，

轉而將關係類型改變為「家庭活動」，長輩們的狀態將因此而過度為新的平衡。 

    活動與撤退並不必然是二元分立，鑑此，老化過程應是一個「演變」 

(evolution)的持續過程(Atchley, 1989)，「能維持中年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和

人際關係到老年」即為成功老化者，阿東是一位實踐了持續理論價值的長輩，早

在三十多歲時阿東已參與廟宇服務，除了擔任志工外，她更積極擔任了效勞生來

為民服務，在「內部持續性」上，阿東能以宗教寓意帶給她生活經驗來克服四十、

五十、七十餘歲時面臨的三次劫數，「外部持續性」則是扮演了四十多年的效勞

生角色，以及擁有廟宇內來往多年的師兄弟，對阿東而言，廟宇生活就像「幼稚

園、國小、初中、大學、碩士」般是一個無止盡的學習過程。 

二、心理層面 

    學者 Fisher(1995)認為成功老化者須具備良好的心理調適能力，他們「透

過持續學習而累積的經驗得以成長，能適應當前困境並為未來設定目標」，向鄰

居朋友、志工夥伴學習即是一良好管道，阿娥在廣泛的社交生活中得以適應良好

的秘訣在於總是能抱持對他人友善的眼光、依不同人的個性調整相處模式、以及

有適時為他人貢獻始能有所回報的理念，這三樣寶物是阿娥「與人為善」的基本

法則;阿吟在擔任志工後體會多接觸人群才能將生活視野放寬，並能學習不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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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的經驗來讓生活過得更美好;阿東則能透過每天的誦經修行和服務信眾過程

來精進自己，與阿娥一樣，從中體會了「有付出，才有得收入」的生活道理。 

    Baltes(1997)認為，老年人接近「第四齡」會越考驗其生活彈性極限，基於

生理優勢逐漸減弱的事實，而需要應用文化資源來補償生理或相關層面的損失，

本研究長輩經歷了失去親人、損失部分身體功能，進而衍生負面情緒與經濟來源

減少等不利情形，在「選擇最佳化補償」模型中(Baltes & Baltes, 1990)，子

女、鄰居(包括手足)、志工夥伴即能適時替補社會關係的損失，在長輩經歷喪親

感到鬱悶時能提供陪伴與心理支持、突發疾病時能及時幫忙送醫和事後照顧、在

平時也能因為知曉彼此行蹤而確保人身安全、甚至在經濟上能協助弱勢長輩維持

生活所需。 

    長輩本身也會嘗試克服身體以及經濟上的損失來完成日常活動和社會參與，

在身體方面，會嘗試調整生活步調及作息安排來克服體能衰退、以調整外出時間

和範圍來克服視力衰退、以調整行動範圍和科技技術來克服關節衰退;面對經濟

損失會選擇適當費用的活動來維持參與，研究者使用一連串「能」以及「克服」

字詞來說明，是回應理論假設中，老年人與年輕人同樣都具有潛能來維持良好生

活品質(生活滿意度、自我效能感的主觀體會)的可能性。 

    學者 Crowther 等(2002）提出「正向靈性」觀點作為成功老化的重要要素，

國人信仰有三教合一的傳統，因此廟宇內常供奉各宗神祉來對應信眾多元化的祈

福想望，本研究長輩們多有到廟宇參拜的習慣，來祈求身體健康，或者以闔家平

安為願望，作為對家人一種無形的付出，宗教信仰本身更能給予長輩信心去面對

疾病真相(就醫)、緩解病痛帶來的負面情緒，以及讓長輩更安適的去面對臨終議

題。 

    本研究發現，宗教衍生的志願服務活動能提供長輩們社會參與的機會，廟宇

會依個人專長和興趣來安排長輩們做服務，更進階者會安排志工接受經文誦讀訓

練，方能在熟稔經文寓意後為信眾提供生活指引，而長輩們參與廟宇服務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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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鄰居介紹、宗教寓意感召、以及對廟宇處於自然環境(靈性)的喜好，乃屬

於我國宗教文化中之特色所在。  

三、生理層面 

    Baltes & Baltes(1990)的「選擇最佳化補償」模型與 Rowe & Kahn(1997)

三要素模型個別利用「文化資源」或「內、外在資源」來促進成功老化，相較前

者而言，Rowe & Kahn 模型更聚焦在「預防或減少」老年人生理及認知功能的損

失;Baltes & Baltes 模型則無特別強調應用於某一特定生活層面，但著重損失

後的「補償」，以提升生活品質的感知為宗旨，兩模型恰回應了 ICIDH標準中(WHO, 

1980)「疾病」到「障礙」四種失能階段老年人如何達到「成功老化」的途徑。 

    Rowe & Kahn 模型中，「維持身體功能」因素包括調整生活習慣和運動，本

研究長輩平時即在鄰里及社區關懷據點中參與運動，或者利用鄰近公共空間從事

個人運動;「避免疾病與失能」因素意謂減低罹病與失能發生的可能性，基於醫

療技術革新，使得長輩們的慢性疾病普遍能獲得適當控制(高血壓、血糖、良性

腫瘤)，惟有視力衰退與曾發生跌倒者在意外發生後才開始有危險意識，即便有

部分功能損失，但在 ICF 範疇中(WHO, 2002)，長輩們仍能克服個人及環境因素

來「積極參與生活」而獲得鄰居、志工夥伴的社會支持，進一步在長輩面臨危險

發生或擔心疾病惡化時提供其工具與情感性支持，使長輩們的獨居生活能適應良

好。 

四、經濟層面 

    老年人的經濟生活與家庭關係密不可分，在本研究中，長輩有盡量「不給子

女造成負擔」的態度，因此，經濟能力足夠自立的長輩傾向不依賴子女提供生活

費用，也在面臨衰退時會優先考量安養院、搬遷到子女家附近維持獨立生活，有

子女支持者也會盡量節省支出、選擇適合費用活動參與。 

    長輩也會關心孫侄的工作狀況來減少「子女的負擔」，甚至在子女成家時會

以「大屋換小屋」方式提供子女買房基金，反過來支持子女的經濟生活，綜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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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輩與子女雙方生活都能過得安穩，即是長輩們「安心來源」的所在。 

