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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之相關研究~ 

以臺北市某行政區為例 

學生：謝明玉                       指導教授：葉國樑、曾治乾 

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45歲以上之中高齡者在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

活躍老化之相關因素。研究母群體為臺北市某行政區45歲以上中高齡者，

共取得有效樣本407人，採結構式問卷由訪員進行問卷施測訪談。本研究

之重要結果如下： 

一、本研究結果以 61-65 歲、身體健康、已退休之中高齡者女性比例最高，

顯示女性較男性願意參與社會活動，相對的在社會參與是較具影響

力的，或為社會參與主要之族群。 

二、研究樣本有八成五之家人大都很支持或支持他們參與社會活動，而

有近八成為已婚 、配偶健在，顯示有家人支持、已婚及配偶健者之

因素，越能夠促使有社會參與之意願。 

三、本研究之中高齡者每週參與休閒活動之頻率最高，其次是參與學習

活動，再者為參與志願性服務。而社會參與種類以對於「社團活動」

參與的程度較高；而對於「宗教活動」得分較低，表示中高齡者對

於宗教活動的參與較為不熱衷。 

四、社會人口變項探討之結果，其中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及工

作狀況方面，在社會參與頻率及社會參與程度、憂鬱症狀與活躍老

化無顯著性差異。在健康狀況及活動支持度方面，除對社會參與頻

率無明顯差異外，對社會參與程度、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皆有顯著

性差異。 

五、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對活躍老化整體之預測力，社會參與

頻率、社會參與和「活躍老化」呈顯著正相關，而社會參與和活躍

老化的相關性最高，社會參與頻率與活躍老化的相關性次之，表示

研究對象之社會參頻率及社會參與程度越高，則活躍老化愈明顯。

而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的呈現負相關，表示研究對象社

會參頻率越多及社會參與分數越高，則越無憂鬱症狀，這樣的結果

符合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關鍵字：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活躍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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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Participation, Depression Symptoms and Active Aging 

among Elders, in one District of Taipei City. 

A Master Thesis 

by 

Ming-Yu,Hsieh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among the elderly over 45 years old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munity,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active aging. The 

study population was aged over 45 years in a district of Taipei, 407 valid 

samples, adopt a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to conduct test and questionnaire 

interviews. The important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study results are 61-65 years old, healthy, retired among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elderly women, show more women than men 

a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activities, is a major ethnic groups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2. There are 85% of the family is very support or support their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activities, there are nearly eight percent are 

married, spouse alive, showing the above factors can motivat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will. 

3. Leisure activities have the highest frequency of weekly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followed by learning activities, moreover, a 

voluntary service.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category of "community 

activities" involving a higher degree; while for "religious activities" 

lower scores. 

4. The study of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 health status and activities 

in support, in addition to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frequency, the degree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active aging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5. The elderly i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depressive symptoms 

predicted for the active aging, frequency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active aging'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hich means that the higher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involvement frequency, the more obvious of active aging.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active aging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hich means that the higher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involvement frequency, the more non-depressive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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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瞭解中高齡者社會參與的現況，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

鬱症狀與活躍老化之相關研究。本章共分為六節，包括第一節研究動機

與重要性、第二節研究目的、第三節研究問題，第四節研究假設、第五

節名詞界定，以及第六節研究限制，茲分別敍述於下。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重要性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簡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以65歲以

上老人人口所占的比率，作為衡量社會進步與否之標準。根據聯合國界

定「老化」，65歲以上的老人人口佔總人口數7 %，當老人人口達到14%

時，即為所稱的「高齡社會（Aged Society）」（教育部，2006）；65歲以

上人口比例超過20%，即達到聯合國所稱的「超高齡社會（Super Aged 

Society）」。我國在1993年，65歲以上之老人人口比率達7%，正式邁入「高

齡化社會」的國家， 2011年老人人口比率升高到10.9%（內政部戶政司，

2011）。根據行政院經建會（2010）的推估，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

比率持續上升，未來將由2010年10.7%，至2060年增加為41.6%。其中，

80歲以上高高齡人口占老年人口之比率，亦將由2010 年24.4%，至2060 

年大幅上升為44.0%。預計高齡化時程：2017年我國老年人占總人口比率

之14%，達到國際慣例及聯合國等國際機構所稱的「高齡社會」；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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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將超過20%，達到超高齡社會，到2051年，老人人口則佔總人口的比

率將會高達36.98 %。 

有鑒於此，當全球人口老化成為一種新的社會趨勢與潮流，聯合國

於1991年便提出「老化綱領（Proclamation on Aging）」，揭示老人應該擁

有之「獨立、參與、照顧、自我實現、尊嚴」五大原則項目，更將1999

年訂定為「國際老人年」，期待全世界將來能走向「接納所有年齡層的社

會」；依據前述之原則，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則在2002年提出「活躍老化（active ageing）」之政策架構，主張從健康、

參與以及安全三大面向上，提昇高齡者的生活品質（WHO, 2002），並作

為學界與各國政府討論運用。「活躍老化」的觀念，已成為WHO、OECD 

等國際組織對於老年健康政策擬定之主要參考架構。 

2006年台灣官方退休年齡為60歲（行政院經建會，2010），隨著生命

發展週期的變遷，大多數退休的中高齡、老年人都需要面對家庭、經濟

或個人健康問題，老化程度是影響老人階段生活品質的主要關鍵，唯有

成功老化才能確保良好的生活品質。成功老化乃基於三個要素：避免失

能(avoidance of disability )；維持身體的功能(maintenance of physical 

function)及積極投入生活(active engagement with life)。換言之，積極的社

會參與，進而強壯體能、降低失能，保持與社會的連結將是老人生活之

重點。老人在退休後閒暇之餘的時間，及老人、社會、家庭角色之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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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如何讓老人在老化過程可以活躍、尊嚴、自主的安享晚年，是當今應

該注重的議題。Adler(1939)提倡社會興趣(social interest)之重要性，強調

人不能脫離社會而孤獨存在，人的生活需要參與在社會群體中，即使是

退休之中高齡者也不例外。如果退休者從工作角色退下來時，而成為無

角色之依賴人口，不僅造成無成就感、喪失自尊，政府亦將因為老年人

口的激增，而加重經濟負擔。高齡者該如何過著活躍之生活，除了需要

政府推動相關措施法令外，也要仰賴與社會群體之互助，高齡者在退休

後遠離工作社群後，應繼續保有參與社會之網絡，培養社會網絡中的人

際關係，以維持社會脈絡相連結而至於脫節。除此之外，中高齡者亦要

有正面積極之生活態度、行為、意識、健康的心理、活到老學到老的學

習動機，才能於老化過程中迎面接受所遭遇之各項年老變化。 

另外，中高齡者追求健康的焦點不在侷限於減少慢性病或長期失能，

更一步是希望能促進心理層面的健康，進而能積極地享受老年生活，以

達到活躍老化的目標（徐慧娟、張明正，2004）。在心理健康層面，中

高齡者因為身體功能逐漸衰退，加上退休後社會角色之改變，容易發生

情緒調適不良，而發生憂鬱現象（王靜怡、梁忠詔、謝清麟、陳拓榮，

2005）。近年來，我國已有多項研究從事調查憂鬱症狀，結果發現憂鬱

症狀之盛行率約為27.5%~31.3%（呂淑妤、林宗義，2000；Tsai,Yeh & Tsai, 

2005），即每3至4位社區老者中，就有1位有憂鬱症狀。在內在資源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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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鄉村，憂鬱症狀之盛行率更高達57%（Wang, 2001），約每2人就有憂

鬱症狀。憂鬱症狀在生理健康方面，在統計上會增加老年人罹患失能

（Jonge, et al., 2007）、心臟病（Ferketich, Schwartzbaum, Frid, & 

Moeschberger, 2000; Ford et al., 1998）與糖尿病之風險（Carmethon et al., 

2007）。在心理社會健康方面，會增加老年人認知衰退、社會功能下降

（Lyness et al., 2002）及自殺的風險（林豔秋，2007a; Tsoh et al., 2005）。

近年來，探討重點由家庭轉向社區關係，對老年人憂鬱影響之重要性（蔡

秀欣、陳美戎、蔡芸芳，2001; Tsai et al., 2005），包括鄰居、親朋好友、

社交活動（Lu et al., 1998）、社團參與（施春畢等，2005; 鄭等，1995）

及志願性服務（鄭等，1995）等對老人憂鬱之影響。 

世界衛生組織（WHO）把健康定義為：身體、心理、社會三面向的

安寧美好狀態，以此定義對應到WHO在2002年提出之活躍老化概念，使

健康、參與、和安全達到最適化機會之過程，以促進民眾老年時的生活

品質。「活躍老化」提供追求健康的方向，成功的老年生活，應追求身體、

心理、社會等多方面之健康，促使老年維持自主與獨立，及參與社會經

濟文化等事務，進而提高生活品質，才是老年生活所要追求的目標。 

針對中高齡者社會參與過程中之學習、參與過程中是否影響憂鬱狀

態及其所追求之活躍老化，這三者間之關連性探討並不多見。多項研究

結果雖已指出從事社會參與對老人具有多元且正向之效益，但鮮少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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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狀態及活躍老化做連結。 

綜合上述說明，研究者認為中高齡者退休後不能將自己置身於社會

之外，而是要在多變之社會中不斷地學習，並持續參與社會事務，與社

會脈絡資源互動。因此，研究者以臺北市某行政區 45 歲至 65 歲以上中

高齡者為研究對象，以結構性問卷設計為調查工具，進行中高齡者社會

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之相關因素探討之實證性研究，期望對於臺

北地區的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具有應用價值。並根

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提供中高齡者、研究者服務之單位或提供相

關單位，規劃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活躍老化活動推動策略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鑑於以上所述之研究動機與重要性，引發研究者進行此一研究之動

機，進而收集相關文獻資料，期能從研究獲得值得參考之結果。本研究

以45歲以上之中高齡者為研究對象，目的在瞭解與探討中高齡者社會參

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之相關因素，本節將就研究目的說明如下： 

一、瞭解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現況。 

二、瞭解不同之社會人口學變項在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

老化的關係。 

三、探討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對活躍老化整體之預測力。 

第三節 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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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前述研究題目之重要性與研究目的，本研究要探討之問題如下

說明：  

一、瞭解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的現況為何？ 

二、瞭解中高齡者社會人口變項與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的關

係為何？ 

三、瞭解中高齡者的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能否有效預測活躍老化？ 

第四節 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目的及相關文獻資料，本研究提出以下六項研究假設： 

一、研究對象之社會人口學變項與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有顯

著差異。 

二、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有顯著相關。 

三、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能有效預測活躍老化。 

第五節 名詞界定 

本研究在探討過程中，將涉及一些重要名詞變項，為使研究更明確

清楚，茲將重要之名詞界定於下： 

一、中高齡者 

依我國就業服務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中高齡者是指年滿45

歲至65歲之國民」；老人福利法將65歲以上者定義為老人。行政院主計處

對我國人力資源之統計，將民間勞動力定義為15歲以上可以工作的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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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基本上沒有年齡之上限。因此，從勞動力、人力資源運用與既有

法律體系應用之角度，將45至65歲之國民，名詞界定為「中高齡者」，65 

歲以上國民，名詞界定為「高齡者」。本研究所提及之「中高齡者」，不

分男、女性別持續參與社區活動者，年齡在45歲以上者，分為45-50歲、

51-55歲、56-60歲、61-65歲、66-70歲、71-75歲及76歲以上共七類。 

二、社會參與 

根據Thompson（2006）之主張，「社會參與」就是每一個人皆擁有

的一種機會與責任，自發性幫助他人及社區之工作。本研究所稱的「社

會參與」，係指個人能貢獻己力，主動參加社會事務、社團活動及課程，

與他人能交流互動，維持與社會連結之關係。參考相關文獻及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社會參與界定為「社團活動」、「學習活動」、「休閒活動」、

「宗教活動」、「志願性服務」等五個層面。 

三、憂鬱 

本研究採用廖以誠等（2004）翻譯 Yesavage 等人（1986）發展之簡

短老人憂鬱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Short Form, GDS-SF），評量

最近兩週內之負向心情。簡短老人憂鬱量表之特點，在於題目只包含情

感、認知及行為症狀有關之題目，而不包含與身體症狀相關的題目，作

答方式是採是非題作答，答「是」給 1 分，答「否」給 0 分，正向題 5

題，負向題 10 題，總分 15 分。第 1、5、7、11 及 13 題答「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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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4、6、8、9、10、12、14 及 15 題答「是」者，符合答案者，

每一題給 1 分。一般而言，0-4 分屬正常，5-9 分 

屬輕度憂鬱，10-15 分屬中至重度憂鬱。 

四、活躍老化 

WHO（2002）提出「活躍老化（active  aging）」觀念，將活躍老

化定義為：使健康、參與、和安全達到最適化機會之過程，以便促進民

眾老年時的生活品質。活躍（active）指的是持續地參與社會、經濟、文

化、靈性與公民等事務。指主動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有積極樂觀之生活

態度，對生活感到滿意，並持續活躍未來或當下之老年生活。而WHO所

定義之”ACTIVE”：refer to continuing particiation in social, 

economic,cultural, spiritual and civic affairs, not just the ability to be 

physically active or to participate in the labour force.”（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 2002）。本研究以自編「活躍老化量表」上之得分，

定義「活躍老化」為（一）心理健康（二）生活調適（三）社會互動三

個面向同時運作良好之狀態，著重老年生活仍維持獨立與參與狀態。 

五、宗教活動 

宗教社會學把宗教視為一種社會現象，把宗教組織視為一種社會組

織，把宗教行為視為一種社會行為。美國學者詹姆斯•戴維德遜（James 

Dovidson）和蒂恩•克努德森（Dean Knudsen）他們認為，應該在“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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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和“宗教信奉”上作出區別。宗教取向包括幾個因素︰特殊的信

念、個人得救信念的傾向、信仰在日常生活中的倫理作用、社會關系和

宗教知識。宗教信奉分為兩個方面︰宗教意識和宗教參與。宗教意識指

信教者對宗教在其生活中之重要性的評價，宗教參與則指清楚可見的宗

教行為︰參加儀式、參加宗教團體贊助的各種活動。  

第六節 研究限制 

一、選取樣本之限制 

本研究考量樣本取得不易掌握，僅以臺北市某行政區之中高齡者為

對象，並未納入其他地區的樣本，以致無法全面說明及涵蓋其他地區中

高齡者之現象，此為研究限制一。 

二、研究工具的限制 

本研究問卷調查所用之問卷，屬於自陳式的工具，為了避免問卷過

長而影響受試者之填答意願，僅列出幾個重要變項來探討，對於變項的

測量，是藉由受試者的知覺反應來完成。而個人之知覺與實際的反應或

多或少有些許差距。填答者可能受個人情緒、認知及過去經驗等因素影

響，對於問卷內容及題意解釋亦可能有所誤差，此為研究限制二。 

三、推論的限制 

（一）本研究所得之相關變項統計資料與結果，僅限於研究調查工具所

涵蓋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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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研究受限研究者本身時間、人力之限制，不能作大規模的普查，

僅能以臺北市某行政區的中高齡者進行叢集抽樣，未能普遍分布

到所有抽樣之地區，因此，較難顧及樣本來源的均衡性。而研究

結果是否可以推論至其他地區中高齡者之現象，待日後研究者探

討研究。因此，本研究結論只能推論到背景相類似者地區中高齡

者之狀態，為研究限制之三。 

四、問卷量表之限制 

社會參與的內涵以社團活動、 學習活動、休閒活動、宗教活動及志

願性服務等五個面向作為社會參與之評量架構面，在社會參與宗教活動

的確可能會影響身心發展，但是否該列入「社會參與」的構面中，值得

商榷，因為一位宗教信仰瘋狂的人，不見得有很豐富的社會參與，因為

他可能是過度迷信；而無神論者也可能有很多的社團、學習、休閒活動

而與周邊的人與環境有許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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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查證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相關因素

之文獻探討。本章共分為四節，首先探討社會參與的意義、內涵及其相

關因素探討，接著說明憂鬱的定義、盛行率及其相關因素探討，第三節

探討活躍老化的意義、內涵及其相關因素探討，第四節就中高齡者社會

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間之關係探討。 

第一節 社會參與的界定、內涵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 

為對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有全面性及周延的瞭解，本節將先說明社會

參與的意義，然後探討中高齡者社會參與的內涵及其相關理論，最後再

討論中高齡者社會參與社會人口學變項關係之探討。 

壹、社會參與的意義 

社會參與是由社會（social）及參與（participation）所組合而成之語

詞，「社會」是指某一階級或某些範圍的人所形成之集合體，其組成份

子具有一定關係，由此之關係，彼此合作而達到一定的目的。而社會中

的成員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不僅能豐富個人的生活，促進自我之實現外，

更能增進社會的進步與和諧。「參與」這個名詞原屬於政治學上的用詞，

以鉅觀的觀點來看，意指公民意識之覺醒，及公部門有關權力或資源的

分配，加入公眾事務的政策制定、執行、管理、及評鑑，進而發揮民主

精神，增進社會公平與正義實現及人民生活福祉（李春梅，199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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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屬於社會群居動物，一切生活所需皆依賴他人與相互協助。因此，社

會中之成員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不僅能豐富個人的生活，亦能促進自我

之實現，更能增進社會安定與祥和。 

然而，國內外學者有不同的說法，楊國樞（1978）將「參與」之詞

定義為一個人在團體中，投入個人思想、行為及其他資源，促使團體受

到影響，因而產生某種預期結果之活動。「參與」經常被冠上其他名詞，

諸如民眾參與、教育參與、活動參與、文化參與、社會參與及宗教參與

等等。以下表2-1為研究者將國內外學者及其相關研究，對社會參與之定

義歸納彚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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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國內外學者、其相關研究結果及對社會參與之定義歸納說明 

學者相關研究 研究結果 

李瑞金（1995） 
其指出社會參與，可從志願性服務工作及文康休閒活動探

討。 

Dorfman （1995） 

有關退休人員之健康、經濟及社會參與之研究，對於社會參

與的說法，是指人們在社會網絡中所涉及的朋友、親人、鄰

居，皆能增強人際間的互動，或組織團體來推動共同關心之

事務。 

許坋妃（1997） 
此研究指出個人社會參與有助於老年人與社會之互動，或與

他人有所溝通，促進個人之自我成長。 

費陪弟（1998） 
此研究指出社會參與，不僅促進社會資源充分利用，及社會

進步和諧，個人亦能獲得更多之自我成就與福祉。 

林振春（1998） 

在社區總體營造研究中，認為「社會參與」可說是個人在整

個社會運作過程中，投入自己的意見、行為及其他資源，以

便於產生方面發生效果，使自己的努力能對社會具有某種程

度之影響，進而產生預期的效果。 

林珠茹（2002） 

界定社會參與在定義上，是一個動態之概念和行動，以有組

織之行動投入社區活動，因社區類型而各有獨特的形式、內

涵與目標。 

張怡（2004） 

進行社會建構下高齡者社會適應歷程之研究，將「社會參與」

界定為透過參與社會的機會與權利之擁有，以一個動態的概

念與行動，有組織的投入社會各類型的活動形式。 

Thompson（2006） 

在「社會參與或社會疏離—理論與實務」中指出：社會參與

就是每一個人皆擁有的一種機會與責任，自發性地幫助他

人、社區的工作。 

陳佑淵（2007） 

「社會參與」係指個人在參與社會活動過程，積極主動投入

社會之運作，與社會其他成員互動，並加入自己的主觀理

念、思考及行動，分享社會中教育、文化、宗教、休閒及政

治等資源。 

蘇琬玲（2007） 

社會參與係指個人貢獻己力，主動參加社會事務、社團、活

動與課程，與他人交流互動，並融入至整體的生活中，達到

共享的過程。 

吳佳玲（2009） 
個人自發性奉獻己力，參加社會事務、社團、活動及課程，

與他人互動，使自己有所成長，達到共用之過程。 

綜上國內、外學者，研究者對社會參與的界定，較強調參加的過程、

與他人互動、融入整體的生活，具有多元之型態等要素。綜合以上學者

對社會參與名詞之界定，歸納提出本研究「社會參與」之定義，係指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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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具有參與社會之機會與權利，貢獻自己所擁有的資源，分享社會中之

資源，增進社會互動機會，進而追求自我成長。 

貳、社會參與的內涵 

有關社會參與的內涵，茲就學者所提出之觀點及相關研究，分別探

討及說明如下：  

中高齡者之社會參與，可包括教育的參與、志工的參與、宗教的參

與、政治的參與、組織的參與等，及其他社會活動的參與（教育部，2006；

張怡，2003）；亦可分為自願與慈善工作、培訓課程、體育與社會俱樂

部，宗教組織和政治與社會組織（Sirven&Debrand, 2008），不同種類的

參與有不同之功能。 

社會參與可分為正式和非正式之面向：正式之社會參與，包含出席

預先規劃的團體集會或義務團體，且在其中有社會接觸的層面，如宗教

服務、俱樂部及自願性工作等；非正式的社會參與，則包括更多簡單之

社會接觸，如拜訪或電話聯繫朋友，或自行外出參與社會等（Watson & 

Britton, 2008）。 

Rowe 與 Kahn（1997）在成功老化（successful aging）之定義，提到

老年人需要活動的參與，包含良好之身體及認知功能、且沒有疾病。因

此，社會參與是成功老化不可缺少的部分，而隨著年代的不同，國內、

外學者對社會參與有某些程度上的差異界定，Bassuk、Glass 與 Berk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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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認為，老年人維持與社會聯繫、高度參與社會活動，可預防認

