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中年男同志的老年生活圖像 

    關於中年男同志對於「老」的概念與想法，在第一節已針對「老」的意義、

概念界定進行分析，瞭解他們認知的自己是否已經進入所謂「老」的階段，雖然

這群年齡介於 40-55歲的受訪者大多表示自己還沒有到「那麼老」、「老到什麼事

都不能做」的階段，不過當他們思考到「養老」的問題時，便開始一一浮現他們

心中真正期待或掛慮的事情，在吳昱廷（2000：39）關於同居伴侶的研究也指出，

由於沒有婚姻的相關法律保障，又缺乏足夠的社會支持、又沒有小孩，許多步入

中年的男同志會擔憂「養老」的問題，並且常會聚在一起談論，而這也正是本節

將進一步探討的主題－當中年男同志從現在的時間點去想像未來時，對於老年生

活有什麼樣的理想圖像、期待，或者有何擔憂、懼怕的事。 

    國外的研究發現，中、高齡同志和其他的異性戀成人同樣都關注某些老化的

議題，例如：所得、非預期的老化疾病、經濟困境、害怕失去朋友與家人、搬遷

至新的居住地區、自主性及健康照顧的提供等等（Berger，1984；Quam & 

Whitford，1992；Quam，1993）；本研究受訪者對於老年生活的想像，也提到了

上述中的許多議題，研究者將主要的面向分為「社會支持網絡（朋友、伴侶、原

生家庭）」、「社會參與的想像」、及「對老年生活的焦慮、擔心或害怕」等三大部

分，而受訪者談論最多的部分集中在「社會支持網絡」此一面向，尤其是朋友網

絡的社會支持功能，更扮演了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研究者在此部分也做了較多

的討論。本章的內容分為兩節，第一節呈現的是「社會支持網絡」及「社會參與」

的理想圖像，第二節討論的則是「對老年的焦慮、擔心或害怕」。 

 

第一節    社會支持網絡及社會參與的想像 

一、社會支持網絡 

    首先要加以說明的是，「社會支持」與「社會網絡」兩個名詞經常混著使用，

但事實上這兩個概念是有分別的，社會網絡係指社會互動的結構層面，而社會支

持係考量功能之層面（Lubben & Gironda，1996，引自呂寶靜，2000：49），陳

肇男（1999：102）指出，一般的研究都把社會網絡當作是一種「結構」（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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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社會支持則是一種功能性的行為，社會支持是透過社會網絡來完成分配或相互

交換；基於對上述概念的大致區分，研究者在此使用「社會支持網絡」一詞，乃

是由於受訪者對此部分的老年想像多半強調的是社會支持的關係，因此在內容的

陳述上較偏向於社會網絡的「功能面」。若將社會支持的體系分為「非正式」（如

朋友、親屬或鄰居等）及「正式」（如國家制度、政府或民間組織等）的社會支

持，那麼受訪者在思考「養老」問題時，非正式的社會支持網絡較受到他們的關

注，他們提到的網絡類型主要包括了「朋友網絡」、「伴侶關係網絡」以及「婚姻

∕原生家庭網絡」等三種支持關係，依照其重要性之順序逐一分析。 

（一）朋友網絡 

    由於大多數同志族群並沒有選擇異性婚姻（家庭）的生活型態，加上社會對

於同性戀者的歧視、不友善的態度，使得同志族群，尤其是過了中年以後的同志，

往往較易於與原生家庭關係疏遠，使得以同志社群為主的朋友網絡遠勝於原生家

庭或（已婚同志之）婚生子女所提供的支持功能；Kimmel（1992：37-38）指出，

和自己的朋友、重要他人等關係網絡生活在一起，彼此提供各種的相互支持，就

如同一個家庭系統的功能，而一些研究也提到，朋友網絡或社區生活的建立顯然

會使同志的老化過程適應較為理想（Linda，1998；Berger，1996）。雖然受訪者

目前大多未與原生家庭疏遠關係，但朋友網絡的老年支持同樣是他們比較期待

的，在形式上大致可分為兩種：（1）一群朋友彼此互相照顧，共同生活在一起；

（2）住在養老機構或住宅，讓別人來照顧。但是，也有受訪者覺得共同生活的

可行性並不高，並不看好那樣的方式。 

1. 共同生活、互相照顧 

    在這種支持形式之下，「住在一起、互相照顧」是其本質上的支持功能，而

進一步的功能還可以有共同的宗教活動或精神層面的交流，至於手段或策略，他

們想到的是「居住安排」，例如購買房屋，有些人還想像到居住環境的空間安排。 

（1）本質上的支持功能 

◎ 基礎的功能：住在一起、互相照顧 

    大部分的受訪者期待將來能夠有個屬於自己和朋友共同居住的空間，大家生

活在一起，彼此照顧、相互扶持，從他們的描述中可知，「居住安排」幾乎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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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期待老年朋友網絡形成的最重要媒介，例如： 

「我希望有一群從年輕到現在的圈內朋友，我們的理想是，大家卸下了

工作，有一定的經濟能力的時候，我們可以生活在同樣的一個社區，都住在

一起或者住在附近…然後，可以打打麻將、聊聊天啊，那是理想啦…至少，

我覺得有朋友是最重要的。」（樣本B，p.7） 

「…其實我們常常在開玩笑，誰有地的把地捐出來，蓋個幾棟房子，共

同的管理，吃飯時間到了，各家自己端一盤菜出來…」（樣本 B，p.7） 

「互相照顧很好啊…像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講，等我年紀大了，大家也都

不行的時候，只要我有飯吃，你們就都有飯吃啊，至少我有房子，你們如果

沒有房子，來我這裡住沒有關係啊，吃東西的話，多你一副碗筷而已，因為

我自己本人也要吃啊，這有什麼關係？那其他的開銷你們就要自己負責了…

吃、住這方面我覺得互相一下是無所謂啊，只要我能力所及，怎麼樣都可以。」

（樣本 C，p.5） 

「大概就是住在同一個社區或附近，彼此的朋友也共通，有的時候就輪

流到彼此家裡聚會，大家就來吃吃飯、聊聊天、打打牌啊…」（樣本 E，p.9） 

「最大的想法就是說我們蓋一個…反正是公寓也好，是一個透天房子也

好，就是大家可以生活在一起住在裡面，大家可以互相照應…」（樣本 H，p.18） 

樣本 L目前積極學習關於自我探索、心理治療方面的知識，在受訪時他表

示，他將來的夢想就是很希望成立一個多元化的社區，不但提供居住、生活照顧

的功能，還可提供自我探索等方面的知識學習管道，讓那樣的地方就像是個「天

堂」一樣： 

「其實…我有一個十年的計畫，如果我在十年這當中，我所學到的這些

自我探索的東西，漸漸被大家接受的話，那我可以結合大家的力量，去成立

一個類似…因為我之前在加拿大上課，他們有一個Heaven By The Sea，就是

在海邊的一個療傷所…如果大家認同這個東西，我們來做一個，也許…搬到

海邊去，去成立這個東西，大家吃住在一起，順便養老，比如有人喜歡煮咖

啡，你可以在這個裡面做一個咖啡中心，或者有人喜歡教東西的…就變成一

個多元化的老gay的社區，而且開放給大家來學習的，我覺得那個是我的一個

美夢啦。」（樣本L，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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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訪談中，樣本 G表示他一直對於景觀設計有高度的興趣，現在住的這片

園子就是他投注許多心力去建造、維護的，對於將來，他所思考的是，可把自己

現有的居住環境進行改造，規劃成一個老年同志的住宅區： 

「我現在已經有自己的一個很好的園子了，我這邊也許可以把它變成一

個gay的銀髮族的住宅區，我只要把它重新裝修、重新建立起來，可以變成一

個很好的環境，讓幾個人居住進來，那麼它裡面的員工也是用gay，那不是一

個很好的事情嗎？…不是以營利為目的，是為了大家一群gay可以互相幫助、

互相照顧。」（樣本G，p.5） 

◎ 進一步的功能：宗教或精神生活 

除了可以住在一起，彼此互相照顧之外，有些受訪者希望在共同生活的環境

中去享受那種精神層面的交流： 

「…可以到廟前，喝喝茶、聊聊天啊…以現在的都市空間來說的話，這

些東西都越來越少了，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到老了可能會住到鄉下去…可以

去享受那種團體的感覺…整個心境開放，然後大家互相交流，那是很不一樣

的…」（樣本 C，p.8）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的…除了伴侶之外，你一定要有一些談心的朋

友，大家或許講求的是精神生活的方面，或許是一種興趣、或許是在一起聊

天…」（樣本 H，p.28） 

樣本 G是個基督教徒，他也有考慮把自己這塊地變成一個可以聚會的場所，

或者若有教會團體要辦退休會、夏令營等活動時，也可以租用這邊來住宿： 

「像陳傳道上星期天在這邊時還說，這地方可以變成一個傳福音、聚會

的地方，這點我也有考慮啊，我隔壁那個溫室可能要拆掉了，到時候那邊可

以睡好幾十個人咧，可以當聚會的場所，我們底下那個三合院…前兩年有韓

國教會來這邊短宣，住這邊，二十幾個人，我也覺得他們也過得很愉快啊，

我們家夏天又很涼，所以他們就覺得好舒服…」（樣本 G，p.8） 

在社會學的概念中，「宗教」本身除了能使個人找到生命的意義感、象徵團

體意識、尋得個人歸屬感之外，宗教活動本身也和社會網絡的意涵具有關連，也

是拓展社會支持網絡的途徑，Kimmel & Sang（1995：206）指出，宗教團體對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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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中年男同志而言是重要的社會網絡及社會接觸管道，而樣本 G目前穩定參與

教會生活，在思考未來如何規劃自己現在的住處成為老年同志住宅的同時，他也

希望其規劃的環境進一步開放為宗教活動的場所，藉此能與教會的弟兄姊妹享有

群體互動的生活，此即為一種朋友網絡互動的形式。 

（2）手段或策略：居住安排的選擇 

◎ 購買房屋 

樣本 A、I、L還表示想要自己買房子，自己來規劃，例如樣本 L覺得將來

若能賺大錢，會考慮買房子，並成為大家一起居住的空間： 

「如果以後我賺大錢，可以買一整排房子，都是我朋友來住，那多讚，

對，那就是一個美夢，後來才發現，其實很久以前就有這種想法，剛好生完

病後又想到這個東西。」（樣本L，p.5） 

◎ 住屋環境的空間安排 

    更具體的看法是，有些受訪者還提到對於住屋環境空間安排的構想，而且相

似的是，雖然住在同一個環境，但他們希望還能有個人獨立的空間，而不是住在

「同一個屋簷下」，包括了一人一棟式、一人一樓層或一人一間等幾種形式： 

「住在同一個地方的話，喔，不要大家一起住，還是要有獨立、自己的

空間，比如說可以住在同一棟，想碰面的時候就碰面，很近，不想碰面的時

候，還是有自己獨立生活的空間…」（樣本 B，p.11） 

「最理想的方式就是在同一個社區裡面，都住在同一棟大樓，而不是住

在同一個屋簷下，就譬如說我都是三經半夜不睡覺，我就很擔心如果我的朋

友真的晚上要睡覺，我會吵到他們…會對比較朋友不好意思。」（樣本 E，p.8） 

「會不會有這種同志社區…有的話也好阿，因為有很多人喜歡熱鬧嘛…

住進去…比方說一人一棟，就像我講的一房一廳，分開來的…」（樣本 I，p.29） 

樣本G將來想要改建自己現有的房屋，招納老年同志進來居住，而且由於

其地點位於郊外的山坡地上，居住空間比都市地區的住宅要寬敞許多，想要讓一

個人擁有二十坪大的寬敞空間： 

「…如果我老的時候把自己住的屋子拆掉，把它再重建為一個機能比較

良好的住宅，人招納得也不要太多，這裡大概住十幾個人很夠了，這裡一百

多坪的建地，蓋個兩、三層樓，一個人大概有二十坪的空間…一層樓住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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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個人，我想大概沒有問題，住個十來個就已經很舒服了，然後大家可以互

相照顧。」（樣本 G，p.5） 

 

2. 住在養老機構或住宅，讓別人來照顧 

    有些人也認為住在養老機構也能夠獲得朋友網絡的支持功能，可能的選擇包

括了「一般性的養老機構」以及「專屬性質的老年同志社區」。 

（1）一般性的養老機構或住宅 

有些受訪者認為可以直接住到一般的養老院（並非針對老年同志族群），讓

別人來提供照顧，而且住在那邊也能建立新的朋友網絡，例如： 

（問：你和你身邊的這些同志朋友，大家有沒有去談到未來的老年生活

想要怎麼過？）「有啊，有的就存好一筆錢，準備去養老院啊，他覺得去養老

院很輕鬆啊，有專人可以照顧他，只要把錢存好了，住到那邊去再認識朋友

啊、從事一些活動…等等..」（樣本C，p.5） 

「住在養老院的話，主要還是想進入另外一個世界，跟人有些互動，因

為我其實現在喔，等於說是一個隱居的人一樣喔，我根本沒有跟任何人有任

何的來往嘛，最多就是性的發洩…我之所以那樣想是想說進到另一個世界，

不要把自己當成是一個gay，一堆老人在一起阿，喝喝茶阿打打麻將阿什麼之

類的，也許對我來講，會有比較如釋重負的那種感覺。」（樣本I，p.27） 

根據樣本 I在訪談時的說法，之所以提到「不要把自己當成是一個 gay」，其

實是因為他將來並不會想要和同志朋友一起居住，他覺得自己不喜歡某些男同志

族群的特質：「我倒沒有想過說集合一群老 gay，然後住那個地方，我覺得，我

不喜歡和 gay 來往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常常在朋友之間啊，講話講得不好聽、嘴

巴又壞，像這樣若太粗俗的話，我就覺得很討厭…（p.29）」，由此可見，中年男

同志若考慮共同居住的養老生活，他們不見得願意和同志族群住在一起，這種想

法在之後關於「老年同志社區」之特別討論中將做進一步之說明。 

樣本 L覺得，住在養老院應該是將來成為失能者、沒有生活自理能力時的

選擇： 

「…我覺得到養老中心有一個好處就是，如果旁邊都是你朋友那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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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至少你要去住就真的是你生活上有很多機能沒辦法自己去弄了，對，我

覺得那個是面對現實吧，而且我又不覺得說，你那個時候就是應該死了。」

（樣本L，p.25） 

回顧訪談當時樣本 L所描述的某些想法，其實和台灣許多民眾對於住在「養

老機構」的認知是很相似的，認為住進機構代表的就是「重病/自己不能照顧自

己了」、「身旁無人可照顧」等意涵。 

另外，樣本 I則提到了老年社區的具體例子－台北縣林口鄉的「養生村」，

這是個目前已規劃好且開始開放登記的老人住宅，目前有進住意願的人相當踴

躍，樣本 I也期待自己將來可以住在類似這樣的環境： 

「王永慶在林口不是有弄一個養生村嗎，裡面有些照顧的滿好的阿，然

後都有什麼護士醫生進駐阿，你進去的時候，他進去的時候是給一筆保證金，

每個月給，每個月等於付房租一樣嘛。可能以後會出現蠻多這種的吧，我不

曉得，如果經濟狀況容許的話，我想我可能會去住。」（樣本 I，p.28） 

（2）專屬性質的老年同志社區 

有的受訪者不只是想到老了可以和同志朋友住在一起、彼此照顧，他們更期

待政府或民間團體能更積極地參與規劃，成立專屬老年同志的社區： 

「住安養中心是未來的一個趨勢，而我也期待政府如果關心，漸漸整個

大社會能夠接受同志是個本來就存在的一個很自然、很健康的族群的話，而

也有這樣的一個同志老人的社區，那麼這些人當中，有伴的就可以在一起，

沒有伴的人就獨居，至少大家住在一起，就可以一起下棋，其實那真的是蠻

令人冀望的，尤其是這一群人將來絕大多數都沒有所謂自己的晚輩…如果能

夠互相扶持，是非常重要的，其實那是我非常大的一個夢想，期待哪一天有

一個民間社團或者政府能夠真正去著手做這樣的一個事情，尤其是漸漸走入

老人化的社會，這是重要的。」（樣本D，p.15） 

    樣本 D提到的「老年同志社區」的雛形，其實是許多年輕或中、老年同志

族群所關心的焦點，然而台灣同志運動目前發展的現況，無論是實務工作或學術

研究領域，對於同志的「養老」問題皆尚未有太多的討論，在以下的段落，就將

針對「老年同志社區」做進一步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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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析 

◎ 同志銀髮住宅的想像：築夢？起步？實現？ 

    關於住宅需求的討論，大致可區分為兩種住宅的類型：（1）社區中的一般性

住宅－可能僅夫婦兩人同住或獨居，也可能與子女或親屬同住；（2）專為老人設

計的機構或住宅－譬如生活照顧社區（life care communities）、老人住宅及老人

公寓等；前者較適合於有獨立支持網絡的健康老人及有配偶之依賴老人，而選擇

後者的原因主要是為了健康及照顧上的需要、身體狀況的惡化、希望與同年齡的

人口同住、考量住宅的品質或服務的提供、離親屬或朋友較近、提供伙食等（呂

寶靜，1998；Sherman，1971，Lawton，1981，引自林珍珍譯，1996：511-512）。

若思考男同志的老年居住安排，上述兩種住宅類型都是可能的選擇，但若根據受

訪者所想像的老年朋友網絡，那麼專為老人設計的機構或住宅也許能滿足他們較

多的老年生活需求；不過，即使是專為老人設計的住宅，正如受訪者提到的，還

有「一般性的老人機構」及「專屬性質的老年同志社區」兩種可能的選擇，亦即

針對「一般老人」（包含不同性傾向者）或「同性戀老人」等不同的設計，由於

本研究關切到的是男同志族群的老化議題，因而在此特別針對「專屬性質的老年

同志社區」進行更進一步的討論。 

「同志社區」（gay community）的老年居住安排是中年同志族群中許多人的

未來夢想，國外的研究亦指出，「居住」（housing）問題是中、高齡同志特別關

心的議題之一，他們大多希望居住在一個以考量同志為優先，或關切老年同志需

求的社區環境（Quam，1993；Linda，1998），紐約著名的同志組織 SAGE（Senior 

Action in a Gay Environment）在其調查訪問中也指出，有超過百分之八十五的受

訪者表示願意住進老年同志安養中心，然而由於種種條件的缺乏，籌畫工作的進

行往往更加困難（G & L熱愛雜誌第十期，1997：137）；在前面的訪談分析中，

無論受訪者是否有使用「同志社區」的語詞，至少許多受訪者表示自己或身邊的

圈內朋友都非常期待「將來老了大家可以住在一起」，那麼，「老年同志社區」的

構想在台灣這樣的環境是否指日可待？或者是困難重重？ 

首先須加以釐清的是，從現有文獻資料以及受訪者的描述中可知，「同志社

區」（gay community）未必完全等同於「老年同志社區」（community for the GLBT 

elders、gay retirement communities），事實上現今歐、美國家許多同志社區所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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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仍較符合年輕同志族群的需求（Brotman et al.，2003）。以台灣的現況來