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研究限制 

(一)研究議題之限制 

    本研究在訪談大綱中曾經嘗試詢問長輩們何謂「成功老化」，但所得資料並

不多，因此，研究者即以過往研究最常提出之四大面向生活議題為基礎來詢問長

輩，而為避免在過程中有「引導」之誤，故在訪談過程中，只要是長輩關心的事

物，研究者都會優先讓長輩們深度談論，並在事後整理資料時加以呈現，而結果

發現，除了長輩本身四大層面生活狀況外，長輩最為關心「家庭」議題，亦即，

在我國文化中，個人與家庭常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家庭生活安妥與否即攸關長

輩們各層面的基本需求，故往後研究者可嘗試將老年人的家庭議題做深度討論，

以利使成功老化在我國文化脈絡下之定義更臻具體與完整。 

(二)研究對象的限制 

    本研究為發掘深度資料而預先設定了受訪者的年齡、性別、居住狀況、以及

從事生產性活動種類，過程中難免未盡資料飽和的理想，鑑此，提醒後續研究者

可再往幾處方向著力，第一，研究者原先嘗試找尋滿足現有獨居定義中三種個案

來作比較(包括獨居、與配偶同住、與未有照顧能力者同住)，但本研究僅滿足兩

項作為代表;第二，本研究對象未包括男性獨居長者，其生活經驗值得後續研究

者關注;第三，關於志工類別，本研究受訪者主要來源為列冊管理個案或未列冊

但在社區關懷據點從事服務之志工，是屬於社會政策體系所代表的志工群體，但

其實志願服務來源仍屬廣泛，例如衛政體系輔導「健康服務中心」、文化局輔導

藝術類志工等，故須注意在不同場域服務老年人的多元興趣選擇;第四，年齡上，

本研究對象恰落於 75到 85歲之間，是屬於日據時期前後出生的世代，屆時為農

業社會，鄰里關係相較現代人為熱絡，社會參與行為可能不同於後續使用網絡世

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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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建議 

(一)給實務工作者 

1.嘗試發掘每位老年人的專長所在，以在志願服務活動中依照不同老年人特質作

分配，尤其在介紹服務資訊給長輩時，應觀察他們的日常活動、工作經歷與現

有志願服務內容間的連結，等待長輩參與服務工作後，宜從簡易工作上手，再

視個人適應狀況予以調整或分配(依個人對進階志工訓練內容的意願而訂)，重

點在於促進長輩的自信心和志工同儕關係的認識，若能進一步者，應鼓勵健康

狀況較差者一同參與，搭配健康較佳的夥伴作為陪同，除了能達到老人服務老

人的互補立意外，更能使每位老年人都有深度參與志願服務的機會。 

2.部分獨居長輩曾因經歷喪偶或子女過世而有一段心理煎熬的生活，有些長輩至

今仍對親人逝去的事實未能釋懷，故在社工甫接觸列冊個案時(正值長輩們經

歷喪親事件後)，應特別關注長輩的心情，而確保長輩們的負面情緒能有適當

疏導管道，或提供心理輔導資源來幫助長輩度過憂鬱。 

3.本研究發現有長輩在過年打掃時因為爬梯踩空而跌倒，或者因視力衰退在開車

時險釀車禍，她們在事後因為發覺到這些潛在危險才開始採取預防措施，故應

在長輩發生危險前即提醒長輩從事相關行為的危險和影響嚴重性。 

(二)給政策規劃者 

1.為了讓老年人能在社區中找尋到他們的「貴人」，即須提供一個走出家門的動

機，以及一個讓人們相遇的地點，因此即顯得在都市中開拓適合公眾活動空間

的重要性，若能進一步者，鼓勵民眾組成自助活動團體更能達到「由社區來服

務」(service by the community)的立意，例如本研究中發現，長輩們在橋下、

公園、停車場所參與的運動團體成員在日常生活上多會互相幫忙，而在生活上

有相互支持的效果存在。 

2.志願服務單位應嘗試放寬志工條件(本研究長輩提到許多機關在志願服務上都

設有歲數限制)，並整合社區內志願服務的參與機會(不同輔導單位資訊互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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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能共創利益)，讓長輩能輕鬆獲得活動參與資訊，並提供多種服務選擇，以