知功能之衰退。且將社會參與分為配偶存在、每月至少和三個親友視覺

上之接觸、每年至少與十個親友非視覺上之接觸、每月至少參與一次宗

教性活動、參與其他組織性之團體活動、定期參與社會活動；Bukov、

Maas 與 Lampert（2002）認為社會參與是一種個人與他人分享資源之行

為，包括：集體性社會參與、生產力社會參與、政策性參與；Wang 等人

（2002）將社會及休閒活動分為精神性活動、身體性活動、社會性活動、

生產力活動、娛樂性活動；Utz 等人（2002）界定社會參與為與配偶以外

的人之社會互動，包含正式（參與會議、宗教活動、志願服務、）與非

正式（與朋友交往、電話聯絡）之社會角色；Takeyachi 等人（2003）則

表示社會參與分為社會活動與社會整合，社會活動包含運動、旅遊、社

團、志願性服務、進修等；社會整合意指與社會有所關聯，包含同住家

人人數、親密友人、與鄰居人際關係、社區活動、參與頻率等。 

國內學者之見解，如林松齡（1983）將社會參與界定為個體與家庭

以外之人際關係及社團參與；江亮演（1988）則認為社會參與可透過個

體對社團的參與、鄰居往來、親友關係及老人興趣等面向加以測量；萬

育維（1993）的研究分類方式，將社會參與分為五大類型，分別為休閒

旅遊、宗教活動、志願服務、進修學習與政治參與。曾中明（1993）認

為社會參與涵蓋層面甚廣，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及教育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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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事務層面。其中提到社區參與可分為五種類型，分別為休閒活動、宗

教活動、志願服務、進修研習與政治參與。黃國彥、詹火生（1994）對

老人社會參與之界定，可分為兩種：一種為有酬的工作，另一種為無酬

的志願性服務工作。李瑞金（1995）指出老人的社會參與可分為：志願

性服務工作及文康休閒活動等。呂寶靜（1996）將高齡者社會參與分為：

休閒活動、社會（志願）服務、進修學習等。林珠茹（2002）界定老人

的社區參與，在定義上為一個動態概念和有組織的行動，有組織的行動

投入社區活動，而社區類型有獨特性之形式、內涵和目標。張怡（2003）

認為社會參與定義為老人透過參與社會的機會與權利的擁有，以動態的

概念和行動，有組織地投入社會上各類型的活動形式。鄭喜文（2005）

更明確指出社會參與是影響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透過人

際間之接觸，個體可以維持社會身份，獲得情緒上的支持、物質上的協

助以及與社會接觸之相關訊息。 

從上述不同學者對社會參與內涵之論述，綜括而言，社會參與包括

社團參與、鄰居往來、老人興趣、親友關係、宗教活動、休閒旅遊、進

修學習、志願服務、政治參與、有酬的工作、無酬的志願性服務工作等

類別。 

參、社會參與之相關理論 

在老人社會參與相關的理論中，可分為消極層面與積極層面。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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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層面，如最早先的「撤退理論」，其主要論點強調社會必須淘汰失去

功能者，認為老年人退休之後，就應該從社會機制中撤退下來，讓年輕

人取代老年人成為社會之主流份子。在積極層面，有活動理論、持續理

論、次文化理論、需求與滿足理論及替代理論等。以下就有關社會參與

之理論逐一闡述說明如下： 

（一）活動理論 

「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認為老年人在老年期生活最為成功方面，

是在於他們全面參與日常生活之社會活動，保持經常忙碌的生活。李宗

派（2007）認為活動理論，企圖解釋個人對於老年之變化如何適應，例

如：退休、衰弱的身體、慢性疾病及角色的損失等，且主張老年是中年

期之延長，個體在社會中的角色並不會因老化而減少，只要個人在生理、

心理上有能力，仍然可以執行其角色與任務。 

活動理論定義為：「老年人所參與的非正式角色越多，便越能降低

因老化而喪失許多義務性角色後的沮喪」。江亮演（1988）指出活動理

論，是假定當人們進入晚年只要保持活動，持續著中年時期的活動水平

和期望，便可以維持社會及心理上之適應，而此派觀點又稱為「社會參

與理論Social Engagement Theory」。Kotwal和Prabhakar（2009）指出，

活動理論之基本前題，是持續活動能促進身心健康及性生活滿足。具有

較高活動力的老年人，有較好之生活滿意度及較佳之問題因應能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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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在晚年保持參與社會活動之最佳狀況，則能帶來生活上的滿足。 

因此，自我概念產生適應上的問題，且社會不認為此老年人族群是

完全參與之成員，導致老年人與社會活動漸行漸遠，被迫處於不活動的

狀態，可稱為一種「無角色的角色roleless role」（Burges, 1960）；（李

宗派，2004）指出老年人可藉由非正式之角色扮演，以取代因老化所喪

失之義務性角色，由新的角色取代失去的角色（林麗惠，2002），且許

多高齡者對「無角色的角色」之恐懼，期待能夠持續角色扮演的渴望（許

坋妃，1997）。Knapp（1977）提出：活動的參與能強化個人之角色認同，

進而提升生活的滿意程度。因此，要使老年人調適晚年生活，並維護老

人社會關係，應協助老年人持續參與社會活動。 

（二）次文化理論 

「次文化理論subcultural theory」是由Rose（1965）所提出的「老人

次文化理論」。老人次文化理論認為社會將老人與主流社會劃定一道明

顯的人為界線，老人因為年齡相似而連結，逐漸於社會中隨年齡而形成

次文化，進而促成老年團體意識的產生。根據老人次文化理論，中高齡

者退休後參與社會團體之活動，可以增進彼此間的聯繫與支持，在老人

的次團體中，老年人有共同的語言、相近的年齡及身心的發展。透過老

人團體之彼此互動與學習，形成另一個新的支持網絡，可提升其生活品

質及自我概念。老年人口逐漸成長，造成老年人為非老年全體所刻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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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的族群，老年人增加其與退休老年人互動的機會，因而，形成老年之

次文化體系（引自Matras, 1990）。 

次文化的產生可能與宗教信仰、族群、地域等因素有關，因此，由

於成員之間性質相近，彼此間互相協助、扶持，並分享經驗、心情及尋

求解決問題的方法。Turner（1992）認為，老人透過協助他人，如：以社

會參與活動，來建立自己的地位。中高齡者參與社會性的活動，透過彼

此間的服務過程，支持網絡缺少者，將獲得同儕的安慰與支持，此種基

於彼此相同的特質與志趣，所形成的次文化體系，在相互的認同與支持

互動模式下，增進自我肯定與精神生活之滿足。 

（三）交換理論 

「交換理論exchange theory」強調社會關係是一連串的社會交換，當

社會行動者認定行為所帶來的獎賞勝過付出之成本時，行為才會繼續（呂

寶靜，1999）。社會交換是綜合社會行為科學與經濟學為基礎的理論，

其主要目的在於解釋人與人之間互動的行為，是一種利益交換的過程。

主要論點認為個人社會地位取決於對社會的貢獻及社會所給予的酬勞。

老年人對社會貢獻少，因此，無法爭取較多的酬勞與社會地位（蔡文輝，

2008）。而老年人的人際關係，呈現過度依賴他人，而所能提供的交換

與報酬相對薄弱，致使老年人期待的報酬亦相對薄弱（吳老德，2010）。

顏建賢、陳美芬（2008）指出，高齡者必須在社會中與他人互動，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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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人際關係與社會情境，拓展所需的社會支持，對退休生活的調適與

生活品質提高有較大之助益。 

因此，「交換理論」的觀點，乃植基於「酬賞」的觀念上，在社會

上，一個人若要得到別人的尊重，就必須有資源用以交換，中高齡者若

要營造新的人際關係，就必須走入人群，參與社會活動，才能認識朋友，

並獲得人際的支持，從而建立自尊心與價值感。 

（四）角色存在理論 

「角色存在理論role exist theory」主張老年人從工作崗位退休後，在

生理及心理兩方面有逐漸退化之現象，如果沒有適當的活動，來填補心

靈上的空虛，就容易加速身心之老化，所以，需尋求一個新的、有意義

的角色，以彌補生活上之空白，重建生活的意義，以及自我的認同。美

國社會學家 Parsons 於1942年指出：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就是個人角色

與社會角色的互動，社會角色不是恆常不變的，它會隨著社會的變遷而

改變，任何一個人會同時擔任數個的角色。老人社會角色已變遷，或某

些角色已消失，使得個人參與社會的主要制度結構，如老夫妻核心的家

庭和職業組織終止，又必須面對數種新角色或可能互相衝突角色的來臨

（引自李瑞金，1996）。 

基於以上的觀點，中高齡者在社會活動參與的過程中，積極的走入

人群，促使社會角色的獲得，並取得自我實現的滿足，將有助益其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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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及新社會角色的扮演。徐立忠（1989）並強調，老年人生活適應的

重點在於社會角色之調整，因此，老年人社會地位的失落是一種社會角

色之轉變，因而，老年人應以新的角色來取代原來之角色型態。參加社

區活動不僅可以協助老人重新調整其社會角色、增加其社會支持及聯繫，

更能協助老人學習一個新的角色。 

（五）需求層次理論 

心理學家 Maslow 在1954年提出「需求層次理論need- hierarchy 

theory」，將人類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與隸屬需求、尊重

需求、自我實現需求等五個層次，其認為人類的需求是有層次的，彼此

間相互有關聯的，基本的生理及安全等低層次的需求滿足後，再進一步

追求更高層次屬於精神層面的滿足。中高齡者在基本需求滿足無虞之後，

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及與社會保持互動，並透過這種社會互動的過程中，

獲得身心及精神層面的滿足。美國社會學家Forder A.更具體指出，老年

人的需求從基本之健康需求、經濟需求、居住需求，到高層次的心理及

社會需求，以追求老年人晚年生活目標的滿足以及對老人角色的圓滿適

應（李瑞金，1996）。而Atkinson、Herzberg 等亦提出滿足理論（content 

theory），指出人類除物質需求滿足之外，亦需要追求精神層面的自我成

長。 

陳宇嘉（1984）指出，人生每個時期皆有不同的需求，老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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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獨特性，而老年人社會參與即與心理和社會需求有關。中老年人在

基本需求無虞後，將自己投身於社會活動中，與社會保持互動。由Maslow

的需求理論來看，自我實現是人生最高的需求。因此，中高齡者藉由本

身所具有的能力，獲得社會參與及自我成長的滿足，進而追求更高層次

的心理滿足需求。 

綜合以上的老人社會參與理論，從積極性的活動理論、持續理論、

次文化理論、需求與滿足理論與角色替代理論等探討，「活動理論」認

為具有較高活動力的老人，身體相對較健康，及有較好的生活滿意度及

較佳的問題因應能力。「次文化理論」中高齡者參與社會團體活動，增

進彼此間之聯繫與支持，形成的次文化體系，在相互認同與支持的互動

模式下，增進了自我肯定與精神生活的滿足。「交換理論」論點認為透

過參與社會活動，獲得人際之支持，拓展新的社會支持，從而建立自尊

心與價值感。「角色存在理論」認為在社會活動的參與過程中，尋求一

個新的、有意義的角色，可以彌補生活上的空白，重建生活的意義，及

自我的認同。「需求層次理論」在基本需求無虞之後，將自己投身於社

會活動中，與社會保持互動，獲得社會參與及自我成長的滿足，進而追

求更高層次的心理滿足需求。 

這些理論強調中高齡者在退休或子女成長後，需要藉由參與活動，

保持與社會的接觸，才能維持生活的意義及功能、強化自我概念、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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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的聯繫並促進身心之健康，使其生活過得有成就感。因此，參與

社區活動對老年人而言，確實有其實質上的幫助。 

肆、社會參與及其相關因素探討 

本研究就影響社會參與因素有關之社會人口學變項關係進行探討，

國內外相關的研究結果，發現影響社會參與的社會人口學變項包括：性

別、年齡、退休時間、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健康狀況、經濟狀況、居

住狀況、及家人支持等。以下分別就這些變項說明如下： 

一、性別 

在性別方面，一般研究指出，女性的社會參與較偏向學習活動、宗

教活動、志願性服務；男性則較偏向休閒活動、社團活動。在學習活動、

宗教活動、志願服務等活動，以女性參與者居多，鍾肇騰（1999）在進

行「老人教育參與者、非參與者教育態度與規範失調之比較研究」，探

討高齡者參與學習與否對其生活規範之影響，其中發現，就參與教育活

動而言，學習活動參與者以女性居多。Dorfman（1995）等人在美國Iowa 

州進行退休人員健康、經濟能力以及社會參與之研究，探討健康、經濟

能力與社會參與的關係，發現高齡女性參加活動之比率高於男性，例如：

拜訪鄰居、參與社團、教會活動等活動均屬之。而在休閒活動、社團活

動等活動，以男性參與者居多。依臺北市大安區參與社區活動民眾之健

康行為調查分析，參與社區活動民眾之特性，在性別方面女性佔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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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佔33.0%（楊逸菊等，2009）。 

綜合上述說明，多數的研究皆顯示性別與社會參與有關，本研究將

更加探討性別、憂鬱狀態與活躍老化之間的關係，因此，將「性別」列

為重要因素，擬進行此一方面的探討與驗證。 

二、年齡 

在探討高齡者之年齡與社會參與的相關研究中，大多指出「年齡」

對「社會參與」有顯著之影響。關於年齡與社會參與的研究顯示：老年

人的社會參與行為會隨著年齡的增加而遞減（廖素嫻，2003）。可能原

因是因為隨著年齡的增加，健康狀況越來越差，限制了活動的參與頻率；

另一方面可能是隨著年齡越來越增長，老年人逐漸自原有的社會角色中

「撤離」，對各項活動的參與逐漸減少。年紀較輕之高齡者傾向學習活

動，年齡較長者傾向於宗教活動、志願活動、休閒活動等。在邱民華（2003）

的研究發現，教師退休年齡越年輕者，參與社會性活動的機會越多；在

梁以君（2004）的研究中發現，年齡越高之退休教師因體力與健康的衰

退，逐漸減少社會活動的參與。在張梅玲（2006）研究發現，年齡越小、

自我照顧能力佳的老年人社會參與狀況較好。在俞聖姿（2009）研究發

現，年齡的因素與社區老人社會參與情形達顯著相關；而傅嘉瑜（2006）

使用「臺灣地區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追蹤調查系列」，在1999

年調查資料的次級資料分析亦有相同的結果。林勝漢（2010）在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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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發現，嘉義縣國中小退休教師以60~69歲、退休年數小於10年，在活動

參與上最佳。 

綜上所論述，高齡者社會參與之層面，可能因年齡差異而有所不同，

由此可知「年齡」是影響高齡者社會參與之重要因素，但對中高齡者而

言，是否有相同的結果，尚待進一步研究與驗證，故本研究擬以此變項

進一步探討。 

三、退休時間 

在退休時間與社會參與關係的研究中，多數研究顯示兩者間呈現顯

著的相關。一般認為退休時間越短者，其參與志願服務、社團參與、學

習活動愈高（沈佳蓉，2006；賴永和，2001；梁以君，2004；羅振宏，

2005）。另一方面，於邱民華（2003）的研究中則持不同的看法，研究

指出退休時間越長的教師，其志願服務、社團參與及整體社會參與之意

願強烈。 

綜上所論述，不同的研究對於此一變項有不同的看法，為進一步瞭

解退休時間與社會參與的關係，實有必要將此一變項納入本研究中探

討。  

四、教育程度 

相關教育程度與社會參與的相關研究中指出，教育程度對社會參與

具有影響力，教育程度較高者較易從事志願性服務、休閒活動及學習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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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高教育程度，對參與正式、非正式組織、參與志願服務、及參加學

習活動均有正向之影響（Robertson, 1988；劉弘煌，1996；林麗惠，2001）。

林麗惠（2001）進行「高齡者參與學習活動與生活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探討參與學習與生活滿意度之研究，結果發現教育程度為「高中職」及

「大專程度以上」者，參與學習活動之比率較高，顯示教育程度愈高，

愈積極參與學習活動。張梅玲（2006）之研究指出，教育程度高之老人，

社會參與狀況較佳 。在蔡明展（2010）研究嘉義市60歲以上的老人，結

果發現「高中職」者社會參與較積極。多位研究者對於社會參與在教育

程度方面，研究結果指出在教育程度上具有顯著差異（傅嘉瑜，2006; 楊

婕妤，2005; 蘇琬玲，2007）。 

綜上所論述，教育程度的高低除代表教育年限的長短外，也代表著

個體社會化機會的多寡，許多社會活動的參與均需要具備一些技能，而

學校教育正是提供技能學習和演練的場所。然而，現今是資訊發達之時

代，自我充實的機會很多，教育程度並不能就足以代表個人學識。因此，

實有必要再對此變項進一步探討。 

五、婚姻狀況 

沈桂枝（2001）之研究探討發現，「婚姻狀況」是老人社區參與程

度的重要預測變項之一。已婚或配偶仍健在者，可能受到配偶的支持與

鼓勵，而有較高的志願服務參與率或擁有更強之社會參與動機（蔡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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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林珠茹，2002）。以「已婚有偶者」，參與休閒活動、志願服務、

學習活動、宗教活動較多，「未婚者（包括單身、喪偶或離婚）」在各

層面的社會參與較低。Glaser 等人（2006）之研究顯示，已婚有配偶者，

社會參與較踴躍，尤其是在休閒活動、拜訪親友等層面參與度較高。唐

存敏（2004）的研究發現，以已婚配偶健在之高齡者，在參與教會活動

方面，有顯著高於其他婚姻狀況的高齡者。邱民華（2003）；俞聖姿（2006）

的研究指出，不同的婚姻狀況，在社會參與有顯著的差異。吳佳玲（2009）

之研究發現，離婚或分居、有宗教信仰、再度就業、家人支持參與者，

社會參與程度較佳。亦有研究認為婚姻狀況並不會影響社會參與，林麗

惠（2001）之研究發現：台灣地區高齡者參與學習活動，不會因婚姻狀

況的不同而有顯著差異，因為，參與學習活動係屬一項自發性之行為。

因此，不因婚姻狀況之不同而有所差異性。 

由上所論述，婚姻狀況對社會參與的影響，因為不同之研究觀點與

研究對象，其結果並不盡相似。因此，研究者為瞭解中高齡者社會參與

及婚姻狀況的關係，乃將此變項納入本研究中。 

六、健康狀況 

在健康狀況方面，一般研究大部指出，高齡者其「健康狀況」愈佳，

其參與休閒活動、志願服務、學習活動、宗教活動等層面愈積極。Hooyman

與Kiyak（2002/2003）研究發現，多數健康狀況良好者，且經濟不虞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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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輕老人（65至75歲），其生活狀態如同中年時期之延伸。換言之，

當老人健康狀況不佳時，其自我照顧的能力亦隨之降低，因而，依賴他

人支持與照顧（黃春英，1996）。林麗惠（2001）的研究結果發現，參

與學習者以「自覺健康狀況很好者」居多，其可能的原因為：身體健康

狀況是從事任何活動的根本，自覺健康狀況越好者，越能促進高齡者之

學習活動；另學習過程中，越能滿足高齡者的社會需求，越能除去其老

而無用的消極心態，將更有助於身心健康的維持。Walton、Berry 和

Dehaven（2002）的研究指出Enrique Ruelas 學者在墨西哥境內，進行的

國家健康計畫研究，探討社會參與及健康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參與

教會、清真寺、寺廟等宗教活動者的健康狀況是較佳。傅嘉瑜（2006）；

俞聖姿（2009）研究則認為，健康狀況是影響高齡者社會參與之重要因

素。 

綜合上述，可見健康狀況與社會參與有相關性，因此，研究者為瞭

解中高齡者社會參與和健康狀況之關係，乃將其納入本研究中，作進一

步研究與驗證。 

七、經濟狀況 

一般的研究指出，在社團參與、志願性服務及宗教活動等方面，以

經濟狀況較佳者居多。在學習活動方面而言，經濟狀況則不影響參與情

形。在社團參與、志願服務及宗教活動方面，賴永和（2001）的研究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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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自認為經濟狀況「普通」及「良好」，其在志願性服務、人際互動、

社團參與等方面明顯較高。唐存敏（2004）的研究，經濟收入高且穩定

者，可提供其相對有安全感，因此，參加教會活動明顯提高。楊婕妤（2005）

研究發現，年收入越多、收入來源為子女提供、有個人資產之女性，較

積極參與社會活動。陳佑淵（2007）；俞聖姿（2009）研究認為，經濟

為影響退休教師社會參與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此上述學者的研究發現，經濟狀況較好的高齡者，比較有自主活

動的時間，回饋社會的理念，其參與社會性活動的意願相對越高。 

八、居住狀況 

有關居住狀況方面，一般研究均指出，在社團參與、志願性服務、

宗教活動、休閒活動等層面之高齡者，以與家人同住者居多。在社團參

與、志願服務與休閒活動等層面，李瑞金（1995）的研究顯示，以「與

配偶及已婚子女居住」者占最多數，研究指出與老伴子女同住的老年人，

參與社團活動或志願助人團體活動也較踴躍。Glaser等人（2006）之調查

指出，與「與配偶同住，不論有無子女者」，其在人際互動的社團參與

或休閒活動等，參與度均明顯較其他高。另外，亦有研究指出，婚姻狀

況不會影響社會參與（沈佳蓉，2006）；陳佑淵（2007）的研究有不一

致之看法，研究指出居住狀況與退休教師參加志願服務工作，未達顯著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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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之相關研究，社會參與會受到「居住狀況」之影響，而各