說，「同志社區」的「社區」概念可以是很廣義的，「社區生活」不一定代表一定

要住在一起、共同生活，例如網際網路的同志族群集結，就是一種「虛擬的同志

社區」，在此虛擬的空間中，「社區的功能」可能是特定議題的討論、朋友網絡的

建立、資訊的傳遞與交流等；至於同志公共空間方面的研究，也有人認為像同志

三溫暖這樣的空間場域，重新思考其意識轉變與空間改造的層面，也能夠營造為

既健康又情色的綜合型同志社區，成為同志的另一個「家」（張銘峰，2002：192）；

另外，若以美國為例，一些對同志較友善的城市中所發展的同志社區，像是舊金

山的卡斯楚街、紐約的格林威治村等，這些以街區為主而漸次形成的「同志社

區」，雖然也有年老的同志居住在這些區域附近，但其主要街區在性質上較偏向

以消費、娛樂或觀光為主的「同志商圈」，國內亦曾有類似的討論，思考台北市

公館商圈成為同志社區的可行性，藉由其特殊的地緣關係，將其周圍的區域進行

整體規劃，結合附近的同志相關組織以及對同志友好的店家，打造成為台北城的

「彩虹社區」（賴正哲，2002：241-244）。因此，這些同志社區的概念就包括了

傳統的地域性社區、功能性的社區（如街道商圈、特定同志公共空間），甚至是

網路上的虛擬社區。 

然而，若我們要規劃的是「老年同志社區」，研究者認為，除了上述提及的

同志社區內涵之外，社區所應發揮的功能還須回應中、老年人所關切較關切的議

題或需求－居住安排、醫療服務、失能者照顧、退休生活規劃或其他的支持性社

會服務等等，本研究受訪者所談論的老年想像，較偏向於「老年同志社區」的內

涵，而這樣的老年同志社區，其實在一些地區已逐漸在計畫或形成，1999 年 10

月號的New York Times就曾報導過，在Fort Lauderdale、Boston、Los Angeles、San 

Francisco、Atlanta等及其他城市，有一些開發者∕規劃師（有些其本身也是同志）

正在籌畫建立一個適合的居所，專門服務那些年老、身體衰弱而又無法從子女或

其他親屬身上獲得支持的人，他們規劃的是針對同志族群的退休社區及支持性的

照顧，使老年同志不用活在他人的責備與歧視之下。另外在歐洲方面，一個顯著

的例子是，德國柏林目前已開設了德國第一家同性戀養老院，就位在柏林市的同

志社區－克拉斯特街一帶的區域，這個養老院耗資約新台幣三億四千元，是一座

五層樓，有四十套公寓房，十六個全天候有醫生照顧的套房，還有咖啡廳、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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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以及社交空間6，如此一來，使同志族群可以在自己的社區中，度過老年歲月。

只不過，在國外，類似上述提及的這些老年同志社區或退休住宅，多半強調高品

質的居住環境設計，附帶的就是較高額的費用，往往較具中產階級色彩，對於較

低社經地位、中下階層的老年同志來說，未必能享受到這樣的福利，尤其經濟上

的花費就是個首要的難題。 

    無論如何，由國外的例子可知，「老年同志社區」並非只是夢想，有些地區

已經營造出這樣的生活環境，在本研究中也有受訪者提到，住在國外的同志社區

也是個可能的老年生活選擇： 

「比如說加拿大，像 Toronto那邊，我就看到有年紀很大的，他們大概

七十幾歲，兩個人一起牽著一條狗，那也有很年輕的手牽著手，是白天，就

走在那個大街上，他們所有的場合、商店都掛著七彩旗，我去的時候常遇到

他們的萬人大遊行，還有家人陪著的…我那時候還不知道那是 gay的遊行，

後來才知道，我覺得真的很感動…假如老了的時候要選擇的話…我可能會選

擇加拿大那邊。」（樣本 A，p.19） 

    樣本 A提到的是加拿大的多倫多市，也是北美地區幾個對同志最友善的城

市之一，在受訪時他提到，自己去過那邊幾次，在街上所看到的那些情景，也就

等於是自己老年生活的理想圖像－那種不用隱藏同志身份、可以「走在陽光下」

的感覺，至今一直令他印象深刻。 

    若再以此「老年同志社區」的概念來看前述提及的「公館彩虹社區」構想，

則由於公館商圈發展已久，難以再開發具有「住宅」或「退休社區」功能的區域，

頂多只能發展為以商業機能為主的「同志社區」，即使是商圈機能為主的街區，

當時有此構想的同志運動者後來也逐漸認為現在已沒有那麼大的必要性，而主要

原因是（1）台灣的居住環境特性：由於研究者強調之「老年同志社區」概念，「居

住」是很重要的內涵，也意味著地域關係上的鄰近性（approximation），以對台

灣同志運動影響很大的美國社會而言，它們那些有「居住」功能的同志社區、退

休住宅，比較像是由少數族裔（如黑人、猶太人）貧民區等所聚集形成的「ghetto」

之概念發展而成，且以其地廣人稀的地理環境，搬入同志社區居住某種程度上可

                                                 
6 詳見網頁 http://www.people.com.cn/BIG5/14838/21883/22012/24826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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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遠距離的避開家人的干擾（例如東岸和西岸之間的相隔），但是在台灣這種地

狹人稠的環境，即使最遠距離的南、北相隔，搬遷至「同志社區」居住的人並不

容易避開家人、親屬或異性戀朋友的壓力、干擾或監視，因此並非每個同志都願

意住到這種同志社區；（2）網際網路的發達：現在大家藉由上網就能接觸同志社

群，地緣關係的方式不見得有較大的吸引力；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附近居民

對此的意見不一致（例如附近基督教、天主教等教會團體或組織的反挫勢力），

所以在落實上有很大的困難。以台灣的環境脈絡，若要朝歐、美國家之老年同志

社區的方向發展，現有的環境條件實在相距甚遠，即便如此，仍然有些人已嘗試

對將來的「養老」問題進行思考，例如在＜女朋友＞雙月刊第十八期當中，曾有

兩位女同志伴侶針對「歐蕾族」(old lesbians)的養老問題提出想法，他們參與的

「從心所欲/同女銀髮計畫」尚在規劃階段，在他們的構想中，參與這個計畫的

女同志老了以後便可以住進「隨心所欲」公寓，且能住到過世，此計畫乃是以購

買預售屋的方式來作養老的投資，但是其資格的限制必須是從 35歲以後便要定

期存款至「從心所欲」的帳戶，存款的額度原則上按照每位女同志每個月的工作

收入來訂定；這個計畫目前約有 20多人加入，雖然人數還不夠多，但是他們都

表示有信心願意等待7。另外，在 2001 年的立法委員選舉中，詹銘洲首度以公開

的同志身份參與高雄市的立委競選，在其競選政見中，提出了港都同志空間規劃

的「九大願景」，其中一項願景即為「老年同志照護社區」－在一個環境清幽又

接近市區的地點設立一個老年同志照護社區，並配合同志義工的培訓與傳承，加

上對於老人生活體貼的空間規劃，使年長的同志得到良好的照顧8，不過後來詹

銘洲並未當選，因此所提出的規劃願景又延後了其實踐的可能。由此可見，國內

早已有人針對類似「老年同志社區」概念進行規劃，只是政府相關單位、民間財

團或非營利組織並未對此需求加以重視，檢視台灣第一個、也是目前機構化與體

制化程度最高的同志團體－「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即使其主要工作項目已

包括了電話諮詢∕諮商服務、同志平權運動倡導、同志教育工作、愛滋防治計畫

等方面，但在服務的對象上，仍較難著重於老年同志、原住民同志、殘障同志、

勞工同志等邊緣同志的主體性，而其他投入同志運動的民間團體也仍在少數（賴

鈺麟，2003：79-107），因此，就台灣同志運動目前累積的能量與資源，要成立

                                                 
7 節錄自G&L熱愛雜誌第十期，1997 年 12月，頁 137。 
8 詳見網頁 http://kuromeow.tripod.com/isotope/publish-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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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老年或退休同志社區，似乎是個好高騖遠的想法。 

而且，同志族群內部對於這樣的構想也有不同的意見，在本研究中，幾位受

訪者除了期待將來老了能夠住在一起、互相照顧之外，有些人亦表達反向的思

考，認為在共同的生活圈下彼此照顧未必適合每一個人，也不見得容易落實，歸

納他們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幾個原因： 

（1）與「老」還有一段距離 

樣本H覺得，從他的圈內朋友互動經驗中，他感覺到大家玩在一起的時候

很活躍，可是要很正經地討論到將來的養老問題，大家也沒有太多具體的想法或

規劃，而主要原因是，樣本H周圍的朋友幾乎都是和自己年齡差不多，約三、

四十歲左右，他們從「生理年齡」的觀點來看，而覺得那個「老」還有一段距離，

現在去想似乎還沒那麼急迫： 

「…可是我到現在為止還不是對它很看好…我以前有幾個朋友，週末大

家都會混在一起…那時候大家就覺得說，我們到了老了阿，大家能夠生活在

一起…可是後來大家都散了，好像在gay的圈子裡面…玩在一起的時候，好像

就玩在一塊因為我覺得…至於對老年的想法，有時候大家是一頭熱喔…其實

我們對老年還有一段距離嘛，人就是這樣，不是那麼迫切的時候，其實只是…

偶而想到而已。」（樣本H，p.17、18） 

（2）怕被「標籤化」 

樣本A表示，自己平常的個性比較內向，熟識的朋友並不多，同時也並不

積極參與同志圈的朋友網絡，對於老年生活，他覺得如果跟大家在一起生活，尤

其若住在「同志社區」的話，就表明了自己就是個 gay，另外，跟朋友出外的時

候，也會擔心大家的言行舉止間被別人注意到，而被標籤化、被曝光： 

「…然後，有些人，或是大部分的人，生活太外放，我不希望那樣，即

使我的朋友很好，我也不敢跟他們出去…」（樣本A，p.17） 

其實樣本 A的想法也正是許多同志不敢或不願意積極參與同志圈內生活的

寫照，而主要的考量通常是基於不想面對同志身份曝光的壓力，或者不想被其他

人賦予刻板印象、貼上「男同志」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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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不喜歡男同志族群的某些特質 

    在之前的段落已提到，樣本 I覺得：「…不喜歡和 gay 來往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常常在朋友之間啊，講話講得不好聽、嘴巴又壞，像這樣若太粗俗的話，我

就覺得很討厭…（p.29）」。在訪談中，樣本 I一再表示，他非常不喜歡很多男同

志喜歡聚在那邊「東家長、西家短」的感覺，盡聊一些八卦、風花雪月的事，或

者在背後說別人壞話的那種嘴臉，也因為這樣，平時就沒有跟很多圈內朋友互

動，對於老年生活，他也不想跟一群老 gay在一起生活，寧可選擇住在一般的養

老院度過晚年。 

    由此可見，基於上述原因，並非共同生活、就近照顧是將來最適合的老年生

活方式，在受訪者描述自己及其周圍朋友的看法上，較多人仍傾向於老了以後想

要過朋友間彼此照顧的生活，至於在「住」的選擇上，是偏向「居家式」、「社區

式」的居住形式（如老人公寓），或者是屬於「機構式」的形式（如老人安養機

構、養護機構等），則有更多的討論空間。 

無論同志族群對於「老年同志社區」概念的看法有多大差異，之所以需要探

討，是因為從國外的例子中發現，許多已經以同志身份自居的美國人，仍然擔心

當其退休之後居住於退休社區或安養中心時會遭受到歧視而必須隱藏其性傾

向，因為當他們的身份若被發現時，恐怕會無法得到應有的適當照顧（New York 

Times，1999 年 10月 21日），許多進住一般老人機構的高齡同志感覺自己像是到

了陌生的環境，無法自在地過著同志生活，認識老年的同志朋友，有的甚至還面

臨到直接的性傾向歧視或其他不平等的待遇(G&L熱愛雜誌第十期，1997：136；

Behney，1994，引自 Hash，2001)；當然，本研究的重點並不是關於「同志社區」、

「同志住宅空間」，或是老年同志的「居住安排」等，無法針對這些部分做更詳

盡地討論，要強調的乃是，社會支持網絡，尤其是朋友網絡，會隨著中年男同志

逐漸老化的過程而日趨重要，而「老年同志社區」這樣的共同居住型態則是落實

支持網絡概念的方式之一，無論將來在台灣是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或是有其「市

場需求」，至少這樣的概念有待政府、同志運動者、老人福利專家學者及一般社

會大眾做更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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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伴侶關係網絡 

除了朋友網絡在老年生活必須扮演很重要要的角色之外，在伴侶關係的部

分，他們也提到了兩種不同的思考圖像，一種是「期待未來的感情」（無論目前

有伴侶或單身者），另一種則是「對感情不期待」，以下分別進行討論。 

1. 期待未來的感情 

    表示對未來感情抱持期待的受訪者，無論現在擁有伴侶關係或是單身，「長

久、穩定關係」是他們所期待的關係本質，而其發揮的網絡功能是「彼此照顧、

相互支持」，更進一步的功能，則有受訪者描繪了「執子之手、與子偕老」的理

想圖像，也有受訪者表示，他們也接受「先性後愛」的情感發展途徑。 

◎ 關係的本質：長久、穩定關係 

在國外的同志經驗中，一些研究將女∕男同志維繫的親密關係分為幾個不同

的形式，包括了親密伴侶（closed couples）、開放的伴侶關係（open couples）、連

串的二人關係（series monogamy）、分開居住的戀人（lovers who live in a separate 

homes）、轉為室友的戀人（lovers who turn into roommates）、轉為戀人的室友

（roommates who turn into lovers）（Berger & Kelly，1986)；不過大部分的同志伴

侶之間仍處於相近的年齡階段並維持著延續性、單一伴侶的關係（monogamous 

relationships）（Kehoe，1988，引自 Hash，2001）。在同志族群中，大家所認可或

期待的情感關係形式，正如上述分類一樣，是相當異質性的，有的人傾向於「保

守」，有的人比較「解放」，而本研究訪問的中年男同志，他們比較期待老年的時

候，如果有那樣的機會或緣分，希望能享受單一、長久的伴侶關係，比較不希望

追求一夜情或短暫、不穩固的關係： 

「當然最重要的仍舊是『老來伴』，當然也希望能夠找到那個『老來伴』…

可是以目前的同志關係…不太好找啦…像現在很多人追求一夜情，我是比較

不贊成，我希望有個長久來往的關係，你關心我、我關心你...」（樣本 C，p.4） 

「…而且我不會像之前提過的那個張伯伯那樣子，我覺得他都是找那種

part time的，我希望找到的就是能夠固定、長久的。」（樣本 F，p.16） 

樣本 F表示，目前有一段交往約九年的感情，覺得自己現在很滿意這樣的伴

侶關係，而且像是那種老夫老妻的生活了，希望將來繼續維持這樣的生活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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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來…我還是希望住在自己的空間，因為我還有一個很好的伴，一

個很好的lover，在一起差不多九年了，年紀比我小二十歲左右…我們現在過

的就是像夫妻的生活啊，從認識到現在就一直是兩個住在一起啊，就像是家

人啊，生活上互動都很多啊。」（樣本F，p.3） 

有的受訪者的情況是，即使現在有固定的伴侶關係，但是其關係品質逐漸下

降，也有可能會放棄現有關係而期待另一個更適合、更能攜手走向未來的人，例

如樣本 G就提到： 

「我也會跟他溝通啦，那如果真的溝通不來，我可能也會放掉啦…放掉

可能就會變成兄弟啦，如果這樣的話，可能會找一個跟我在經濟上、興趣及

感情上面比較投合的吧，譬如說可以兩個人牽著彼此的手走到未來…」（樣本

G，p.13） 

◎ 基礎的功能：彼此照顧、相互支持 

    有些受訪者提到，他們期待這種長久的親密關係也具有支持網絡的功能，可

以彼此互相關懷，建立良好的溝通模式，又沒有彼此拘束的感覺，例如： 

「如果將來到了六十、七十多歲，如果還有機會活到那種年紀，我期待

的感情是，最起碼在這段感情當中是自由、快樂，而不是負擔⋯ 慶幸這十幾

年來在成長跟諮商輔導這個專業領域裡面走了這些路以後，上了很多的專業

課程，如果說將來有機會，我真正要一份⋯真正是能互相關懷、支持，可以

自由，所謂的『自由』是說，碰到問題我可以談，我不會擔心說談了他會不

會生氣，然後反而可以溝通，那個自由度跟健康的關係，這比較是我要的。」

（樣本 D，p.1） 

樣本 G則認為，不但希望和對方能夠心靈契合、彼此相愛，在生活上還要

能彼此照顧，至少各自要有獨立生活的能力： 

「…我們現在最主要想擁有的就是一個心靈契合的人，能夠愛我、我也

愛他，跟一個能夠互相照顧的人在一起，重點是他要能夠有個正當的職業，

要能夠照顧自己，至少要活得有意義...」（樣本 G，p.32） 

值得一提的是，樣本 G之所以強調希望對方要能夠有能力照顧自己，是因

為其在訪談時表示，現在交往的對象年紀才約三十出頭，應該是努力工作賺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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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然而對方卻不願意積極去找工作，只是在虛擲光陰，在生活花費上大多依

賴於他，樣本 G並非不願意在經濟上供應對方的需要，只是覺得對方在自我獨

立的能力上還不足夠，而令他感到很失望，跟他所期待的感情落差太大。其實在

男同志圈內年齡差距較大的伴侶關係中，很常見到這樣的依賴關係，樣本 G覺

得原因是：「…我覺得現在那些小朋友或是三十幾歲的，他們都好像想要去找一

個哥哥，或是一個能去保護他們、照顧他們的人，他們好像也缺乏安全感，很需

要人去照顧他們…也許對現在年輕的這一代而言，社會帶給他們動盪不安的感

覺..他們似乎想要抓住什麼比較穩定的東西吧，穩定的人、穩定的事物..如果身邊

有一個很成熟的人可以照顧他，覺上有個依靠，他們反而很喜歡…（p.15、16）」；

不但如此，有的人甚至因為對感情不信任，而很現實地接受將來可能以金錢依賴

關係為重要成分的感情生活： 

「..比較悲觀的想法是，我現在都在培養我自己，不要太用感情，談感

情這個事對我來說不夠可靠，因為我不信任感情，所以..如果你提到『老年生

活及規劃』，我覺得我應該要存一點錢，為了什麼？可能…跟我在一起的人不

會相中我的年紀，我看到身邊很多年紀大的跟年紀輕的在一起的，都是為了

錢，所以我可能會滿足他們那一部份…反正是想像中啦，不過我有可能會接

受這樣子的生活模式。」（樣本 A，p.18） 

在訪談中，樣本 A、B、C、D、F、G等人都提到他們多半喜歡的對象是年

輕比較輕的，有的甚至交往過的都是二、三十歲左右的男同志，當他們描述到過

去或現在的情感經驗時，有些受訪者特別提到了一些類似於異性戀社群中「老少

配」關係常遇到的問題（樣本 A、C、G），例如：（1）基於經濟能力、社會歷練、

心理成熟度等方面的差距，年輕的一方往往對他們有較大的依賴感（ex.金錢、

情感上），但是太過度的依賴關係，他們覺得較難以維繫；（2）若較過度的依賴

關係一直持續，他們擔心的是，以後若不能讓對方依賴（ex.經濟能力降低）或

甚至自己都需要被「照顧」時（ex.身體失能），對方是否有能力可以自己照顧自

己。這樣的情況，如果又較缺乏有助於關係維繫的其他資源（例如朋友或親人的

支持），在長久相處下，若一直處於不平衡的狀態時，這段關係就會顯得脆弱而

不易維繫，這樣的發展就未必是他們所期待的長久、穩定關係，樣本 H即言：「我

也很反對就是，有些同伴在一塊就是，某方面他的經濟比較優勢，他給對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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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以經濟上面的優勢來滿足對方，我覺得這個很不穩定，因為有一天可能你沒