利於不同生活狀況(不同健康、經濟狀況)老年人都能擁有社會參與機會的友善

環境。 

(三)給學術研究者 

1.成功老化相關議題，例如環境安全、舞躍老年(Gerotranscendence)，建議後

續研究者可以此參考，並延伸這些層面來豐富老年人研究的內涵，或者以華人

哲學思想作為主軸，嘗試以東方文化觀點來分析國人理想的老年生活，並從其

經驗中反思政策實施的改善之道。 

2.不同健康狀況的老年人也有「積極參與生活」的機會，更有成功老化的權利，

建議後續研究者以本研究限制中所未包含之不同老年群口為主題，以充分瞭解

老年生活多元化的樣貌。 

第五節  後記 

    「成功」究竟是什麼？研究者思考這個問題和試圖回答的當下，就想到求學

過程中，老師們在課堂上問我們答案為何是類似的情境，每在台下我總想著，老

師們其實心中已經有標準答案等著學生去回答，回答越接近「標準」的，就越符

合大眾期待，但是，答錯人的答案難道沒有價值嗎？人同樣有一個腦袋和一份熱

忱的心，在課堂場域上「公然」比較兩者不免是試圖引導學生們朝向大眾期待的

思維？當然，標準答案也是好的，是經過嚴謹考驗的，所以作為學生的我們不免

偶爾也會擔心自己的答案是不是過於「幼稚」？相信這是當過學生的我們，可能

共有的感觸，而這也是研究者在資料爬梳、寫作過程，一直隱約感到的氣息，也

就是說，我們試圖將過去人們認為重要的事物，以研究變項去呈現「老年人應該

要有的樣子」，所以本研究中盡量網羅了各種老年人生活面向可能趨向「好」的

資料去增加，這有助於我們能快速瞭解老年人所想望為何，但是增加資料同時，

研究者也擔心是否無法顧及到那些不在「範疇」內的老年人？若我們確實做了定

義，會不會是對某些老年人做了「不足」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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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研究者本身的生活興趣，發現在美國搖滾名人堂現今存有的藍調吉他手

傳奇 Buddy Guy即便現今已年邁 80歲(The Rock & Roll Hall of Fame and Museum, 

2013)，仍然活躍於各大音樂舞台，他的成功在持續理論視角中是奠基在藝術創

作過程累積的社會關係和自幼至今持續學習吉他技藝帶給他的成就，他雖然不是

本研究中的「成功老年志工」卻是大眾所稱羨的「成功老年音樂人」，再回到本

研究案例中，阿琴雖然是中低收福利身分者，又在老年失去相依為命多年的女兒，

卻擁有一群志工和鄰居夥伴在她面臨困境時給她幫助，又能在阿琴擔任志工的付

出過程感到滿足，而阿嬌則在平時帶著她身體功能較弱的鄰居在鄰間、廟中服務，

上述都不是在本研究文獻預先設想的經典案例，但研究者想傳達的，是一種對「成

功老化」定義保持「雖然…卻…」有無限可能的開放態度。 

    研究者作為相對年輕者而言，其實本身不一定每項「成功老化」標準都能完

美達到，遑論是在本研究中經歷健康衰退、退休、遭遇喪親困難下的獨居長輩？

年輕者本身也會經歷挫折、失去的生活情境，我們雖然認為年輕就是本錢，有些

事物可以失而復得，但也有些是無法挽回的，遙望每個人的生長歷程，不也是在

這樣得與失的過程找尋自己生命的出口？ 

    重點在於，每個人所擁有的社會關係、性格、健康、財富是每個生命時期所

致力累積的不同結果，我們不一定能模仿彼此，但是每個人能作為自己人生的船

長，航向自己所想望的海域去捕撈需要的生命養分，而我們透過研究中六位長輩

的「生命航行路線」其實能參考，在面臨不同困難狀況下，她們如何達到「成功

老化」，她們懂得在心情不好的時候走出家門與人互動、為人服務、求神保佑;

在身體狀況不好的時候仍運用智慧來克服外在環境的重重阻礙，都是為生命帶來

美好回憶所嘗試的每一種努力，反觀我們作為年輕人在遭逢不順的時候，是否擁

有長輩們那般的「生命韌性」？她們可是親身證明就算有所失去，卻還是懂得去

補足，或者反而因為經歷失去而更為茁壯，因此，我們在看待自己或長輩的觀點

時，應該時時提醒自己，不是生活中「沒有了什麼」，而應是「還擁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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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在生活中展現一絲光明，也提醒了坐在書桌前的讀者，或多年後仍有機會讀

這份研究的我自己，是不是仍對自己所嚮往的生活抱持著莫名的堅持和熱情？ 

  

 



140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中華民國人口推計（103 至150 年）報告。線上檢索日

期：2015年12月13日。網址：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

n=84223C65B6F94D72 

臺北市社會局(2016)。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05年獨居老人服務計畫。線上檢索日

期：2016年1月5日。網址：http：//www.dosw.gov.taipei/ct.asp？

xItem=86894049&ctNode=72374&mp=107001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3)。友善關懷老人服務方案第二期。線上檢索日期：

2015 年 12月20日，網址：http：

//www.sfaa.gov.tw/SFAA/Pages/Detail.aspx？nodeid=383&pid=2005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3)。中華民國102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顯上檢索日期：

2015年12月17日。網址：http：//www.mohw.gov.tw/CHT/DOS/Statistic.aspx？

f_list_no=312&fod_list_no=3527 

衛生褔利部統計處(2015)。社會福利統計年報。線上檢索日期：2016年1月8日，

網址：http：//www.mohw.gov.tw/CHT/DOS/Statistic.aspx？

f_list_no=312&fod_list_no=4176 

王世俊、林麗嬋、蔡娟秀、薛桂香、吳芳瑜(2010)。老年護理學。台北：華杏。 

王金永等譯(2000)。質化研究與社會工作。台北：洪葉。 

王永慈(2008）。高齡社會的來臨：為2025年的台灣社會規畫之整合研究－不同世

代對於老年生活的需求、服務提供以及價值偏好的調查研究（第2年）。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NSC 95-2420-H-003-002-KFS），

未出版。 

石泱(2009）。不同居住型態老人社會支持與生活適應影響因素之研究。東吳社 

會工作學報，21，27-54。 

石泱(2010)。成功老化、活躍老化與生產老化對我國老人福利政策的省思。社區

發展季刊，132，234-251。 

田曉齡(2005)。獨居老人福利輸送認知、使用情形、滿意度及其影響因素之探討

-以澎湖縣為例。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所碩士論文。 

余正麗(2011)。社區獨居老人健康狀況與社會資源利用之探討。國立陽明大學護

理學系暨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雨庭(2012)。臺北市社區獨居老人健康狀況、健康促進生活型態與幸福感之研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84223C65B6F94D72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84223C65B6F94D72
http://www.dosw.gov.taipei/ct.asp?xItem=86894049&ctNode=72374&mp=107001
http://www.dosw.gov.taipei/ct.asp?xItem=86894049&ctNode=72374&mp=107001
http://www.sfaa.gov.tw/SFAA/Pages/Detail.aspx?nodeid=383&pid=2005
http://www.sfaa.gov.tw/SFAA/Pages/Detail.aspx?nodeid=383&pid=2005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BUbmD/record?r1=1&h1=4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BUbmD/record?r1=1&h1=4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fEaVt/record?r1=1&h1=7