學者之看法不盡相同。因此，本研究者將進一步進行居住狀況與社會參

與之關係研究。 

九、家人支持 

有關家人支持對高齡者社會參與關係之研究，發現「家人支持」與

社會參與有相關性，在志願服務、休閒活動、社團活動等層面更為顯著。

Glaser 等人（2006）之研究提到，中老年人在社會參與的過程中，配偶

及孩子的鼓勵與支持愈強烈，其參與休閒活動就愈高。Thompson（2006）

進行社會參與及社會隔離之比較研究，研究結果指出，家人支持愈正向，

受訪者或受試者的社區服務、社團活動參與愈積極。 

綜合上述，多數研究顯示家人支持與社會參與有相關，故本研究將

「家人支持」列為研究項目之一，以更一步瞭解對中高齡者社會參與的

影響程度。 

綜觀國內外的之相關研究，歸納出性別、年齡、退休時間、教育程

度、婚姻狀況、健康狀況、經濟狀況、居住狀況、家人支持等社會人口

學變項，均與社會參與有相關；其中退休時間、健康狀況、婚姻狀況、

經濟狀況、家人支持、居住狀況之變項，在高齡者研究上已達到一致之

觀點。而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仍有爭議或尚未有定論。鑑於目前社

會情境時空之差異與變化，為了深入瞭解中高齡者族群在社會參與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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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故研究者將上述變項皆納入以作更廣泛的研究。 

第二節 憂鬱定義、盛行率及相關因素之探討 

壹、憂鬱的定義 

憂鬱（Depression）為一種屬於憂愁、悲傷、頹廢、消沉等多種不愉

快綜合而成複雜的心理狀態（張春興，1989）。憂鬱是造成老年人痛苦

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經常未被正確的診斷，亦缺乏適當的治療。「憂

鬱」屬一種情緒、症狀或症候群，為正常之人類情緒反應。人若遇到挫

折、失落、不如意，難免會悶悶不樂(Becker & Kleinman, 1991)。憂鬱之

情緒也常會造成負向之自我評價(楊培珊，1999)，用詞多偏向負面、消極

層面，譬如：（1）在自我方面：使用「不適當、缺乏、軟弱」等之用語；

（2）在世界方面：使用「陰沈、孤獨、不公平」等之用語；（3）在未來

方面：使用「無趣、晦暗、無望」等之用語(Greenberg & Beck, 1989; 余

民寧等，2008)。 

貳、憂鬱的盛行率 

憂鬱是晚年最常見之心理疾病，依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憂鬱症

是繼失智症之後，老年人口族群最主要的心理、身理問題(林正祥等，

2010) 。老年人若出現憂鬱症狀表現，譬如：睡眠障礙、體重減輕、焦慮

不安、社交退縮、記憶力或注意力下降等現象，常被視為正常的老化過

程(廖以誠等，2004; 謝宜芳，2008; 林正祥等，2010)，再加上老年人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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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自行辨識憂鬱症狀，或否認或不訴說情緒上之憂鬱，各種因素皆使

老年人憂鬱問題常被忽略或錯失就醫機會而延遲診治，使其治療比例不

到三分之一(行政院主計處，1994)。 

中老年人憂鬱症為由一群不同原因所造成情感困擾的疾病，並可表

現出各種不同的特徵。達到臨床意義之憂鬱症狀，在社區老人的盛行率

大約為8%至16%，腦部結構之改變，會使得有些人到老年時容易出現憂

鬱症狀。重度憂鬱症是企圖自殺或自殺成功之老人最常被診斷的疾病；

合併較多之身體疾病則是老年憂鬱症的特色。精神流行病學研究報告中

顯示，各國憂鬱症罹病率不太不相同，在美國60歲以上之人口有憂鬱症

狀者佔27%，符合憂鬱症診斷的則佔10%，台灣地區憂鬱症之終身盛行率

佔16-19.4%，1993年當時患有憂鬱症者，佔全國總人口數7%以上，估計

此項數據將逐年升高（翁素月等，2005）。 

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於2002年曾針對民眾對憂鬱症認知進行調查，

結果約有6.9%的民眾具有憂鬱症傾向，且有七成具有憂鬱傾向的人並未

尋求醫療協助，有四成的人不覺得自己的狀況屬嚴重，有58.19%有憂鬱

症傾向者即使到醫院就醫，亦不是選擇精神科的科別（嚴烽彰，2003）。

在美國，每年受憂鬱症約影響者有一千一百五十萬人，其中約有50%者有

自殺傾向；憂鬱症不但影響美國的失業率，也造成生產力的喪失、健康

照護方面的支出增加達437億美元，國家之社會成本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33 
 

由上述之文獻得知，國內外社區老人憂鬱盛行率皆偏高，隨著社會

高度都市化之趨勢，社區老人之憂鬱症狀是值得重視的公共衛生議題。

因此，應該進一步瞭解社區老人憂鬱症狀之相關因素，進而促進中老年

人憂鬱問題之預防與處置。 

參、憂鬱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 

憂鬱症乃是因為遺傳基因（如家庭史及個性）、外界的生活壓力與

心理因素，這三種因素交互作用，使得腦內荷爾蒙或神經介質失衡所造

成的（蘇東平，2004）。呂淑妤、林宗義（2000）將影響社區老人憂鬱

因素分為：人口學特性、健康因素及社會關係等。以下就人口學特性與

憂鬱之相關性，諸如：年齡、性別、族群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經

濟收入、健康狀況、工作狀況及獨居與否等因素，進行探討與整理。 

一、年齡 

在南部某社區分層抽樣 210 位老人，進行面對面之問卷調查訪視，

並使用美國流行病學研究中心之憂鬱量表為測量工具，探討憂鬱的盛行

率，結果發現年齡與憂鬱並無統計上顯著相關性差異（呂淑妤等，2000）。

另有研究指出憂鬱症疾病特質中，憂鬱症發病年齡與憂鬱症狀成負相關，

也即是說發病年齡越輕者，憂鬱程度越高（吳美惠等，2006）。Chiu等

（2005）、Tsai等（2005）及Wang（2001）皆發現，年齡因素在雙變項

及邏輯式廻歸分析中，皆無統計之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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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本身與憂鬱盛行率可能沒有直接之相關性，但因年齡與身體疾

病和身體功能不良有相關，而在身體疾病和身體功能不良與憂鬱症狀之

間又有相關連，以致於促成年齡與憂鬱之間有相關性。 

二、性別 

有國內研究提出女性憂鬱症盛行率高於男性，可能是因女性較男性

高齡（王仁傑等，2001），而女性易有心血管疾病、骨質疏鬆症、自律

神經失調等疾病，又因較男性高齡之故，故較易有喪偶、獨居、經濟拮

据等狀況，故造成憂鬱比例較高（李世代，2003）。另外，許多已開發

之國家人口統計資料，均顯示女性的平均預期壽命比較男性長5至7年，

且女性通常與年紀較長的男性結婚，使得在老年人口中女性成為失偶、

喪偶的機率遠大於男性（蔡秀美等，1995）。而在Tsai等（2005）研究發

現，具憂鬱症狀之女性所佔的比例（50.3%）高於無憂鬱症狀之比例

（41.8%），但在邏輯式廻歸分析中，性別因素卻無統計顯著性。Chiu等

（2005）也指出，不論是在都市或鄉村地區，性別因素皆不是社區老年

人憂鬱症狀的預測因子。 

綜合上述之文獻，多數研究發現性別與憂鬱症狀相關，但在近年研

究，性別未必是社區中高齡者憂鬱症狀之直接影響因素。 

三、教育程度 

在一些研究發現，教育程度較低，罹患憂鬱的風險較高，尤其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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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字者（施春畢等，2005; Chong et al., 2001; Fu et al., 1988; Liu et al., 1997; 

Tsai et al., 2005; Wang, 2001）。教育背景是個人生涯於早期的努力目標，

個人生涯早期事件與成就是否有滿足個人的生涯目標，亦會影響老年族

群的憂鬱傾向（王仁傑等，2001）。目前有部分研究將教育程度、工作

狀況、經濟收入等因素，歸納為「社經地位狀況（SES）」作為共同討論。

一般而言，低社經地位狀況會造成較高的疾病發生率與死亡率，同時，

也是個人社會及生理心理上功能不健全的高度指標；在社經地位狀況上

的差異與心理失能也有關係，其中包括憂鬱（Annemarie Koster et al., 

2006）。 

五、婚姻狀況 

研究指出鰥寡、單身或分居與社區老人憂鬱有顯著相關（Chong et al., 

2001; Fu et al., 1988; Liu et al., 1997）。一般而言，有伴侶或具有配偶支持

性之老年人，發生憂鬱機率較低。以風險因子而言，歷年來自殺身亡的

老年人，有 90%以上是殘障、久病或老衰；超過 30%的自殺老年人的配

偶已經去世，且比例有逐年升高趨勢（江弘基等，2006）。George（1994）

也提出喪偶這類的生活事件，是影響老年族群憂鬱症的心理社會危險因

子（王仁傑等，2001）。國外研究指出，結婚之老年人比沒有結婚或喪

偶之老年人較少發生憂鬱機率（William et al., 2002）。但對老年人的性

格變化影響最大之社會因素是喪偶和退休之生活事件。而容易讓老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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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心理衛生問題之原因有：久病、無子女、喪偶、獨居、無經濟收入、

退休（張鐘汝等，1997）。美國人認為老年喪偶是最嚴重的壓力源之一，

其原因有：一、失去可信任依賴的人、失去性伴侶、失去多年的知音，

更失去生活上的照應，若想重新找到替代的人十分困難；二、老年期為

生命週期中身心狀態相對脆弱的階段，較難以接受。以往的大家庭生活

漸漸被核心家庭所取代，老人與伴侶便形成緊密相依的生活且形成獨立

自主生活的個體，故在失去伴侶時亦容易發生憂鬱的情形（李世代，

2003）。 

六、經濟收入 

經濟收入為個人生涯於早期努力的目標，個人生涯中期事件與成就

是否有滿足個人的生涯目標，亦會影響老年族群的憂鬱傾向（王仁傑等，

2001）。在鄉村社區中高齡者之年收入越少，則越易罹患憂鬱（Wang, 

2001）。（施春畢等，2005）研究發現，家庭平均收入在3萬元以下者，

其患憂鬱之風險是家庭平均收入3萬元以上者之1.63倍。國內有學者研究

提出，以嘉義地區65至74歲老人為樣本，所得之結果表示家庭中平均收

入較低者，亦出現較高的憂鬱症狀，危險對比值是為1.63倍，也即是說低

經濟收入者，其憂鬱症狀發生之可能性較高（施春畢等，2005）。 

目前之研究一致發現，經濟狀況與社區中高齡者罹患憂鬱有直接的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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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作狀況 

工作占人們每日生活的三分之一，在人生步入老年之時，該如何調

整這三分之一的時間便非常重要。退休是可預測的，越早有準備不見得

會有負面影響，但若是沒有調整得當，將造成某種失落之高風險，包括

失去自尊、創造力、友誼、金錢等（李世代，2003）。知識份子在邁入

老年之後，在原先強烈的成就感所支配具有不斷進取之要求，如今，因

退休突然感到空虛、寂寞、惆悵，覺得被社會所拋棄，並使他們更加敏

感起來，稍稍受到挫折或輕視，便容易憤怒萬分（孫宗魯，1994）。伴

隨著退休事件而來的老年期，是一個角色急遽變化的時期，並且引發一

連串的心裡與社會危機。例如因失去職業而收入減少，容易有經濟危機

感；由生產者轉為依賴者的角色使其產生失落感；由父母晉升為祖父母，

亦產生衰老感（鍾國文，1998）。面臨這樣的角色轉換，若無法成功地

加以調適，容易引起心理失調，產生消極情緒，進而引發各種身心疾病。 

八、健康狀況 

研究指出健康狀況較差（江信男等，2005; 呂淑妤與林宗義，2000；

林怡君等，2004; Tsai et al., 2005）、健康控制信念低（Harris et al., 2006）

皆是社區中高齡者罹患憂鬱之危險因子。（施春畢等，2005; Chiu, 2005）

的研究發現，身體有疾病罹患憂鬱者的風險是無疾病者之1.88~2.64倍。

在多種慢性疾病中，以心臟病（鄭惠信等，1995）、呼吸道疾病（Tsai 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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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可預測社區中高齡者是否罹患憂鬱症。（江等，2005）研究發

現，73歲以上老人罹病種類越多，則憂鬱症狀越高。但在Tsai等（2005）

以65歲以上老人為對象，發現具憂鬱者之罹病種類多者顯著低於無憂鬱

者，但在邏輯式迴歸分析中，罹病數量無統計顯著。可見，罹患慢性病

不一定是與憂鬱有直接相關性。 

九、獨居與否 

國民健康局以老年人長期追蹤之調查研究指出：1996年以1663 位女

性樣本調查分析，獨居者有憂鬱症狀比例比非獨居者高（林小鳳等，2001），

而1999年的老人資料亦顯示出獨居老人的精神抑鬱度明顯較高（林惠生，

2004）。容易讓老人產生心理衛生問題的原因有：久病、無子女、喪偶、

獨居、無經濟收入、退休（張鐘汝等，1997）。在台灣發生 921 地震之

後，有研究以災區某鄉村中65位之65歲以上老人為樣本，研究結果顯示，

有40%的獨居老人有憂鬱症狀，並呈現不同程度之憂鬱症狀，進一步發現

有50.8%的受訪者表示生活寂寞（蔡秀欣等，2001）。 

綜合上述之研究，在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經濟收入、

健康狀況、工作狀況及獨居與否等變項與憂鬱之相關性，由於其中部份

變項與憂鬱間的因果關係未完全釐清，故本研究擬再以較嚴謹的調查資

料進行探討。 

第三節 活躍老化的意義、內涵及相關理論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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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分別將活躍老化的起源、活躍老化的定義、活躍老化的內涵、

理論基礎及高齡者活躍老化國內外的相關研究分述於下： 

壹、活躍老化的定義 

WHO（2002）提出活躍老化（active  aging）觀念，將活躍老化定

義為：使健康、參與、和安全達到最適化機會的過程，以便促進民眾老

年時的生活品質。在此所指的活躍（active）是指持續地參與社會、經濟、

文化、靈性與公民事務。其定義為「活躍老化是個人與群體為了增強老

年生活品質，而持續使健康、參與和安全進行的歷程」，且「活躍active」

意指「持續參與社會、經濟、文化、靈性與公民事物，而非單指生理的

活躍或勞力的參與。由以上可以瞭解「活躍老化」的意涵為：提高每一

位老年人之生活品質，使老年人可以保持健康、快樂參與和安全達到最

適化之機會的過程。此定義呼應了世界衛生組織對健康的定義：身體、

心理、社會三方面的美好狀態，以及著重基層健康照護的作法。因此，

促進心理健康與社會連結之政策或計畫，與促進身體生理機能健康同等

的重要，並且能維持老年人自主獨立生活，這是當前高齡者照護方面首

要的目標與方向之一。「活躍老化」，主要之要素有三點：身體上和功

能上的健康、高度認知能力、主動參與社會，這些是維持原有社會關係

的最佳方式。活躍老化有五個特徵：（1）能與他人互動（2）生活有目

標（3）能自我接納（4）能個人成長（5）有自主權，其中重要要素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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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活動力（朱芬郁，2006）。 

貳、活躍老化的內涵 

一、活躍老化的意涵：國內對於 active  aging有不同的翻譯說詞，包括

「積極老化」（舒昌榮，2008）、「活力老化」（陳毓璟，2010；

楊培珊、羅鈞令、陳奕如，2009）、「活躍老化」（吳明烈、詹明

娟，2010; 盧宸緯，2008; 朱芬郁，2007; 徐慧娟、張明正，2004），

雖然不同學者有著不同的翻譯方式，但其內涵則是大同小異，本文

則採用較多學者所使用之「活躍老化」一詞。 

二、1999 年為國際老人年，當時聯合國提出「活躍老化」的口號，2002 

年世界衛生組織延續此一概念，希望以促進老年人延長健康壽命及

提升晚年生活品質為目標，有效提供及維持健康、社會參與及生活

安全重要性的一種過程（WHO, 2002）。徐慧娟、張明正（2004）

認為，活躍老化是指身體健康、無憂鬱狀態、良好社會支持、積極

投入生產力活動，其指出若以成功老化指標做為基礎之健康指標，

活躍老化則是進階之健康指標。 

三、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02年公布的政策報告書《活躍老化：政策

架構》中指出，「活(力)躍老化Active Aging」為達成「正向老化經驗」

之途徑。基於成功老化、生產性老化、健康老化等思考老化的不同

典範，及聯合國於1999年訂定的高齡者五大原則--「獨立、參與、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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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照護與自我實現」，「活躍老化」是指「健康、參與和安全達到

最佳化機會的過程，以促進人們經歷老化時的生活品質」 (盧宸緯，

2008)。國內學者徐慧娟、張明正(2005)亦指出，活躍成功的老年生

活，應追求從身體、心理、社會等多方面的健康，進而使老年維持

自主與獨立，亦能參與社會經濟文化等事務，提高生活品質，才是

老年生活應追求之重要目標。而「活躍老化」意味著活躍的老年生

活參與和獨立自主，因此，除了達到成功老化之標準，同時涵蓋身

體、心理、社會三個面向之外，亦應強調生活的自主，以及積極的

生活投入。活躍老化同時需符合以下六項指標：日常生活功能正常，

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正常，認知功能正常，無憂鬱症狀，良好社會

支持與投入老年生產力活動者(徐慧娟、張明正，2004)。因此，本研

究認為，活躍老化是指65歲以上之老年人口，除了可以保持身心健

康不失能之外，也能積極參與社會活動，讓自己活得健康、安全、

獨立、有尊嚴及有品質。 

四、Davey（2002）認為個體如果要活躍老化，則應包括含以下五個要素：

延長工作壽命、延後退休、退休後仍然持續的工作、持續從事健康

維護的活動，及儘可能地讓自己可獨立生活並融入人群當中，而透

過對老年人之再教育工作將有助於提升活躍老化。Clarke 和 Warren

（2007）針對老年人所做的研究發現，老年人對於未來感到害怕與



42 
 

恐懼是必然會存在，但對老年人而言，活躍老化之目的，並不是希

望其在將來的日子裡延緩退化或失能，而是眼前活在當下（living for 

now），WHO依據老年人的認知及權利使用的角度，從八個面向提

出協助活躍老化的策略，如圖2-1 所示（WHO, 2002）。 

（一）在橫斷面上，包括性別與文化。 

1.文化的價值與傳統：能以任何形式影響社會觀點以及老化的過

程。 

2.性別：讓政策制定者可以從社會地位、飲食行為、教育程度及不

同性別在工作及健康照護服務的角色，規劃兼顧兩性觀點的福利

政策。 

（二）在縱貫面上，包括健康及社會福利、日常行為、個人因素、生活

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等因素。 

1.在健康及社會福利面向：可以從健康促進及疾病預防行為、醫療

服務、長期照護及心理健康服務之使用來判別老化情形。 

2.在日常行為面向：適度的運動、健康飲食、不抽菸、不飲酒、不

藥物濫用，可以預 防疾病及功能的衰退，並且延長壽命、提升生

活品質。 

3.個人因素：指受基因、智力及認知功能的影響。 

4.生活環境面向：自然環境、居家安全、清潔的水、乾淨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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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食物及老年人跌倒的問題。 

5.社會環境面向：包含社會支持、暴力傷害、教育及識字能力。 

6.經濟因素：關心老年人的收入、安全保護及工作條件。 

 

 

 

 

 

 

 

 

 

圖2-1 活躍老化決定因素資料來源：WHO（2002）：19 

 

參、活躍老化的理論基礎 

活躍老化之觀點常被指出，是延續自早期的活動理論（Walker, 2002; 

Bowling, 2008）；世界衛生組織（WHO）於2002年提出「活躍老化」（active 

ageing）之觀念，將「活躍老化」定義為身體、心理、社會三面向之安寧

美好狀態，主張要從健康、參與以及安全三大面向，提昇高齡者之生活

品質。因此，以下就「活躍老化」提出不同之詮釋： 

一、活動理論 

「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之所以產生，乃緣自對於撤退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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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ngagement theory）的辯駁。撤退理論主要論點，是指老化無可避免

會降低老人與他人的互動，以及老人與所屬之社會系統相互脫離或撤退，

此種撤離的過程可以發自老人本身，或是由他人開始進行。退休、喪親

或喪偶、子女遠離是屬於外部環境對老人的撤退，一旦撤退開始，老人

便難以再形成新的聯繫關係，隨著撤退過程結束，原有人們與社會間所

維持的均衡狀態，將被新的均衡狀態所取代（Cumming, 1963/2008）。此

過程為老人所接受、期待，發自內心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其中沒有任何

的強迫性質，最終並占有老人全部的自我，老人也會逐漸減少對他人與

外在環境的情感投入及互動（Havighurst et al., 1968）。 

綜觀國內外的研究，活動老化之相關理論：包括「活動理論」、 「撤

退理論」，本研究採用「活動理論」之觀點，因此，銀髮族必需保持活躍，

積極地維持人際關係，持續地投入有意義的事務，避免與社會關係脫節，

即使是無可避免的必須在某些面向撤退，也應找出替代的方案，例如退

休後可發展自己的興趣，或投入公益活動，以維持人際網絡，避免因過

於沉寂自封而加速生理與心理的老化。 

二、撤退理論 

「撤退理論 disengagement theory」論點則認為，個體生理機能之老

化，將會造成個體與所屬社會系統的脫離，降低老年人與他人的人際互

動，譬如退休、子女的離去或週遭親友的亡故等因素。其實，這些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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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選擇疏離人群的原因，大多來自於外部環境的影響，而這些原因卻