有錢了，或有一天有個更有錢的人出來了，就會出現問題…（p.22）」。 

◎ 進一步的功能：執子之手、與子偕老 

    除了能夠互相照顧、互相支持之外，有的受訪者描繪了更進一步的理想圖

像，樣本 G就提到，在彼此的相處上，期待一種溫馨、像「家人」一樣的感覺： 

「…你知道嗎，我一直很幻想一個情景，就是到老年的時候，或是現在

我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我如果要在我家欣賞花木，兩個人就可以握著手，或

是在看風景的時候他可以從後面抱著我，兩個人一起看風景，兩個人默默地

看著，那種感覺就很溫馨…我只希望可以－執子之手、與子偕老，就是這樣，

兩個人手牽手，一起在那邊默默地看著風景…」（樣本 G，p.12、31） 

不但如此，樣本 G 更希望宗教信仰也成為維繫親密關係的主要動力－一起

上教堂做禮拜、一起讀經禱告： 

「當然，我也希望能在教堂裡面結婚…聖經裡面教導，你要找到另外一

伴是基督徒，我也好希望啊，也希望上主日的時候不用擔心有人在家裡，不

用擔心有人我沒有陪他，對啊，如果不是○○，我現在可能就會找一個基督

徒，兩個人在一起，讀經禱告，在一起看風景…」（樣本 G，p.32） 

然而可惜的是，即使這些中年男同志所期待的長久、穩定關係真的實現，過

著彼此照顧的生活，可是他們的「伴侶關係」卻缺乏法律上的認可，雖然「同志

婚姻權」的必要性在同志社群內仍有許多爭議，在此不加以贅述，但可確定的是，

「婚姻」所代表的「法定關係」往往是許多社會權保障的前置要件（或者說是「資

格」），很明顯地，長久維繫伴侶關係的男同志，尤其是老年同志，更會感受到權

益保障的不足，例如，當老年同志過世時，他的另外一伴就無法領取喪葬津貼、

遺囑年金等，也無法成為某些私人保險的受益人，想申請國宅的時候，只能去申

請單身國宅，至於在直接服務的層面，當中、老年同志伴侶之間有情感問題而向

一般的諮商輔導機構求助時，可能會面臨歧視或其他的負面價值評斷，況且在台

灣也尚未有像美國紐約市 SAGE這樣的非營利機構專門為 GLBT （gay∕lesbian

∕bisexual∕transgendered）的老年人提供支持性的服務，加上原生家庭或異性戀

朋友對此的支持力量薄弱，因此，對許多同志而言，若想要維繫長期、穩定的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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侶關係，是難上加難，連伴侶死亡以後，另一伴都無法獲得國家充分的福利保障，

目前也只有少數的國家或自治地區（如美國的州政府）因承認法定的伴侶或婚姻

關係而能夠享有某些的福利權益。況且，再由福利意識型態的層面觀之，在台灣，

許多社會福利的保障（如社會救助），在資格、服務輸送的方式上是以「家庭」

為單位，而非以「個人」為單位，但家庭的定義充滿了傳統的家庭主義意識型態，

在異性戀家庭的預設之下，「同志家庭」當然不被列為計算的家庭單位，因此，

有些同志運動者思考同志伴侶關係是否應推向「法定婚姻」時，更強調的是將那

些以「婚姻關係」、「家庭為單位」為基礎的社會權保障走向「權利個人化」的方

向（例如將「社會救助」中「貧窮線標準」改以「個人」為單位，而非以「家庭」

為單位來計算），使同志能享有的各種權利不完全都需透過伴侶或婚姻關係這樣

的基本要件。 

◎ 關係的發展途徑：接受「性關係」發展至「情感關係」的可能 

較特別的是，在情感關係發展的途徑上，也有受訪者表示，如果是由性關係

而逐漸發展出的感情，兩個人願意繼續走下去，也有接受的可能： 

「…可是沒有的話我當然就要退而求其次，或者通通沒有，我說不定只

要看到這樣的身材，你要跟我一夜情，也許我會覺得，好吧，我也來啊！我

沒有認為說我將來一定要接受這個，但如果在一夜情之後他還願意跟我聊而

能夠漸漸變成他也願意接受我這樣的年齡，覺得對他來講不是一個負擔，然

後兩個人願意共同相處，創造另外一個愛，我也願意。」（樣本 D，p.13） 

2. 對感情不期待 

    有些受訪者表示，自己不需要刻意去找伴，將來如果找不到，已有心理準備，

還是可以一個人過下去，例如： 

「…我非常想找一個伴嘛，可這種事可遇不可求嘛，你越想找就越找不

到，可是我自己也有心理準備，就自己一個人單獨過下去啦…」（樣本I，p.8） 

「如果年紀大了、單身，還再找，如果我沒有了，就不要啦，為什麼一

定要去找一個伴侶呢？假設我現在身邊沒有人，我也不會刻意去找，又不是

一個人單身就不能生活。」（樣本F，p.16） 

其實一個人還可是以有自己的生活安排，像樣本 D就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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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不定通通沒有我反而有另外一份清靜啊，我可以做很多我想做的

事…我可以很享受、很開放、可以聊天、可以玩樂…回到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即使不開電視，我可以看書，我可以發呆一整天…只是希望不會變成是一個

隔離、自閉的狀態，不要造成一個憂鬱或孤獨的現象…」（樣本 D，p.5、14） 

    這些受訪者也指出，他們之所以對未來的感情不抱持期待，或不認為需要有

長久、穩定的感情，是因為以下的原因： 

（1）男同志年老＝失去市場價值 

Linde（1994）指出，對性吸引力喪失感到的焦慮，會加速危機的產生，這

是因為男同志常常以身體的吸引力來維持他們的自尊，當他們覺察到身體吸引力

開始缺乏時，會逐漸感到被他人排斥（引自 Hunter et al.，1998：152），樣本 K、

I 就提到了這樣的現象，他們覺得老了代表的就是「條件變差」，根據他們的描述，

他們所指的「老」，通常是指到了那種身材已經下滑、外貌不再那麼「好看」，也

就是開始失去吸引力的階段，現在是四、五十歲的年紀可能還好，但是到了六十

幾歲以後，感覺會更明顯，會覺得那時根本就沒有人要，應該要「退出市場」了： 

「老了就得認了，老了阿就要退出市場…」（樣本I，p.31） 

「…因為這圈子阿，很現實，你一老了的話，人家就不要了啦，你老的

話就變成人家挑你。」（樣本K，p.6） 

這樣的原因也凸顯了男同志族群中存在著「向年輕靠攏」的次文化現象，以

及「怕老」的內在恐懼，或者正如樣本 G曾經描述的：gay都是「外貌協會」的

成員；相對而言，年老的男同志其市場競爭力似乎是明顯降低的。不過，這畢竟

只是一部份的男同志文化，因為在男同志圈子中，對於那些喜歡年紀大、喜歡「考

古」的年輕男同志而言，那些中年或老年男同志反而是很有魅力、極具身價的，

因此，究竟男同志老了是否真的會「失去市場價值」，在本章下一節中將有更多

的探討。 

（2）「性關係」重於「情感關係」 

樣本 C表示，自己就有這樣的經驗，常常在網路上遇到有好感的對象，可

是之後才發現對方要的不是長久的感情，只想要發生性關係而已： 

「…可是網路上，有些人講的跟實際上根本就不一樣，見了面以後，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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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錯，說是想跟你『生生世世來往』，可是，做完愛以後呢，拍拍屁股就走人

啦…」（樣本 C，p.4） 

男同志基於「生理男性」的特質，相較於女性，一般來說有較強烈的性慾需

求，很多人覺得那種長久的感情等以後遇到了再說，有的時候只是單純想找個慾

望宣洩的管道，而想要尋求長久、穩定感情的中年男同志，若遇到抱持這樣想法

的人，自己又有較多的期待，往往會有「碰壁」的感覺。 

（3）分分合合的圈內感情 

有些受訪者表示，他們所看到的男同志感情，都是分分合合，即使很穩定在

一起的，也很難維持很久，所以自己並不輕易接受任何新的情感關係： 

「…我不敢去奢求、不敢去夢想，我只奢望會有，到底能不能有，我不

曉得，因為在同志的感情世界裡面，分分合合的太多，我們看得太多了...自

己在選擇另外一伴的時候，也會蠻謹慎的啦…」（樣本 G，p.31） 

「…我很少看到有人在一起超過二十年的，我沒有見過。」（樣本 I，p.31） 

（4）基於上一段感情的經驗，而較不敢期待下一段感情的到來 

「還沒去想到，也不敢想，因為，我覺得它離我還好遠，真的是離我還

好遠…」（樣本 C，p.12） 

樣本 C覺得感情的事情離自己還好遠，是因為三年前才剛結束一段感情，

在那段感情當中，都是對方一直開出支票，結果也沒有「兌現」：「他以前就跟我

說，哪一天要出國、到哪裡去玩，我只是口頭上答應，他真的也抽不出時間來.. 

開了很多支票，到後來也不一定有時間一起去，不一定去得成啊…（p.12）」，後

來也因此分手了，有這樣的經驗，他覺得下一段穩定的感情什麼時候到來，已經

不敢去想了。 

（5）家庭照顧者的負擔 

前述段落有提到，樣本 I覺得老了以後應該就沒有人要，可以退出市場了，

不過在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目前的生活需以照顧父母為重心，將來要照顧到什麼

時候也不曉得，即使有機會遇到適合的對象，組成一個「家庭」，以現在的情況

來說也是不可能的，無法花時間去談一場戀愛： 

「如果有可能的話，變成一個家庭也是不錯的，住在一起阿…可是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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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條件也不容許阿，因為要照顧父母，所以我也沒多想…比方說我爸媽如

果活到九十歲的話，照顧到那時後，我已經六十歲了，六十歲還會有人要嗎？

我根本不相信耶…」（樣本 I，p.18、20） 

進一步探討，由於樣本 I的父母在幾年前相繼患有老年失智症，才選擇搬來

和父母同住，就近照顧，和許多中年異性戀者一樣，擔負家庭照顧者（family 

caregiver）的責任，其他兄弟姊妹則是每個週末固定回來探望父母；樣本 I在幾

年前就已經退休，現在因為要陪伴、照顧父母，改變了原有的生活形態，更少與

外界環境有互動，減少了與人接觸或交往的機會，至於為何要搬來和父母同住，

是因為其他兄弟姊妹需忙碌於各自的家庭生活，隻身一人的他便理所當然成為主

要的照顧者，Cahill,South & Spade（2000）也指出，中、老年同志可能會有較大

的照顧負荷，因為，假如他們有其他的異性戀兄弟姊妹，自己又沒有「結婚」，

也沒有小孩，當他們的年老父母生病需被照顧時，他們最有可能或被認為最適合

擔任主要的照顧者。 

在台灣社會，基於傳統家庭主義及父權思想的運作，女性擔任家庭照顧者的

比例及可能性均較男性為高，男性往往是在其配偶無法擔負親屬照顧責任或者未

婚的情況下，才較有可能成為失能親屬的照顧者，就樣本 I的情況而言，也由於

上述提到的重要原因：（1）自己沒有結婚、沒有子女教養的負擔；（2）手足規模

龐大（兄弟四人、姊妹二人）但又須忙碌於各自的家庭生活；所以較易成為失能

親屬的主要照顧者，而這種情況亦是現在及將來許多「男同志家庭照顧者」（Gay 

Home-Caregivers）的寫照，且此老年照顧的責任亦會影響中年男同志參與同志

社群的程度。 

◎ 當伴侶離開時… 

另外，無論是否期待將來有一段白頭偕老的伴侶關係，樣本 G還想到，不

管是同志或是異性戀者，到最後終究會面對伴侶的逝去，終究會是一個人，還是

要適應自己一個人的晚年生活： 

「同志到老年的時候可能就真的只有一個人了，雖然你有lover…那時候

你有沒有lover也不曉得，或是lover比你早走、比你晚走，就跟異性戀一樣，

到最後你還是會一個人，你不是兩個人，就是一個人，異性戀也是這樣，那

麼你還是要把自己晚年的生活給做好，我覺得這個是同志和異性戀者在晚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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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一樣的情況。」（樣本G，p.5） 

很明顯地，樣本G所說的一個人的生活不僅只於單身的老年同志，他還想

像到將來也會面對到「喪偶」的情況，進一步思考，以發展觀點而論，「喪偶」

通常是老年期所遇到的重要生命事件，喪偶的悲傷感容易引起情緒上的困擾，如

沮喪、憂鬱等，以及改變原有生活形態（Zastrow & Kirst-Ashman，2001：593-594），

雖然本研究之受訪者目前都還沒遇到「配偶死亡」的問題，不過樣本G已經預

先想到將來老年期的發展任務，在中、老年同志的研究方面，Shernoff（1997）

把終將喪偶的男同志守寡者描述為「一個非常獨特的社會處境」（a completely 

unique societal situation），這個處境之所以獨特，乃是因為其缺乏了社會地位的

認可及可觀察的角色模式，其訪問的男同志形容，在面對這樣的損失時，他們掙

扎於難以發展一種新的認同（identity）或不容易認同自己是個「同志的守寡者」

（gay widower），但有些男同志也因為喪偶而展開一段新的伴侶關係（引自

Hash，2001：35），而樣本G所思考的方向不大相同，在受訪時他強調，將來如

果自己的伴走了，就要做心理調適，以樂觀的心情來面對自己一個人的生活。 

 

（三）婚姻∕原生家庭網絡 

    雖然中年男同志對於老年生活較重視的是朋友及伴侶關係的網絡，然而對某

些中年男同志來說，原生或婚姻家庭的關係網絡仍然是將來老年生活的一部份，

尤其是已婚男同志，所組成的「婚姻家庭」影響了他們對未來，甚至是老年生活

的規劃方向；以下將分別就婚姻家庭及原生家庭的角度加以剖析。 

1. 婚姻家庭/代間關係的老年想像 

    在台灣社會中，男同志考慮「傳統異性婚姻」的原因主要有：（1）家庭及社

會賦予的壓力－家庭賦予的壓力主要是「傳宗接代」的觀念，同時也意涵著中國

道統中「孝」的體現，尤其是身為長子的男同志感受到更大的壓力，而社會的壓

力則是對同志的不接納、異樣眼光；（2）個人的考量－害怕孤獨、怕年老的時候

沒人陪伴（李忠翰，1996：104-108；廖國寶，1997：11、24；張銘峰等，2002：

182），本研究訪問了三位「已婚」的受訪者，在所有受訪者中並非佔絕大多數，

但若考量受訪者（年齡介於 40-55歲）所處的世代（cohort）特性，那麼在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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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處的「適婚年齡」中，所面臨「社會及家庭賦予的壓力」是較難以抗拒的，基

於婚姻壓力而被迫選擇「異性婚姻」的男同志不在少數（廖國寶，1997；張銘峰

等，2002），因此呈現已婚男同志對婚姻家庭的老年想像亦是重要的，且國內的

相關研究探討的是已婚男同志現在的生活（如婚姻壓力、情慾生活等），本研究

則關注到他們對老年的婚姻家庭想像，受訪的三位已婚男同志（樣本 H、J、K）

表示，他們目前都維持著還算「穩定」的婚姻關係，若要思考老年生活，除了自

己，他們還想到的是夫妻關係及親子關係： 

◎ 在新的環境過老年生活 

「我是想說等老了以後，去越南，那邊空氣比較好，去那邊養老…我就

跟我太太說，起碼等到孩子長大，如果說你真的想要回去越南，那再說，我

也可以跟你回去啊，如果你不嫌棄的話，可以在那邊養老阿…如果說等到孩

子大了，等他們都獨立了，存點錢，我們回去越南，那邊東西又便宜，去那

邊種種菜啦，那邊空氣又很好，又不用煩惱什麼，那孩子孝順的話，看一個

月要給我們多少錢，讓我們來用，這樣就很好了阿」（樣本 K，p.6、14、15） 

樣本 K所娶的是越南籍新娘，他表示，結了婚以後，對於越南的「娘家」

也提供經濟上的幫助，使那邊的生活品質改善不少，他也想到，由於較好的空氣

品質、較低的物價消費、較單純的環境等，又是配偶所熟悉的故鄉，因此也想要

在越南養老；在進一步的談論中，研究者發現，「婚姻」這樣的生命事件不但使

已婚男同志與其他的中年男同志有些不同的老年生活想像，也因著跨國婚配的特

殊婚姻關係，還可能會影響已婚中年男同志對於養老的居住環境選擇。 

◎ 先讓孩子長大獨立再說… 

受訪的已婚男同志，他們的子女尚屬年幼（約 3-6歲左右），還沒有正式就

學，在個人及家庭生命週期中，此階段正需投注很多心力在子女的教養上，他們

所做的，就是盡上「一個父親應盡的責任義務」，對他們來說，要去想像自己的

老年生活，似乎還很遙遠，要等到孩子成年、有獨立生活的能力之後，才能卸下

為人父母的責任： 

「至少把孩子養到獨立阿，等到他們能工作的時候阿，像你們比較會讀

書，讀大學讀研究所，那是不是你父母要有那個能力，讓你讀，要有錢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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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說，未來的目標就是說，以孩子為重心啦，他們能讀的話就是盡量賺錢

供他們讀阿，等到他們能獨立的話才是我們的生活阿。」（樣本K，p.6） 

樣本 H 更覺得，當孩子二十歲、成年以後，自己還有能力陪伴或支持孩子

的各方面發展，那是更理想的狀態： 

「有沒有很理想性的那種構想，其實真的沒有，現在唯獨希望的就是，

能夠安全的…陪孩子到他們長大…如果能夠養育子女到長大獨立的階段，那

自己就可以很放心啊，就算是沒有遺憾啦…我覺得，最基本的理想，我覺得

說我如果能陪他到二十歲他成年…差不多就是我六十歲了，當然如果能更久

更好。」（樣本H，p..34、42） 

◎ 含飴弄孫享清福 

「其實我想的蠻單純的啦，孩子長大後，娶妻生子啦，這又是比較舊觀

念啦，想要…『抱孫』啦，跟小孩子住在ㄧ起啦，這是最大的願望啦，可是

這種願望能不能達成不知道…比方說老了走了，至少有孩子在，對不對。比

如說我生三個孩子，有兩個不孝順，起碼還有一個孝順阿，就是還有一個希

望在啦。」（樣本 K，p.12、14） 

樣本 K在訪談時提到，他雖然認同自己是個男同志，但從進入同志圈子以

來，就覺得同志的感情沒有辦法長久，應該要「結婚」才能過著那種穩定的家庭

生活，在結了婚以後，也發現自己還蠻享受於目前這種甜蜜的家庭生活，不但如

此，他還表示自己比較接受中國傳統的家庭及孝道觀念，心中最大的願望就是老

了可以「抱孫」、有子女孝順。 

◎ 雙重關係的平衡 

至於樣本 J有較不同的看法，他思索著將來「三個人一起生活」的可能性，

但這個前提是其妻子要能夠接受他的同志伴侶，並且接受在一起生活的方式，就

樣本 J自己觀察妻子對於「同性戀」的態度，覺得短時間之內並不可能接受這樣

子的生活選擇，因此他也做好心理準備，等孩子長大、盡完教養責任之後，如果

還想繼續維繫同志伴侶關係，而妻子也無法接受「三人關係」的情況下，他可能

選擇以離婚收場： 

「以後老了…如果我老婆允許的話，我願意跟他在一起，就三個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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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老婆，還有另外那個，這個就跟我老婆接不接受有關啦，說不定我以後

老了，我可能要離婚啊，也不一定…」（樣本 J，p.7） 

 

再分析 

若以家庭發展理論的觀點來看，Carter & McGoldrick（1981）提出的家庭生

命週期模式，將家庭的發展分為六個階段，而本研究訪問的三個已婚男同志，正

處於第三個階段－「有年輕小孩的家庭」，關鍵的發展任務是接納新成員，調整

婚姻系統，使小孩有空間參與家庭系統，而父母需學習教養子女的角色（張宏哲

等譯，2001：126-127），因此他們和處於此階段的異性戀夫妻同樣為了工作的成

就及子女的養育而辛勞付出，與這種「異性戀預設」的理論模式沒有太大差異，

只是，將焦點放在陪伴子女的成長過程時，所重視的是五年、十年或二十年之內

的「未來」，而不是他們所認知的更遙遠的「老年」。然而，較值得探討的是，在

三位受訪者當中，仍有內部的差異，訪談中發現，樣本 K提到較多「和家人在

一起的老年生活」，而另外兩位對此則較少著墨，此乃因他們背後有不同的想法

或價值觀。首先，樣本 K一再強調，他對於男同志圈子的感情早就看淡了，反

而比較羨慕那種結婚、有小孩的家庭生活，和前任男友分手之後，他選擇了異性

結婚，現在除了在工作環境（同志三溫暖）的接觸之外，生活圈幾乎脫離了同志

朋友的網絡，將來也不想再和同志圈子有太多的接觸，所期待的是婚姻家庭的生

活能夠延續到老年；而樣本 J和現任男友穩定交往後，彼此就不再「踏入圈子」，

單純過著兩人世界的生活，結了婚之後則把重心放在家庭，又同時維繫伴侶關

係，正如先前所提，希望過著雙重關係兼顧下的老年生活，若這樣的理想幻滅，

寧願放棄婚姻關係；至於樣本 H，仍有較活躍的同志圈生活，雖然目前以家庭生

活為重心，但他對於太太和小孩只是盡上應有的責任和義務，真正愛的仍是交往

三年多的同志伴侶，在對家人隱瞞身份的情況下，平時與同志朋友都保有頻繁的

互動，在私下閒聊時提到，他還是期待能和自己的愛人一起享受老年生活，至於

何時能放下「婚姻家庭」的重擔，現在也不去想那麼多；大體來說，樣本 J、H

較相似的是，目前雖努力維繫婚姻家庭生活而無離婚的打算，但心中仍期望將來

和自己心愛的人白頭偕老、共度晚年，不願輕易放棄同性感情，而樣本 K早已

認為同志伴侶的生活沒有未來可言，因而選擇異性婚姻這條路，所刻畫的老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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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不但與多數異性戀者無異，而且還將「子女孝養」、「含飴弄孫」視為最大的