141 
 

究。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欣怡（2012）。高齡者宗教性、靈性安適感及成功老化的生活滿意度之相關研

究。中原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李宗派(2004）。老化理論與老人保健(2)。身心障礙研究，2(2)，77-94。 

李翊駿(2000)。香港獨居長者的特質與安老服務，社會工作學刊，6，19-57。 

李聲吼、張發英、王淑美、葉惠明(2008)。獨居老人生活滿意、家庭支持與幸福

感之相關研究：以高雄市前鎮區為例。人文資源研究學報，3，49-67。 

周千清(2003)。農村地區獨居老人社區照顧服務輸送評估-以台南縣新大同社會

社區照顧網為例。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周秀眉、陳惠津、林登圳、謝佳玲、曾秀娟（2004）。社區獨居老人概況需求之

探討─以台中市為例‧中臺學報，16(2)，35-58。 

胡立仕（2001）。老年人運動行為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管理研

究所碩士論文。 

吳秀汝、林金定、張必正、陳麗美(2012)。臺北縣三重市獨居老人參與休閒活動

之調查研究。台灣老人保健學刊，8(1)，29-50。 

吳沄蓁、趙淑員(2010)。社區獨居老人的健康需求、需求滿意度及影響因素探討

-以彰化縣某鄉鎮為例。弘光學報，63，44-64。 

吳佳儀(2002)。社區老人社區老人睡眠品質與身體活動、憂鬱之相關性探討。台

灣大學護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麗惠(2006)。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與成功老化之研究。生死學研究，4，1-36。 

林麗惠(2007)。成功老化條件及策略之探討。台北市終身學習網通訊，38，2-7。 

林嘉玲、蘇東平、張媚（2003）。機構老人之睡眠品質及其相關因素。台灣醫學，

7(2)，174-184。 

柯乃尹(2015)。考量成功老化之高齡化都市公園設計 以大安森林公園為例。中

國文化大學碩士論文(未出版)。 

姜丹榴(2014)。宜蘭縣獨居老人身體健康狀況、社會資源使用與憂鬱情緒之相關

性探討。玄奘大學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洪文滿(2010)。獨居長者接受關懷訪視服務經驗之初探-長者與志工交會下搭起

人情的橋樑。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洪彩慈、葉莉莉、黃竫芬、田開瑋 (2000)。臺南市北區獨居老人整體性健康之

探討。社區發展季刊，90,277-285. 

洪緹芸(2004)。台灣地區民眾的個人主義、家族主義與集體主義價值取向及其變

遷。南華大學社會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fEaVt/record?r1=1&h1=7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100CYCU507101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100CYCU507101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BuZFVJ/record?r1=1&h1=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BuZFVJ/record?r1=1&h1=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090NTNU0571005%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090NTNU0571005%22.&searchmode=basic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checked=&unchecked=&sysId=000589085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x31Kgh/search?q=auc=%22%E6%9F%AF%E4%B9%83%E5%B0%B9%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BUbmD/record?r1=1&h1=3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BUbmD/record?r1=1&h1=3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checked=&unchecked=&sysId=0004644417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checked=&unchecked=&sysId=0004644417


142 
 

洪櫻純（2012）。老人靈性健康的阻力與助力分析。生命教育研究，1(4)，83-108。 

范江萬(2014)。榮家老年榮民成功老化影響因素之研究－以某榮家為例。慈濟大

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省政府社會處(1999)。台灣省獨居老人生活狀況及對社會福利需求調查報告。南

投市。 

施教裕(1998)。老人居家服務現況及整合探討。社區發展季刊，83，74-91。 

高冬玲(2012)。台北市社區獨居老人老化態度、生命意義與幸福感之研究。國立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崔顯曜。(2014)。基督教老年信徒成功老化經驗之研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輔導

與諮商研究所碩士在職班碩士論文，未出版。 

程千芳、游一龍。(2015)。老年心理學：從心理科學看成功老化。台北：雙葉。 

徐敏真。(2015)。行天宮科儀的運用與法教關係。華人宗教在臺灣與世界宗教教

育與生命教育-臺灣宗教學會2015年會論文集(上)。台北市:臺灣宗教學會。 

徐淑貞、張蓓貞、戎瑾如(2008)。獨居老人習得智謀對憂鬱與生活品質影響之探

討。醫護科技學刊，10(2)，88-98。 

徐慧娟(2003)。成功老化：老年健康的正向觀點。社區發展季刊，103，252-261。 

徐慧娟、張明正（2004）。台灣老人之成功老化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

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NSC92-2320-B-468-001），未出版。 

徐慧娟、丁于珊、徐珮珊。(2009)。失能者之成功老化：內在適應與外在資源。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NSC 

97-2628-H-468-001-SSS)，未出版。 

徐慧娟(2012)。成功老化之生命週期分析。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4(13)，22-28。 

徐學庸譯註(2008)。西塞羅論老年。台北：聯經。 

陳正芬、王彥雯(2010)。從生命週期觀點檢視台灣老人居住安排的模式與轉換。

台灣社會福利學刊，2(8)，67-116。 

陳俊宏(2008)。雲林縣獨居老人休閒活動參與、休閒滿意和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國忠(2012)。高齡者社會支持網絡、日常活動參與和成功老化之相關性研究-