對老人造成了撤退的心理與行為，這樣的結果將會降低老人與社會之聯

繫與參與度，久而久之，這種看是理所當然的狀況將形成新的均衡狀態

並繼續維持（蕭文高，2010）。因此，很難再激起老年人活躍的慾望，

也逐漸減少老年人對他人與外在環境情感的投入及互動。 

三、年齡整合觀點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活動與撤退理論之分析重心偏重在老人之主

觀性，較少論及外在環境所形塑老人認知與行為之動態過程，因此，常

被視為是微視取向之老化理論（Street, 2007）。由於老化本身所包含的多

面向意義，除了生理老化（如髮色、姿勢及行動）與心理老化（如記憶、

認知）之外，社會老化的議題也日漸受到重視，依 Hooyman & Kiyak（2008）

之界定，社會老化指的是在個人生命歷程中，老年期所經歷的社會變化，

包括角色、人際關係與支持系統之轉變。其中，年齡常常成為個人角色

扮演的判別與標準，這是種社會性的建構，不單是生理性的差異所造成。 

本研究參考國內外之相關文獻，將活躍老化的定義為：在生理層面

上，能自給自足，滿足生活基本需求；在心理層面上，能正向積極的適

應心態；在社會層面上，能有良好的家庭與社會互動關係，此三個層面

顯示成功老化的程度。而「活躍老化」意味著活躍之老年生活參與和獨

立，因此，除了達到成功老化的標準，同時涵蓋身體、心理、社會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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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之外，亦應強調生活的自主，以及積極的生活投入。活躍老化同時

需符合以下六項指標：日常生活功能正常，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正常，

認知功能正常，無憂鬱症狀，良好社會支持與投入老年生產力活動者(徐

慧娟、張明正，2004)。由上述可得知，身體內部的老化會產生個體功能

性的衰退，引起其他心理層面的障礙。因此，高齡者可藉由掌控並增進

自身健康的過程，達到個體在身體、心理、社會能力的維持，以及保持

身體的最佳狀態，並透過有效率的學習，讓高齡者願意學習、勇於學習，

邁向優質性之老化程度，藉由「成功老化」進而達到「活躍老化」的目

的。 

肆、高齡者活躍老化國內外之相關研究 

一、國內學者的研究 

徐慧娟和張明正（2004）在『台灣老人成功老化與活躍老化現況:多

層次分析』之研究中，推論活躍老化為「身體健康、無憂鬱狀態、良好

社會支持、及積極投入生產力活動」；林麗惠（2006）在『台灣高齡學

習者成功老化之研究』中，推論成功之老化包括「生活適應、社會及親

友關係、健康自主、經濟保障、學習層面、家庭層面」。林可欣（2006）

於『高齡學習者自我概念與成功老化相關之研究』中，以量化方式測量

成功老化的生理、心理、社會三個層面。 

二、國外學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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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e（1990）在『成功老化與參與高等教育課程關係』研究中，以

心理與生理健康二個面向來衡量，發現教育活動能提升高齡者自身的資

源，促進成功老化；Baltes& Baltes（1990）在『成功老化：來自行為科

學的透視』一書中，用SOC模式來闡釋成功老化，其研究內涵包括身體

功能、心理健康、認知功能以及生產活動等；Vailant和Mukamal（2001）

以縱向研究法，發現個人的控制力，能在50歲之前預測70-80歲時能否成

功老化，可使自己比退休前更健康。Strawbridge（2002）的研究中，發

現以「自我感覺」評價成功老化，高於以「Rowe and Kahn定義」評價成

功老化，所以應該要提高高齡者對成功老化的概念以及測量的方法；

Chou& Chi（2002）以橫斷性資料研究香港老人成功老化情形，在身體功

能、情感狀態、認知功能、生產力四個面向中只有情感狀態更好，其餘

皆隨年齡增加而下降。 

伍、活躍老化的測量化 

一、徐慧娟、張明正（2004）為了描述臺灣老人成功老化與活躍老化的

狀況，運用涵蓋身體、心理、社會三個面向健康且具有層級不同的

成功老化與活躍老化指標，將成功老化界定為當老人的健康同時滿

足「身體健康」、「心理健康」、「社會健康」三個面向要求，做

為整體成功老化之量化指標 (如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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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徐慧娟、張明正（2004）在探討成功老化相關主題的研究，將「成

功老化」與「活躍老化」略加區隔，而具體指出「成功老化」需是

年同時符合日常生活功能正常、認知功能正常、無憂鬱症狀與良好

社會支持等四項指標；而「活躍老化」乃是老年人同時達到日常生

活功能正常、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正常、認知功能正常、無憂鬱症

狀、良好社會支持與投入老年生產力活動等六項指標。綜上所論述，

本研究將相關成功老化或活躍老化的內涵與測量所使用的題項加以

歸納整理，將以個體在生活自理與生活調適之展現作為測量標的。

茲將活躍老化量表之三個面向分別說明於下： 

（一）心理健康：指維持高度認知與情緒，在此以認知功能正常與無憂

避免疾病 

(avoiding disease)  

 

生活積極參與投注 

(engagement with life) 

成功老化 
(successful  
aging) 

維持高度認

知與身體功

能 

(maintaining 

high cognitive 

and physical 

function) 

圖2-2 活躍或成功老化三要素（Rowe & Kah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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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症狀測量之。個體在精神與身心理覺得健康、重視養生、生活

愉快、能樂觀地看待未來、能理解生活的意義並能安排時間參與

有興趣的事物。 

（二）生活調適：指個體能照顧自己的生活起居、能負擔自己的生活費

用、能獨立從事日常活動、有可談心的朋友、生活有安全感且能

安排學習活動等。 

（三）社會互動：代表積極的社會生活承諾，以良好社會支持與投入生

產力之活動測量。個體在生活上覺得有依靠、過去生活記憶也是

愉快美好的、經濟條件有保障、對目前生活是滿意的，與人群的

互動也是有安全感等。 

第四節 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之關係 

探討 

壹、社會參與及憂鬱症狀關係探討 

在成功老化（successful aging）之定義中，認為老年人社會參與是成

功老化不可缺少的部分（Rowe & Kahn, 1997），且研究指出社會參與是

可降低功能衰退、老人失智症、憂鬱症狀、死亡率（Glass, Mendes de Leon, 

Marattolli & Berkman, 1999; Lennartsson & Silverstein, 2001; Stones, 

Dornan & Kozma, 1989）。參與社會志願性服務、生產力活動及個人活動

可降低死亡率（Harris & Thoresen, 2005; Musick, Herzog, & Hous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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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Karp, Winblad & Fratiglioni, 2002），對身體有所助益，能有效地減

緩功能退化，同時能帶來心靈上的好處及延長壽命（Glass et al., 1999），

對於女性的成功老化有正面的影響（Everard, Lach, Fisher & Baum, 2000; 

Lennartsson & Silverstein, 2001; Palmore, 1979）。故社會參與可提供老年

人社會互動的機會，進而提高自尊、心靈上的寄託、社會支持、社交互

動，提升社會參與的程度，進而重新適應生活及身份的認同。另外，有

些老人常感到孤寂loneliness，內政部在老人狀況調查顯示，老人覺得很

孤單、寂寞者占21.76% （內政部，2005）。進入老年後近期因失喪而悲

傷、來自朋友的探訪變少、或社會網絡較不廣泛等可以預測老人的孤寂

程度（Adams, Sanders, & Auth, 2004）。社會活動的參與也可以讓老人變

得活躍，更可能減少其孤寂感。 

貳、社會參與及活躍老化關係探討 

成功的老化和活躍的老化，必需強調保持健康、維持獨立性和參與

社會，特別是參與生產性的活動（Hsu, 2007）。前項Hsu 之研究係採用

臺灣地區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調查，其更指出參與上述活動（排

除掉休閒活動）對健康有所助益，並歸納參與與經濟安全或靈性福祉的

活動有助於長命，而參與社會互動和智力激發類別的活動則有利於認知

功能。其他研究也指出，參加活動特別是社會性活動或生產性活動對減

少失能和延長壽命有關 （Cress et al., 1999; Hao,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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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五節，包括第一節研究架構、第二節研究對象、第三節

研究工具、第四節研究步驟以及第五節資料處理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屬横斷性相關研究，研究目的在探討中高齡者社會參與和活

躍老化兩者之關係。為達到研究之目的，先以文獻探討結果作為研究設

計之基礎，後續藉由問卷調查，針對蒐集之資料進行整理分析，以下提

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示說明： 

 

 

 

 

 

 

 

 

 

 

 

 

圖 3-1 研究架構 

 

 

社會參與 

社團活動 

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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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老化 

心理健康 

生活調適 

社會互動 

憂鬱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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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以臺北市信義區為單位取樣，以45歲以上之中高齡者

為母群體，依臺北市信義區戶政事務所人口統計（2011），45歲以上之中

高齡者人口數共計10萬0,291人。 

二、樣本 

本研究之樣本計算系採用Krejcie和Morgan（1970）抽樣曲線標準，

為使研究容易進行，研究對象係以立意取樣，抽樣曲線標準應抽樣382人，

經由訪員進行問卷施測訪談。本研究為了使樣本集中而不分散，以節省研

究的時間與財力，及為避免問卷回收填寫不完整之廢卷，預計抽樣400人。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旨在研究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之相關研

究，將採結構式問卷為研究工具，依據研究目的，參考相關文獻及專家

意見整合修正，包括問卷設計、擬題及參考專家意見修改，完成問卷之

信、效度及預試；修改問卷及完成問卷程序。 

一、研究工具內容 

問卷採自評方式量測，依自己這半年內實際情形，依問卷內容撰擇

最適切自己的認知作答，內容包括，第一部分社會參與頻率，共 5 題，

社會參與量表，共 25 題；第二部分為簡短老人憂鬱量表，共 15 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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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為活躍老化量表，共 23 題；第四部分為社會人口學變項，共 10

題等。 

（一）預試問卷初稿 

1.社會參與量表 

（1）社會參與頻率：依社會參與的內涵以社團活動、 學習活動、

休閒活動、宗教活動及志願性服務等五個面向作為社會參與之

評量架構面，參與頻率以總是（每週6次以上）4分、經常（每

週4-5次）3分、偶而（每週2-3次）2分及很少（每週1次或不曾

參加）1分，得分越高者表示社會參與程度越高，得分越低者

則反之。 

（2）社會參與量表：社團活動、學習活動、休閒活動、宗教活動及

志願性服務等5個層面，皆為5個題項。依參與研究之中高齡者

這半年內實際情形，依問卷內容選擇最適切自己的認知作答，

以 Likert 4 點式計分，非常同意 4分、同意 3分、不同意 2

分、非常不同意 1分。得分越高者表示社會參與程度越高，得

分越低者則反之。 

2.簡短老人憂鬱量表：採用 Sheikh &Yesavage（1986）發展之簡短老

人憂鬱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Short Form, GDS-SF），評

量最近兩週之負向心情。老人憂鬱量表的特點在於題目只包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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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認知及行為症狀有關的題目，而不含與身體症狀相關的題目。

作答方式是採用是非題作答，答「是」1 分，答「否」給 0 分，正

向題有 5 題，負向題有 10 題，總分 15 分。第 1、5、7、11、13

題答「否」者，及第 2、3、4、6、8、9、10、12、14、15 題答「是」

者，符合答案者，每一題給 1 分。一般而言，0 - 4 分為正常，5 - 

9 分為輕度憂鬱，10 - 15 分為中至重度憂鬱。 

3.活躍老量表：參與本研究中高齡者依自己這半年內實際情形，依問

卷內容選擇最適切自己的認知作答，以 Likert 4 點式計分，非常

同意 4 分、同意 3 分、不同意 2 分、非常不同意 1 分。得分越

高者表示活躍老化程度越高，得分越低者則反之。 

4.基本資料 

（1）性別：分為男、女。 

（2）年齡：以足歲計算，將民國 102 年與其出生年份相減，分為

「 45-50 歲」、「51-55 歲」、「56-60 歲」、「61-65 歲」、「66-70 

歲」、「71-75 歲」及「76 歲以上」。 

（3）教育程度：分為「不識字」、「識字或國小」、「國(初)中」、 「高

(職)中」、「專科」、「大學」及「研究所以上」。 

（4）婚姻狀況：分為「已婚及配偶健在」、「喪偶」、「離婚或分居」、

「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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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健康狀況：分為「很好」、「好 」、「普通」、「不太好 」及「不

好」。 

（6）工作狀況：「全職中」 、「兼職中」、「待業中」 、「志工」、「無」

及「已退休」，退休時間：分為「3 年及以下」、「4-6 年」 、「7-9 

年」及「10 年及以上」。 

（7）居住狀況：分為「獨居」、「與配偶同住」、「固定與某些（孫）

子女同住」、「到子女家中輪流住」及「三代同堂及其他」。 

（8）家人對您參與社會活動的支持度：分為「很支持」、「支持」、「無

意見」、「反對」及「很反對」。 

（9）經濟狀況：分為「非常充裕」、「還算充裕」、「普通」及「不足」。 

（10）您患有哪些經醫師診斷之慢性病（可複選）：分為「無」、「高

血壓」、「糖尿病」、「心臟病」 、「中風」、「痛風」、「腎臟病」、

「白內障」、「關節炎」、「巴金森氏症」、「呼吸道疾病（氣喘、

慢性阻塞性肺病、肺氣腫、慢性支氣管炎等）」、憂鬱症」、「其

他精神疾病（焦慮症、恐慌症、躁鬱症等）」、癌症」及「其他」

等。 

二、研究工具之效度與信度檢定 

本研究以專家效度審查，檢驗研究工具之內容效度及問卷內容是否

正確適用，以內在一致性檢驗研究工具之信度。經由專家審查後回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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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收集彙整後，綜合各專家的意見，與指導教授討論後，加以增減、

刪除與修改，以達良好之專家效度。 

（一）專家效度考驗 

內容效度採內容效度指標（Content Validity Index, CVI）測量。研究

者邀請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系、休閒學系、護理學系及博雅學教育學系

等專家共 5 位(專家效度名單見附錄一)，就問卷內容評量架構面之合適性，

並參考專家提供之建議加以修正。請專家對量表每一題項內容之合適性

給分。專家評分採 Likert 4 點計分法，不適合(≧3)時，請專家提供修改

意見，給分標準說明如下： 

4 分：代表此項目適用，不需修改且為不可省略之題目。 

3 分：代表此項目尚可仍可保留，但需作小部份的修改。 

2 分：代表此項目不合適，考慮刪除或作大幅度修改。 

1 分：代表此項目不適當，應予以刪除。 

專家效度之結果詳見表 3-1，本研究問卷經專家審查後，採用量表中

得分為 3 分或 4 分之題目數，除以量表總題數，得到該量表之 CVI 值，

CVI 值大於等於 0.8 者，表示該量表具良好的內容效度（Polit & Beck, 

2004）。第一部份社會參與評量架構面：社團活動、 學習活動、休閒活

動、宗教活動及志願性服務等五個面向之 CVI 值為 0.8；第二部份社會

參與頻率 CVI 值亦為 0.8；第三部份社會參與量表 CVI 值為 0.68；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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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活躍老化量表 CVI 值為 0.75；基本資料 CVI 值為 1。 

專家與表面效度檢定表（見附錄二）以開放性問題請專家對題目之

措辭提出建議。 

表 3-1 量表之專家效度之 CVI 值(n=5) 

量表名稱                                 CVI 值                                                                 

社會參與評量架構面                        0.8      

社會參與頻率                              0.8 

社會參與量表                              0.68 

活躍老化量表                              0.75 

基本資料                                  1                                                                                        

（二）預試與信度處理 

量表題目依專家建議修改，經與指導教授討論，形成研究問卷（預

試問卷如附錄三），為了預先瞭解研究對象對問卷內容、用詞、字句陳

述的適用情況、作答反應及實際施測時可能發生的問題，故以立意取樣

方式，預試時實地調查 30 位個案，確定文字之流暢性。 

過程模擬正式施測情形，並且鼓勵受測者提出疑問，以瞭解作答情 

形及作為問卷修訂之參考。 

為確定問卷之信度，本研究採 Cronbach’s α 值檢定量表的內在一致

性之信度分析，Cronbach’s α 值大於等於 0.7 表示量表具適切的內在一

致性， Cronbach’s α 值大於等於 0.8，則表示量表具良好的內在一致性

（Polit & Beck, 2004）。預試問卷及正式問卷施測信度結果如表 3-2：預

試問卷第一部份社會參與頻率的信度為 0.915；社會參與量表的信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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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3，其中社團活動的信度為 0.915、學習活動的信度為 0.938、休閒活

動的信度為0.920、宗教活動的信度為0.967、志願性活動的信度為0.980；

第二部分憂鬱量表的信度為 0.775；第三部分活耀老化的信度為 0.957，

Cronbach’s α 值介於 0.775~0.980 間，表示良好、適當的內在一致性。 

正式施測問卷（預試問卷如附錄四）第一部份社會參與頻率的信度

為 0.650；社會參與量表的信度為 0.950，其中社團活動的信度為 0.833、

學習活動的信度為 0.921、休閒活動的信度為 0.896、宗教活動的信度為

0.955、志願性活動的信度為 0.963；第二部分憂鬱量表的信度為 0.762；

第三部分活耀老化的信度為 0.967，社會參與量表、社團活動、學習活

動、休閒活動、宗教活動、志願性活動、憂鬱量表、活耀老化等 Cronbach’s 

α 值介於 0.762~0.967 間，表示良好、適當的內在一致性。而社會參與

頻率的信度為 0.650，可能是因為多數個案社會參與每週僅參加 1-2 次或

2-3 次，造成量表之 Cronbach’s α 值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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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預試問卷及正式施測信度檢定之 Cronbach’s α 值分析情形 

量表名稱               題數               Cronbach α         

                                      前測 a      正式施測 b                                                               

社會參與頻率             5             0.915         0 .650 

社會參與量表             5             0.953         0.950 

社團活動             5             0.915         0.833 

學習活動             5             0.938         0.921        

休閒活動             5             0.920         0.896      

宗教活動             5             0.967         0.955          

志願性活動           5             0.980         0.963       

簡短老人憂鬱量表        15             0.775         0.762 

活躍老化量表            23             0.957         0.967        

a            b 

  n =30        n =407 

   

第四節 研究步驟 

一、本研究步驟包括如（如圖 3-2）： 

（一）蒐集並閱讀國內外相關文獻。 

（二）確定研究題目。 

（三）擬定研究計畫，並請指導教授指導。 

（四）依據文獻、相關研究，並參酌國內外相關量表以發展本研究之調

查問卷。 

（五）問卷初稿送請學者專家進行效度檢定並提供改進意見。 

（六）修改問卷初稿，實施預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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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針對預試問卷進行信、效度考驗，以編製成正式問卷。 

（八）實施問卷調查：調查期程為 4 週。 

二、問卷發放與蒐集 

實施問卷收集資料前，邀請 2 名具護理專業背景之訪員，先行進行

訪員訓練，讓訪員瞭解研究目的、問卷收集流程、訪談內容及填答之一

致性。然後進行預測，確定研究工具之信效度，再正式施測。於 2012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間，在臺北市信義區採立意取樣方式，進行一對一

訪談。訪談前，先說明研究目的，獲得個案同意後，方可進行問卷訪談；

完成問卷後，致贈個案一份精美小禮以示謝意。 

九、問卷回收、整理、建檔、分析、撰寫成果等。 

實際正式問卷訪談，問卷共回收 420 份，扣除作答不完整問卷，實

際收得 407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96.9%。將有效問卷加以編號，並將問卷

資料譯碼輸入電腦 Excel 檔，以便進行資料與統計分析處理。 

十、歸納研究結果與發現，提出結論與建議。 

 

 

 

 

 

 

圖 3-2 研究流程 

研究背景 

與動機 

研究目的 

相關文獻 

查證 

建立研究 

架構 

問卷設計 

與研究 

實證研究 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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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旨在瞭解中高齡者社會參、憂鬱症狀與對活躍老化之相關因

素，以問卷為研究工具，透過訪員問卷訪談及問卷回收後，進行問卷整

理，將有效問卷編流水號，採用SPSS 18 for Window套裝軟體，進行資料

建檔及分析，然後將調查所得之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如圖3-3）。 

一、描述性統計 

分別描述類別變項之次數、序位、百分比；等距變項則以平均值、

標準差、最大值及最小值等方法，進行描述研究對象在各變項的分佈情

況。 

二、推論性統計 

以研究母群體性質為目的，從母群體抽出之樣本對象所得到之結果

推論至母群體，主要統計方法（詳如表 3-3）包括： 

（一）以獨立樣本檢定 t 檢定（independent t-test）、單因子變項異數分

析（One-way ANOVA）、薛費氏事後檢定（Schffe's post test）：分

析不同特性之研究對象，探討中高齡者的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

躍老化，是否因不同背景變項而有所差異之相關因素探討。 

（二）以皮爾積差相關（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檢定：研

究對象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相關因素之相關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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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複廻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分析人口學統計變項、

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對活躍老化行為控制等之預測力。 

 

 

 

 

 

 

 

 

 

 

 

 

 

 

 

圖 3-3 資料處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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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考驗研究目的、假設的統計方法 

研究目的 待答問題  統計方法 

（一）瞭解中高齡者

社會參與、憂

鬱症狀與活躍

老化現況。 

 

1.研究對象的性別、

年齡、教育程度、婚

姻狀況、健康狀況、

工作狀況、居住狀況

及家人支持情形為

何? 