幸福。 

 

2. 原生家庭成員間的老年支持 

    受訪的中年男同志大多未與原生家庭成員同住，或共同生活，但十二位受訪

者目前都和父母或手足維持較良好、正向的關係，因此，有些受訪者提到，老年

時期的支持網絡，也有一部份可能來自於原生家庭。 

◎ 手足的共同生活、互相照顧 

在探討老年人家庭關係時，有時我們容易忽略手足關係的功能，其實，對那

些沒有結婚、沒有子女或子女較少的老年人而言，手足是很重要的關係網絡，很

多人依賴他們的兄弟姊妹提供日常生活的協助，Connidis & Davies（1992）認為

手足在此時成為了「替代的知己」（substitute confidants）；當他們在晚年經歷失

落、孤寂時，年老的兄弟姊妹多半也會彼此提供情緒上的支持，有的甚至會居住

在一起、彼此照料（劉秀娟譯，1997：93-94），在本研究中，也有兩位受訪者提

到了手足關係在其老年生活中可扮演的角色，他們提到的包括了共同居住、從事

共同的休閒活動（打麻將）等： 

「但是，我兄弟姊妹很多，這點是比較好，也許我可以跟我兄弟姊妹住

在一起…他們小孩也都大了嘛，現在有那個小孩結婚要跟爸媽住在一起，一

定也都是老太婆老頭子兩個人在一起阿，對不對？那我們四個兄弟還可以集

合在一起天天打麻將也不一定。」（樣本I，p.30） 

「…將來可能可以回到鄉下的房子住、或者是我女兒家，不過我大概不

會回到我女兒家。鄉下的房子就是我的老家，我哥哥他們現在在住，我哥哥

也知道我的事情，我們家人大概都知道，他們還不致於不讓我回家，我也不

是那種絕症或傳染病之類的，我一個老人退化了，他們應該會讓我回去，因

為彼此的關係還算蠻好的…這種兄弟之間的情誼關係也是平常彼此間互動所

建立出來的。」（樣本D，p.16） 

    進一步討論，許多同志基於性傾向身份的壓力、家人的不接納或是為了選擇

較活躍的同志圈生活，而逐漸與原生家庭成員疏離，在此情況下，同志的老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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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很少得到來自原生家庭的支持（Dorfman et al.，1995），即使老年的支持網絡

有一部份是來自於原生家庭關係，但最親密的情感性支持仍主要來自於他們的朋

友（Friend，1987，引自 Hunter et al.，1998：162）；本研究中，多數受訪者平時

與原生家庭成員的接觸頻率並不高，但目前均維持良好關係，但整體來說，老年

支持網絡對他們來說最重要的仍是朋友，其次是同志伴侶，但為何在樣本 D、I

的老年想像中，會期待手足關係發揮支持網絡的功能？可歸結為以下的原因： 

（1）現在良好的手足關係立下重要的基礎 

基於上述的描述，以及第六章「老年準備」的分析也將提到，兩位受訪者之

所以會期待老年的手足支持，是因為他們現在與手足間有良好的互動關係，他們

表示，現在的手足關係維繫也有助於在將來老年生活時發揮支持的功能。進一步

分析手足關係中的元素，哪些可能影響老年手足的支持功能？就樣本 D、I目前

的情況來說，較大的手足規模（現有兄弟姊妹數，樣本 D有五位，樣本 I有六位）、

手足間居住的鄰近性（大多都住在北部地區）、較高的互動頻率（例如樣本 I每

週週末都有家庭聚會）、子女不在當地或不同住等，都是其中重要的元素，過去

的研究也發現，這些因素會使得老年手足之間的支持程度較高（Cicirelli，1995，

引自呂寶靜，2001：11；陳肇男，1999：111-124），但以受訪者提及的內容，尚

無法分析這些因素間有何交互的影響作用，或者會影響的是那些支持的面向，例

如「工具性支持」（如身體照顧、料理家務、金錢提供等實質上的協助）或「情

感性支持」（如傾聽、關心、同理、給予肯定…等）。 

另外，國內、外的同志研究大多發現，「出櫃情形」（come out）也會影響現

在或將來的手足或代間關係，研究者也加以檢視，其中，樣本 I表示，將來並不

打算向家人「出櫃」其同志身份，不用擔心手足之間的不接納其同志身份而將關

係疏遠，無法提供支持功能，至於樣本 D，即使他已向大部分的家人「出櫃」，

家人並未因此而產生排斥，因而他們認為，「男同志」的性傾向身份並會不影響

他們原有的手足關係品質。 

（2）朋友網絡的支持功能較薄弱 

與樣本D較不同的是，樣本I提到，自己並不喜歡某些男同志具有的特質，不

想要和他們在一起過老年生活，現在即使是異性戀的朋友也都很少，無論同志或

異性戀社群，似乎都無法在其老年生活中發揮較大的支持功能，因此他表示，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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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自己獨居或者和手足共同生活之外，另外的選擇就是住到一般的養老機構9。 

    然而，他們的手足支持網絡在老年時期也有可能逐漸消失或終止，例如老人

的兄弟姊妹可能也是老人，身體健康情形的衰退會導致協助的停止（呂寶靜，

2001：11），我們無法預測現在的手足關係到了將來是否可能產生改變。不過可

以預測的是，以台灣生育率逐漸下降的情況來看，將來老人的親屬關係網絡將會

減少（陳肇男，1999：124），生育率下降也意涵著國人的平均手足規模不斷減少，

基於世代差異，不難想見，比這些受訪者更年輕一輩的男同志，要期待老年時能

擁有手足間的支持網絡，其可能性越來越低。 

◎ 成為父母的老年支持 

基本上，本章節所討論的社會支持網絡概念，主要是指由他人所提供的資源

或協助，不過在老年的原生家庭關係上，中年男同志反而成為他人（年老父母）

的支持來源，和許多異性戀成人一樣的是，在中年期往往需照顧年老的父母，照

顧或陪伴的時間也可能延續到自己進入老年時，Kimmel（1992：38）即分析，

老年同志需在原生家庭扮演某些特殊角色，除了成為老年親屬的照顧者之外，因

為沒有照顧子女的花費(因為沒有小孩)，較有更多可自由使用的工作收入，而原

生家庭可能會因此依賴他們提供職業、教育、財務或心理上的支持。樣本 G提

到的是工具性支持－金錢協助，想到老年，最大的負擔就是父母，將來即使自己

退休了，也要先讓父母在經濟生活上不虞匱乏，才會想到自己想做的事： 

「基本上因為我們當 gay，我現在最大的負擔就是兩個老的－我爸爸媽

媽，我想他們自己的錢應該也有一點啦，然後我也會…如果真的我不工作，

我就給他們一大筆錢，或是讓他們靠著收房租，我想也夠過活了啦，那我到

時候也就會比較輕鬆、放心地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樣本 G，p.3） 

但與 Kimmel的研究不同的是，其實樣本 G的父母不是因為他不用養育子

女、花費較少而較依賴於他，畢竟他們靠著收取房屋租金就足以維持生活，提供

財務支持是由於自己想表達對父母的孝順之意。另外，部分受訪者其周圍的同志

朋友表示，有些同志在中年以後擔負照顧父母的責任，除了先前提到的那些成為

                                                 
9  參見本章前面關於「住在養老機構或住宅」及「同志銀髮住宅的想像」的討論，在本文第 78、
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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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潛在因素就是「補償心理」，在重視孝道及傳宗接

代的中國傳統觀念下，沒有子女的男同志無法完成傳宗接代的「責任」，因此而

對年老父母更加地孝順，以作為一種「補償」，更強化自己「孝子」的形象。 

 

 

再分析 

◎ 同志四十才開始，沒有兒女一身輕？社會支持網絡的再思考 

（一）朋友及伴侶網絡的重要性高於婚姻∕原生家庭關係 

受訪的中年男同志對於將來，傾向於從朋友或親密關係網絡去構築一種共同

生活的型態，即顯示了他們對於老年生活的想像，最在意的並不是那種「兒孫滿

堂」、「享清福」的情景，其實隨著社會的變遷，即使是一般民眾（異性戀者），

現在也未必會接受「男大當婚、女大當嫁」、「養兒防老」這些傳統的觀念，而且

像 SAGE機構在 1999 年的統計調查就發現，紐約市約有 65％的老年同志是獨居

的，幾乎是所有老人獨居比例（36％）的三倍（Cahill, South & Spade，2000：7），

如此高的獨居比例，可見同志到老年時為何更需要朋友或伴侶關係的支持。在國

外的中、老年同志研究中，已逐漸將同志的朋友、伴侶或重要他人等形成的網絡

關係稱為「選擇式家庭」（family of choice），而將所謂的原生家庭及異性夫妻及

其婚生子女組成的家庭稱為「生物性家庭」（biological family），這樣的用語，已

把傳統上對「家庭」的狹隘定義加以解構，因為「異性婚姻」、「夫妻及其婚生子

女」的家庭定義內涵對於同志族群而言是毫無意義的；若以此概念區分，那麼相

關的研究皆顯示中、老年同志族群會更依賴於「選擇式家庭」的支持體系，維持

與「選擇式家庭」之間的正向關係（Berger & Kelly，1986；Kooden，1997；Grossman, 

D’Augelli & Hershberger，2000）。 

    那麼，為何朋友或親密關係等「選擇式家庭」的網絡，對於同志的老年生活

的有較大的重要性？若和「生物性家庭」相比（尤其是「婚姻家庭」），那麼主要

的原因是「沒有家庭、子女的牽絆」，沒有結婚（異性婚姻）的中年男同志，就

如同單身未婚的異性戀者一樣，沒有家累，對於老年生活的想像，通常比較重視

的是朋友網絡或伴侶間的支持關係，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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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就是因為都沒有家庭、子女的牽絆吧，所以大家就會去想，如

果大家卸下工作以後，比較沒有經濟的壓力的時候，如果可以共同地生活，

應該還不錯吧，又有各自的獨立生活的空間，又可以共同地生活在一起，這

樣子不錯啊！」（樣本 B，p.11） 

至於「原生家庭」的部分，國外研究多認為「缺乏原生家庭支持網絡」使

得中、老年同志更重視「選擇式家庭」（Berger & Kelly，1986；Berger，1996；

Friend，1987，引自 Hunter et al.，1998：150），本研究則發現，即使某些受訪者

的原生家庭網絡有較大的支持功能（例如樣本 D、I期待老年的手足支持關係），

其重要性也並未超越朋友網絡或伴侶關係。 

 

（二）將重心由性生活∕性需求轉移至朋友或情感關係上 

過去研究指出，大多數的中、老年男同志仍處於性生活或性關係活躍的狀

態，很多人認為他們並沒有性能力的障礙，而非一般人對老年人性生活之刻板印

象（Gray & Dressel，1985；Pope & Schulz，1990；Berger，1996），本研究受訪

者也大多表示，雖然現在的性能力比年輕時可能稍有下降，但他們仍覺得自己還

是有很強烈的性需求，不過，思考到老年生活時，有些人就認為，年紀越大，性

需求會逐漸減少，或者不再那麼重視性關係，而應投入更多的重心在朋友互動或

伴侶感情的維繫上： 

（1）轉移至朋友網絡 

「…其實gay，一個很大的驅動力其實還是性的部分，而到你年紀很大…

我覺得可能對這方面生活的需要度就沒這麼高…除了性需求之外，你一定要

有一些談心的朋友，或許講求的是精神生活的方面，或許是一種興趣、或許

是在一起聊天…你再老再醜或是沒有人要，沒有這方面的生活，其他的生活

還是要過的。」（樣本H， p.17、21、28） 

（2）轉移至情感關係 

「…到我們這個年紀喔，對性的需求不是那麼樣的強烈，已經沒有那麼

樣的強烈了，然後比較希望，一種溫馨的感覺啊，彼此之間一個心靈的交流

啊，就是一個像是親人的一個伴的感覺啊 。」（樣本I，p.8） 

「…因為性方面，年紀大一點時你可能就比較沒有性能力了，你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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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在一起的感覺，那種年輕、活力之類的。」（樣本 A，p.18） 

在 Peck（1968）的中年期發展理論中提到，中年期生活調適的重要心理發

展任務，其中之一就是在人際關係中重新思考社交關係或性關係的重要性，一般

來說，中年人認為的心理健康觀念，會逐漸重視自我、朋友及同儕關係的價值，

而非以性關係的價值為首（引自 Zastrow & Kirst-Ashman，2001：428），同樣地，

在本研究中，無論受訪者將重心轉移至朋友網絡或者是親密關係的營造，他們覺

得只要年紀漸長，尤其到老年的時候，並非都沒有性生活，而是不再將性視為最

重要的事；這些受訪者思考老年生活時，較以正向的態度來面對性關係/性生活

重心的轉變，正如 Linde（1994：35）所言，重要的任務在於「重新定義自我的

價值」，中年男同志必須學習新的方式去和其他男性建立關係，擺脫掉在年輕時

期以性吸引力為重的理想目標（引自 Kimmel & Sang，1995：207）。 

 

（三）非正式與正式支持網絡之間的關係 

    整體而言，由於受訪者特別強調朋友、親密關係等非正式的老年支持網絡，

相對而言，他們覺得正式支持網絡（如政府機構、民間團體）能發揮的功能較為

有限，例如： 

「現在台灣的老人福利做得還不是很好⋯要詳細談怎麼樣做才比較

好，我也沒什麼想法耶⋯不過這種社會福利，可能更需要吧，因為同志沒有

子女⋯現在即使是非同志，可能子女也不見得可靠了啦，可是，至少有子女

的時候，好像，甚至還可以告子女棄養，可是同志就沒辦法這樣了，當你老

了、沒有人養你的時候，你就是一個人養活自己了，如果說老人福利做得好

的時候，那就變成是政府在養你。」（樣本E，p.15） 

    樣本 B、G 更進一步表示，因為有人需要政府的老人福利提供，所以這些福

利政策還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自己並不會期望老了要靠國家來供養： 

「…至於政府的什麼老人津貼、老人年金啦，有沒有對我來說都不是很

重要，可是我希望促成它實踐的可能，因為並不是每一個人都像我，有很多

人是需要這筆錢的，我會希望促成它的實現，對我個人來講的話，我是不會

對它抱太大的期望…」（樣本B，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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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台灣這整個環境，社會福利不是很好，情況可能又跟歐、美不大

一樣…以後啊，真的只能自己靠自己。」（樣本G，p.2） 

Berger（1996）指出，雖然老年同志傾向於使用傳統的非正式支持體系，但

是這些支持體系仍難以因應其特殊的需求（例如失能時無人能就近成為其照顧

者），而且老年同志對於正式服務體系感到恐懼與擔憂，Jacobs et al.（1999）的

研究就發現，在美國 San Diego地區的女、男同志，極少有人參與當地的老人中

心服務方案、HIV∕AIDS服務以及在同志社區之外的支持性團體（引自 Hash，

2001），上述的受訪者亦認為，台灣的老人福利做得還不夠理想，即使有福利措

施的提供，還是比較相信「靠自己」，對於老年時政府或民間的正式服務體系能

提供的支持功能並不看好；如果就社經條件來看，樣本 B、G社經地位較高，有

較高的收入、職業地位及教育程度，至於樣本 E的社經地位較為中等，但他表

示，若單靠原生家庭（父母）所提供的支持，下半輩子的生活也是不虞匱乏，所

以對這些受訪者而言，將來老了要能養活自己，至少在經濟上並不困難，甚至可

以過很舒適的生活，然而那些將來可能處於較弱勢、較邊緣位置的老年同志（如

失能程度較高、較低社經地位、非都會地區的老年同志），可能這些正式服務體

系就需扮演較重要的角色，畢竟非正式網絡所能具有的支持功能是有限的。 

或許上述的思考方式帶有了某種意識型態－認為同志的老年生活需要社會

工作∕福利服務的介入，然而事實上，正式的支持網絡可以補充非正式支持網絡

的不足，兩者同等重要，應具有互補的功能，若還能透過社會政策面去落實，其

影響力是更大的，例如讓老年同志伴侶在那些擁有「配偶給付」的相關福利措施

中同樣受益。對於將來台灣的正式服務體系是否能介入中、老年同志的生活，成

為支持網絡的一環，其實還有很大的討論空間，依據國外經驗及國內現況，若要

發展正式服務網絡的資源，其實踐策略大致有兩種可行方向：（1）擴充一般老人

服務機構的功能，使服務的案主群能夠擴大至GLBT的老年人，例如放寬一般退

休住宅、老人公寓等的配偶進住條件，使老年同志伴侶也能夠享有平等的進住權

利；（2）發展新的同志老人機構或支持性團體（例如美國著名的老年同志機構

SAGE10、住宅服務機構GLEHC11等），或者擴充原有同志助人機構的功能（如台

                                                 
10  同註 2。 
11  「男女同志老人住屋」(GLEHC∕Gay & Lesbian Elder Housing Cooperation) 是一個 2001 年成

立的非營利組織，旨在為銀髮族同志提供價格合理的高品質居住環境，目前正於今年（200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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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同志諮詢熱線協會」12），以專門服務GLBT的老年人。而這些實踐策略也

只是一種構想，未來台灣的中、老年同志是否能夠或願意接觸這些正式支持網

絡，還需視下一個階段同志運動的發展及整體社會環境而定。 

    再回到生命歷程觀點來檢視，不同生命歷程的發展，影響了個人對於老年支

持網絡的想像與選擇偏好，對一個男同志來說，進入中年階段，若沒有「結婚」、

沒有子女的教養責任，對於未來生活的認知圖像，自然就會偏好於自己、同志伴

侶或周圍同志朋友所喜好的生活模式，樣本 B認為，這不但是「同」、「異」之

間的差異，在台灣的環境脈絡下，還有「世代差異」： 

「我覺得他們那一代的，我接觸的老年人，幾乎就是一生忙忙碌碌，都

是為了子女在做，比較沒有所謂的『自我』，等兒女長大了之後，如果有幸子

女會孝順、兒攜環繞在旁，可能就是他們那個時代所謂的幸福吧！那我自己

的話，我不想走入那種一生忙忙碌碌只為別人而活，我不會走這條路的…」

（樣本B，p.6） 

    亦即，越年輕的世代，對於「養兒防老」、「子女孝養」的傳統觀念就越淡化，

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四期第二次調查就發現，有 53％的人希望

年老時和配偶同住，而約七成的人希望年老時生活費用能夠自理，而非由子女負

擔或分擔（張英華、傅仰止等，2002），現在的中年人或年輕人越來越不希望將

來成為依賴子女的老年人，對於沒有子女的中年男同志來說，他們更深切體認，

一個「幸福」的老年生活，未必需要來自於原生家庭或異性婚姻家庭（配偶或子

女）的支持，非親屬關係的連結同樣能構築一個理想的晚年。 

 

 

二、社會參與的想像：積極的老年生活 

    在發展理論的觀點中，社會參與也是老年期重要的發展職責之一，呂寶靜

（1995：173）指出，達成老年人的社會參與可分為次目標加以進行：（1）從事

有意義的休閒活動；（2）獲得充分和適切的再教育（進修研習）的機會；（3）獲

                                                                                                                                            
春季在美國洛杉磯市郊的好萊塢地區動工興建一座擁有 103個住宅單位的同志老人大樓，這座

大樓將優先無固定收入來源的銀髮族同志進住，其他資料詳見GLEHC之網站 
http://www.glehc.org/。 

12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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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服務社區和社會的機會。本研究發現，除了上述三種社會參與方式之外，受訪