以新竹市為例。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碩士論文。 

陳燕禎(1998)。老人社區照顧-關懷獨居老人之具體做法。社區發展季刊。83，

244-254。 

陳肇男(1993)。臺灣地區鰥寡老人居住安排。中國社會學刊，7，163-179。 

陳肇男(1994)。晚年離子獨居-台灣的例子。臺灣社會學刊，19，57-93。 

陳肇男(2001)。快意銀髮族：台灣老人的生活調查報告。台北市：張老師文化。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jeoWKi/record?r1=19&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BuZFVJ/record?r1=1&h1=0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checked=&unchecked=&sysId=0004781189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BUbmD/search?q=auc=%22%E9%99%B3%E4%BF%8A%E5%AE%8F%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BUbmD/record?r1=1&h1=6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jeoWKi/record?r1=28&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jeoWKi/record?r1=28&h1=0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checked=&unchecked=&sysId=0005581751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checked=&unchecked=&sysId=0005581751


143 
 

陳榮春(2010)。宗教信仰對華族退休老人生活適應影響之研究。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雅清(2013)。退而不休的生活-退休教師參與志願服務學習與成功老化之探究。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研究所碩士論文。 

郭聿娟（2014）。知覺組織支持、訓練遷移與工作滿意度之關聯性研究—以成功

老化為中介變項。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論文(未出版)。 

郭玫怡(2005)。台中市獨居老人生活狀況之研究。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

論文。 

莊秀美、鄭怡世(1999)。獨居老人的社區化處遇探討。東海社會科學學報，18，

57~72。 

張世璊(2009)。中年肢體障礙者老化自覺、成功老化認知、作為與需求研究。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學位論文。 

張桂霖、張金鶚(2010)。老人居住安排與居住偏好之轉換-家庭價值與交換理論

觀點的探討。人口學刊，40，41-90。 

張靜琪、葉莉莉、張玉鈴、許蕙美（1999）。臺南市北區獨居老人之經濟狀況、

居住安全及其對福利資源使用與需求初探。社區發展季刊，88，305-315。 

張麒威(2015)。公園療癒環境與成功老化關係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

士論文(未出版)。 

張嘉玲(2005)。台中市獨居老人社會福利服務使用狀況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東

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連雅棻、黃惠滿、蘇貞瑛(2008)。社區獨居老人人格韌性、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

度相關性研究。長期照護雜誌，12（1），161-178。 

黃秀蘭(2004)。社區獨居老人自我照顧能力、自覺健康狀況、憂鬱情形與生命意

義之探討。國立台北護理學院護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明碧、林金定、陳麗美(2010)。三重地區獨居老人健康狀況及害怕跌倒相關因

素調查研究。台灣老人保健學刊，7(2)，135-156。 

黃秋華（2000）。台北市獨居老人使用社會福利服務之研究。東海大學社會工作

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鈺雯(2012)。從銀髮族靈性健康探究志願服務參與意願---以成功老化為中介

效果。輔仁大學餐飲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黃璉華、林豔君(2000)。獨居老人健康狀況與照護需求之系列研究。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 

黃麗玲(2000)。社區獨居老人身體、心理及社會功能之探討。高雄醫學大學護理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101YUNT5571017%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101YUNT5571017%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102NTUS5121072%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102NTUS5121072%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jeoWKi/record?r1=54&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x31Kgh/search?q=auc=%22%E5%BC%B5%E9%BA%92%E5%A8%81%22.&searchmode=basic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checked=&unchecked=&sysId=0006175258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checked=&unchecked=&sysId=0006175258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093NTCN0563029%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093NTCN0563029%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089THU00201006%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089THU00201006%22.&searchmode=basic


144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游凱宇(2009)。台灣地區老人自評睡眠品質與跌倒之相關研究。亞洲大學健康管

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曾淑芬、龔玉齡、張志娟、俞聖姿、彭凱麟(2010)。社區老人成功老化之社會參

與模式與成功歷程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 

NSC 97-2410-H-041-006-SS2)，未出版。 

曾煥裕、沈慶盈、陳穎儒(2002)。台北市獨居及失能長者生活狀況調查研究。臺

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曾煥裕、石泱(2010)。獨居老人使用社會福利服務因素之探討：以臺北市爲例。

長期照護雜誌，14(2)，177-197。 

葉春江(2008)。獨居老人對福利服務瞭解程度及使用之探討-以臺北縣林口鄉為

例。元智大學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培珊(1999)。臺北市獨居老人生活暨需求概況調查－以文山區為例。臺大社會

工作學刊，27(143)，145-188。 

廖秀慧（2006）。失能且獨居老人之概況描述與性別比較：人口學特性、健康特

質、社會支持、醫療服務使用與居家環境。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碩士

論文。 

熊曉芳(1999)。社區獨居老人健康狀況,社會支持及相關因素探討。國立臺灣大

學護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長榮(2013)。紙錢與漢人家族祭祀之研究。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碩士

論文。 

鄭景鐘(2005)。獨居老人概念建構歷程之探討-以台北市「獨居老人照顧服務方

案為例」。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宜蓉 (2009)。台灣健康老人之活動參與對其成功老化之成效評估：十一年長

期追蹤研究。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論文。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臺北市：心理。 