2.研究對象的社會參

與情形為何? 

3.研究對象的憂鬱症

狀情形為何? 

4.研究對象的活躍老

化情形為何? 

次數分配：人數、百 

分比、平均值 

 

 

 

 

2~4 描述性統計：平

均數、變異數、標準

差 

 

 

 

（二）瞭解不同之社

會人口變項在

中高齡者社會

參與、憂鬱症

狀與活躍老化

是 否 有 所 不

同？ 

1.依變項是否因自變

項的情形不同而產

生差異? 

獨立樣本 T 檢定、單

因子變異數分析 

（三）探討中高齡者

社會參與、憂

鬱症狀對活躍

老化整體之預

測力。 

1.依變項是否因中介

變項的情形不同而

產生差異? 

2.中介變項與依變項

是否產生相關? 

複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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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依收案條件總共完成 407 份有效問卷，根據本

研究架構、目的和假設，將回收的問卷進行資料整理和分析，分成五節

說明與討論。各節說明依序為：第一節為研究參與者各類變項之描述性

統計；第二節不同之社會人口變項在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 

症狀與活躍老化關係探討；第三節探討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 

與活躍老化關係；第四節為探討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對活躍老

化整體之預測力；第五節討論，依序說明研究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研究參與者各類變項之描述性分析 

一、社會人口學因素 

本研究針對臺北市某行政區的社區里民及志工進行問卷調查，實際

正式問卷訪談，問卷共回收 420 份，扣除作答不完整問卷，實際收得 407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96.9%。研究參與者社會人口學因素包括：性別、年

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健康狀況、工作狀況、居住狀況及家人支持

情形分佈情形 (如表 4-1)： 

（一）性別：參與研究之中高齡者大多數為女性（計有 244 人，60％），

男性 163 人，佔全體樣本 40%，共 407 人。依臺北市大安區參與

社區活動民眾之健康行為調查分析，參與社區活動民眾特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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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方面以女性佔 67.0%，男性佔 33.0%（楊逸菊等，2009），本研

究與該調查分析大致呈現相同結果。 

（二）年齡：在年齡部份以「61-65 歲」之年齡層所佔比例最高，122 人

（30%），「50-60 歲」次之，77 人（18.9%），「66-70 歲」第 3，62

人（15.2%）。與 98 年國民健康局執行的國民健康訪問調查結果發

現大致相同結果，年齡（65～74 歲）的社會參與率可維持在 5 成

左右相當。 

（三）在教育程度方面，以「高（職）中」所佔比例最高，計 139 人，

佔全體樣本數的 34.2%，其次為「識字或國小」69 人（17%），「大

學」居第 3，64 人（15.7%）。從退休後生涯規劃和教育程度的數

據比對顯示，教育程度越高的國民，退休後參與社會活動的比例

有較高之趨勢。本研究與吳坤良（1999）及蔡明展（2010）的研

究結果一致。吳坤良（1999）之研究結果也指出，教育程度會影

響高齡者的參與程度，教育程度越高，其整體社區參與程度也越

高。教育程度越高，從事社會參與的比例越高；蔡明展（2010）

之研究發現教育程度為高中職的高齡者社會參與較積極。研究者

認為，可能是許多社會活動的參與，均需要識字或有聽寫能力者，

另外，教育程度高者較有掌握資訊之能力，易獲得社會參與的訊

息及管道，進而可能去從事社會參與機會相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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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與研究者之婚姻狀況多為「已婚、配偶健在」，所佔比例最高，

324 人（79.6%），「喪偶」次之，52 人（12.8%），而「離婚或分居」

有 17 人（4.2%）。李瑞金（1995）之研究指出，有配偶者其社會

參與占多數，研究推測因有伴侶，比較願意一起參與學習。鍾肇

騰（1999）之研究結果也指出，參與學習活動的高齡者以已婚者

居多，未婚者（包括單身、喪偶或離婚）較少。推究原因可能為

良好的婚姻關係身心適應相對較佳，促進其參與活動之重要因素。

由此可知，本研究與上述研究結果一致。 

（五）參與研究之中高齡者健康狀況自認「好」之狀況佔比例最高，計

163 人佔全體樣本 40%，「普通」次之，114 人（28%），健康狀況

「很好」居第 3，計 106 人（26%）。李瑞金（1995）的調查研究

顯示，有高達 44.4%受試者自認為自己是健康的。林麗惠（2001）

研究指出，健康狀況越好者，比較願意奉獻己力，從事志願性服

務。唐存敏（2004）之研究結果，為參與教會活動之高齡者健康

狀況良好及很好者居多。本研究與上述研究結果大致相似，可推

測，擁有足夠體力或健康狀況較佳者，其行動力與實踐力較好，

對人際互動較積極。因此，參加社會活動比較踴躍，在活動過程

中，能與他人溝通交流及經驗分享，相對可獲得支持的支援，因

而有助身心健康，相對地減少憂鬱症狀之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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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狀況以「已退休」居多，共有 136 人（33.4%），其中退休時

間以「10 年及以上」佔比例最高計 78 人（19.2%），退休「3 年及

以下」，23 人（5.7%）。另參與研究之中高齡者目前有從事「志工」

服務次之，130 人（31.9%），「無業者」居第 3，60 人（14.7%）。

沈佳蓉（2006）之研究發現，退休時間以 1-5 年者其志願性參與服

務的意願較高。另羅振宏（2005）之研究亦發現，退休時間 1-5

年者對參與社區終身學習最高，與本研究不盡相同，可能是本研

究結果女性較男性多，而依黃筱薇（2010）之研究結果顯示，傳

統的性別角色分工為「男主外、女主內」，而隨著退休生活來臨，

失去工作角色之男性社會參與程度可能亦隨即下降，而女性因婚

後一直以維持美滿家庭生活為目標，退休後反而回到原本的生活

重心，可能使得社會參與隨著退休年數的增加而上升。 

（七）居住狀況：居住狀況以與配偶同住所佔比例最高，計198人（48.6%），

固定與某些（孫）子女同住次之，96人（23.6%），三代同堂居第3，

56人（13.8%）。在居住狀況方面，研究均指出，在社團參與、志

願服務、宗教活動、休閒活動等層面之高齡者，以與家人同住者

居多（李瑞金，1995; 唐存敏，2004; Glaser et al., 2006）。在社團

參與、志願服務與休閒活動等層面，李瑞金（1995）之研究顯示，

以「與配偶及已婚子女居住」者占最多，研究指出與老伴子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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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老人，參與社團活動或志願助人團體活動也較踴躍。Glaser

等人（2006）之調查也指出，與「與配偶同住，不論有無子女者」，

其人際互動的社團參與或休閒活動等，其參與度均明顯較高。本

研究與以上述相關研究結果相似。 

（八）參與本研究之中高齡者，約有半數之家人大都很支持他們參與社

會活動，計197人（48.4%），支持他們參與社會活動者次之，149

人（36.6%），基本上本次參與研究者有85%之家人採支持態度支

持他們參與社會活動，無意見者居第3，計61人（15%）。Glaser 等

人（2006）的研究，提到配偶及孩子的鼓勵與支持愈強烈，中老

年人其社會參與、參與休閒活動就愈高。Thompson（2006）研究

指出，家人支持愈正向，受訪者或受試者的社區服務、社團活動

參與愈積極，與本研究結果相同。 

（九）在經濟狀況以普通所佔比例最高，計243人（59.7%），還算充裕129

人，佔31.%次之，非常充裕26人佔6.4%。朱芬郁（2002）指出，

老年人的經濟生活會影響退休後的生活情況，也會影響往後參與

活動及休閒類型的選擇。賴永和（ 2001）之研究，在社團參與、

志願服務及宗教活動方面退休教師自認為經濟狀況「普通」及「良

好」，其在志願服務、人際互動、社團參與等方面較多。唐存敏

（ 2004）之研究，參與教會活動的高齡者其經濟狀況為「大致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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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相當充裕」的人占約九成，可見經濟收入高且穩定，可

提供其安全感，參加教會活動明顯提高。本研究與上述研究結果

大致呈現相同的結論，收入較高者，其社會參與活動愈積極。 

表 4 -1 社會人口學變項分佈情形（n = 407） 

變項名稱          變項類別              人數            百分比（% ）                                                               

性別                 男               163               40                  

                     女               244               60 

年齡                 45-50            27                6.6     

                     51-55             38                9.3 

                     56-60             77               18.9 

                     61-65            122               30.0  

                     66-70             62               15.2 

                     71-75             50               12.3 

                    76 歲以上          31                7.6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                0.2  

                    識字或國小        69               17.0        

            國（初）中       63              15.5  

                    高（職）中       139               34.2 

                    專科              62               15.2    

                    大學              64               15.7 

                    研究所以上         9                2.2 

婚姻狀況            已婚、配偶健在    324               79.6 

                    喪偶               52               12.8 

                    離婚或分居         17                4.2 

                    未婚               14                3.4  

健康狀況            很好              107               26.3  

 好                163               40.0 

                    普通              114               28.0 

                    不太好             20                4.9     

                    不好                2                0.5 

工作狀況            全職中             47               11.5 

                    兼職中             22                5.4 

                    待業中             11                2.7    

                    志工              131               22.4 

                    無                 61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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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1 社會人口學變項分佈情形（n = 407）（續） 

變項名稱          變項類別              人數            百分比（% ）                                                               

已退休             135              33.2 

退休時間 

                      3 年及以下        24                5.9 

                      4-6 年            21                5.2 

                      7-9 年            20                4.9 

                      10 年及以上       79               19.4 

居住狀況            獨居                 32                7.9 

                    與配偶同住          199               48.9 

                     固定與某些（孫）子女同住 96               23.6           

                    到子女家中輪流住      8                2.0   

                    三代同堂             56               13.8              

                    其他                 16                3.9 

家人對您參與社會    很支持              197               48.4 

活動的支持度        支持                149               36.6 

                    無意見               61               15.0    

                    反對                  0                0 

                    很反對                0                0 

經濟狀況            非常充裕             26                6.4 

                    還算充裕            129               31.7 

                    普通                243               59.7 

                    不足                  9                2.3       

（十）參與本研究之中高齡者在健康方面（如表4-2），有237人（58.2%）

身體是健康的，無醫師診斷之慢性病，有經醫師診斷之慢性病計

170人（41.8%），其中以高血壓佔最多數，計122人（30%），糖尿

病次之45人（11.1%），關節炎人40人（9.8%）(如表4-2)。依據國

民健康局辦理之96年「台灣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追蹤調

查」顯示：近九成（88.7％）老人自述曾經被醫師診斷出至少有

一項慢性病；而具患有三項以上慢性病的老人比率亦高達五成；

高血壓(46.67%)、白內障(42.53%)及心臟病(23.90%)為長者最常

見的慢性病，又以老人女性高於男性。依臺北市大安區參與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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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民眾之健康行為調查分析，過去或現在患有的重大疾病或慢

性病中，以高血壓、糖尿病、及高脂血症最多，分佔24.9%、10.1%、

9.7%（楊逸菊等，2009）。分析上述資料，本研究與國健局調查

結果較不同，但與楊等調查分析臺北市大安區參與社區活動民眾

結果較相同。 

表 4 -2 醫師診斷慢性病之分佈情形（n = 170） 

變項名稱          變項類別              人數            百分比（% ）                                                               

有無經醫師 

診斷之慢性病       無                   237               58.2 

                   有                   170               41.8 

                     高血壓             122               30.0 

                     糖尿病              45               11.1 

                     心臟病              31                7.6      

                     中風                 1                0.2       

                     痛風                 8                2.0 

                     腎臟病               5                1.2  

                     白內障              23                5.7          

                     關節炎              40                9.8          

                     巴金森氏症           2                0.5  

                     呼吸道疾病           4                1.0 

                     憂鬱症               3                0.7 

                     其他精神疾病         6                1.5 

                     癌症                10                2.5 

                     其他                34                8.4 

二、研究者社會參與頻率現況 

社會參與的測量分為社會參與頻率及社會參與程度兩個部份。 

參與本研究之中高齡者社會參與頻率分佈情形 (如表 4-3)，依社會參與的

內涵分為社團活動、 學習活動、休閒活動、宗教活動及志願性服務等五

個面向作為社會參與之評量架構面，參與頻率以總是（每週 6 次以上）4

分、經常（每週 4-5 次）3 分、偶而（每週 2-3 次）2 分及很少（每週 1



73 
 

次或不曾參加）1 分，採 Likert 4 點計分法，每題 1~4 分，共 5 題，總

分 5~20 得分越高表示，社會參與頻率越高，得分越低則反之。本次參與

研究之中高齡者，在社團活動每週參與次數平均值為 1.99，標準差為

±0.983。在學習活動每週參與次數平均值為 1.73，標準差為±0.873。而在

休閒活動每週參與次數平均值為 2.02，標準差為±0.952。在宗教活動每週

參與次數平均值為 1.42，標準差為±0.742。而每週參與志願性服務次數平

均值為 1.93，標準差為±0.947。由分析得知參與本研究之中高齡者每週參

與休閒活動之頻率最高，其次是參與學習活動，再者為參與志願性服務。 

表 4 -3 社會參與頻率分佈情形（n =407） 
               總是         經常         偶而          很少 

題項        (每週6次以上)  (每週4-5次)  (每週2-3次)  (每週1次或不曾參與)   M ± SD                                                            
                n（%）       n（%）      n（%）       n（%）                                 

社團活動     42（10.3）   68（16.7）  141（34.6）  156（38.3）     1.99 ± 0.983                                    

學習活動     18（4.4）    61（15.0）  123（30.2）  205（50.4）     1.73 ± 0.873 

休閒活動     36（8.8）    81（19.9）  147（36.1）  143（35.1）     2.02 ± 0.952 

宗教活動     11（2.7）    29（7.1 ）   81（19.9）  286（70.3）     1.42 ± 0.742 

志願性服務   31（7.6）    76（18.7）  134（32.9）  166（40.8）     1.93 ± 0.947  

三、研究者社會參與程度現況 

在社會參與程度方面，社會參與量表分為社團活動、學習活動、休

閒活動、宗教活動及志願性服務等 5 項，每項皆各 5，共計 25 題，採 Likert 

4 點計分法，，非常同意 4 分、同意 3 分、不同意 2 分、非常不同意 1

分，每題 1~4 分，總分為 25~100 分，各分量表之得分越高，則越傾向

該種參與程度。請參加本研究者之中高齡者依半年內實際情形，依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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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最適切自己的認知作答，社會參與分佈情形 (如表 4-4、4-5、4-6、

4-7、4-8)。 

在社會參與五個層面來說，在「社團活動」、「學習活動」、「休閒活

動」及「志願性服務」平均數皆在 3 以上，顯示受試者大多表示「同意」

的程度，在「社會參與量表」各層面參與的程度皆普遍較高，其中以社

團活動得分最高，平均數為 3.236，表示中高齡者對於「社團活動」參與

的程度較高；而對於「宗教活動」得分較低，平均數為 2.81，表示中高

齡者對於宗教活動的參與較為不熱衷。 

就各個層面探究，依平均數高低排列為：「社團活動」（平均數 3.236）、

「學習活動」（平均數 3.222）、「學習志願性服務」（平均數 3.156）、「休

閒活動」（平均數 3.114）及「宗教活動」（平均數 2.81）。此一結果顯示，

中高齡者「社團活動」傾向較高。綜合而言，本研究認為中高齡者社會

參與程度整體性都是較高的。 

表 4 -4 社團活動社會參與量表分佈情形（n = 407）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n（%）         n（%）     n（%）    n（%）    M ± SD                                                                                    

社團活動 

1.我會選擇參與自己     150（36.9）  248（60.9）  7（1.7）  2（0.5）   3.34 ± 0.538   

  喜歡的社團活動                                    

2.在社團活動中，我會     70（17.2）  302（74.2） 33（8.1）  2（0.5）   3.08 ± 0.517  

  提供自己的意見和看法  

3.在參與社團活動時，我  130（31.9）  262（64.4） 14（3.4）  1（0.2）   3.28 ± 0.535 
  會積極投入 

4.我認為參與社團活動，  145（35.6）  252（61.9）  9（2.2）  1（0.2）   3.33 ± 0.530 
  是一種樂趣與享受     

5.我會參與不同社團舉辦  102（25.1）  265（65.1） 38（9.3）  2（0.5）   3.15 ± 0.585 
  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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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 學習活動社會參與量表分佈情形（n = 407）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n（%）         n（%）    n（%）         n（%）    M ± SD                                                                                    

學習活動 

6.我會選擇參與自己喜歡  132（32.4）  255（62.7） 20（4.9）   0（0 ）   3.28 ± 0.546 

  的學習活動 

7.我會主動與別人分享學  102（25.1）  278（68.3） 27（6.6）   0（0 ）   3.18 ± 0.533 

  習心得 

8.若有學習機會，我會積  127（31.2）  265（65.1） 14（3.4）   1（0.2）   3.27 ± 0.532 

  極參與 

9.我會選擇學習過去所沒  110（27.0）  281（69.0） 154（3.7）  1（0.2）   3.23 ± 0.515 

有學到的   

10.我會參與不同的學習   97（23.8）  278（68.3）  30（7.4）   2（0.5）   3.15 ± 0.555 

  活動    

 

表 4 -6 休閒活動社會參與量表分佈情形（n = 407）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n（%）         n（%）    n（%）         n（%）    M ± SD                                                                                    

休閒活動 

11.我會選擇參與他人有   94（23.1）  296（72.7）  16（3.9）  1（0.2）   3.19 ± 0.496 

  互動機會的休閒活動  

12.我在運動過程中會與   93（22.9）  298（73.2）  15（3.7）  1（0.2）   3.19 ± 0.491 

  其他周遭的人互動 

13.我會邀請家人或親友   79（19.4）  284（69.8）  41（10.1）  3（0.7）  3.08 ± 0.565 

  一起從事運動休閒 

14.我有許多的休閒嗜好   76（18.7）  273（67.1）  52（12.8）  6（1.5）  3.03 ± 0.611 

15.我會嘗試新鮮或不同   82（20.1）  280（68.8）  41（10.1）  4（1.0）  3.08 ± 0.579 

  的休閒活動 

 

表 4 -7 宗教活動社會參與量表分佈情形（n = 407）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n（%）         n（%）    n（%）         n（%）    M ± SD                                                                                    

宗教活動 

16.我會和親朋好友一起   60（14.7）  253（62.2）  69（17.0）  25（6.1）   2.86 ± 0.737 

  參加宗教活動 

17.我喜歡參加團體的     51（12.5）  251（61.7）  78（19.2）  27（6.6）   2.80 ± 0.738 

  宗教活動 

18.我喜歡團體宗教活動   55（13.5）  255（62.7）  71（17.4）  26（6.4）   2.83 ± 0.734 

  的氛圍 

19.我很樂意和親朋好友   46（11.3）  258（63.4）  75（18.4）  28（6.9）   2.79 ± 0.728 

  分享參加宗教活動的心得 

20.我會樂於接受他人提供 47（11.5）  250（61.4）  81（19.9）  29（7.1）   2.77 ± 0.741 

  的宗教相關的書籍、刊物 

  、影音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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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8 志願性服務社會參與量表分佈情形（n = 407）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n（%）         n（%）    n（%）         n（%）    M ± SD                                                                                    

志願性服務 

21.我會參與自己喜歡的   120（29.5）  252（61.9）  24（5.9）  11（2.7）   3.18 ± 0.656 

   志工團體 

22.我所服務的對象對我   103（25.3）  264（64.9）  31（7.6）  9（2.2）   3.13 ± 0.633 

  非常的肯定 

23.家人或朋友對我的志願 101（24.8）  268（65.8）  11（2.7）  1（0.2）   3.12 ± 0.654 

  服務工作很認同 

24.參與志願性服務，讓我 115（28.3）  261（64.1）  20（4.9）  11（2.7）   3.18 ± 0.639 

  覺得自己仍有奉獻的能力 

25.參與志願性服務，讓我 115（28.3）  259（63.6）  22（5.4）  11（2.7）   3.17 ± 0.644 

  的人生經驗得以充分發揮                                      

 

四、研究者老人憂鬱量表現況 

本研究採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Short Form, GDS-SF），評量

最近兩週之負向心情。作答方式是採是非題作答，答「是」1 分，答「否」

給 0 分，正向題 5 題，負向題 10 題，總分 15 分。其中第 1、5、7、11、

13 題為正向題，計算分數時已作分數轉換，答「否」者，及第 2、3、4、

6、8、9、10、12、14、15 題答「是」者，符合答案者，每一題給 1 分。 

在美國60歲以上之人口有憂鬱症狀者佔27%，符合憂鬱症診斷的則佔

10%，台灣地區憂鬱症之終身盛行率佔16-19.4%，1993年當時患有憂鬱症

者，佔全國總人口數7%以上，估計此項數據將逐年升高（翁素月等，2005）。

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於2002年曾針對民眾對憂鬱症認知進行調查，結果

約有6.9%的民眾具有憂鬱症傾向，且有七成具有憂鬱傾向的人並未尋求

醫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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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本研究之中高齡者老人憂鬱量表分佈情形 (如表 4-9)。一般而言，