者還提到老年時希望能夠貢獻自我的能力（如專業能力、財富及生命經驗傳承），

並且繼續從事工作，研究者亦將其歸為社會參與的範疇一併呈現。 

    在一般的老年人中，社會參與本就是老年生活安排中很重要的一環，對於男

同志而言，或許由於他們沒有婚姻家庭的生活中，因此社會參與更是他們老年生

活的重心，不過，受訪者提及的社會參與形式或內容，並不限定於同志族群的關

係網絡，而通常是以個人的能力、需求或關注的事物為考量。 

（一）參與志願服務 

老年人從事志願服務的參與，一方面是為了滿足自我成長、自尊的需求，另

一方面也是為了滿足利他助人、影響他人、親和關係、社會認可等心理需要（呂

寶靜，1995：169），亦即，此乃一種「利己」且「利他」的行為，受訪的中年男

同志也談到了老年時從事志願服務的想法，大致可分為以下幾類： 

1. 醫療或社會服務 

「…所謂的老年生活－如果有機會活到八十，說不定我還在做社會公

益..」（樣本 D，p.15） 

「我如果退休之後，我可能會去作義工，人嘛，退休之後還是要做事，

比較不會癡呆，比如說一個禮拜中一天、兩天，去醫院啊、或其他地方，去

作義工，比較不會胡思亂想啦…」（樣本 J，p.7） 

「…我也想過，我年紀大一點的時候我可以到醫院去當義工…還有，就

是我會到孤兒院去，我不會到養老院。」（樣本 C，p.1） 

對於樣本 C的想法，研究者好奇地詢問了選擇到孤兒院而非到養老院當義

工的原因，樣本 C表示，他喜歡跟那些孤兒院的兒童相處，因為這樣的社會接

觸能使他保持心靈上的年輕，老得比較慢，另一方面的原因，則是覺得在養老院

照顧老人要克服較大的困難： 

「因為養老院你天天看的是太多人被抬出去，對於心態上可能會有影

響，那麼你在孤兒院的話，你看著小朋友那樣子長大，那麼樣的青春活力，

至少會帶動你心靈上的青春…說實話其實照顧小朋友比較輕鬆，照顧老年人

的話，第一，你要有相當的保養常識、醫療常識啊，再來，有時候有些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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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脾氣會很固執啊，比較不好相處，除非你是很有耐心跟很有愛心的人…當

你面對一個環境中，這些人都不是很愉快、很快樂的時候，你會發現心有餘

而力不足，有時候你自己說不定也跟著掉到那種環境裡頭去。」（樣本C，p.2） 

2. 教育輔導 

「我還想去那個『張老師』當義工咧，我覺得我可以對很多人有幫助，

可是『張老師』它有很多課程要上，那些課程在我看來，說實話其實我會罵

啊，因為學出來你還是什麼都不懂，因為只是學但是沒經驗啊，不過『張老

師』那種幫助人的事情我是想去做啦⋯」（樣本 C，p.8） 

3. 宗教服務 

「…去作義工啊，我都已經想好了啊，因為我是虔誠的佛教徒，所以我

會到廟裡頭，我們有個精舍，就在淡水那邊，它那邊缺義工缺很多人，我會

去那邊當義工。」（樣本 C，p.1） 

    大體來說，他們想像的志願服務參與類型主要乃偏向「社會服務」性質，較

無環保、教育文化、觀光旅遊…等其他方面的參與類型。 

 

（二）自己出錢出力貢獻社會 

    同樣都是服務社會、人群，有些人選擇的是將自己現有的能力、財富或生命

經驗貢獻出來，以幫助別人。 

1. 專業能力 

「其實我最大的夢想就是，到老了還有能力可以去幫助別人，我蠻羨慕

史懷哲的，也許我這邊的工作停了，診所的工作停了以後，我會到偏遠的地

方去行醫吧，做醫療、義診的工作，我也不會跟他們收什麼錢，而且現在在

台灣還有健保的收入，所以到那時候真的是看 enjoy的啦，做一個很享受的

工作吧，這是我一直從大學時代到現在一個不變的夢想。」（樣本 G，p.6） 

「像我就覺得，只要我身體行的話，我會把我的力量貢獻出來，讓更多

人得到我的溫暖，至少以我算命的知識，有人需要的話我馬上就可以給建議

啊，我可以在讓他得到某方面的一個安慰，或者是告訴他怎麼樣走會走得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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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幫他把他心裡面的想法改一改。」（樣本 C，p.5） 

「我今年五十三歲，我會去想，我可能還不會退休，或者如果我要退休

了，那我本身的能力，我還願意繼續去做什麼事情？譬如說…我可以用我的

專業去做諮商輔導、我可以帶團體、我可以接一些演講的個案，我可以到學

校演講、到社區演講…」（樣本 D，p.4） 

 

2. 貢獻財富 

    樣本 G覺得，雖然沒有機會生孩子、養育孩子，可是想要貢獻國家社會不

怕沒機會，以他到老年所累積的經濟財富，貢獻給國家也是相當可觀的： 

「很多gay很想要有孩子，可是我已經活到現在了，我不想要有孩子，我

的一切，我可能到老了會將它捐給國家，可能是對國家、對社會的一個補償

吧，又沒辦法培養出很聰明的下一代出來，可是至少我這些身家財產丟出去，

我想，也是好幾個很優秀的人才他一輩子所能累積出來的財富吧。」（樣本G，

p.11） 

先前已提及，有些中年男同志對於年老父母的照顧，可能有其背後的「補償

心理」，在此更特別的是，以樣本 G目前相當高的經濟水準，覺得將來可能把自

己累積的財富捐獻給國家，在層次上乃擴大到對國家、社會的補償。 

 

3. 成為晚輩的人生導師 

Kimmel（1992：37）指出，通常較年輕的人會把老年同志當成他們的角色

模範以及學習的導師，如果這個年輕人本身也是同志，那麼網絡中的老年同志就

像是他的某個父母或祖父母的角色，這個特色之所以重要，是因為年輕的同志在

原生家庭中往往無法獲得具體的同志角色模式，即使年輕人並不是同志，那麼這

些老年同志仍然會在專業知識、個人及政治態度上成為他們重要的角色模範。樣

本 G就提到，以後可以對年輕一輩的男同志或者教會中的晚輩們分享自己的生

命經驗，成為他們的角色模範，或者以過來人的角色成為他們的輔導者、協助者： 

「…或是運用我的智慧，這麼多年來在同志圈打滾了那麼久，可能會對

一些年輕的 gay以及教會中一些年輕的弟兄，可能可以當他們的人生導師

吧。」（樣本 G，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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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同志基督徒身份的樣本 G，據其私下表示，目前固定在一間同志教會聚

會，平時很主動關心、照顧教會中的一些弟兄姊妹，尤其是較年輕一輩的會友，

他希望將來能夠以自己走過的路，來幫助這些年輕的弟兄，成為他們的人生導師。 

 

（三）老年的再教育 

    從老年再教育的角度來看，從事老年再教育的活動不僅可解除老人的無聊與

空虛，而且讓老人學習解決問題的能力，更而甚者，從學習的過程中，獲得自我

實現與自我超越（呂寶靜，1995：166），同樣地，有受訪者提到，他們希望將來

老的時候還能夠不斷地進修學習，能夠「活到老、學到老」，而並非如傳統較制

式的「學校教育」，離開了所謂的「求學階段」（如青少年、成年早期）之後，就

較無法參與；至於達成的目的，樣本 L就表示希望藉由進修學習的過程達到自

我的成長。 

1. 理想的過程：活到老、學到老 

「如果將來有機會的話，我會朝這個方向去規劃，唸我喜歡唸的書，也

許那時候記憶力已經不好了，可是我還想要再去抓，我不怕人家笑，我覺得活

到老學到老..那個時候沒有機會能到國外讀書，是我這輩子最大的遺憾…年輕

的時候沒那個機會，老了的時候，我去當個旁聽生也可以啊，那時候學位對

我來講已經不重要了，能不能拿到PhD都已經不重要了，就是想把自己年輕

時候的那個夢想把它實現…唸的可能也不一定是牙科了，也許是念景觀設計

或很多其他方面，我覺得我有這方面的藝術才華..當gay都是比較有藝術氣息

的..我覺得這方面我喜歡，可能會去念個園藝之類的吧，再看看吧..」（樣本

G，p.19） 

    在老年生活的安排上，樣本 L 不但想要繼續進修學習、充實自己，這樣的

想法更是受到前人角色模範的影響： 

「我也上過國內一個知名的老師的課，她已經 50幾歲了，她說現在就

是覺得很多東西是開放和放下，她現在就是那種真正的老年退休生活，她 51

歲才去讀博士，那我就覺得，真的是活到老學到老，她也講了很多人生的經

歷，我覺得那個典型，好希望自己能朝向她那樣，就跟那兩個國外的老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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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自己去活出那種生活的態度，去走自己想要走的路。」（樣本L，p.23） 

「我還想出去唸學位，目前是這樣想，像我認識的那個八十五歲的教授

到現在都還在教，還有我另外一個教授他的教授已經一百零一歲了還在教，

其實那樣給我很大的激勵跟啟發，那我覺得這個會談到每個人自己對於生命

的意義的看法，如果存在的價值是這個樣子，或許我在最後能貢獻出來、能

付出的是一個比較正向、比較健康的部分，我還是願意。」（樣本 D，p.16） 

 

2. 達成的目的：自我成長 

「我覺得我……如果有十年的生命的話，可以讓我有多一點的時間看我

自己，看我自己的生命歷程。」（樣本 L，p.3） 

樣本 L是個愛滋感染者，當別人想到「老年」時，對他而言似乎不需要去

想那麼遠，受訪時他表示，只要還有十年的壽命，他願意花更多時間去做自我探

索，藉由對外參與相關課程的學習與訓練，期望能夠讓自己的生命、生活得到更

大的幫助及改變。 

 

（四）工作者角色的延續 

由於沒有自己所生的小孩，或者傳統觀念中對後代的貢獻，許多男同志反而

將工作看得更加地重要，而選擇盡量不要提早退休（Kimmel & Sang，1995：204），

以生命週期觀點來看，這些中年男同志和大多數有結婚又有子女的中年異性戀者

不大相同，關於職業的生涯規劃，他們較傾向於延後退休的時間，甚至沒有「退

休」的想法，覺得老年生活應該就是要一直工作（關於對工作與退休的想法，於

第六章的分析將進行更多的討論）： 

「其實會想說，自己開個小小的店，類似 Coffee Shop，或者是小型的

Pub，就是那種一般比較小型的 Pub，一個吧檯、幾張 table的規模，可是不

見得是在做同志的，而且應該不會在台北市吧，因為在台北市做這種會比較

難生存。」（樣本 E，p.1） 

（問：跟你的伴有沒有談論過對於未來或老年生活的想法？）「有啊，

就像我們會說，去開一家店啊，他現在的工作性質也跟我差不多啊…做這種

工作也是剛好碰到，如果說像我現在要換別的工作也不容易了啊，也不好找，

 109



也是沒有別的專長的關係。」（樣本 F，p.3） 

「…有幾個民代還跟我說，我家這邊可以開茶藝館啊，可以每天限量人

數，讓人家來喝喝茶，收費高一點應該有人會來啊，可是到底要怎麼做，我

也不曉得，還沒有定案。」（樣本 G，p.8） 

「我覺得老的時候把旅行社當成一個行業的話，在一般人的想法裡面是

當成一個行業，但是我覺得不能當作一個行業，是當作，我要為這個旅遊的

品質盡一點改善的心意、盡一點力量，當然，因為自己還沒完全投入，等於

是兼職的工作，所以目前在這方面的投注不是很大，但這也是我規劃的一部

份，也許等到我退休了，可能會比較專心地在旅遊這一方面…」（樣本 G，p.20） 

 

（五）休閒活動與興趣 

    由於退休後自由時間的增加、社會接觸的減少、角色的喪失等，因此需要參

與一些活動以獲致生活上的滿意感或幸福感（呂寶靜，1995：161），受訪者也提

到，他們從事興趣或休閒活動能夠達成自我實現，也意味著「自立」（不需依賴

他人）的能力。 

1. 從事興趣或休閒活動的意義 

（1）自我實現 

「我現在又想到山上，去找這附近山上的一塊地，我現在住的地方可能

以後會被要求開放吧，越來越多訪客，越來越多外面的人希望進來參觀，覺

得把我煩到不行的話，我甚至會開放、會收費，或者是以後照我的計畫去做，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我一定還會去找另外一塊地，再去造一個我夢想中的

家園，因為現在這個地方是我的處女作，是我首次的作品，屬於庭園景觀方

面的，那麼這邊弄好了以後，比較有經驗了，我還會再去找心目中更好的地

方吧，我覺得是一個夢想，人逐夢而活嘛！」（樣本G，p.8） 

（2）自立而不依賴他人 

「老了能夠照顧自己的話，我不要去牽累別人，我還可以作自己喜歡的

事，例如我喜歡畫畫、寫作…」（樣本G，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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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達成的目的（以旅遊為例） 

至於他們期待的休閒活動型態，較相同的是「旅遊」，從受訪者的描述中可

知，同樣都喜歡旅遊，但期待達成的目的各有不同，有些人希望能夠「體驗不同

環境下的生活」，有的人則是想藉此「讓自己的心平靜下來」，能夠專心思考一些

事情，例如： 

（1）體驗不同的生活 

「我倒覺得說，對我自己而言，我覺得真正我退休之後的生活，我是很

希望是，我在各個國家能夠待一年的時間，這是我我一直想很久的事，就是

說，可以在經濟條件許可之下，可能今年全年度我留在日本，或今年全年度，

我留在泰國，今年一年…滿想在各個國家，住一住，體驗一下不同的生活跟

風土民情…我覺得讓自己過過不同的生活吧。」（樣本H，p.5、42） 

（2）沈澱自己的心 

「想安排自助旅遊…我蠻喜歡旅遊的，但是現在沒辦法，現在小孩子還

小啊，將來希望能這樣子，因為比較希望能走向大自然，我本身就很喜歡旅

遊，還有洗溫泉，像花藝村那種的啊…我為什麼會想要旅遊呢？旅遊就是讓

你一個人可以靜下來，想想以前的往事，或者以後的事情，讓自己的心情比

較平靜一點。」（樣本J，p.4） 

    呂寶靜（1995：162）指出，台灣地區老人的休閒活動型態較傾向於居家、

靜態、個人式的活動，活動的內容以看電視、散步、聊天等為主，而原因主要是

因為考慮個人體力、經濟花費、品味及整體社會環境、社會制度的影響；本研究

則有較不同的發現，以「旅遊」為例，這種休閒活動是較多受訪者所期待的，而

其型態大致上乃偏向於戶外、動態及團體式的活動，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多數受訪

者目前有較充裕的經濟資源、沒有嚴重的身體失能情形、且目前就有培養某些興

趣嗜好（如：旅遊）、有些人還有同伴一起從事休閒活動等（可參見第六章關於

「興趣或休閒活動」的討論）。另外，以Maslow的需求層次理論來看，興趣或

休閒活動的參與，其意義或目的，對這些受訪者來說，不只是具有打發時間、建

立人際互動網絡、歸屬感等功能，而是達到了「自尊」（esteem）、「自我實現」

（self-actualization）等較高層次的需求滿足，有助於自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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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無論是參與志願服務、獲得在教育的機會、從事休閒活動或延續工作

者角色等，許多中年男同志期許自己老年時能有積極、充分的社會參與，而他們

對於社會參與的想像，似乎期待自己是「健康」、「有行動能力」的老人，並不希

望自己變成沒有能力而坐在家裡等死的老人。在社會老年學的理論中，「活動理

論」（Activity Theory）常被用來解釋老年人社會參與的重要性，因為其假設，老

年人若持續從事有意義的社會活動，將能提升其生活的滿意度，越能維持高度的

活動參與量，越有助於老人的角色認同（周家華，2000：43），不過，上述的內

容也僅只於他們對老年社會參與的「想像」，而非實際上的參與情形，隨著中年

邁向老年的逐漸老化過程（生理、心理、社會的老化），將來是否能夠達成理想

中的社會參與則不得而知。 

其次，受訪者想像到的老年社會參與之圖像，看似與異性戀老人的社會參與

並無差異（例如一樣可以作義工、從事志願服務、參與進修學習等），這也表示，

無論是同志或異性戀者，老年的社會參與對他們來說都是重要的，但是須進一步

思考的是，「同志身份」是否可能造成老年社會參與的障礙或隔離現象？若這些

男同志將來老了想要從事社會參與，無論他們選擇「公開」或「隱藏」其同志身

份，可能會面臨的障礙是：（1）進入一般的社會參與管道，但因同志身份而在其

中感到被排斥；（2）直接不適合於同志老人加入的社會參與（如在情人節舉辦關

於老夫老妻的結婚週年紀念之活動）；（3）接受老年同志加入的社會參與，但無

法滿足同志的特殊需求（例如在關於老年人生活的相關講習或座談中，談及老年

夫妻的關係調適，對於參加的老年同志伴侶未必能受益）；Brotman et al.（2003）

指出，老年同志由於性傾向受到歧視，或者其他被壓迫、被邊緣化的生命經驗，

在異性戀社群中，往往不敢「出櫃」（come out），或者否認自己的伴侶關係（例

如住在養老機構中的女同志伴侶，其中一人會去申請將姓氏更改為和其伴侶同樣

的姓氏，而以「姊妹」的關係來作為掩飾），即使在同志社區中，也因著「向年

輕靠攏」的價值觀支配，使他們成為高度「隱形化」的一群人。因此，無論在異

性戀或同志族群為主的生活環境中，老年同志都比年輕同志族群更不易「出櫃」，

其社會參與程度也相對降低。 

在身心障礙者的福利服務領域中，「無障礙空間」是個很重要的理想目標，

借用此理念加以思考，將來在台灣，老年同志從事社會參與時，是否也能享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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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空間」，而不因性傾向受到周圍異性戀者的歧視或排斥？以現在的情形而

論，大部分六、七十歲以上的老一輩同志，許多人已選擇傳統的異性婚姻生活，

但隨著近年來同志族群認同意識的提高，越來越多年輕、中年層的同志不願偽裝

自己而過著所謂的「異性戀（婚姻）生活」，那麼將來當他們年老的時候，會有

什麼樣的社會參與型態、會實際面臨什麼樣的參與障礙，可能要到下一個同志運

動階段，才能有更清楚的理解。其實，較理想的「無障礙空間」，應該是在同志

社群中建立專屬於老年同志的社會參與管道，而一般老年人所接觸的社會參與管

道也能夠接納、認同老年同志成為他們的一份子，讓同性戀老人不但能夠自由選

擇，也不用擔心在社會參與管道中無法「出櫃」，如此才是真正的「去除障礙」。 

 

 

小 結 

     本節探討的是受訪者對於老年生活的理想圖像，分為「社會支持網絡的想

像」以及「社會參與的想像」兩大部分分別討論。 

一、社會支持網絡的想像 

由於受訪者對於社會網絡關係的想像多半強調的是社會支持的關係，因此此 

部分的內容偏向於社會網絡的「功能面」（即社會支持）而非「結構面」，若再區

分為「正式」與「非正式」的社會支持，那麼他們較關注的是非正式的支持體系，

包括了朋友網絡、伴侶關係網絡以及原生或婚姻家庭網絡。 

（一）朋友網絡 

由於大多數同志族群並沒有選擇異性婚姻（家庭）的生活型態，加上社會對

於同性戀者的歧視、不友善的態度，使得同志族群，尤其是過了中年以後的同志，

往往較易於與原生家庭關係疏遠，使得以同志社群為主的朋友網絡遠勝於原生家

庭或（已婚同志之）婚生子女所提供的支持功能，本研究發現，受訪者所期待的

老年朋友支持網絡，大致有兩種形式： 

1. 共同生活、互相照顧 

    本質上的支持功能是「住在一起、互相照顧」，進一步的功能則有受訪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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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的是擁有「宗教或精神生活」，以宗教生活為例，正如關於宗教社會學或社會