潘維琴(2007）。從「貧窮線」的概念談福利國家之相關倫理議題。應用倫理研 

究通訊。42，56-62。 

蕭文高(2010)。活躍老化與照顧服務：理論、政策與實務。社區發展季刊，132，

41-58。 

盧淑敏(2003)。探討社會支持對獨居老人健康狀況、壓力感受與心理社會健康功

能之影響。國立台北護理學院護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美娥(2014)。臺北市獨居老人社會融入之階層化迴歸分析。社會政策與社會工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checked=&unchecked=&sysId=0005623214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checked=&unchecked=&sysId=0005623214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094TMC00058013%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094TMC00058013%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094TMC00058013%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BUbmD/record?r1=2&h1=8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BUbmD/record?r1=1&h1=18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BUbmD/search?q=sc=%22%E4%BD%9B%E5%85%89%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BUbmD/search?q=sc=%22%E4%BD%9B%E5%85%89%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BuZFVJ/record?r1=1&h1=2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BuZFVJ/record?r1=1&h1=2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097YM005058009%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097YM005058009%22.&searchmode=basic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checked=&unchecked=&sysId=0006011977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checked=&unchecked=&sysId=0006622874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checked=&unchecked=&sysId=0006622874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FirstID=10287337-201406-201408270014-201408270014-181-225


145 
 

作學刊，18(1)，181-225。 

顏兆熊（2005）。睡眠生理、診斷和慢性失眠的處置。台灣醫界，48（12），18-23。 

簡春安、鄒平儀(2004)。社會工作研究法。台北：巨流。 

蘇麗瓊(2012)。獨居未婚女性老人生命歷程與老年準備之探索研究。東海大學社

會工作學系博士論文。 

龔詠純(2010)。高齡者老化態度與成功老化之研究-以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為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碩士論文。 

 

英文文獻 

Atchley, R. C. (1989). A continuity theory of normal aging. The 

Gerontologist, 29,183-190. 

Baltes, P. B., & Baltes, M. M. (1990). Successful aging： Perspectives 

from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ltes, P. B. (1997). On the incomplete architecture of human ontogen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2, 366-380.  

Boudiny, K. (2013). ‘Active ageing’： From empty rhetoric to effective 

policy tool. Ageing and Society, 33, 1077–1098. 

Bowling, A. (2007). Aspirations for older age in the 21st century： What 

is successful ag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64, 263–297. 

Bowling, A. (2008). Enhancing later life ： How older people perceive 

active ageing？ Aging & Mental Health, 12, 293–301. 

Bowling, A., & Iliffe, S. (2011).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successful 

ageing predicts future quality of life in older adults.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Outcomes, 9：13. 

Cha, N. H., Seo, E. J., & Sok, S. R. (2012).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uccessful Aging of Older Korean Adults. Contemporary Nurse, 41(1), 

78–87.  

Chappell, N.L., & Badger, M. (1989). Social isolation and well-being. The 

Journal of Gerontology, 44(5), 169-176. 

Choi, N, G., & Bohman, T. M., (2007). Predicting the changes in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in later life： How much do changes in health status, 

marital and caregiving status, work and volunteering, and 

health-related behaviors contribute. Journal of Aging and Health,  

19(1), 152–177.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FirstID=10287337-201406-201408270014-201408270014-181-225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jeoWKi/record?r1=45&h1=0


146 
 

Chou, K.L. , & Chi, I. (2000). Comparison Between Elderly Chinese Living 

Alone and Those Living with Others.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33(4), 51-66. 

Chou, K., & Chi, I. (2002). Successful aging among the young-old, old-old, 

and oldest-old Chine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 Human 

Development, 54(1), 1–14. 

Clark, M., & Anderson, B. (1967). Culture and aging.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older. Americans. Springfield, IL： Thomas. 

Crowther, M. R., Parker, M. W., Achenbaum, W. A., Larimore, W. L., & Loenig, 

H. G. (2002). Rowe and Kahn’s model of successful aging revisited： 

Positive spirituality - The forgotten factor. The Gerontologist, 42, 

613-620. 

Cumming, E., & Henry, W. E. (1961). Growing old, the process of 

disengage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Chung, S., & Park, S. (2008). Successful Ageing Among Low-Income Older 

People In South Korea. Ageing and Society, 28, 1061-1074. 

Day, A. T., & Day, L. H. (1993).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Successful Ageing 

among Ever Married American White Women 77-87 Years of Age. Ageing 

and Society, 13, 365-387. 

Dosman, D., Fast, J., Chapman, S. A., & Keating, N. (2006). Retirement 

and productive activity in later life.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27, 401–419. 

Emanuel, E. J., & Emanuel, L. L. (1992). Four models of the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67(16), 2221-2226. 

Erikson, E. H., Erikson, J. M., & Kivnick, H. Q. (1986). Vital involvement 

in old age. New York： Norton. 

European Community.(2002). Europe’s response to world ageing： Promo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an ageing world： A contribution to 

the 2nd World Assembly on ageing. Brussels： European Community.  

Fengler, A. P. (1984). Life satisfaction of subpopulations of elderly：  

The comparative effects of volunteerism, employment, and meal site 

participation. Research on Aging, 6, 189–212. 

Fisher, B. J. (1992). Successful aging and life satisfaction： A pilot 

study for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6, 

191-202. 

Fisher, B. J. (1995). Successful aging： life satisfaction and 

generativity in later lif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147 
 

Development, 41, 239-250. 

Fisher, B. J. & Specht, D. K. (1999). Successful aging and creativity in 

later life.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13(4), 457-472. 

Flood, M. (2003). Successful aging： a concept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Testing, 6(2), 105-108. 

Formosa, M. (2013). Positive ageing in an age of neo-liberalism： Old wine 

in new bottles？ In U. Kriebernegg, R. Maierhofer and H. Mörtl (eds.), 

The ages of life’： Living and aging in conflict？ (pp. 21-35). 

Berlin： Lit Verlag.  

Foster. L. , & Walker. A. (2014). Active and Successful Aging： A European 

Policy Perspective. The Gerontologist, 0(0), 1–8. 

Freund, A. M., & Baltes, P. B. (1998). Selection, optimisation, and 

compensation as strategies of life management： Correlations with 

subjective indicators of successful aging. Psychology Aging, 13, 

531-543. 

Grams, A. (1987). Freeing Our Human Spirit： Creativity as We Grow Old. 