0-4 分為正常，5-9 分為輕度憂鬱，10-15 分為中至重度憂鬱。在憂鬱症

狀表現方面， 有 342 人（84.0%）之研究對象最近兩週心情評量總分為

1-4 分，是正常無負向心情的；有 55 人（13.5%）評量總分為 5-9 分，有

輕度憂鬱現象；有 10 人（2.5%）評量總分為 10 分以上，有中至重度憂

鬱現象(如表 4-10)。本研究結果約有 16%有輕、中、重度憂鬱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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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9 簡短老人憂鬱量表分佈情形（n = 407） 

變項名稱                          變項類別    人數     百分比（% ）                                                               

1.您對目前的生活滿意嗎？              是        391        96.1                                   

否         16         3.9                                                                                              

2.您對日常生活或活動是否已不感興趣？  是         46        11.3 

                                      否        361        88.1  

3.您是否覺得生活空虛？                是         43        10.6 

                                      否        362        89.4 

4.您是否常感到無聊？                  是         40         9.8 

                                      否        367        90.2 

5.您大部分的時間都覺得精神很好？      是        355        87.2 

                                      否         52        12.8 

6.您是否會害怕不好的事情會發生在      是        147        36.1 

  您身上？                            否        260        63.9     

7.您大部分的時間都覺得很快樂？        是        366        89.9 

                                      否         41        10.1 

8.您是否經常會感覺到很無助？          是         51        12.5 

                                      否        356        87.5 

9.您是否比較喜歡待在家裏而不願外      是         73        17.9 

  出嘗試一些新的事物？                否        334        82.1  

10.您是否覺得記性比別人差？           是        154        37.8 

                                      否        253        62.2 

11.您是否認為活著是一件美好的事？     是        374        91.9 

                                      否         33         8.1 

12.您是否覺得自己很沒有價值？         是         49        12.0 

                                      否        358        88.0 

13.您是否覺得自己充滿活力？           是        352        86.5 

                                      否         55        13.5 

14.您是否覺得自己沒有希望？           是         37         9.1 

                                      否        370        90.9 

15.您是否覺得大部分的人都過得比你好？ 是         74        18.2 

                                      否        333        81.8                  

註：第1、5、7、11、13題為正向題，已反向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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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0 簡短老人憂鬱量表評量總分分佈情形（n = 407） 

變項名稱                     人數               百分比（% ）                                                               

憂鬱症狀                                                                                                        

正常（0-4 分）                342                     84       

輕度憂鬱（5-9 分）             55                     13. 5    

中至重度憂鬱（10-15 分）       10                      2.5                                                        

                                                                 

五、研究者活躍老化量表現況 

在社活躍老化程度方面，參與本研究中高齡者依自己這半年內實際

情形，依問卷內容最適切自己的認知作答，計 23 題，以 Likert scale 量

表計分，非常同意 4 分、同意 3 分、不同意 2 分、非常不同意 1 分。

每題 1~4 分，總分為 23~72 分，得分越高表示活躍老化程度越高，得

分越低則反之。 

參與本研究之中高齡者活躍老化量表分佈情形 (如 4-11)。在活躍老

化之題項層面來說，平均數皆在 3 以上，顯示受試者多為「同意」的程

度，表示受試的中高齡者「活躍老化量表」中的各層面參與的程度較高，

其中以題項「我能自理自己的生活」得分最高，平均數為 3.36，表示中

高齡者處在身體健康、有能力獨立自主情況下自主管理生活。標準差部

份，皆在 1 以下，表示受試者對於「活躍老化量表」中各個題項層面的

程度之個別差異並不大。 

就各個層面探究，依平均數高低排列前3名為：「我能自理自己的生

活」（平均數3.36）得分最高、「我能照顧自己的身體健康」及「我能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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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完成日常生活事務」（平均數皆為3.35）。此一結果顯示，中高齡者「社

團活動」傾向較高。綜合而言，本研究認為中高齡者社會參與程度很高。 

表 4 -11 活躍老化量表分佈情形（n = 407）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n（%）         n（%）    n（%）      n（%）    M ± SD                                                                                    

1.我覺得自己的健康狀況  69（17.0）  304（71.0）  9（2.2）   1（0.2）   3.07 ± 0.534   
 還不錯                                     

2.我會注重營養和養生   108（26.5）  289（74.2）  33（8.1）  2（0.5）   3.24 ± 0.491 

3.我能自理自己的生活    147（36.1）  258（63.4）   2（0.5）  0（0 ）   3.36± 0.490 

4.我能照顧自己的身體    145（35.6）  258（63.4）   4（1.0）  0（0 ）   3.35 ±0.497   
 健康 
5.我的覺得生活過的很    114（28.0）  280（68.8）  13（3.2）  0（0 ）   3.25 ± 0.501 
  愉快  

6.我覺得生活充滿安全    112（27.5）  278（68.3）  15（3.7）  2（0.5）   3.23 ± 0.529 
  感   

7.我的家人讓我感覺生    117（28.7）    73（67.1）   17（4.2）   0（0 ）    3.25 ± 0.519 
 活上有所依靠 

8.我知道自己生活的意義  111（27.3）   287（70.5）    8（2.0）   1（0.2）    3.25 ± 0.491 

 為何 

9.我能積極投入生活，   111（27.3）  283（69.5）   13（3.2）  0（0 ）    3.24 ± 0.497 
 並感到滿意 

10.我過去的生活經驗與    98（24.1）  285（70.0）   24（5.9）  0（0 ）    3.18 ± 0.517 
  記憶是非常愉快 

11.我能積極投入生活，並 108（26.5）  268（65.8）   28（6.9）  3（0.7 ）   3.18 ± 0.517 
  積極參與週遭社會事務 

12.我和家人相處得很愉快 148（36.4）  250（65.1）    8（2.0）  1（0.2）    3.34 ± 0.528 

13.我覺得自己受到別人的 106（26.0）   295（72.5）    6（1.5）   0（0 ）     3.25 ± 0.464 
   尊重 

14.我會主動邀約親朋好友 103（25.3）   272（66.8）    30（7.4）   2（0.5）    3.17 ± 0.564   
  參與學習活動 

15.我有幾位能夠聊天談心 124（30.5）  264（64.9）  17（4.7）  2（0.5）   3.25 ± 0.550 
   的朋友 

16.我覺得參與學習活動   139（34.2）  257（63.1）  10（2.5）  1（0.2）   3.31 ± 0.528 
   讓我活得更好 

17.我能獨立完成日常生   146（35.9）   257（63.1）    4（1.0）   0（0 ）    3.35 ± 0.497 
   活事務  

18.我能獨立安排好時間   135（33.3）  264（64.9）   7（1.7）  1（0.2）   3.31 ± 0.513 
   完成要做的事情 

19.我對未來充滿希望     113（27.8）   275（67.6）  19（4.7）  0（ 0）   3.23 ± 0.521 

20.我能樂觀地看待未來   120（29.5）   268（65.8）  19（4.7）  0（0 ）   3.25 ± 0.530 

21.我能負擔緊急醫療的   114（28.0）   272（66.8）  19（4.7）  2（0.5）   3.22 ± 0.545 
   費用 

22.我能負擔自己的生活   119（29.2）   269（20.1）  18（4.4）  1（0.2）   3.15 ± 0.585 
   費用 

23.我沒有經濟上的擔憂   116（28.5）   265（65.1）  25（6.1）  1（0.2）  3.22 ± 0.556 
  ，足以應付日常生活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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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會人口變項在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

躍老化關係探討 

為瞭解參加研究之中高齡者社會人口學變項對於社會參與、憂鬱症

狀與活躍老化之影響，故將社會人口學變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婚姻狀況、健康狀況、工作狀況、居住狀況及家人支持情形等）為自變

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行為為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

（independent-samples T-test）、單因子變異數分析，若有顯著差異時做事

後比較 (同質性檢定無顯著時用薛費氏事後比較，若有顯著時則用

Dunnett’sT3 做事後比較)。以下依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行為分

別加以陳述：  

一、社會人口變項在中高齡者社會參與關係之探討 

（一）性別 

1.由表 4-12得知，性別對於中高齡者社會參與頻率、社會參與程度、

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無顯著性差異（P>0.05）。比較平均值後發現

女生在社會參與頻率得分9.26 高於男生8.87，女生在活躍老化得

分74.738較男生74.724稍高。而在社會參與量表平均值女生77.78

較男生77.59稍高，而憂鬱量表平均值女 生2.26較男生2.20高，顯

示女生較男生有憂鬱症狀。由國內研究結果提出女性盛行率高於

男性，可能是女性較男性高齡（王仁傑等，2001）；女性易有心

血管疾病、骨質疏鬆症、自律神經失調等疾病，又因較男性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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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故，故較易有喪偶、獨居、經濟拮据等狀況，所以憂鬱比例亦

較高（李世代，2003）；女性通常與年紀較長的男性結婚，使得

老年人口中女性成為失偶、喪偶的機率遠大於男性（蔡秀美等，

1995）。Tsai等（2005）研究發現，具憂鬱症狀之女性所佔的比例

（50.3%）高於無憂鬱症狀中之比例（41.8%），本研究與上述研

究結果大致呈現相同的結果。 

表 4 -12 社會人口變項之性別對社會參與頻率、社會參與程度、憂鬱症狀

及活躍老化之 T 檢定分析（n = 407） 

題項             性別 

                                  M ± SD           t值          p值  

社會參與頻率     男         8.87 ± 2.738       -.1.313        .190 

                 女         9.26 ± 3.024       -.1.340        .181 

社會參與程度     男        77.59 ± 10.881      -.183          .855                                              

                 女        77.78 ± 9.829       -.179          .858 

憂鬱症狀         男         2.20 ± 2.527       -.239          .811 

                 女         2.26 ± 2.445       -.237          .813 

活躍老化         男       74.724 ± 9.3764      -.015          .988 

                 女       74.738 ± 9.0000      -.015          .988 

2.由表 4-13得知，性別對於中高齡者社會參與程度（社團活動、學

習活動、休閒活動、宗教活動及志願性服務），女性在社團活動、

學習活動、宗教活動之社會參與程度皆高於男性，而男性在休間活

動及志願性服務是高於女性的。本研究結果與其他研究相類似，女

性的社會參與較偏向學習活動、宗教活動，男性則較偏向休閒活動。

然而，在志願性服務與其他研究為女性多於男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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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3 社會人口變項之性別對社會參與程度（社團活動、學習活動、休

閒活動、宗教活動及志願性服務）T 檢定分析（n = 407） 

題項           性別 

                                  M ± SD           t值          p值  

社團活動        男      15.9359 ± 2.35399      -1.142        .254 

                女      16.2371 ± 2.02839      -1.042        .300 

學習活動        男      15.9231 ± 2.45885       -.808        .419 

                女      16.1611 ± 2.30883       -.778        .439                                           

休閒活動        男      15.6410 ± 2.67249       .332         .740 

                女      15.5441 ± 2.22487       .297         .767 

宗教活動        男      13.9359 ± 3.77394       -.342        .732 

                女      14.0821 ± 3.29393       -.315        .754 

志願性服務      男      15.9744 ± 2.96724       .597         .551                        

                女      15.7477 ± 3.02331       .604         .547 

 

（二）年齡：由表 4-14及4-15得知，年齡對於中高齡者社會參與頻率（F

值=2.072，P>0.05）、社會參與程度（F值=1.570，P>0.05）、憂鬱

症狀（F值=0.542，P>0.05）無顯著性差異；對活躍老化（F值=2.401，

P<0.05）有顯性差異，即表示不同的年齡層族群活躍老化的程度

有所不同，然而做事後比較，並未發現組間差異。 

（三）教育程度：由表 4-14及4-15得知，教育程度對於中高齡者社會參

與頻率（F值=1.434，P>0.05）、社會參與程度（F值=1.297，P>0.05）、

憂鬱症狀（F值=1.830，P>0.05）與活躍老化（F值=0.987，P>0.05）

無顯著性差異。 

（四）婚姻狀況：由表 4-14及4-15得知，婚姻狀況對於中高齡者社會參

與頻率（F值=1.418，P>0.05）、憂鬱症狀（F值=0.603，P>0.05）

與活躍老化（F值=0.806，P>0.05）無顯著性差異。對社會參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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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F值=2.923，P<0.05）有顯性差異，即表示不同的婚姻狀況族

群對社會參與的程度有所不同，然而做事後比較，並未發現組間

差異。 

（五）健康狀況：由表 4-14及4-15得知，健康狀況對於中高齡者社會參

與頻率（F值=3.019，P<0.05）、社會參與程度（F值=7.771，P<0.001）、

憂鬱症狀（F值=12.984，P<0.001）與活躍老化（F值=28.731，P<0.001

皆有顯著性差異。做事後比較，身體健康「很好者」較身體健康

「好」、「普通」及「不太好」者社會參與程度好。在憂鬱症狀方

面，身體健康狀況「很好者」較身體健康「好」者較會有憂鬱症

狀，而比身體健康狀況「普通」或「不太好」者没有憂鬱症狀。

在活躍老化方面，身體健康「很好」者較身體狀況「好」、「普通」

及「不太好」者佳，可能因從事社會參與活動，面對日常生活周

遭人事物，可用較正面態度去處理及適應老年生活，相對的活躍

老化的程度較好。上述現象可能因為身體健康狀況很好或好者，

其較可能或意願從事社會參與，身體健康狀況好者，其更會或有

機會參與社會活動，與他人接觸交流的機會增加，支持系統越多，

相對的較不會有憂鬱症狀，活躍老化的程度就更好。老年後近期

因喪偶而悲傷、來自朋友的探訪變少、或社會網絡較不廣泛等，

可以預測老人的孤寂程度（Adams, Sanders, & Auth, 2004）。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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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參與也可以讓老人變得活躍，更可能減少其孤寂感。本研

究與上述研究結果大致呈現相同的結論。 

（六）工作狀況：由表 4-14及4-15得知，工作狀況對於中高齡者社會參

與頻率（F值=2.110，P>0.05）、社會參與程度（F值=2.075，P>0.05）

及活躍老化（F值=1.668，P>0.05）無顯著性差異。對憂鬱症狀有

顯性差異（F值=2.489，P<0.05），即表示不同的工作狀況族群之憂

鬱症狀的程度有所不同，然而做事後比較，並未發現組間差異。 

（七）居住狀況：由表 4-14及4-15得知，居住狀況對於中高齡者社會參

與頻率（F值=1.624，P>0.05）、社會參與程度（F值=2.065，P>0.05）、

憂鬱症狀（F值=1.437，P>0.05）及活躍老化（F值=0.434，P>0.05）

皆無顯著性差異。 

（八）活動支持：由表 4-14及4-15得知，活動支持對於中高齡者社會參

與頻率（F值=3.667，P<0.05）、社會參與程度（F值=14.152，P<0.001）、

憂鬱症狀（F值=8.007，P<0.001）與活躍老化（F值=33.626，P<0.001）

皆顯著性差異，做事後比較，在社會參與程度方面，家人「很支

持」參與社會活動者較「支持」或「無意見」者好，在憂鬱症狀

方面，家人採「很支持」或「支持」態度者，較「無意見」者無

憂鬱症狀。在活躍老化方面，家人的採「很支持」或「支持」態

度者，活躍老化現象較無「意見者」好。以上現象可能因為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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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力量可促使其更可能或願意參與社會活動，參與社會活動

多，與他人接觸交流的機會增加，支持系統多，相對地較無憂鬱

症狀，活躍老化的程度就更好。 

（九）經濟狀況：由表 4-14及4-15得知，經濟狀況對於中高齡者社會參

與頻率（F值=2.272，P>0.05）、社會參與程度（F值=0.641，P>0.05）

無顯著性差異；對憂鬱症狀（F值=4.398，P<0.05）、活躍老化化（F

值=11.405，P<0.001）有顯著性差異。做事後比較，在經濟狀況方

面，經濟「非常充裕」者較「還算充裕」、「普通」及「不好」者

不會有憂鬱症狀。在活躍老化方面，經濟「非常充裕」者較「還

算充裕」好，而經濟狀況「普通」者較經濟狀況「不好」者活躍

老化程度好。以上現象可能因為經濟狀況越充裕者，不用憂愁經

濟來源，可提供安全感相對地較無憂鬱症狀，而較無憂鬱症狀者，

相對地參與社會活動的可能或意願高，活躍老化的程度就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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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4 社會人口變項對社會參與頻率、社會參與程度之單因子變異數分

析（n = 407） 

題項        社會參與頻率   社會參與程度      事後檢定                  

                   

                   F值           F值                                                              

年齡           2.072         1.570  

教育程度       1.434         1.297              

婚姻狀況       1.418         2.923*              

健康狀況       2.447*        7.771       社會參與程度：很好>好、普通、            

                                                           不太好  

工作狀況       2.110         2.075           

居住狀況       1.624         2.065 

活動支持       3.667*       14.152***    社會參與程度：很支持>支持、  

                                                             無意見   

經濟狀況       2.272          .641 

表 4 -15 社會人口變項對憂鬱症狀及活躍老化之單因子變異數分析 

（n = 407） 

題項         憂鬱症狀     活躍老化      事後檢定                  

                                                                                        

                 F值          F值                                                           

年齡           .629         2.401* 

教育程度      1.730          .987 

婚姻狀況      1.018          .806 

健康狀況      9.638***     23.307***   憂鬱症狀：很好>好 

                                                很好<普通、不太好  

                                      活躍老化：很好>好、普通、不太好 

工作狀況      2.322*        1.668 

居住狀況      1.437          .434 

活動支持      8.007***     33.626***   憂鬱症狀：很支持<無意見                                                                      

                                                   支持<無意見                                                           

                                      活躍老化：很支持>支持、無意見                                                   

經濟狀況       4.398**      11.405***   憂鬱症狀：非常充裕<還算充裕< 

                                                普通<不好                                                   

                                      活躍老化：非常充裕>還算充裕 

                                                普通>不好                                           

註：*p<.05,**p<.01,*** p<.001 

 

第三節 探討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關係 

為探討研究對象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對活躍老化整體行為



88 
 

之關係，因此進行皮爾森積差相關考驗，以了解各變項間的關係。 

由表 4-16得知中高齡者「社會參與頻率」與「社會參與」、「活躍老化」

呈顯著正相關。相關性依序為：社會參與和活躍老化的相關性最高（r 

= .507，p<.01），社會參與頻率與活躍老化的相關性次之（r = .291，p<.01），

表示研究對象之社會參頻率及社會參與程度越多則活躍老化愈強烈。而

社會參與及憂鬱症狀、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的呈現負相關性（r = -.166、

r = -.316，p<.01），表示研究對象社會參與分數越高，則越無憂鬱症狀，

活躍老化的分數越高，越無憂鬱症狀；這樣的結果符合本研究之研究假

設。 

表 4-16 社會參與頻率、社會參與程度、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間的相關矩

陣（n=407） 

變項名稱 社會參與頻率 社會參與 憂鬱症狀 活躍老化 

社會參與頻率     1    

社會參與   .367** 1   

憂鬱症狀     -.062*    -.166* 1  

活躍老化   .291**      .507**     -.316** 1 

註：*p<.05,**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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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16相關矩陣擬出中高齡者「社會參與頻率」與「社會參與」、「活

躍老化」之模式圖，如圖4-1顯示。 

 

                                           + 

                                          

                                         +                          

                          + 

 

 

圖 4-1 中高齡者「社會參與頻率」、「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

躍老化」之關係模式圖 

 

第四節 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對活躍老化整體預測力之

探討 

本研究為能瞭解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對活躍老化整體之預

測力，分別將社會人口變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作為自變項，研究參

與者活躍老化作為依變項，進行複廻歸分析。為瞭解社會人口變項、社

會參與、憂鬱症狀對中高齡者活躍老化之影響，在個人背景變項中，性

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健康狀況、工作狀況、退休時間、居

住狀況、家人支持參與社會活動及經濟狀況等，將類別變項轉化成虛擬

變項（dummy variable），設定為教育程度（高中職以下、大專以上）、婚

姻狀況（無偶、有偶）、健康狀況（普通、好）、工作狀況（無工作、有

工作）、工作狀況-退休時間（10 年以下、10 年以上）、居住狀況（無與他

活躍老化 
.507** 

-.316** 

.291** 社會參與頻率 

社會參與程度 

憂鬱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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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住、有與他人同住）、家人對參與社會活動的支持度（無意見、支持）、

經濟狀況（不充裕、充裕）等共 8 個虛擬變項。再將包含性別、年齡及

上述 8 個虛擬變項與社會參與頻率總分、社會參與程度總分、憂鬱症狀

總分等 13 個變項視為自變項，活躍老化總分為依變項，以逐步廻歸法分

析，分析結果如表 4-14。 

在進行逐步回歸分析前，為了瞭解自變項間是否具有共線性關係，

乃進行共線性診斷，結果如表 4-17 所示，根據 Kleinbaum, Kupper & Muller

等人（1988）所提出之共線性建議之原則，容忍度（Tolerance） 小於 0.25

與膨脹係數（VIF）大於 10 的情況下則表示有共線性之關係。結果發現

自變項之容忍度介於 0.670～0.896 之間，皆大於 0.25，而膨脹係數(VIF)