網絡的研究發現，宗教活動本身也是拓展社會網絡的途徑，具有社會支持的功

能。至於在手段或策略上，有人提到的是「購買房屋」，還有人想像的是「住屋

環境的空間安排」，尤其是空間安排，他們較傾向於擁有個人獨立的居住空間（例

如一人一間、一人一棟式…等）。 

2. 住在養老機構或住宅，讓別人來照顧 

    有些人也認為住在養老機構（或住宅）也能夠獲得朋友網絡的支持功能，可

能的選擇包括了「一般性的養老機構或住宅」（包含不同性傾向的所有老年人）

以及「專屬性質的老年同志社區」（專為同性戀老人設計的養老環境）。 

※ 同志銀髮住宅（老年同志社區）的想像與思考 

一般在討論「住宅」的選擇時，通常包括了「社區中的一般性住宅」以及「專

為老人設計的機構或住宅」，若較考量同志的老年生活需求，後者應是較理想的

選擇，而即使是專為老人設計的機構或住宅，受訪者仍然有「一般性的養老機構」

以及「專屬性質的老年同志社區」兩種不同的想像，基於本研究關注的是男同志

的老化議題，因而特別針對「老年同志社區」的概念構想加以探討。研究者首先

乃就現有的討論或實況區分「同志社區」與「老年同志社區」之不同意涵，並從

國外經驗中，嘗試歸結出「老年同志社區」更應具備的功能（如居住安排、醫療

服務、失能者照顧…等），而一般對於「同志社區」的概念則較廣泛，包括了傳

統的地域性社區、功能性的社區（如街道商圈、特定同志公共空間），甚至是網

路上的虛擬社區。而藉由國外老年同志社區的規劃經驗，進一步思考台灣的情

況，其實在國內的女同志社群中，早已有人針對同志的「養老」問題進行思考，

在 2001 年首度的同志立委參選人詹銘洲亦在其競選政見中提及「老年同志照護

社區」的規劃遠景，只是這些構想較難受到政府、民間營利或非營利相關團體的

重視，加上台灣同志運動目前累積的能量與資源尚稱不足，要能落實實非易事。 

另外，同志族群內部對此構想也有不同的意見，有的受訪者表示了他們覺得

不合適或不期待的原因：（1）與「老」還有一段距離，還沒有那麼大的急迫性；

（2）擔心自己因此被「標籤化」，不願意身份被曝光；（3）不喜歡某些男同志族

群的特質（如喜愛八卦、評論他人是非等），而不想要和一群男同志生活在一起。

總之，無論受訪者或其他的同志族群對此老年同志社區構想有何不同的看法、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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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在台灣其可行性如何，至少這樣的社區生活概念有待政府、同志運動者、老人

福利專家學者及社會大眾進行更多的思考及討論。 

 

（二）伴侶關係網絡 

受訪者呈現的是「期待未來的感情」或「對感情不期待」兩種不同的思考圖

像，期待未來感情的人，無論現在是否擁有伴侶關係或單身，他們期待的關係本

質是「長久、穩定關係」，而基礎的功能是「彼此照顧、相互支持」，進一步的功

能則有受訪者期待能夠「執子之手，與子偕老」。不過，也有幾位受訪者分享他

們在「老少關係」（對方年輕較輕）中的情感經驗，有些人提到了潛在的危機：（1）

基於經濟能力、社會歷練、心理成熟度等的差距，年輕的一方往往對他們有較大

的依賴感（ex.金錢、情感上）；（2）他們擔心的是，一旦自己無法讓對方依賴（ex.

經濟能力降低、身體失能）時，對方是否有能力可以自己照顧自己；而此狀態一

直持續，則此種關係就會顯得脆弱、不平衡。此外，當他們期待的長久、穩定關

係缺乏「法定關係」的認可時，相對而言就無法享有許多相關的社會權保障。 

至於表達「對感情不期待」的受訪者，產生此想法的原因是：（1）覺得男同

志年老即代表「市場價值」的喪失；（2）有些男同志是「性關係」重於「情感關

係」；（3）覺得男同志圈內感情的「分分合合」而並不期待穩定的關係；（4）上

一段感情的經驗，而較不敢期待下一段感情的到來；（5）身為家庭照顧者的負擔，

減少了對情感關係可投注的心力。 

 

（三）婚姻∕原生家庭網絡 

    對某些中年男同志來說，原生或婚姻家庭的支持網絡在其老年生活中仍具有

一定的支持角色，因此分為婚姻家庭及原生家庭兩類加以分析。 

1. 婚姻家庭∕代間關係的老年想像 

    在台灣社會脈絡中，中年的男同志因為其所處的世代（cohort）環境往往面

臨較大的婚姻壓力，因而許多人選擇「異性婚姻」，本研究亦訪問三位已婚的男

同志，他們便提到了關於其家庭生活的老年想像，包括了「在新的環境過老年生

活」、「先讓孩子長大獨立再說（還沒想那麼遠）」、「含飴弄孫享清福」及「雙重

關係的平衡」等；以傳統「家庭生命週期」的觀點來看，他們正處於「調整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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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並學習教養子女」的階段，當焦點還放在對配偶或子女的陪伴時，他們所想

像到的比較是那個一、二十年之內的「未來」，而不是他們所認知那個更遙遠的

「老年」。 

    進一步比較三位已婚男同志的差異，研究者發現，樣本 J、H較相似的是，

目前雖維持穩定的婚姻家庭關係且尚無離婚打算，但仍維繫同志伴侶的關係，仍

期望將來能和自己的同志伴侶一起共度老年生活，至於樣本 K則因為過去的圈

內生活經驗，使其看淡男同志感情的無法長久，因此不但完全以家庭生活為重，

也幾乎放棄了同志圈的社交網絡，所刻畫的老年圖像更接近於一般的異性戀成

人，甚至還有傳統的「子女孝養」、「含飴弄孫」等觀念。 

2. 原生家庭關係的老年想像 

    受訪者並未皆與父母或手足等親屬同住，互動、往來的頻率也未必非常高，

但由於多年來大都維持正向的互動關係，因此有些受訪者表示老年生活仍缺少不

了原生家庭的互助關係。 

（1） 手足間的相互支持 

    樣本 D、I想像到老年手足的支持功能，他們有此期待大致的原因是 ○1 現在

良好的手足關係立下重要的基礎：基於上述的描述，以及第六章「老年準備」的

分析也將提到，兩位受訪者表示，會期待老年的手足支持，是因為他們現在與手

足間有良好的互動關係，而現在的手足關係維繫也有助於在將來老年生活時發揮

支持的功能；○2 朋友網絡的支持功能較薄弱：與樣本 D較不同的是，樣本 I與同

志及異性戀朋友的互動較少，他表示，除了自己獨居或者和手足共同生活之外，

另外的選擇就是住到一般的養老機構。 

（2）成為父母的老年支持 

    在老年的原生家庭關係上，男同志也有可能成為他人（年老父母）的支持來

源，樣本 G就表示，想到老年生活最大的擔心就是自己的父母，因而他希望年

老時還能夠照顧自己的父母，尤其是經濟生活上的滿足是最基本的；進一步思

考，除了因較無婚姻家庭的生活重心之外，在重視孝道及傳宗接代的中國傳統觀

念下，沒有子女的男同志無法完成傳宗接代的「責任」，因此而對年老父母付出

更多的孝心以作為一種「補償」，更強化自己「孝子」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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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支持網絡」的再思考 

    進一步分析中年男同志對於社會支持網絡的老年想像，則還有三個重要的發

現：（1）由於沒有家庭、子女的牽絆，中年男同志（選擇異性婚姻者除外）認為

朋友及伴侶關係的重要性高於婚姻∕原生家庭關係；（2）隨著年紀漸長，中年男

同志會將重心由性生活∕性需求漸轉移至朋友網絡或伴侶關係的維繫上；（3）對

於老年生活，中年男同志較不期待正式體系（如政府部門、民間組織等）提供的

支持功能，他們認為台灣的老人福利制度做得不夠好，覺得「靠自己」比較重要。

不過，若要更有效發揮正式支持體系的功能，大致有兩種實踐策略：（1）擴充現

有老人福利服務機構的功能，擴大其服務之案主群，關注到老年同志的需求及權

益促進；（2）發展新的同志老人機構或相關的支持性團體。 

 

 

二、社會參與的想像 

關於老年生活的理想圖像，除了最重要的非正式社會支持網絡之外，受訪的

中年男同志還提及許多關於老年社會參與的期待，包括了「參與志願服務」、「自

己出錢出力貢獻社會」、「老年的再教育」、「工作者角色的延續」及「休閒活動與

興趣」等五類，其中，「工作者角色的延續」及從事「休閒活動與興趣」此兩部

分還具有「為老年作準備」的意涵。在這些社會參與的想像中，除了能增加老年

時社會接觸的機會之外，更重要的目的是達到自我成長、自我實現。不過，受訪

者提及的社會參與管道，並不限定於同志社群中，通常是以其個人的能力、需求

或有興趣的事物做為考量。 

不過，無論將來選擇「公開」或「隱藏」其男同志身份，同志老年時的社會

參與可能會面臨一些障礙：（1）進入一般的社會參與管道，但因同志身份而在其

中感到被排斥；（2）直接不適合於同志老人加入的社會參與（如在情人節舉辦老

夫老妻的結婚週年紀念活動）；（3）接受老年同志參與的管道，但無法滿足其特

殊需求（例如在關於老年人生活的相關講習或座談中，談及老年夫妻的關係調

適，對於參加的老年同志伴侶未必能受益）。至於將來的老年同志從事社會參與

時是否能享有「無障礙空間」，有待現有環境的改善，使老年同志能夠平等的參

與各種一般老人或專屬於同性戀老人的社會活動，而不再需要「躲在衣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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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老年想像的焦慮、擔心或害怕 

「對很多人而言，他們覺得老年對 gay是一個很殘忍的事情，我甚至有

一個朋友，他算是我們國內很知名的人，我大概認識了十五年，他跟我講說：

我只要活到四十歲，他說，四十歲之後對 gay簡直是一個…不是人過的生活，

他覺得他不要，可是他現在已經四十五啦，他還是活著啊，也沒有去尋死啊。」 

－－摘自樣本 H（p.19） 

當中年男同志在刻畫心中對老年生活的理想圖像時，其背後是否還隱藏某些

焦慮、擔心，甚至是懼怕，例如老了、醜了而不再吸引人？孤單寂寞而無人相伴？

重病而無人照顧或是連累他人？大體說來，受訪者對於老年生活的擔憂，大致有

「害怕疾病與死亡」、「怕醜」、「怕失去外在吸引力」、「擔心一個人生活的孤單」、

「擔心自己的家人」等部分；其中，和異性戀者相似的是，到了中、老年階段，

年紀增長但身體健康可能逐漸衰退，無論是自己或周圍的朋友，往往對「疾病」

或「死亡」的感受更深刻、更加迫近，至於「怕醜」及「怕失去吸引力」則意味

著男同志族群對於外在身體意象的態度，這些部分也正是他們的老年想像中談論

最多，感到最害怕、焦慮的事物；隨著生命歷程的向前推進，面對這些可能發生、

令他們憂慮的事，每個人會以不同的態度來回應，樂觀或悲觀、積極或消極，就

在一念之間…… 

（一）疾病與死亡的逼近 

    在人的一生中，生、老、病、死是個必經的過程，在逐漸邁向老化的階段，

中年男同志也開始感受到疾病或死亡的逼近，除了和一般異性戀者一樣會想像到

某些疾病的產生、失能而無人照顧、甚至面臨死亡等情形之外，有幾位受訪者對

「疾病」及「死亡」所聯想到的是「愛滋病」，因此在以下的段落也將探討此特

殊的議題。 

1. 重病的想像 

（1）擔心的問題 

當這群中年男同志想像自己的老年生活時，不是只有想到和朋友如何互相照

顧、如何經營伴侶關係，他們似乎也看到了自己走向衰老、重病的可能性，Kimmel 

& Sang（1995：207）指出，中年男同志已逐漸開始懼怕身體的疾病，並關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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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的問題，而有心理上的危機感；在受訪者中，當談及對於「疾病或死亡」的擔

心或害怕時，許多人覺得自己不怕「死亡」，也不怕「生病」，而是怕「生重病」，

如果身體失能程度並不嚴重，可以維持一定的生活自理能力時，或許還可接受，

如果健康的衰退、身體的老化到一個自己無法控制的地步，這就會令他們感到擔

心，而擔心的問題面向主要是： 

○1  身體上的痛苦、生活的不便 

重病所造成的影響，不但是身體所受的痛苦或折磨，也會影響原本的生活規

律，若自己還期待老年時延續工作者的角色，那麼重病可能也影響工作能力： 

「…如果是還可醫治的，只是一段時間的疾病，那還ok，反正就是等到

病養好了再說，如果已經是那種長期性的病，譬如說有風濕痛，痛到不能走

了，我覺得那樣子的話活著就沒什麼樂趣了，因為影響到生活了…我現在比

較怕的是，有時候出車禍啊，變成植物人，那麼自己想死又不能死，那是最

可怕的…然後，有人就有人，沒有人也就算了。」（樣本E，p.2、6、13） 

「如果老了，我還可以作自己喜歡的事，還能夠照顧自己的話，這樣我

就覺得 ok…也許哪天真的做了輪椅，我可能還會嘗試著用嘴巴敲著鍵盤，去

創作一些東西，如果那樣也不可能，我就覺得活著真的就沒意思了。」（樣本

G，p.9） 

「其實擔心的是這個，就會想說，萬一真的重病，那樣是蠻可憐的，我

覺得比死亡還可怕，就是重病的時候才可怕，你沒辦法工作了－因為生病，

所以就不快樂，整天就躺在床上，等於就是已經沒有用了啦，怕的是這樣，

而不是說現在年紀大了怎麼還在工作，這個我一點都不擔心。」（樣本 F，p.3） 

○2  重病時無人照顧 

隨著社會的快速變遷，單身未婚、離婚或分居、子女棄養、喪偶、核心家庭

增多等趨勢，將來老年人獨居的比例可能會越來越高，尤其是同志族群，通常沒

有自己的子女，老年時若沒有長期伴侶關係，獨居的可能性更高，當周圍的正式

或非正式支持網絡不夠健全時，身體失能的老年男同志乏人照顧，是老年生活很

大的危機： 

「因為我怕一個人，將來沒人照顧，怕有些時候真的要喝杯水、吃個飯、

吃個藥都沒有人照料的時候…機件老舊了總有不方便的時候，那麼這是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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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擔心的。」（樣本D，p.6） 

「我不會怕死，但是很怕老了重病，我覺得那樣很悲哀啊，也沒有兒子，

沒有其他東西，一個人怎麼辦？」（樣本F，p.9） 

樣本 F還提到自己一個朋友的例子，是個已婚男同志，現在生重病了，即使

有親生的兒子，也不願意照顧他，一樣落得孤單一人： 

「我有一個朋友，年紀比我大一點，他現在有糖尿病了，就沒在工作啦，

他還有結婚耶，可是他兒子也是把他一個人放在那裡，讓他去住那種養老院，

我有一次去看他，那樣真的很可憐耶，他也只能住在那邊，不然你要他怎麼

辦？..」（樣本 F，p.3） 

正如在本章第一節討論「社會支持網絡」時，一些受訪者提到，覺得台灣的

老人福利做得還不夠好，他們不敢期待政府的協助，只希望靠自己，或者是朋友

網絡的支持功能，覺得有強大的朋友網絡支持及自我照顧的能力，生活就不虞匱

乏，然而當真正遇到重病而需人照顧時，有些人便開始擔心無人照顧的問題；在

台灣的現有環境中，老人照顧資源的開發與整合還有很大的努力空間，目前的正

式或非正式照顧體系，恐怕難以因應未來龐大的長期照護需求，況且將來失能的

老年同志也是長期照護服務的需求人口，只是，當失能的老年同志身旁無人照顧

時，儘管他們能夠就近獲得正式服務體系的資源，但還可能面臨照顧過程中的性

傾向歧視等其他問題，的確令人擔憂。 

○3  擔心重病而連累別人 

除了自己的身體感覺痛苦之外，有些受訪者擔心因此而連累別人，可能因為

生病而仰賴家人的照顧，或者經濟上、醫療費用上的負擔等，而使家人感到困擾： 

「…因為我懼怕的是，第一點，如果我還有感覺的話，那麼會是很痛苦

的，如果你感覺到會帶給人家困擾，我覺得帶給人家困擾是不必要的。」（樣

本 E，p.8） 

「其實我並不怕老，因為我自己本身當醫生，我只怕自己老的時候會牽

累到別人…」（樣本 G，p.9） 

（2）面對重病時的回應策略 

當上述這些受訪者普遍擔心老年重病的問題時，他們思考了不同的因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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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包括了由自己照顧自己、請他人照顧，或者乾脆想要自殺，結果發現，他們

都並無提及自己失能時由朋友或伴侶等非正式體系提供照顧的可能性。 

○1  自己照顧自己 

樣本 E、F就表示，即使生了重病，如果自己還有能力的話，盡量自我獨立，

不要依賴別人的照顧： 

「我覺得我不是那種生病就要人照顧的，我覺得說如果生病了，盡量就

是自己照顧自己。」（樣本 E，p.7） 

「…當然啦，我相信我如果生病了，身邊至少還有兄弟姊妹啦，可是大

家也都各自生活了，再怎麼樣，你若生病了還是要自己想辦法啊…」（樣本 F，

p.4） 

○2  由他人來照顧 

當樣本 D、F擔心重病而無人照顧時，樣本 G就認為，如果真的失能，尤其

又是一個人獨居時，可以請別人來照顧，但前提是要有足夠的經濟能力才足以負

擔照顧的費用： 

「..老了如果一個人住的時候，這時你的經濟能力一定要好，一定得要

請人幫你照顧你的老年生活。」（樣本G，p.2） 

根據訪談時所瞭解的資訊，樣本 G目前有相當高的經濟收入，在受訪者十

二位中年男同志當中，算是經濟能力偏高者，老年生活對他而言並不擔心貧窮的

問題，但研究者則思考到，如果同樣的嚴重失能且單身或獨居的情況出現在一個

經濟上較為弱勢的老年同志身上，那麼較高額的照顧費用對他來講可能就是個經

濟上的負擔，還必須在政府、民間營利或非營利組織等不同的服務體系中做選擇。 

○3  選擇結束生命 

    當他們重病，無論是否有人照顧，可是已經影響生活品質，甚至有種等死的

感覺時，多數受訪者認為，恐怕那時候的生命將不再有價值，想要選擇自我了斷： 

「…譬如說我得了 cancer，我會想說我趕快去玩一玩，玩到不能動了就

趕快走了，我會想要自殺，我是會贊成安樂死的…」（樣本 E，p.6） 

「當一個gay，如果你自己還要去拖累別人的話，身體上不行的話，那

你還活著幹嘛？你倒不如自己把自己解決掉算了…在我的生命裡面，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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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活過輝煌過…我也不想要真的活得很久。」（樣本G，p.5） 

然而，真正想到輕生念頭時，心中又感到矛盾，不想因為如此給周圍的人帶

來傷害： 

「…那麼我也想過，老一點的時候是不是該自殺，要不然怎麼過下去？

如果沒有感情的話⋯不然怎麼辦？自己也沒辦法動了，難道變成行屍走肉一

樣啊，我想我不會選擇那樣子，但是我並不覺得我有勇氣自殺，自殺是一種

傷害，傷害旁邊的人…」（樣本 A，p.18） 

由此可見，他們未必非常擔心疾病的到來，而是當重病的程度已影響了生活

品質、降低行動能力，或者無法從事自己喜歡的事物時，就覺得失去了生命的意

義感，寧可趕快離開人世，正如樣本 F所言：「…如果今天…我的身體有什麼意

外了，我不希望說在那邊等死，我不喜歡那種感覺…（p.2）」。其實，不只是中

年男同志，一般人一樣怕老、怕病，擔心自己病到只能躺在床上受人照顧，如果

又是長期的慢性病，就像是在等死的感覺。 

 