Senior Update. Cincinnati, OH： St. Anthony Messenger Press. 

Gilleard, C., & Higgs, P. (2002) The third age： Class, cohort or 

generation？ Ageing and Society, 22(3), 369-382. 

Glatt, S. J., Chayavichitsilp, P., Depp. C., Schork. N.J., & Jeste, D.V. 

(2007). Successful aging： from phenotype to genotype. Biological 

psychiatry, 62(4), 282-293. 

Guba. E. G. (1990). The alternative paradigm dialog.In E. G. Guba(Ed), 

The paradigm dialog (pp.17-27). Newbury Park,CA：Sage. 

Havighurst, R. J. (1961). Successful aging. The Gerontologist, 1, 8-13. 

Havighurst, R.J.(1963). Successful aging. In R. H. Williams, & C. Tibbitts, 

& W. Donahue(eds), Processes of Aging (pp.299-320). New York, NY： 

Atherton Press. 

Hsu, H. C.(2007). Exploring Elderly People's Perspectives on Successful 

Ageing in Taiwan. Ageing and Society, 27(1), 87-102. 

Hsu, H. C., Tsai, C. Y., Chang, M. C., & Luh, D. L. (2010). Constructing 

area-level indicators of successful ageing in Taiwan. Health and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 18, 70–81. 

Hyde, A., Lohan, M. & McDonnell, O. (2004). Sociology for Health 

Professionals in Ireland. Dublin： IPA 

Iliffe, S., Tai, S. S., Hai, A., Gallivan, S., Goldenberg, E., Booroff, 

A., & Morgen, P. (1992). Are elderly people living alone an at risk 

group？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05, 1001-1004. 

 



148 
 

Koenig, H. G., Pargament, K. I., & Nielsen, J. (1998). Religious coping 

and health status in medically ill hospitalized older adults. Th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86 , 513–521. 

Kotlikoff, L. J., & Burns, S. (2005). The Coming Generational Storm：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America’s Economic Future, London： The MIT 

Press. 

Lemon, B. W., Bengtson, V. L., & Petersen, J. A. (1972). An exploration 

of the activity theory of aging： Activity types and life expectation 

among in-movers to a retirement community. Journal of Gerontology, 

27, 511-523. 

Lee, J. J. (2009). A pilot study on the living-alone, socio-economically 

deprived older Chinese people’s self-reported successful aging： A 

case of Hong Kong.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4(4), 

347-363. 

Lieberman, M. A., & Tobin, S. S. (1983). The experience of old age： stress, 

coping, and survival. New York, Basic Books. 

Luoh, M-C. and Herzog, A.R. (2002). Individual Consequences of Volunteer 

and Paid Work in Old Age： Health and Mortality.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43(4), 490-509. 

Marenberg, M., Risch, N., Berkman, L., Floderus, B., & deFaire, U. (1994). 

Genetic susceptibility to death from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a study 

of twin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30,1041-1046. 

Masoro, E. J. (2001). ‘Successful aging’— Useful or misleading concept？ 

The Gerontologist, 41(3), 415-418. 

McDonnall, M. C. (2011). The effect of productive activities on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older adults with dual sensory 

loss. Research on Aging, 33(3), 234-255. 

Menec, V. H. (2003). The relation between everyday activities and 

successful aging： A 6-year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Gerontology (B： Psychol Sci and Soc Sci), 58, S74-S82. 

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2001). New Zealand positive ageing 

strategy. Wellington： 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2007). Positive ageing indicators 

report . Wellington： 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Moen, P., Dempser-McClain, D., & Williams, R. M. Jr. (1992). Successful 

aging： A life-course perspective on women’s multiple roles and 

healt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 1612–1638. 

Morrow-Howell, N., Hinterlong, J., Rozario, P. A., & Tang, F. (2003). 

 

http://blind.msstate.edu/research/nrtc-publications/2011-2015/pdf/10.pdf
http://blind.msstate.edu/research/nrtc-publications/2011-2015/pdf/10.pdf
http://blind.msstate.edu/research/nrtc-publications/2011-2015/pdf/10.pdf


149 
 

Effects of volunteering on the wellbeing of older adults.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58B(3), S137-S145. 

Mui, A., & Burnette, D. (1994). Long-term care service use by frail elders： 

Is ethnicity a factor？ The Gerontologist, 34, 190-198. 

Office of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2006). The Social Exclusion of Older 

People： Evidence from the first wave of the English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eing. London： Office of Deputy Prime Minister. 

Phelan, E. A, Larson, E. B.(2002). Successful ageing – where next？ 

Journal of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 50 , 1306–1308. 

Potts, M. K. (1997).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Among Older Adults 

Living Alone： the Importance of Friends Within and Outside of A 

Retirement Community, Social Work, 42(3), 348-362. 

Riley, M., & Riley, J. (1994). Age integration and the lives of 

other people. The Gerontologist, 34, 110-115. 

Rowe, J. W., & Kahn, R. L. (1997). Successful aging. The Gerontologist, 

37, 433-440. 

Rowe, J. W., & Kahn, R. L. (1998). Successful aging.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Ryff, C. D. (1989). Beyond Ponce de Le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New 

directions in quest of successful ag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12, 35-55. 

Seniors’ Secretariat (Nova Scotia). (2005). Strategy for positive aging 

in Nova Scotia. Novascotia.ca. Communications Nova Scotia. Web. 6 

Janu. 2016 

Steverink, N., Lindenberg, S., & Ormel, J. (1998). Towards understanding 

successful ageing： Patterned change in resources and goals. Ageing 

and Society, 18, 441-467. 

Strawbridge, W. J., Cohen, R. D., Shema, S. J., Kaplan, G. A. (1996). 

Successful aging： Predictors and associated activi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44(2), 135-141. 