則介於 1.116～1.493 之間，皆小於 10。因此，本模式不具有共線性關係，

得以進行逐步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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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中高齡者社會人口變項、社會參與頻率、社會參與、憂鬱症狀對

活躍老化之共變性分析（n=407） 

   變項                  容忍度（Tolerance）      膨脹係數（VIF）     

性別                           .831                  1.203 

年齡                           .670                  1.493 

教育程度                       .864                  1.157 

婚姻狀況                       .751                  1.331 

健康狀況                       .789                  1.267 

工作狀況                       .847                  1.180 

居住狀況                       .730                  1.369 

活動支持                       .896                  1.116 

經濟狀況                       .797                  1.255 

退休時間                       .740                  1.352 

社會參與頻率                   .776                  1.289 

社會參與程度                   .807                  1.239 

憂鬱症狀                       .845                  1.184                                                           

註：教育程度（高中職以下、大專以上）、婚姻狀況（無偶、有偶）、健康狀況（普

通、好）、工作狀況（無工作、有工作）、工作狀況-退休時間（10 年以下、10

年以上）、居住狀況（無與他人同住、有與他人同住）、家人對參與社會活動的

支持度（無意見、支持）、經濟狀況（不充裕、充裕）等共 8 個虛擬變項 

在表 4-18 之 Model 1 中，以中高齡者的社會人口變項為控制變項，

對活躍老化構面有 21.7%( R
2
=0.217)的解釋力，且達顯著水準（F=3.677***，

P<0.001）；在 Model 2 中，再投入社會參與頻率構面，則控制變項與社

會參與頻率對活躍老化的解釋力為 26.4%( R
2
=0.264)，並達顯著水準

（F=4.306***，P<0.001）；Model 3 中同時投入社會參與頻率和社會參與

構面，則控制變項、社會參與頻率和社會參與對活躍老化的解釋力為

35.4%( R
2
=0.354)，且達顯著水準（F=5.987***，P<0.001）；Model 4 中

同時投入社會參與頻率、社會參與及憂鬱症狀構面，則控制變項、社會

參與頻率、社會參與及憂鬱症狀對活躍老化的解釋力為 40.9%( R
2
=0.409)，

且達顯著水準（F=6.908***，P<0.001）。由此可知，Model 4 的解釋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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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故 Model 4 可以作為中高齡者社會參與頻率、社會參與、憂鬱症狀對

活躍老化整體之預測力的最佳模式，也就是說，若要對中高齡者預測社

會參與頻率、社會參與、憂鬱症狀對活躍老化之整體解釋力，社會參與

頻率、社會參與、憂鬱症狀可以作為測量活躍老化的構面。 

但嚴格來說，雖然 Model4 的解釋力最高，但各變項的預測能力：社

會參與程度（β=.312***，P<0.001）的預測能力最大，憂鬱症狀（β=-.254**，

P<0.01）次之，社會參與頻率（β=.147）最小。但因社會參與頻率控制構

面未達顯著，因此，比照 Model 3 的分析結果來看，即以社會參與頻率及

社會參與程度兩個構面預測活躍老化，其解釋能力為 35.4％，其中社會

參與程度（β=.333***，P<0.001）的預測能力最大，且皆達顯著水準，社

會參與頻率（β=.0123）次之，未達顯著水準（p<.05）。由此可知，以

Model3 探討中高齡者預測社會參與頻率、社會參與程度對活躍老化的現

象，其結果與 Model4 的結果並無明顯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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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中高齡者社會人口變項、社會參與頻率、社會參與、憂鬱症狀對

活躍老化整體之預測力分析（n=407） 

   依變項                              活躍老化                            

控制變項/自變項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β             β            β            β 

控  性別           -.065          -.063         -.105         -.123     制  

年齡           .074           .048         -.005         -.002      變  教

育程度       .005           -.045        -.036          .066        項  婚

姻狀況       -.018          -.034         .021         -.046                

    健康狀況        .340***       .326***      .308***       .250**             

    工作狀況        -.021         -.061        -.028         -.019    

    工作--退休時間  -.028          -.046        -.055         -.045      

    居住狀況       -.114          -.137        -.100         -.099      

    家人支持度      .234**        .230**       .189**       .159*              

    經濟狀況        -.112         .073**       .084          .055                                                                         

自  社會參與頻率                .233**       .0123          .147 

變  社會參與程度                            .333***        .312***  

項  憂鬱症狀                                              -.254** 

                                                                                                                                                          

      F            3.677***     4.306***     5.987***       6.908***                                

      R
2                 

 .217         .264         .354  
            

 .409        
                                               

      Adj. R
2            

.158         .203         .295
              

  .349    
                                                        

      ΔR
2                

.217         .047         .090           .054 
                                                                                                                                                                  

 

*P<.05,**P<.01,***p<.001 

第四節 討論 

本節針對研究結果分為三部份進行討論，第一部份為瞭解中高齡者

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現況；第二部份為瞭解不同之社會人口

學變項在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的關係；第三部份為

探討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對活躍老化整體之預測力。 

一、瞭解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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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研究之中高齡者每週參與休閒活動之頻率最高，其次是參與學

習活動，再者為參與志願性服務。而社會參與種類以對於「社團

活動」參與的程度較高；而對於「宗教活動」得分較低，表示中

高齡者對於宗教活動的參與較為不熱衷。 

（二）在台灣地區憂鬱症之終身盛行率佔16-19.4%，估計此項數據將逐

年升高（翁素月等，2005）。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於2002年調查，

約有6.9%的民眾具有憂鬱症傾向，且有七成具有憂鬱傾向的人並

未尋求醫療協助，有四成的人不覺得自己的狀況屬嚴重（嚴烽彰，

2003）。而研究者在資料收集過程中，發現於簡短老人憂鬱量表得

分達憂鬱分數之研究者，較少直接表達情緒憂鬱或心情鬱悶，而

是表達體力不夠、身體不好或不喜歡外出等，譬如「生活方式就

是這樣子，不會想出門」、「年紀大了就是這樣」、「身體狀況愈來

愈不好」、「體力愈來愈差」等，老人抑鬱的情感或身體症狀的抱

怨，可能為其憂鬱的表現。因此，重視中高齡者憂鬱狀態之評估、

篩檢及轉介，以便能及早發現執行有效的防治措施，而能達到次

級預防保健之目標。 

（三）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出，「活(力)躍老化Active Aging」為達成

「正向老化經驗」之途徑；聯合國於1999年訂定的高齡者五大原

則--「獨立、參與、尊嚴、照護與自我實現」，國內學者亦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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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成功的老年生活，應追求從身體、心理、社會等多方面的健

康，進而使老年維持自主與獨立，亦能參與社會經濟文化等事務，

提高生活品質，才是老年生活應追求之重要目標。因此，本研究

認為，活躍老化是指65歲以上之老年人口，除了可以保持身心健

康不失能之外，也能積極參與社會活動，讓自己活得健康、安全、

獨立、有尊嚴及有品質。鼓勵中高齡者多參與社會活動，進而達

到活躍老化的境界，避免中高齡者生產力的喪失或健康照護方面

的支出增加，造成國家社會成本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二、瞭解不同之社會人口學變項在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

老化的關係。 

（一）本研究認為中高齡者社會參與程度整體性都是較高的，參與研究

之中高齡者大多數為女性（60％），男性（40％）。與臺北市大安

區參與社區活動民眾之健康行為調查分析，參與社區活動民眾特

性，性別方面以女性佔 67.0%，男性佔 33.0%（楊逸菊等，2009）

研究結果相當。鼓勵中高齡者社會參與及自主活動是世界衛生組

織 2002 年推行「活躍老化」的重要倡導議題之一，惟國內中高齡

者在社會參與的表現卻有待提升，尤其是男性。依據 98 年國民健

康局執行的國民健康訪問調查結果發現，中高齡者社會參與(自述

有做志工或義工，或參加宗教活動，或參加社區團體活動)比率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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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 成，且男性（38.1％）比女性（43.9％）低。本研究可提供相

關單位未來從事宣導或辦理活動時參考，或可朝向運用策略，以

鼓勵男性多參與社區活動。 

（二）一般多數研究認為退休時間越短者，其參與志願服務、社團參與、

學習活動愈高（沈佳蓉，2006；賴永和，2001；梁以君，2004）。

羅振宏（2005）的研究發現以退休時間 1~5 年者，對社區終身學

習最高。而於邱民華（2003）的研究中則持不同的看法，研究指

出退休時間越長的教師，其志願服務、社團參與及整體社會參與

之意願強烈。應可鼓勵這群有能力之退休者，投入社會參與活動，

奉獻己力，參加社會事務、社團、活動、課程，與他人互動，使

自己有所成長，達到經驗共享共用的過程。  

三、探討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對活躍老化整體之預測力。 

本研究結果，參與研究者社會參頻率及社會參與程度越多則活躍老

化愈強烈。而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的呈現負相關性，表

示研究對象社會參頻率越多及社會參與分數越高，則越無憂鬱症狀。

而醫學研究在在顯示，老年人雖然有一些慢性病，但若能在身體、

心理和社會三方面保持活動和活力，就比較能成功維持體力和功能，

讓長者還是能獨立自主、不必靠人照顧。積極推動 WHO提出的「活

躍老化」，讓長者在老化過程中，為個人健康、社會參與和社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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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最適的發展機會，以提升老年生活的品質。因此，當健康體系、

勞動市場、教育系統以及社會政策等各層面均能支持活躍老化時，

可降低提早死亡的發生，減少老年期的慢性病及其伴隨而來的失能

狀態；讓更多人在老化的過程中，享有良好的生活品質，積極地參

與社會、文化、經濟、政治、家庭以及社區生活，以致最終降低在

醫療和照護服務體系所支出的成本，這就是活躍老化對社會的正面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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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根據前述之結果與討論，分為兩節分述結論與建議。各節依

序為：第一節結論；第二節建議，再者針對研究限制進行加以說明，最

後提出具體建議與未來研究方向。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採橫斷式之研究調查，研究對象為 407 位居住於臺北市，有

能力參與社會團體活動之社區中高齡者，運用社會參與頻率、社會參與

量表、簡短老人憂鬱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Short Form, GDS-SF）

及活躍老化量表收集資料，探討社區中高齡者社會參與頻率、社會參與、

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之相關性。根據研究目的及結果，歸納以下的結論： 

一、瞭解在社區之中高齡者社會參與以 61-65 歲年齡層之女性（60%）所

佔比例最高，顯示女性較男性願意參與社會活動，相對的在社區女性

成為社會參與較具影響力或參加之主要族群。 

二、研究結果顯示，有四成之身體健康者，其中三成已退休，這群中高

齡者，較有能力或意願參加社會活動。本研究在退休時間與社會參與

未達顯相關，建議未來研究者可再進一步探討。 

三、教育程度方面，以高（職）中所佔三成四的比例最高。現今是資訊

發達之時代，自我充實的機會很多，教育程度並不能就足以代表個人

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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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對象有八成五之家人大都很支持或支持他們參與社會活動，而

近八成為已婚 、配偶健在，相對亦讓研究者越能夠參與社會活動之

主要原因。 

四、本次研究對象退休後約有二成二仍在從事志工服務，相信從事志願

性服務在社會網絡中所接觸之社群，能增強人際間的互動，參與組

織團體來推動共同關心的事務，在活躍老化皆有顯著的正性相關。 

五、中高齡者每週參與休閒活動的次數最高，其次是參與社團活動，再

者為參與志願性服務，而宗教活動每週參與次數較低。 

六、在健康狀況方面研究樣本有四成經醫師診斷有慢性病，其中以罹患

高血壓最多數，其次為糖尿病，高血壓及糖尿病之盛行率與全國老

人罹患之慢性病相似。 

七、社會人口變項在中高齡者社會參與頻率、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

躍老化之關係研究結果指出，性別、教育程度及居住狀況方面對於

中高齡者社會參與頻率及社會參與程度、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無顯

著性差異。 

八、在年齡方面，對於中高齡者社會參與頻率、社會參與程度、憂鬱症

狀無顯著性差異；對活躍老化有顯性差異，表示不同的年齡層族群

活躍老化的程度有所不同，然而做事後比較，並未發現組間差異。 

九、婚姻狀況方面，對於中高齡者社會參與頻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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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顯著性差異。而對社會參與程度有顯性差異，表示不同的婚姻狀

況族群對社會參與的程度有所不同，然而做事後比較，並未發現組

間差異。 

十、工作狀況方面，對於中高齡者社會參與頻率、社會參與程度及活躍

老化無顯著性差異。對社憂鬱症狀有顯性差異，表示不同的工作狀

況族群之憂鬱症狀的程度有所不同，然而做事後比較，並未發現組

間差異。 

十一、婚姻狀況婚姻狀況對於中高齡者社會參與頻率、憂鬱症狀與活躍

老化無顯著性差異。對社會參與程度有顯性差異，表示不同的婚姻

狀況族群對社會參與的程度有所不同，然而做事後比較，並未發現

組間差異。 

十二、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對活躍老化整體之預測力方面，中

高齡者「社會參與頻率」與「社會參與」、「活躍老化」呈顯著正

相關。社會參與與活躍老化的相關性最高，社會參與頻率與活躍老

化的相關性次之，表示研究對象之社會參頻率及社會參與程度越多

則活躍老化愈強烈。而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的呈現負相

關性，表示研究對象社會參頻率越多及社會參與分數越高，則越無

憂鬱症狀，這樣的結果符合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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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應用與建議 

由於本研究採橫斷式研究設計，目的在瞭解人口學特性、社會參與

頻率、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之相關性，但不包括釐清變項間

時序性。因此，本研究結果不能作為因果關係之推論。建議未來研究可

以前瞻性研究設計或介入性研究設計，進一步釐清社會參與情形與中高

齡者憂鬱症狀及活躍老化之因果關係。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中高齡者為 45 歲之中壯年，尚有多數仍在職場

工作，本次研究對象有近五成為 60 歲以上族群，而又有近六成是女性

朋友，研究樣本之人口學特性、健康狀況較無法分析出與男性是否有差

異，而本次研究區域屬臺北市都會區，與全國、都會及農村社區老人之

樣本不完全相同，不適宜直接將本研究結果推論至全國或所有中高齡族

群。但本研究以社會參與之頻率、社會參與項目面向與活躍老化之研究

結果，仍可作為未來探討社區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情形、憂鬱症狀與活躍

老相關性之參考。 

本次研究對象女性有 244 人（60％），男性 163 人（40%），與大 

安區參與社區活動民眾之健康行為調查分析，參與社區活動民眾特性，

性別方面以女性佔 67.0%，男性佔 33.0%（楊逸菊等，2009）相當。依

2007 年「台灣中老人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追蹤調查」顯示，老年女性

自述罹患慢性病的比率高於男性，惟 65 歲以老年人主要死亡原因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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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死亡原因（惡性腫瘤、慢性病），男性為女性的 1.4 倍。相關單位在

推動健促進活動，如何鼓勵男性參與社區健康行為活動是值得思考的。 

本研究在社會參與頻率定義以週為單位，造成分析結果統計偏於偶

而或較少態樣，無法作適宜的比較。因此，建議未來有相關研究探討時，

參與頻率可修正為月或季。但本研究測量結果顯示，「社會參與頻率」

與「社會參與」、「活躍老化」呈顯著正相關（p<.01），因此，仍可作

為相關社區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及活躍老化間之相關性探討參

考。 

研究結果中高齡者每週參與休閒活動之頻率最高，其次是參與學習

活動，再者為參與志願性服務，平均值在 3 以上，而宗教活動較低於 3

以下，可能因宗教活動是否為社會參與面向見仁見智。社會參與的內涵

以社團活動、 學習活動、休閒活動、宗教活動及志願性服務等五個面向

作為社會參與之評量架構面，在社會參與宗教活動的確可能會影響身心

發展，但是否該列入「社會參與」的構面中，建議在文獻探討中，再蒐

集整理更多相關研究。因為一位宗教信仰瘋狂的人，不見得有很豐富的

社會參與，因為他可能是過度迷信；而無神論者也可能有很多的社團、

學習、休閒活動而與周邊的人與環境有許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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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專家效度考驗名單 

姓名       現職              職稱              專長                            

葉國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授           環境衛生、環境教育、空氣污染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曾治乾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助理教授       環境衛生、公害防治、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水與廢水處理技術 

黃禎貞  吳鳳科技大學             兼任助理教授   健康休閒生、生命教育 

        健康休閒學系   

林豔君  臺大護理學系             講師           社區護理 

        臺大醫院 

 方信淵  實踐大學 博雅學部        副教授         運動行銷、賽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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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專家效度檢定表 

一、第一部份社團活動、 學習活動、休閒活動、宗教活動及志願性服務等五個面向作為社會

參與之評量架構面 

題目 
專家評分 

得分 修改意見 題目修正內容 
葉 曾 黃 方 林 

1.社團活動  3 4 4 4 4 1 
林：建議對各項活動定義 

  

2.學習活動 3 4 4 4 4 1     

3.休閒活動 3 4 4 4 3 1 

林：宗教活動、休閒活動很多是自

就可以從事的，是否跟「社會參與」

有關的活動才算。 

加入宗教活動定

義 

4.宗教活動 3 4 4 1 3 0.8 

方：宗教活動的確可能會影響身心

發展，但是否該列入「社會參與」

的構面中，值得商榷，因為一位宗

教信仰瘋狂的人，不見得有很豐富

的社會參與，因為他可能是過度迷

信；而無神論者也可能有很多的社

團、學習、休閒活動而與周邊的人

與環境有許多互動。不知以往是否

有文獻曾經提及社會參與的構面

呢？（因為在你提供的摘要中並未

見到此論點）建議在文獻探討中，

蒐集整理相關研究討論後，如果許

多研究都建議應該將宗教活動列

入，才可列入，否則建議刪除。 

林：宗教活動、休閒活動很多是自

就可以從事的，是否跟「社會參與」

有關的活動才算。 

加入宗教活動定

義，故宗教活動仍

保留。 

5.志願性服務 3 4 4 4 4 1     

專家評分 3 分以上題數 共 4 題(第 1、2、3、5 題) 

專家評分 2 分以下題數 共 1 題(第 4 題) 

CVI 得分 4/5=0.8 

二、第二部份社會參與頻率(□總是□經常□偶爾□很少) 

1. 社團活動 

3 4 4 4 4 1 

曾：須對參與頻率做定義 

林：(建議對各項如總是、經常…做個說

明與定義，例如每週花多少時間叫”總

是”…) 

原於問卷

題次上，即

有定義參

與頻率。 

2. 學習活動 
3 4 4 4 4 1     

3. 休閒活動 3 4 4 4 4 1     

4. 宗教活動 3 4 4 1 4 0.8     

5. 志願性服務 3 4 4 4 4 1     

專家評分 3 分以上題數 共 4 題(第 2、3、4、5 題) 

專家評分 2 分以下題數 共 1 題(第 1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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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I 得分 4/5=0.8 

第三部份：社會參與量表(非常同意 4 分、同意 3 分、不同意 2 分、非常不同意 1 分) 

1.我會參與自己喜

歡的社團活動 
4 1 4 4 4 0.8 

曾：既然喜歡，怎可能選”不同意” 我會選擇

參與自己

喜歡的社

團活動 

2.在社團活動中，

我會提供自己的

意見和看法 

4 3 4 4 4 1 

  

  

3.在參與社團活動

時，我會積極投入 
4 3 4 4 4 1 

  
  

4.我認為參與社團

活動，是一種樂趣

與享受 

4 3 4 4 4 1 

  

  

5.我會參與多項的

社團活動 
4 3 4 4 3 1 

曾：考慮增加”同時”參與…. 

方：此題建議將提議修正得更清楚，因

為參與多項社團活動，是代表很喜歡參

加不同社團舉辦的活動？還是參加同一

個社團舉辦的多項活動？ 

林：多項是幾項以上？請定義清楚。 

我會參與

不同社團

舉辦的活

動 

6.我會參與自己喜

歡的學習活動 
4 1 4 4 4 0.8 

曾：既然喜歡，怎可能選”不同意” 

林：我會參與自己喜歡的社團活動 
我會選擇

參與自己

喜歡的學

習活動 

7.我會主動與別人

分享學習心得 
4 3 4 4 4 1 

  
  

8.有學習機會，我

會積極參與 
4 3 4 4 4 1 

林：若有學習機會，我會積極參與。 若有學習

機會，我會

積極參與。 

9.我希望有機會學

習過去所沒有學

到的 

4 2 4 4 4 0.8 

曾：語意上有問題:有人會去學已經學過

的? 

我會選擇

學習過去

所沒有學

到的 

10.我參與多項的

學習活動 
4 3 4 4 3 1 

曾：考慮增加”同時”參與…. 