2. 死亡的想像：以平常心面對 

    大部分受訪者覺得並沒有那麼「怕死」，而是怕「生重病」，比較怕健康情形

惡化而影響老年生活的品質，至於面對自己或親友的死亡，並非是非常悲傷的

事，而是人生所必經的過程： 

「面對『死亡』這個東西，我是不會怕啦，如果真的碰到就碰到了，所

以我現在看到周遭的朋友，譬如昨天看到他還很好，今天就去了，我不會很

驚訝，我也不會很傷心耶，就覺得人的生命就是這樣子，我周圍的朋友離開

的太多啦，我電話簿上的名字是一個一個慢慢劃掉耶，有的還甚至比我年輕

耶！」（樣本 F，p.2） 

「死亡…我倒不會，我覺得，我覺得我這輩子活的呢，也還算精彩啦，

可以看到的呢，可以得到的呢，通通都有過，所以現在呢，即便是死了也沒

有什麼遺憾，沒什麼遺憾，然後…對愛情沒產什麼幻想，尤其是老年人了。」

（樣本 I，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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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討論：「愛滋」的疾病與死亡想像 

    一般在異性戀社群中對於老年疾病或死亡想像，「愛滋病」並非是個顯著的

焦點，至於同志社群的情況，回顧過去歷史，從 1980 年代至今，愛滋感染的陰

影一直籠罩在許多國家的男同志族群當中，並非感染者的比例或數量絕對高於異

性戀者，困擾在於此疾病附帶而來的污名、歧視、刻板印象等，因為「恐同症」

（Homophobia）13而更加被強化，使許多感染愛滋的男同志被迫與整個大環境疏

離；對老年男同志來說，朋友或伴侶的死亡更使得原有的朋友網絡減少（Kimmel 

& Sang，1995）；由於在本研究中，訪問了一位愛滋感染者（樣本L），對於愛滋

的相關議題及生命經驗談論得較多，另一方面，其他的受訪者，雖然沒有感染愛

滋，但有些人特別擔心、焦慮這方面的事（樣本H、K），因此，愛滋病對他們造

成不小的威脅。 

（1）非愛滋感染者的老年想像：對愛滋的恐懼  

樣本 H、K 不是愛滋感染者，但他們目睹周圍朋友感染愛滋的經歷，覺得這

種疾病的死亡威脅是男同志圈裡的恐慌，隨著時間的改變，似乎那個擔心的程度

不減反增，樣本 H還認為，即使現在有固定交往的伴侶，也不敢完全信任對方

都不會有身體上的出軌： 

「其實最…最擔心的一個問題喔，其實還是我們同志圈的…健康問題，

就直接說…愛滋這種問題好了，因為我覺得它…我覺得有那種…越來越靠近

的那種感覺啊。因為我覺得從早期好像聽到一個報導阿…後來就變成說你熟

悉的朋友，有點像那種蔓延..像水淹過來的那種感覺，這是我比較有一點恐慌

的啦，就算你跟你伴侶生活在一起，你也不能保證，他有沒有去做一些什麼

行為..什麼時候這種問題會在你身上發生，我們都很難預料。」（樣本H，p.7） 

「…以前去玩都會比較說不怕，現在，比如我去跟人家接觸一次，就會

怕玩到這個會不會是是有愛滋病的…可能老了會怕，怕死吧，因為怕所以現

在比較不敢玩，就是怕比較會被傳染啦。」（樣本K，p.10） 

恐懼的不只是怕傳染、懼怕死亡，更怕的是他人的異樣眼光，而當自己喜歡

                                                 
13 「恐同症」是指在沒有任何理性思考或依據之下，而對同性戀產生的厭惡或仇恨，以及對同

性戀抱持的偏見－例如同性戀者都是性濫交的人、同性戀者都有愛滋病等等。資料來源：參考

並修改自 2003 年台北同玩節之「認識同志手冊」（台北市政府民政局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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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欣賞別人的時候，又會恐懼發生性行為時被傳染，形成一種矛盾心理： 

「本身對於死亡比較會恐懼啦，而且萬一得到病的話，也是比較不好聽

啦..年紀越大，那個病越來越流行…然後你越怕越不敢玩，比如說這個人我喜

歡，可是喜歡又有點怕，變成又愛又怕這種感覺，很矛盾阿。」（樣本K，p.10） 

 

（2）愛滋感染者的老年想像：正視死亡、活在當下 

◎ 害怕死亡但學習接受 

認真去思考「死亡」的問題時，樣本 L受訪時強調，他在這段時間花了很

多心力，藉由內在自我探索的方式去面對這樣的課題，他慢慢學習到，懂得如何

正視那個「害怕」，不去逃避，而用更正向的態度去接受它，接受這個疾病所帶

來的死亡威脅： 

「…那你說對老年，你當然就是對死亡的害怕嘛，可是那個害怕是盡力

去接受，我覺得那個害怕，不是說你今天不去怕了，就沒事了，它一直在那

邊。」（樣本 L，p.6） 

◎ 「活在當下」的生命態度 

當他學習面對死亡、接受死亡之後，重新找到了生命的動力，對他而言，想

到老年生活，實在遙不可及，重要的是如何讓現在的自己過得有意義、有價值： 

「規劃…想到五年後、十年後會怎樣，一個是，可能我的生命，我不敢

預期會多久，那……但是也看到很多的前輩是雖然得病也活了十幾年，二十

年都有…如果按照現存在世界上，有愛滋的人，好像大部分能活個十幾年到

二十幾年，那我可能到六十歲就掛了阿…所以我只能說，我現在只想到我現

在的日子，是按照我要的日子去過。」（樣本L，p.2、7） 

當其他的中年男同志想像到許多老年生活的情景時，樣本 L雖然也提到了

一些自己的想像，不過，身為一名愛滋感染者，由於疾病而帶來的死亡威脅，令

他不敢預期自己能夠活多久，因此他表示，現在是以「活在當下」的態度好好把

握現在擁有的生活，對於老年生活的健康、重病或死亡，現在不會去想那麼多了。  

由於樣本 L在受訪時表示，現在交往的伴侶在也是個愛滋帶原者（未曾發

病過），兩人年紀相近（約四十歲上下），兩人已經交往約七年的時間，目前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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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一起，都是在近兩、三年內發現自己感染愛滋，我們可以進一步做假設，

如果他們情況良好，能活到五、六十多歲以後，可能因著身體逐漸衰老，或者到

了病毒發病的階段，使伴侶兩人或其中一人會因身體失能而有被照顧的需求，若

又是形成伴侶之間的「配偶照顧」形式，那麼將如 Pearlin et al.（1988）所言，

當愛滋照顧者本身也是個愛滋感染者時，會面臨更大的挑戰，因為他們可能會涉

入過多的照顧工作中，面對更大的照顧負荷及壓力，照顧者會因照顧過程中的付

出而使自己的身體健康也受到影響，但 Folkman et al.（1992）認為這種特殊的照

顧關係也可能產生正向的附加作用，譬如藉著將焦點放在照顧工作所關心的活動

與事物上，而拋開對自身疾病的注意力（引自 Paul et al.，1995：369）。 

 

再分析 

◎ 愛滋的疾病與死亡想像：生命歷程觀點的透視 

文獻指出，在發展歷程上，男同志可能在中年期的階段就面臨了一般人在老 

年期所面對的發展任務或生命事件，例如愛滋感染者的死亡、喪偶等就是明顯的

例子（Kimmel & Sang，1995；Kooden，1997），生命歷程觀點強調了不同個體

間發展歷程的變異性，以及社會環境脈絡的影響，對樣本 L 來說，想到老年生

活，是很遙遠的事，他現在已經在學習面對比老年生活更後面的「死亡」關卡，

雖然目前藉由愛滋藥物已將健康狀況控制得較穩定，但實際上每個愛滋感染者的

存活壽命並不一定，亦即，無法確知「死亡」何時來臨，他們比其他中年男同志

經歷較不一樣、非慣常性（non-normative）的生命經驗，明顯感受到額外的壓力，

因而他們對老年生活的想像也有些相異的態度或看法。在第六章關於「老年準備」

的內容中，也將分析愛滋感染者的中年男同志在某些老年準備內容項目上（如志

願服務參與、健康維持等）的特殊情形。 

 

（二）怕自己變醜… 

◎ 從「愛美」談起 

若我們觀察時下許多討論女性議題的書籍、雜誌或廣告媒體，不難發現，大

家會去強調「愛美是女人的天性」這樣的觀念，從古至今，女性的愛美似乎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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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經地義的事。隨著社會觀念的改變，關於「愛美」、「抗老化」的重視不再只是

女性的專利，從國內的 GQ、Men’s Uno等男性時尚雜誌的風行，到男性香水、

保養品的紛紛出爐，以及健身房中絕大多數的男性消費者（無論是異性戀男性或

男同志），即代表了現代人逐漸接受「愛美」也是男人的專利。進一步觀察男同

志族群，雖然國內並未有實證資料顯示男同志「愛美」的程度是否更勝於異性戀

男女或女同志，但由許多男同志的自身經驗中，他們發現「愛美」也是男同志族

群中顯著的文化特質之一，例如： 

「在男同志圈子內，有很多人會上健身房運動，那不叫做保養身體，那

叫做保養你的臉、保養外貌…」（樣本 F，p.4） 

在訪問過程中幾位受訪者強調，很多習慣上健身房的男同志，他們之所以那

麼努力去健身，除了希望自己在外型上更有魅力、更吸引人之外，他們表示，其

實骨子裡隱藏的就是「自戀」的性格特質，希望自己站在鏡子面前時，全身上下

有完美的線條、結實的肌肉而沒有身材上的瑕疵，正如樣本 F所提，像健身房這

樣的場所，男同志去的主要目的是外型的「保養」；另外，也有些男同志會特別

注重皮膚的保養、穿著的美觀等。從「愛美」談起，是因為它和「怕醜」乃是一

體的兩面，面對老化的到來，在著重外貌形象的男同志文化裡，「醜」對某些中、

老年男同志而言會造成一定程度的威脅。 

◎ 怕老是因為怕醜 

如果單單只是愛美、自戀的性格特質，那麼許多較注意皮膚保養、穿著或健

身的異性戀男性，則男同志無異，然而當那個「老」越來越接近時，對於中年男

同志而言，「怕老」似乎就與「怕醜」劃上了等號： 

（問：很多人會打扮得比較年輕，或者會去健身房等等，原因是…？）

「就是不希望自己看起來老，其實同志都很在乎自己看起來是否變老、變醜

了，跟是否找得到人沒有關係，就是單純地喜歡自己好看…對老的害怕大概

只有在『醜』而已，像身體健康，我覺得並沒有那麼地在乎，甚至碰到一、

兩個比較會保養的，我們就會在旁邊講說：『啊，那個人好怕死！』，其實不

見得他比較怕死，是說他比較會養生啦，譬如在平常就不吃油炸的、＞不吃

辣的…」（樣本E，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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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因為怕醜，樣本 E表示自己曾經只想要活到三十歲，因為三十歲以後

就會變醜，難以接受自己，而當自己現在還是活到四十歲時，覺得既然有可能活

到更老，那麼老的時候就要想辦法讓自己美美的： 

「…我在十幾、二十幾歲的時候，覺得我只要活到三十歲，因為我也覺

得我很怕老，我覺得老了以後會很醜，我覺得我只要活到三十歲我就要自殺，

不要活了…然後到三十幾歲的時候…到最後就會想說，你看那個 John 

Collin，到了六十歲還是美美的，或許我也可以吧？」（樣本 E，p.4） 

    有些中、老年男同志雖然很清楚自己的年紀到了，沒有以前那個年輕的外貌

或身材，雖然他們看似接受這樣的事實，但是心裡其實很在意別人對他們的看

法，可能一句稱讚（例如「你都沒變」、「你還很年輕」等），無論是表面或是發

自內心的讚美，在那樣的對話中，多少會令他們感到很開心、很舒服： 

「…甚至像我碰到一些五、六十歲的，以前認識很久了，當初我認識那

時候他們才三、四十歲，現在已經五、六十歲，見了面，通常都會講說：『x x

大哥，你都沒變⋯』，他們聽了會很開心，其實我也一樣啊，人家跟我講說我

都沒變時，嘴巴上會講說：『哪有沒變？都老了！』，可是心裡頭是很開心的。」

（樣本 E，p.16） 

◎ 當「怕醜」遇見「死亡」：一種悲劇裡的幸福感 

中年男同志不只擔心自己老了會變醜，有些人還希望死亡到來的那一刻也不 

要死的很醜，同志作家許佑生就有一段相當貼切的描述： 

「…早年我自己身為同志身分，帶給我很痛苦的青春期成長，但是想不

到這個身分，在我長大成人之後，反而救了我一命，作為一個同志，有很多

對於美感的需求會比較強烈，大概是怕死得很醜，所以在潛意識裡，即使非

常想死的時候，都沒有想到要選擇跳樓，死得很狼狽，那時候我自己做鬼都

不想看我自己一眼，我怎麼忍心讓別人來收拾我？也許是這個很奇怪的念

頭，我選擇的方式基本上是比較柔性自殺，還有機會救回來，從同志愛美的

這個角度來看，確實是有一些悲劇裡面的幸福感。」14

這段文字是許佑生曾受邀於公視節目〈週二不讀書〉中接受訪問的內容，探

討關於「自殺與死亡」的問題，他分享自己面對中度憂鬱症一路走來的心路歷程，

                                                 
14 詳見網頁 http://www.pts.org.tw/~web01/tuesday/p_0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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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雖曾有多次的自殺念頭，但很驚訝地發現，身為男同志的愛美特質，竟

因此救了他一命。在本研究中也有這樣的發現，先前的段落已提及，樣本 E表

示自己曾經只想活到三十歲，因為他覺得三十歲以後會「變醜」，而樣本 I在訪

談時進一步表示，他雖然會擔心將來的重病、需人照顧，或者是死亡，但那個「怕

死」，心裡在意的其實是「不想死得很醜」，可見愛美的天性，在面對死亡到來時

仍表露無遺： 

「…如果變成雞皮鶴髮，我大概不想要活了，我大概跟別人不太一樣

吧，所以張國榮跳樓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覺得喔，他們都不願意讓自己那

種非常醜陋的容顏繼續留在這個世界上面，所以劉文正七早八早就…梅豔芳

她也老早就知道她自己有子宮頸癌阿，她就不願意去看了嘛，對阿…想到老

就會聯想到什麼時候會死掉，我一想到的就是，不要死的很難看嘛，所以身

體要好，就像宋美齡一樣，一覺起來就不見了，這樣子就很好啊。」（樣本I，

p.26、30） 

    根據樣本 I當時的想法，他所比喻的「雞皮鶴髮」是形容自己「老得很醜」

的時候，而那個「很醜」，是由於身體的自然衰老或是由於疾病，致使外貌、體

型改變，低於自己原本所認定的「帥」、「美」、「好看」等的標準；雖然在作家許

佑生認為跳樓自殺是個很醜、很狼狽的死法，但是根據樣本 I的看法，他覺得張

國榮若不在當時選擇自殺，那麼憂鬱症的困擾將更嚴重影響他往後的生活，可能

會被人看到一個「更醜的容貌」，因此他認為，去年相繼過世的張國榮、梅豔芳

等知名藝人為例，無論是自殺或病逝，都巧妙地選擇在最「美」的時候離開，恰

似日本人的「櫻花精神」，即使生命走到了盡頭，也要選擇在綻放得最美麗、最

燦爛的那一刻結束；作家許佑生以「悲劇裡的幸福感」來形容自己這種面對死亡

還堅持的「美感」，不但與部分受訪者有相似的想法，其實也刻畫出男同志圈內

許多人的老年或死亡想像。 

 

再分析 

◎ 性別特質的思考與顛覆 

對中年男同志而言，「怕醜」是他們「怕老」的一個重要層面，至於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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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可由性別特質談起： 

「…尤其女人跟同志在這個方面就可以化為同類，例如用很多的化妝

品、去曬太陽、用很多的外在衣物來裝飾…」（樣本 D，p.17） 

樣本 D所指出的是外顯行為上男同志和一般女性的某些相近之處，這是表

面上的某個現象，但背後的意涵需要進一步的分析。在關於同性戀的科學研究

上，許多專家努力尋找任何和同性戀有關的可能成因，無論是心理學、醫學、遺

傳學或生物學等等，而在生物學研究中，有個著名的例子，就是 Simon Le Vay

在 1991 年針對腦部下視丘的研究，他發現同性戀男性的腦部丘腦下部某個稱為

INAH-3的部分，其大小和女性的 INAH-3約略相同，似乎暗示了同性戀男性的

INAH-3某種意義上是「女性化」的，因而聲稱其找到了成為同性戀者的「先天

證據」，另外，精神分析研究中，如 Sigmund Freud提出的觀點－伊底帕斯情結

（The Oedipal Complex），認為男同性戀是由於與母親關係親密而與父親關係疏

遠所致，進而內化了母親的女性角色（江明親譯，2003：149-157），諸如此類，

這些觀點顯然遭到許多方法論上的批判，在此不加以詳述，更重要的是，研究背

後的前提假設，令人質疑研究者想要找到男同志和女性相似的先天特徵以作為證

據，而強化了「性傾向」與「性別認同」、「性別氣質」混為一談的危機。科學研

究的預設如此，一般異性戀者的刻板印象亦不斷在社會環境中被加以建構，許多

人將某些男同志對於外在身體形象著重而表現的行為（例如健身、使用保養品、

較注重穿著等）歸因於「和女人一樣」，注重「美感」的女性化特質，亦即他們

把男同志幾乎等同於「認同自己是個女人」；其實，就性別特質及社會學習論以

觀之，無論性傾向為何，每個人的內在都有所謂的男性化、女性化以及較中性的

特質，只是程度上的不同，然而從兒童到青少年的發展階段，刻板化的性別教育

方式，加上對他人的觀察、模仿與認同，使得多數人在此關鍵階段學習並強化了

應與自己生理性別「符合」的性別角色、特質及外在行為，這種社會建構過程，

若又缺乏對同性戀的接納與瞭解，很容易產生對於男同志的「女性化歸因」。 

在社會學、心理學等相關領域已發現，大多數的男同性戀者並非具有「女性

的性別認同」（但唐謨譯，2001：283-284），雖然許多男同性戀者的確有較明顯

的女性化特質，正如樣本D提到：「…尤其是男同志族群，在男性族群當中又是

屬於比較敏感的、比較流行的，屬於比較懂得自我要求、自我裝飾的，但不是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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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只是相對來說會比較明顯..（p.19）」，在本章第一節也談到，有些受訪者在

談到老化現象的觀察時，使用的是「打扮」這樣屬於女性群體較常運用的詞彙，

但即便如此，亦不能因此斷定男同性戀者就是個「女人」，也並非每個男同志都

具有較細膩、較敏感的女性化特質；簡而言之，他們仍是生理上的「男性」，喜

歡的也是和他們生理性別相同的人，至於在外顯行為中和許多女性相類似之處，

較適切的解釋應為，男同志普遍較不受到異性戀∕父權體制下之性別角色規範、

性別特質二元化框架所束縛，無論在先天條件上男性化特質或女性化特質的高低

程度如何，顯然都更敢於表達自我內在屬於中性或者女性化特質的部分，展現於

外在行為，就較容易令人感覺，男同志有明顯的「愛美」形象，Pope et al.（2000）

認為，像練健身這種外在美的著重，異性戀男性在程度上並不輸於男同志，但許

多研究發現，其實男同志比起異性戀男人更有能力去接觸、去表達他們對於身體

形象的感覺（但唐謨譯，2001：294）。因此，借用性別特質的討論觀點，觀察某

些男同志的「怕老」焦慮，可以說，類似於許多愛美的女性，總不希望自己越來

越像個「黃臉婆」，因而藉由使用保養品、健身、注重衣著，或者曬個現在最流

行的「古銅色」肌膚等，甚至連死亡都要注重「美感」，所怕的就是自己的身體

形象不夠完美，而盡可能去延緩老化特徵的出現。無論愛美、自戀或者女性化的

特質在男同志族群中佔有多少的比例，無論其明顯的程度是否高於異性戀男性，

在此要強調的是，性別特質的角度只是一個可能的思考方向，解釋愛美的原因也

並非絕對重要，男同志的「愛美」特質本無對錯，也不應受到性別刻板印象、性

別認同上的污名化，只是從訪談中得知，當男同志逐漸邁向老化的歷程時，由「愛

美」而反映的「怕醜」，便成為許多人的老化焦慮之一。 

回到本研究受訪者身上，當他們論及男同志基於「怕醜」而「怕老」的現象

時，研究者發現，他們大多描述的是對整個男同志族群的觀察，但並非所有的受

訪者皆認為自己會因為老了變醜而擔心，像樣本 J就覺得：「我不會耶，我不怕

老，因為人到一種年紀，就是一個成長啊，那你再怎麼去拉皮、整型啊，有什麼

用？我是不會去拉啦，因為浪費我的錢，我寧願拿去旅遊…（p.4）」，可見中年

男同志對於「怕醜∕愛美」在乎的程度有所不同，不盡然都因此而產生老化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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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在吸引力降低的焦慮 