Strawbridge, W., Wallhagen, M., & Cohen, R. (2002). Successful aging and 

well-being： Self-rated compared with Rowe and Kahn. The 

Gerontologist, 42(6), 727–733. 

Johnson, C. L., & Barer, B. M. (1992). Patterns of Engagement and 

Disengagement among the Oldest Old.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6(4), 

351-364. 

 



150 
 

Thang, L. L. (2014).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Wellbeing of Older Adults 

in Singapore. in S. T. Cheng, I. Chi, H. H. Fung, L.W. Li, & J. Woo 

(eds.), Successful Aging. Asian Perspectives. New York London： 

Springer Dordrecht Heidelberg 

The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and Museum. (2013). Buddy Guy is one of 

the titans of the blues, straddling traditional and modern forms, as 

well as musical generations. Web. 9 Aug. 2016 https：

//www.rockhall.com/inductees/buddy-guy 

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05). 

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 persons around the world. Web. 6 Janu. 

2016 http：

//www.un.org/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livingarrangement/report

.htm 

Walker, A. (2002). The evolving meaning of retirement. A strategy for 

active ageing.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 55, 121–139. 

Wang, Y.T., & Lin, W.I. (2011). Successful Aging： the case of Taiwan. 

Australasian Journal on Ageing, 31(3), 141-146. 

Wheeler, J.A., Gorey, K.M., & Greenblatt, B. (1998).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volunteering for older volunteers and the people they serve： 

A meta-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 Human Development, 

41(1), 69-79.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80).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Impairment, Disability and Handicap (ICIDH).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Towards a Common Language for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5). World Report on Ageing and Health.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illiams, R. H., & Wirths, C. G. (1965). Lives through the years： Styles 

of life and successful aging. New York： Atherton Press. 

Woo, J., Ng, S.H., Chong, A.M.L., Kwan, A.Y.H., Lai, S., Sham, A. ( 2008). 

Contribution of lifestyle to positive ageing in Hong Kong. Ageing 

International 32 (4), 269–278. 

  

 



151 
 

附錄一 研究訪談同意書 

研究訪談同意書 

感謝您參與本項研究，本研究題目為「獨居老人成功老化之經驗探討-以女

性高齡志工為例」。我是徐瑋勵，目前為國立師範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生，

此研究是希望能夠瞭解獨居老人的成功老化經驗及其調適之過程。 

如果您同意參加本項研究，我將會與您訪談。訪談時間約需 60-90分鐘，而

且過程將會錄音。此面談沒有任何風險，關於個人資訊將會以代碼註記作為保密。

事後所有資料將會由研究者妥善保管。在未來研究內容若提及您時，將以匿名形

式發表，而絕不會洩露任何個人之資料。 

本項研究與您有關之資料都會確實保密，未經您同意，絕不會對外透露。此

外，無論您同不同意參與本研究，皆不會影響您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研

究所的關係。 

若您有任何問題，歡迎直接詢問研究者，或在訪談之後您仍有疑問，也可透

過電話 0932-533705;e-mail：willy12386@hotmail.com 與研究者聯絡。或者您

也可以和本研究之指導教授 王永慈老師聯繫，電話號碼為(02)7734-5531，

e-mail：ytwang@ntnu.edu.tw。 

此訪談同意書為一式兩份，分別由您與研究者留存保管。 

請您決定是否欲參加本項研究，並在以下空白欄位簽名，即表示確認您已閱

讀以上之說明且同意參與。 

研究期間若不想繼續參與，隨時都可以告訴研究者並退出本研究。 

 

參與者簽名：                          日期： 

 

 

研究者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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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獨居老人成功老化經驗之探討 – 以女性高齡志工為例 訪談大綱 

 

一、成功老化認知 

（一）請問您認為理想的老年生活應呈現那些面貌？有哪些事物扮演您生

活 

中重要的腳色？對此您曾經嘗試那些努力？獨居對您而言會阻礙哪

些達到理想生活的條件？ 

 

二、成功老化 - 積極參與生活 

（一）請問您何時開始從事志願服務？(請您描述一下當時支持您做此決定

的情境？)您周遭親友對您從事志願服務的態度為何？鼓勵您持續投

入的理由為何？ 

（二）您的工作內容為何？從事志願服務對您的意義而言為何？對您生活

產生哪些收穫？服務過程有哪些深刻正/負面經驗？對於負面經驗您

如何做因應？ 

（三）您在服務過程常與哪些人來往？互動狀況如何？生活遇到困難時您

會找誰協助？(例如志工夥伴能陪您聊天、提供日常協助) 

（四）您曾否改變或停止擔任志工？決定改變或退出的原因為何？曾在改

變或退出期間做過哪些安排來充實生活？ 

 

三、成功老化 – 生理與心理健康的維持(延續志願服務議題) 

(一) 請問您目前有那些身體上的不適？這些不適的狀況對您獨自生活(例

如外出購物、煮飯)會造成那些不便？又如何妨礙您從事服務？ 

(二) 請問您有哪些養生之道？您曾嘗試哪些方法來克服身體不適來維持

從事志願服務？在此過程您曾尋求那些人來協助您調適(例如志工夥

伴或社工)？他們又提供您那些協助？ 

(三) 獨居對您的心理狀況造成那些影響？您如何保持心情愉悅？ 

(四) 請問您曾經歷過那些較重的負面感受(例如孤單、傷心、焦慮、憂鬱

等)或挫折？曾嘗試運用哪些方法來處理和面對(例如打坐、禱告、與

他人傾訴)？這些調適方法的取得來源為何？(例如教會、社工、志工

夥伴) 

 

四、成功老化 – 經濟生活的支持 

(一) 請問您的日常生活費或額外開銷是由誰來提供為多？您如何分配生

活費在維持健康(例如醫藥費用)或支持您參加各種活動(例如交通費、

社團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