林：定義多項 

我會參與

不同的學

習活動 

11.我會利用時間

參加與一些戶外

休閒活動 

4 3 4 3 3 1 

方：此題意似乎僅著重在有沒有或者會

不會從事戶外休閒活動，而社會參與應

該想要量測的是在從事休閒活動的過程

中，是否有與他人的互動，而不是只在

乎是否在戶外。例如喜歡一個人孤獨的

爬山，應該不算有社會參與吧？所以我

的建議是修改為「我喜歡從事能與人有

互動機會的休閒活動」 

林：我會參與自己喜歡的休閒活動 

我會選擇

參與與他

人有互動

機會的休

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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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我會做一些適

合自己的運動來

增進健康 

4 3 4 3 4 1 

方：此題意似乎僅著重在有沒有或者會

不會從事運動，而社會參與應該想要量

測的是在運動的過程中，是否有與他人

的互動，所以我的建議是修改為「我在

運動的過程中會與其他周遭的人互動」 

我在運動

的過程中

會與其他

周遭的人

互動 

13.我會邀請家人

或親友一起從事

運動休閒 

4 3 4 4 4 1 

  

  

14.我會參加多項

的休閒嗜好 
4 3 4 4 4 1 

方：建議修改為「我有許多的休閒嗜好」 我有許多

的休閒嗜

好 

15.我會嘗試新鮮

或不同的休閒活

動 

4 3 4 4 4 1 

  

  

16.我會參加一些

宗教活動 
4 3 4 1 3 0.8 

方：建議刪除 

林：我會參與自己喜歡的宗教活動 

我會和親

朋好友一

起參加宗

教活動 

17.我喜歡宗教活

動進行的過程 
4 3 4 1 4 0.8 

方：建議刪除 我喜歡與

親朋好友

參加宗教

活動進行

的過程 

18.我很樂意和家

人分享參加宗教

活動的心得 

4 3 4 1 4 0.8 

方：建議刪除 我很樂意

和親朋好

友分享參

加宗教活

動的心得 

19.我喜歡宗教活

動的團體氣氛 
4 3 4 1 4 0.8 

方：建議刪除 我喜歡參

加團體宗

教活動的

氣氛 

20.我會閱讀宗教

相關的書籍、刊

物、影音等資料 

4 3 4 1 3 0.8 

方：建議刪除 

林：我會樂於接受他人提供的宗教相關

的書籍、刊物、影音等資料 

我會樂於

接受他人

提供的宗

教相關的

書籍、刊

物、影音等

資料 

21.我喜歡參加志

工團體，為別人服

務 

4 3 4 4 3 1 

林：我會參與自己喜歡的志工團體 我會參與

自己喜歡

的志工團

體 

22.我所服務的對

象對我非常的肯

定 

4 3 4 4 4 1 

  

  

23.家人或朋友對

我的志願服務工

作很認同 

4 3 4 4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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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參與志願性服

務，讓我覺得自己

仍有奉獻的能力 

4 3 4 4 4 1 

  

  

25.參與志願性服

務，讓我的人生經

驗得以充分發揮 

4 3 4 4 4 1 

  

  

專家評分 3 分以上題數 
共 17 題(第 2、3、4、5、7、8、10、11、12、13、

14、15、21、22、23、24、25 題) 

專家評分 2 分以下題數 共 8 題(第 1、6、9、16、17、18、19、20) 

CVI 得分 17/25=0.68 

第四部份：活躍老化量表(非常同意 4 分、同意 3 分、不同意 2 分、非常不同意 1 分) 

1.我覺得自己的健

康狀況還不錯 
4 4 4 4 4 1 

  
  

2.我會注重營養和

養生 
4 4 4 4 4 1 

  
  

3.我能照顧自己的

生活起居 
4 4 4 4 4 1 

  
  

4.我能安排自己的

日常生活 
4 4 4 4 4 1 

方：建議改為「我能自理自己的生活起

居」 

我能自理

自己的生

活起居。 

5.我覺得生活過的

很愉快 
4 3 4 4 4 1 

  
  

6.我覺得生活過的

很如意 
4 1 4 1 4 0.6 

曾：與上一題題意相似 

方：此題與上一題題意接近，一般人無

法分辨不同。 
此題刪除。 

7.我覺得生活充滿

安全感 
4 3 4 4 4 1 

  指廣義的

社會給予

的安全感 

8.我覺得生活上有

所依靠 
4 1 4 4 4 0.8 

曾：與上一題題意相似 我的家人

讓我感覺

生活上有

所依靠。 

9.我能理解生活的

意義 
4 2 4 4 4 0.8 

曾："理解”生活的意義是指??? 我知道自

己生活的

意義為何。 

10.我對現在的生

活感到滿意 
4 2 4 4 4 0.8 

曾：與第 5 第 6 題類似，擇一即可 我能積極

投入生

活，並感到

滿意。 

11.我過去的生活

經驗與記憶是非

常愉快 

4 4 4 4 4 1 

  

  

12.我對生活中發

生的事非常有投

入感和參與感 

4 4 4 4 3 1 

林：我能積極投入生活，並積極參與週

遭社會事務 

我能積極

投入生

活，並積極

參與週遭

社會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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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我和家人相處

得很愉快 
4 4 4 4 4 1 

  
  

14.我覺得自己受

到別人的尊重 
4 4 4 4 4 1 

  
  

15.我會主動邀約

親朋好友參與學

習活動 

3 4 4 4 4 1 

  

  

16.我有幾位能夠

聊天談心的朋友 
3 4 4 4 4 1 

  
  

17.我覺得參與學

習活動讓我活得

更好 

4 3 4 4 4 1 

  

  

18.我能獨立從事

日常生活活動 
4 1 4 3 4 0.8 

曾：與第 3 第 4 題類似，刪除兩者之一 

方：請仔細評估一下，此題是否與第 4

題題意接近，再做取捨。 

我能獨立

完成日常

生活活動。 

19.我能安排好時

間完成要做的事

情 

4 1 4 4 4 0.8 

曾：與第 3 第 4 題類似，刪除兩者之一 我能獨立

安排好時

間完成要

做的事情。 

20.我對未來充滿

希望 
4 3 4 4 4 1 

  
  

21.我能樂觀地看

待未來 
4 3 4 4 4 1 

  
  

22.我能負擔緊急

醫療的費用 
4 4 4 4 4 1 

  
  

23.我能負擔自己

的生活費用 
3 4 4 4 4 1 

  
  

24.我的經濟有保

障 
3 4 4 3 4 1 

方：建議改為「我沒有經濟上的擔憂，

足以應付日常生活」 

我沒有經

濟上的擔

憂，足以應

付日常生

活。 

專家評分 3 分以上題數 
共 18 題(第 1、2、3、4、5、7、11、12、13、14、

15、16、17、20、21、22、23、24 題) 

專家評分 2 分以下題數 共 6 題(第 6、8、9、10、18、19 題) 

CVI 得分 18/24=0.75 

五、基本資料 

(一)性別 4 4 4 4 4 1     

(二)年齡 4 4 4 4 4 1     

(三)教育程度 4 4 4 4 4 1     

(四)婚姻狀況 4 4 4 4 4 1     

(五)健康狀況 4 4 4 4 4 1     

(六)工作狀況 4 4 4 4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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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居住狀況 4 4 4 4 4 1     

(八)家人支持參與

社會活動 
4 4 4 4 4 1 

  
  

(九)經濟狀況 4 4 4 4 4 1 

黃：若需要，可加入每月收入金額 此題由填

答者自行

認定自己

經濟狀

況，故不加

入每月收

入金額。 

(十)請問您患有哪

些經醫師診斷之

慢性病 

4 4 4 4 4 1 

  

  

專家評分 3 分以上題數 共 10 題(第 1、2、3、4、5、6、7、8、9、10 題) 

專家評分 2 分以下題數 共 0 題 

CVI 得分 10/10=1 

其他意見之建議意見： 

林：說明部份，建議填答期間有一個時限，例如半年內或其他你認為適合的期間 

修正為：懇請您依據自己(這半年內)的實際情形仔細作答修正半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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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預測問卷 

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之相關因素探討 

親愛的先生、女士您好： 

研究者現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研究所教育學院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衛生教育

班碩士研究生，現正進行「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之相關因素探討」，

這是一份學術研究問卷，目的是探討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之間的關

連與其相互間之影響。 

本問卷分為三部分，請您依據本身的經驗，在適當的□中打「V」，答案無所謂「對」、

「錯」，採取匿名方式進行，僅供學術研究之用，我們對於個人資料絕不對外公開，敬

請安心作答。非常感謝您的合作，衷心地期望能獲得您的協助，懇請您依據自己(這半

年內)的實際情形仔細作答。由衷感謝您於百忙中撥冗協助填寫本問卷，誠摯感謝您。 

敬祝您健康平安、萬事如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衛生教育班研究所 

                                                 指導教授：葉國樑博士 

                                                           曾治乾博士 

                                                 研 究 生：謝明玉敬上 

                                              中 華 民 國 102年4月 

 

【第一部份】社會參與量表：請依您(這半年內)實際的情形，勾選適當的答案。 

每一題均為單選，請不要漏填任何一題，謝謝您。 

一、每週「社會參與」的頻率 

總是 4分、經常 3分、偶爾 2分、很少 1分 

每週社會參與頻率 
總是 

(每週6次以上) 

經常 

(每週4-5次) 

偶而 

(每週2-3次) 

很少 

(每週1次或不曾參與) 

1.社團活動     

2.學習活動     

3.休閒活動     

4.宗教活動     

5.志願性服務     

二、社會參與量表：請依問卷中最適切自己的認知來作答 

採4點量表：非常同意 4分、同意 3分、不同意 2分、非常不同意 1分。 

題                項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社 

團 

活 

1.我會選擇參與自己喜歡的社團活動     

2.在社團活動中，我會提供自己的意見和看法     

3.在參與社團活動時，我會積極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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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4.我認為參與社團活動，是一種樂趣與享受     

5.我會參與不同社團舉辦的活動     

學

習

活

動 

6.我會選擇參與自己喜歡的學習活動     

7.我會主動與別人分享學習心得     

8.若有學習機會，我會積極參與     

9.我會選擇學習過去所沒有學到的     

10.我會參與不同的學習活動     

休

閑

活

動 

11.我會選擇參與他人有互動機會的休閒活動     

12.我在運動過程中會與其他周遭的人互動     

13.我會邀請家人或親友一起從事運動休閒     

14.我有許多的休閒嗜好     

15.我會嘗試新鮮或不同的休閒活動     

宗

教

活

動 

16.我會和親朋好友一起參加宗教活動     

17.我喜歡參加團體的宗教活動     

18.我喜歡團體宗教活動的氛圍     

19.我很樂意和親朋好友分享參加宗教活動的心得     

20.我會樂於接受他人提供的宗教相關的書籍、刊

物、影音等資料 
    

志

願

性

服

務 

21.我會參與自己喜歡的志工團體     

22.我所服務的對象對我非常的肯定     

23.家人或朋友對我的志願服務工作很認同     

24.參與志願性服務，讓我覺得自己仍有奉獻的能力     

25.參與志願性服務，讓我的人生經驗得以充分發揮     

 

【第二部份】簡短老人憂鬱量表(GDS-SF)：請依您實際的情形，勾選適當的答案。 

每一題均為單選，請不要漏填任何一題，謝謝您。 

 

請根據您最近兩週的情形，回答下列問題： 

項次 問題 是 否 

1 您對目前的生活滿意嗎？   

2 您對日常生活或活動是否已不感興趣？   

3 您是否覺得生活空虛？   

4 您是否常感到無聊？   

5 您大部分的時間都覺得精神很好？   

6 您是否會害怕不好的事情會發生在您身上？   

7 您大部分的時間都覺得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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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您是否經常會感覺到很無助？   

9 您是否比較喜歡待在家裏而不願外出嘗試一些新的事物？   

10 您是否覺得記性比別人差？   

11 您是否認為活著是一件美好的事？   

12 您是否覺得自己很沒有價值？   

13 您是否覺得自己充滿活力？   

14 您是否覺得自己沒有希望？   

15 您是否覺得大部分的人都過得比你好？   

資料來源：洪麗珍(2005)‧老年人的護理評估與計畫‧於劉淑娟總校閱，實用老人護理學(178-179 頁)‧台中：華格那。 

【第三部份】活躍老化量表：請依您實際的情形，勾選適當的答案。 

每一題均為單選，請不要漏填任何一題，謝謝您。 

二、活躍老化量表 

請依問卷中最適切自己的認知來作答。  

採四點量表：4 非常同意,3 同意，2 不同意，1 非常不同意  

 

題                項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1.我覺得自己的健康狀況還不錯     

2.我會注重營養和養生     

3.我能自理自己的生活起居     

4.我能照顧自己的身體健康     

5.我的覺得生活過的很愉快     

6.我覺得生活充滿安全感     

7.我的家人讓我感覺生活上有所依靠     

8.我知道自己生活的意義為何     

9.我能積極投入生活，並感到滿意     

10.我過去的生活經驗與記憶是非常愉快     

11.我能積極投入生活，並積極參與週遭社會事務     

12.我和家人相處得很愉快     

13.我覺得自己受到別人的尊重     

14.我會主動邀約親朋好友參與學習活動     

15.我有幾位能夠聊天談心的朋友     

16.我覺得參與學習活動讓我活得更好     

17.我能獨立完成日常生活事務     

18.我能獨立安排好時間完成要做的事情     

19.我對未來充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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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我能樂觀地看待未來     

21.我能負擔緊急醫療的費用     

22.我能負擔自己的生活費用     

23.我沒有經濟上的擔憂，足以應付日常生活消費     

 

【第四部分】基本資料：請您在適合的□打「ˇ」，每一題均為單選。 

一、性別：□男 □女 

二、年齡：出生於民國       年，今年□45-50 歲□51-55 歲 □56-60 歲 □61-65 歲 

□66-70 歲□71-75 歲 □76 歲以上 

三、教育程度：□不識字 □識字或國小 □國(初)中 □ 高(職)中 □專科 □大學 □研究所

以上 

四、婚姻狀況：□已婚、配偶健在 □喪偶 □離婚或分居 □未婚 

五、健康狀況：□很好 □好 □普通 □不太好 □不好 

六、工作狀況：□全職中 □兼職中 □待業中 □志工  

□已退休，退休時間：□3年及以下 □4-6 年 □7-9 年 □10年及以上  

七、居住狀況：□獨居 □與配偶同住 □固定與某些（孫）子女同住□到子女家中輪流

住□三代同堂 □其他 

八、家人對您參與社會活動的支持度：□很支持 □支持 □無意見 □反對 □很反對 

九、經濟狀況：□非常充裕 □還算充裕 □普通 □不足 

十、請問您患有哪些經醫師診斷之慢性病（可複選）： 

□無 □高血壓 □糖尿病 □心臟病 □中風 □痛風□腎臟病 □白內障 □關節炎 □巴

金森氏症  □呼吸道疾病（氣喘、慢性阻塞性肺病、肺氣腫、慢性支氣管炎等）□

憂鬱症 □其他精神疾病（焦慮症、恐慌症、躁鬱症等） □癌症（              ）

□其他（                ）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用心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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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正式問卷 

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之相關因素探討 

親愛的先生、女士您好： 

研究者現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研究所教育學院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衛生教育

班碩士研究生，現正進行「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之相關因素探討」，

這是一份學術研究問卷，目的是探討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之間的關

連與其相互間之影響。 

本問卷分為三部分，請您依據本身的經驗，在適當的□中打「V」，答案無所謂「對」、

「錯」，採取匿名方式進行，僅供學術研究之用，我們對於個人資料絕不對外公開，敬

請安心作答。非常感謝您的合作，衷心地期望能獲得您的協助，懇請您依據自己(這半

年內)的實際情形仔細作答。由衷感謝您於百忙中撥冗協助填寫本問卷，誠摯感謝您。 

敬祝您健康平安、萬事如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衛生教育班研究所 

                                                 指導教授：葉國樑博士 

                                                           曾治乾博士 

                                                 研 究 生：謝明玉敬上 

                                              中 華 民 國 102年4月 

 

【第一部份】社會參與量表：請依您(這半年內)實際的情形，勾選適當的答案。 

每一題均為單選，請不要漏填任何一題，謝謝您。 

一、每週「社會參與」的頻率 

總是 4分、經常 3分、偶爾 2分、很少 1分 

每週社會參與頻率 
總是 

(每週6次以上) 

經常 

(每週4-5次) 

偶而 

(每週2-3次) 

很少 

(每週1次或不曾參與) 

1.社團活動     

2.學習活動     

3.休閒活動     

4.宗教活動     

5.志願性服務     

二、社會參與量表：請依問卷中最適切自己的認知來作答 

採4點量表：非常同意 4分、同意 3分、不同意 2分、非常不同意 1分。 

題                項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社 

團 

活 

1.我會選擇參與自己喜歡的社團活動     

2.在社團活動中，我會提供自己的意見和看法     

3.在參與社團活動時，我會積極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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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4.我認為參與社團活動，是一種樂趣與享受     

5.我會參與不同社團舉辦的活動     

學

習

活

動 

6.我會選擇參與自己喜歡的學習活動     

7.我會主動與別人分享學習心得     

8.若有學習機會，我會積極參與     

9.我會選擇學習過去所沒有學到的     

10.我會參與不同的學習活動     

休

閑

活

動 

11.我會選擇參與他人有互動機會的休閒活動     

12.我在運動過程中會與其他周遭的人互動     

13.我會邀請家人或親友一起從事運動休閒     

14.我有許多的休閒嗜好     

15.我會嘗試新鮮或不同的休閒活動     

宗

教

活

動 

16.我會和親朋好友一起參加宗教活動     

17.我喜歡參加團體的宗教活動     

18.我喜歡團體宗教活動的氛圍     

19.我很樂意和親朋好友分享參加宗教活動的心得     

20.我會樂於接受他人提供的宗教相關的書籍、刊

物、影音等資料 
    

志

願

性

服

務 

21.我會參與自己喜歡的志工團體     

22.我所服務的對象對我非常的肯定     

23.家人或朋友對我的志願服務工作很認同     

24.參與志願性服務，讓我覺得自己仍有奉獻的能力     

25.參與志願性服務，讓我的人生經驗得以充分發揮     

 

【第二部份】簡短老人憂鬱量表(GDS-SF)：請依您實際的情形，勾選適當的答案。 

每一題均為單選，請不要漏填任何一題，謝謝您。 

 

請根據您最近兩週的情形，回答下列問題： 

項次 問題 是 否 

1 您對目前的生活滿意嗎？   

2 您對日常生活或活動是否已不感興趣？   

3 您是否覺得生活空虛？   

4 您是否常感到無聊？   

5 您大部分的時間都覺得精神很好？   

6 您是否會害怕不好的事情會發生在您身上？   

7 您大部分的時間都覺得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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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您是否經常會感覺到很無助？   

9 您是否比較喜歡待在家裏而不願外出嘗試一些新的事物？   

10 您是否覺得記性比別人差？   

11 您是否認為活著是一件美好的事？   

12 您是否覺得自己很沒有價值？   

13 您是否覺得自己充滿活力？   

14 您是否覺得自己沒有希望？   

15 您是否覺得大部分的人都過得比你好？   

資料來源：洪麗珍(2005)‧老年人的護理評估與計畫‧於劉淑娟總校閱，實用老人護理學(178-179 頁)‧台中：華格那。 

【第三部份】活躍老化量表：請依您實際的情形，勾選適當的答案。 

每一題均為單選，請不要漏填任何一題，謝謝您。 

二、活躍老化量表 

請依問卷中最適切自己的認知來作答。  

採四點量表：4 非常同意,3 同意，2 不同意，1 非常不同意  

 

題                項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1.我覺得自己的健康狀況還不錯     

2.我會注重營養和養生     

3.我能自理自己的生活起居     

4.我能照顧自己的身體健康     

5.我的覺得生活過的很愉快     

6.我覺得生活充滿安全感     

7.我的家人讓我感覺生活上有所依靠     

8.我知道自己生活的意義為何     

9.我能積極投入生活，並感到滿意     

10.我過去的生活經驗與記憶是非常愉快     

11.我能積極投入生活，並積極參與週遭社會事務     

12.我和家人相處得很愉快     

13.我覺得自己受到別人的尊重     

14.我會主動邀約親朋好友參與學習活動     

15.我有幾位能夠聊天談心的朋友     

16.我覺得參與學習活動讓我活得更好     

17.我能獨立完成日常生活事務     

18.我能獨立安排好時間完成要做的事情     

19.我對未來充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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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我能樂觀地看待未來     

21.我能負擔緊急醫療的費用     

22.我能負擔自己的生活費用     

23.我沒有經濟上的擔憂，足以應付日常生活消費     

 

【第四部分】基本資料：請您在適合的□打「ˇ」，每一題均為單選。 

一、性別：□男 □女 

二、年齡：出生於民國       年，今年□45-50 歲□51-55 歲 □56-60 歲 □61-65 歲 

□66-70 歲□71-75 歲 □76 歲以上 

三、教育程度：□不識字 □識字或國小 □國(初)中 □ 高(職)中 □專科 □大學 □研究所

以上 

四、婚姻狀況：□已婚、配偶健在 □喪偶 □離婚或分居 □未婚 

五、健康狀況：□很好 □好 □普通 □不太好 □不好 

六、工作狀況：□全職中 □兼職中 □待業中 □志工 □無 

□已退休，退休時間：□3年及以下 □4-6 年 □7-9 年 □10年及以上  

七、居住狀況：□獨居 □與配偶同住 □固定與某些（孫）子女同住□到子女家中輪流

住□三代同堂 □其他 

八、家人對您參與社會活動的支持度：□很支持 □支持 □無意見 □反對 □很反對 

九、經濟狀況：□非常充裕 □還算充裕 □普通 □不足 

十、請問您患有哪些經醫師診斷之慢性病（可複選）： 

□無 □高血壓 □糖尿病 □心臟病 □中風 □痛風□腎臟病 □白內障 □關節炎 □巴

金森氏症  □呼吸道疾病（氣喘、慢性阻塞性肺病、肺氣腫、慢性支氣管炎等）□

憂鬱症 □其他精神疾病（焦慮症、恐慌症、躁鬱症等） □癌症（              ）

□其他（                ）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用心填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