◎ 逐漸老化：「男同志市場價值」的降低 

Linde（1994）指出：「中年男同志對性吸引力喪失感到的焦慮，會加速人際

互動中的危機感。」（引自 Hunter et al.，1998），而 Kimmel & Sang（1995）甚至

認為這是男同志的「中年危機」，而且這種性吸引力喪失的危機，可能因為男、

女生理特質的差異，在女同志族群中顯然較少遇到這樣的問題（Berger，1984；

Friend，1991，引自 Hash，2001；Kooden，2000：28）；在先前的段落已提及，

雖然有些中年男同志覺得老了應該會逐漸降低對於「性」方面的重視，但其實他

們仍然擔心吸引力喪失的問題，尤其有些受訪者更感嘆，男同志老了就應該要「退

出市場」，因為他們覺得老了就沒人要、老了就只剩下由別人來挑選的份： 

「…當然我們在年輕的時候，可以遇到我們喜歡的，可以玩，但是到老

了的時候，換人家選擇你了，對不對？..」（樣本 K，p.1） 

「近一兩年，才感覺到年華老去的恐懼阿，我一直覺得這個圈子是非常

殘酷的，你一但過了五十歲以後就沒人會要，根本沒有人會要…」…（問：

可是不是也有一些年輕的人他要的是像你們這種年紀的？）「但問題是我的樣

子看上去他們又覺得不夠老啊，所以那就會變得很尷尬啊。」（樣本I，p.6） 

樣本 H認為這不叫做「擔心」，而是希望老了還能維持市場競爭力： 

「不是擔心，是不太希望自己再胖下去，那也是希望自己看起來很年輕

阿，還可以過很快樂的生活，所謂很快樂的生活就是，可能還可以…要追求

人的時候還很容易阿，呵呵哈哈。」（樣本 H，p.9） 

若直接以性的需求來講，老年男同志多半還有很強的性需求，很多人仍很想

和年輕的男人發生性關係（Berger，1984；Berger & Kelly，1986），樣本 D也覺

得：「…譬如說，一百個年紀較大的男人中，有這樣的性生活的，在異性戀當中

可能只有五個到十個，在同性戀當中，到那個年齡，可能還有三、四十個人，甚

至於到五、六十個人是這樣子的，比例上是的確差距很大…（p.12）」，可是他們

也擔心，如果到了六、七十歲以後所謂「老年」的年紀，可能他們的身體、外貌

就不再能吸引那些年輕的男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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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析 

（一）「男同志市場價值」的再探 

其實，不只中年以上的男同志會有危機感，樣本 C表示，年輕一輩的男同

志也會擔心自己沒有人要、不夠吸引人，也會藉由健身來提高自己的外在吸引力： 

「就我個人所觀察，現在的年輕一輩…他們都比較注重健身，怕自己身材不好就

沒有人要，他們著重的是沒有人要喔！（註：受訪者語氣加重）他不是以自己的

身體健康為考量，是要給別人看的！著眼點就不一樣了…（p.14）」，可見著重外

在/性吸引力的特質未必限定於特定的年齡層，年輕、中年或老年男同志可能都

有某種程度上的焦慮，擔心自己的吸引力不夠，擔心「市場價值」太差。那麼，

到底什麼是男同志圈子中的「市場價值」？以下段落將逐步討論。 

以 Out、The Advocate等國外知名的男同性戀雜誌為例，無論其封面或內頁， 

那些身材姣好的男模特兒照片隨處即是，很明顯展現男同志對於「美型男」、「猛

男」等形象的性慾投射，或者期許自己能像他們一樣，樣本 K就提到了男同志

圈裡明顯的現象： 

「很多圈內的人就是把自己練的很壯啦，胸部很大啦，圈內的人都是比

較喜歡壯的嘛，有肌肉的，有胸部的，所以很多人都有去健身房。喜歡去健

身房的，起碼十個有六個、七個是，比例很高阿，現在大家都注重身材，你

身材好的話，比較多人喜歡阿，你身材不好的話…現在大家都挑身材的。」

（樣本K，p.11） 

另外，樣本 G就覺得，自己這樣的身材一直是圈內的搶手貨： 

「…我到很多場合都被當成搶手貨，因為我的身材很好，我指的是我很

壯、肌肉很緊、皮膚很好，臉又曬得黑黑的，他們都很喜歡啊…（p.13）」 

由樣本 G的自身例子來看，他之所以成為圈內朋友中的搶手貨，是因為他

的「肌肉結實」、「皮膚好」、「膚色黑」是許多男同志所喜歡、欣賞的，而這些外

在吸引力的共同點是，它們都近似於一種「陽剛男子氣概」的表徵。 

另外，Shernoff（2000）指出，許多評論家將男性健身症候群氾濫的情形稱

之為「猛男身材的法西斯主義」（body fascism），在男同志圈內也是盛行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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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最佔上風的，還是臉蛋姣好、身材又像運動明星的人15。在一個外貌至上的

現代社會中，許多異性戀男性很敢於追求外在形象的修飾，同樣，在男同志圈子，

很多人也受到「陰性特質貶抑」及「陽剛特質強化」的影響，有一種缺乏男子氣

概的焦慮感，因而許多人想透過一些方式來修飾自己的外表，而健身就是個顯著

的例子，至於在外貌上，將自己「打扮」得好看一點、帥一點，也往往具有同樣

的動機，就是希望能因此增加對其他男性的性魅力。 

若外在身體形象的特徵（例如刻板印象化的男子氣概、姣好的外貌、較青春

的年紀或身體，甚至是刻板印象中「台客」的外在特質16等），代表著男同志族

群中所謂的「市場價值」時，似乎意味著，在性或情感關係的選擇或維繫上，這

些市場價值較高的人就有較優越的條件，甚至可能有「壟斷市場」的情況，在男

同志的社交圈中吸引眾人的目光。以經濟學的角度來看，讓自己變帥、身材變好，

這種外在身體形象的加分，就像是一種「資本」的累積，有更多的資本，就有較

好的籌碼和他人換取所要的「利潤」（例如性關係、情感關係）。 

因此，相對來說「市場價值」較差的男同志，可能有外在吸引力不足的焦慮，

分析其背後原因，以性別氣質的觀點而論，多少與「男子氣概的認同危機」有關，

在 Pope et al.所著之《猛男情結》一書中就提到，男同志在成長過程中往往承受

了比一般人更多的身體嘲弄（如：娘娘腔的行為或外表），而對於男子氣概的認

同，較缺乏安全感，長大之後，就可能產生對於外表的過度關注情結（但唐謨譯，

2001：284-286），加上「外表」又是男同志社群裡相當注重的一環，因而許多人

選擇健身的方式，就是想要藉此來平衡、填補他們自認缺乏的陽剛男子氣概；就

自我概念的角度來說，當這種外在形象的關注隱含著缺乏某部分的安全感與自信

時，就是一種低自尊、低自我概念的反映，可能是對自己的身材、臉蛋等感到自

卑，或者已經塑造、維持了很好的外在形貌，但仍唯恐自己「市場價值」隨時滑

落，似乎不藉由這些條件，就無法得到他人的認同或青睞。這種內在焦慮，樣本

                                                 
15  參見G&L熱愛雜誌三十六期，2002 年 4月，頁 56-59，及相關網頁
http://inthefray.com/200105/identify/fascism2/fascism2.html、
http://www.gaypsychotherapy.com/Gym_Culture.htm等。 
16 在男同志圈中，「台客」的階級屬性及其具有的一些內、外在特質，成為某些「中產階級」、「菁
英份子」屬性之男同志所偏好或幻想的情慾對象，根據吳文煜（2002：228-229）的研究指出，「台
客」一詞並非同志族群的專有詞彙，是源於日治時期日本人對於在台島民的歧視性稱呼，不過

在男同志圈的語言文化中，「台客」的意涵多半是指「很俗」、「做粗工的」、「像流氓」的特質，

或是「抽煙、喝酒、吃檳榔」的男同志；換個角度來說，這種「台客」的語言文化也和勞工、

中下階級的階級屬性或刻板印象是扣連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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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覺得是因為沒有健康的心理態度：「…我看到很多人對那個東西的害怕，所以

很多人就會去練身材、拉皮之類的，我想拉掉的只是外在，內在還是一樣嘛！你

的內在心理還是不夠健康嘛！…（p.18）」，由此觀之，若有健康的心理、充分的

自信，也不盡然會受到那些市場價值的影響。 

雖然我們根據刻板化的「男同志市場價值」來試圖理解男同志族群為何重視

外在的吸引力，然而實際上，這種市場價值不盡然是男同志文化中的「主流」，

並非所有的男同志都極度愛戀那種猛男的身材、姣好的外貌、青春的年紀（意味

著較年輕的身材、外貌）或「台客」的外在特質…等，Pope et al.提到，雖然今

日許多研究都在證明男同志對於身體的不滿意程度比異性戀嚴重，但事實上那些

數據差異其實微乎其微（但唐謨譯，2001：283），受訪的中年男同志亦大多表示

自己並沒有那麼極力追求外在形象，有些人還強調內在吸引力的重要，然而，當

這種擁抱「外在吸引力」的價值觀一直盛行於男同志圈時，的確令這些中、老年

男同志面臨了危機，正如吳文煜（2002：222）的研究指出，在男同志較常出沒

的公園、戲院、三溫暖等公共空間當中，就實際的「人肉市場」（引自該研究受

訪者的自創詞彙，類似「成功發生性行為的機率」等概念）來看，中、老年男同

志往往處於劣勢的位置，他們很多都是去聊聊天、看看老朋友，找尋對象反而只

是較其次的目的；尤其在本研究中，多數受訪者表示，他們一向喜歡、欣賞比自

己較年輕的對象，有些人的交往對象一向都是比自己年輕的，他們喜歡或交往的

對象，年齡的差距從相差五歲、十歲到二十多歲都有，相較之下，自己的老化現

象往往比較明顯，危機就在於，在性∕愛市場上，對於年輕男同志的外在吸引力

（如外貌、身材或性能力等）可能隨著老化現象的加速而逐漸喪失，居於「市場

價值」中較劣勢的位置。 

 

（二）另一種可能：中、老年男同志也有春天 

在異性戀的社群中，許多中年男性因為較具有成熟、穩重的特質，往往容易

受到二、三十歲年輕女子的仰慕或欣賞，其對異性的魅力不見得輸於年輕的男

性，同樣地，有些受訪者發現，自己越到中年，那種「市場價值」是越來越提高，

正如 Kooden（2000）所言，此刻正是這些中年男同志的黃金時期（Golden Men）： 

1. 男同志的中年：鮮嫩可口的熟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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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幾歲、二十幾歲的大學生我把他稱為青蘋果－外表很香、很鮮嫩可

口，可是咬下去覺得很澀，不甜，像我們這種年紀我們稱為熟蘋果，可是我

們沒有爛，我們外表也看起來還ok，還不錯看，你咬下去覺得都還算鮮嫩可

口的，我們這種年紀應該是屬於這樣，因為我們的智慧、歷練已經到達這種

程度了…我自己的身價好像是水漲船高，越來越高…再下去大概五十幾歲時

就要步入老年時期了，那麼蘋果可能就有點要爛了，感覺上又不一樣。」（樣

本G，p.1、15） 

「其實同志都比較喜歡我們這種年紀的，其實 40幾歲這個年紀比較吃

香，如果到了 60幾歲的話可能就沒有那麼吃香了。一般的話，喜歡中年的是

比較多啦，大概 40幾歲啦，30、40幾歲左右的，年輕的他們都會覺得剛好

這個年紀很成熟，還沒那麼老，思想又成熟，而且工作也比較穩定啦。」（樣

本K，p.23） 

若相較於自己過去的年輕時期，現在的他們顯然是「越老越吃香」，是個「熟

蘋果」，尤其對於那些二、三十歲而喜歡年紀較長的男同志來說，這些中年男同

志通常具備了一些很有價值的條件（如成熟、穩重、經濟能力佳、有安全感等），

而且在身體、性能力方面又還沒有那麼「衰老」。至於這樣的黃金時期是否能夠

延續到六、七十歲以後的「老年期」，則難以評估，也許如同前述段落所言，因

為外在吸引力的喪失而面臨危機，或者，有些人直接用金錢關係來換取感情： 

「譬如我舉一個例子，有個張伯伯，他現在已經六十幾歲了，很少來，

差不多半年來一次，然後每次帶來的小朋友都不一樣，那些小朋友大概都二

十多歲，我知道有些小朋友就是為了錢的方面，因為張伯伯還會買東西給他

們啊、帶他們出去吃好吃的啊…」（樣本 E，p.16） 

「老的話，都是用錢在買感情啦。像我們店裡那邊，老的沒有人要，他

喜歡年輕的，像你們這種年輕的，他們就喜歡你們這種年紀的，那你們年輕

的有時候是為了錢，像有時後還在讀書阿，比較需要錢，他們就是用錢來買

感情…」（樣本K，p.22） 

 

2. 男同志的老年：黃昏亦芬芳、越老越美麗 

老年期是生命歷程中的最後一個階段，很多男同志也不希望落入晚景淒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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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孤單的感覺，其實，老年也可能成為另一個春天，有些人就漸漸覺得，老年

男同志的外在吸引力未必會降低： 

「慢慢變老，當然你會擔心你的身材、外貌啊…可是，會很擔心嗎？其

實，好像已經不擔心了，因為自從你跟我講有『考古族』了以後，我才知道

還有這些考古族的，沒想到這些考古族的還有人要…然後還有人喜歡熊熊的

，那種大熊的，大胖熊、大黑熊的那種...你看我們中、老年的身材會變形，

不可能變瘦啊，變瘦的話大概有病了，一定變胖，既然有人是喜歡熊的，那

怕身材會變得怎麼樣？…」（樣本G，p.17） 

從樣本G的描述可知，現在的同志族群越來越能展現多元化、異質性的主體

面貌，男同志族群的「市場價值」並非只有年輕的、貌美的、身材健美的那一群

人，喜歡偏壯碩或肥胖的「熊族」、或是愛慕那些爺爺級的「考古族」17，其實

大有人在，當許多男同志認為老了就失去吸引力的同時，有些人反而樂觀地相

信，年老的男同志也可以越老越燦爛、越老越美麗。至於樣本G提到「熊族」、「考

古族」等的男同志文化，在現有的相關論述中極為缺乏，但這也是未來的老年同

志研究領域中不可或缺的一環。 

 

（四）一個人生活的孤單 

    在本章第一節中，受訪者對老年社會支持網絡有較多的想像或期待，不過換

個角度，有些人仍然擔心老年的時候會過著一個人的生活，沒有朋友或伴侶的陪

伴，而感到寂寞孤單：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同志都怕沒有伴，不管老或不老，都怕沒有伴，像

我這樣子比較不怕沒有伴的人算是比較少的⋯原因的話，我想，就跟一般

straight18到了某個年紀想要結婚是一樣的，就是希望能有個伴，當然有的人是

比較愛玩啦，那是另當別論啦…」（樣本E，p.13） 

「…擔心的是，總不希望將來自己落到一個孤單、寂寞而沒有人相伴的

日子裡，可是有時候也擔心，因為這樣的害怕而走入一個自己不需要的環境

                                                 
17 「熊族」：指男同志中體態較豐碩飽滿者，另一種較極端的類屬為「猴」，是指男同志中較纖

瘦骨感的人；至於他們喜歡的對象則不一定，有些喜歡和自己同類的，有的則是熊喜歡猴、猴

喜歡熊。「考古族」：指男同志中喜歡年齡層偏高者，考古族同志本身的年齡範圍很廣，但他們

喜歡的對象一定要是老年同志，尤其是年紀在五、六十多歲以上者。 
18 中文一般譯作「直同志」，是指那些接納、認同同志或對同志友善的異性戀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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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也是我所不想的，譬如躲在一堆不適合自己的群體當中，整個生活的水

平跟素質都降低了，這大概不是我想要的…」（樣本D，p.6） 

    美國 SAGE機構 1999 年的調查顯示，紐約市同志老人的獨居比例約為所有

老人獨居比例的三倍（Cahill et al.，2000），在台灣方面，隨著家庭或居住型態

的改變、老人被成年子女棄養的情形增多等趨勢，獨居老人的比例越來越高，其

中當然也包括了同性戀老人（只是絕大多數都沒有「出櫃」），而老年同志獨居的

原因主要是沒有子女、原生家庭關係疏離、朋友網絡間並無共同居住的支持形

式、單身或者伴侶死亡等（Berger，1996；Cahill et al.，2000），有些受訪者因為

自己較無朋友網絡且沒有伴侶（樣本 I），或者並不期待子女的孝順（樣本 D），

擔心當自己過著一人獨居的生活時，很可能會因此而逐漸變為自閉、憂鬱的狀態： 

「…我不期待我的女兒要孝順我…養孩子不是為了未來能孝順你而防

老..更何況是個gay，有些人甚至沒有兒女…我理所當然是絕對會擔心的…有

的時候人是不能離群索居的，你如果真的是一個人，常常離開所有的群眾，尤

其是到老的時候，一個人過日子，到最後真的會自閉、可能真的會憂鬱…」

（樣本D，p.6） 

「獨居有一種恐懼就是喔，哪天死了都沒有人曉得，然後屍體都發臭了

什麼，這種新聞很多嘛，對阿，那如果獨居的話，可能會…老年憂鬱症可能

會更嚴重喔。」（樣本I，p.27） 

 

（五）擔心自己的家人 

    想像老年，有些中年男同志擔心的不只是自己，也擔心自己的家人，尤其是

當自己的父母年老、身體不好了，首先掛慮的就是生活上的照顧問題。 

1. 怕父母因重病而帶給別人負擔，而自己也需花費心力照顧 

「我現在會很擔心在我父母過世之前是不是會有這樣的一段時間（註：

重病），我會很擔心…怕他們覺得自己給別人產生負擔，也怕自己要花費精力

去照顧，我會覺得他們會不快樂，然後要照顧他們我也覺得很累。怕歸怕，

可是若真的碰到還是得要面對…反正就到時候再說了。」（樣本 E，p.13） 

2. 怕父母煩惱兒子還沒結婚，也怕因此為自己帶來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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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父母…我覺得在經濟上不是負擔，倒是在心理上是負擔，第一

個，因為我們是 gay，又還沒 come out，你當然知道老人家想的是什麼，我

爸爸、媽媽他們大概心裡也有底了啦，只是說不願意去搓破吧，我也知道他

們心裡想的是什麼東西，他總是覺得，一個孩子還沒有結婚，總是需要照顧，

對他來講是一個很大的負擔，這個負擔對我來講也會變成一個很大的負擔。」

（樣本 G，p.4） 

3. 擔心自己將來若不在父母身邊，父母可能會缺乏照顧 

「如果我真的要到國外去住⋯那麼他們照顧的問題⋯是可以請外勞，或

者兄弟姊妹來照顧，可是總是自己的爸爸媽媽吧，我想這方面的心裡負擔會

比較大一點，怕他們身體有什麼狀況，當然這是一個想法啦，也許我真的到

國外去以後，我弟弟、妹妹他們就比較會扛起責任照顧，大概就這樣吧。」

（樣本 G，p.4） 

    對於樣本 E、G而言，將來若要照顧父母，他們怕的不是經濟上的負擔，他

們自己或父母的經濟來源都不是太大的問題，而是心理上的負荷感，也可能因為

照顧工作的付出而影響了自己原有的生活作息、情緒、健康狀況、朋友網絡或伴

侶關係的相處等。 

 

 

小 結 

◎ 老年想像中的焦慮、擔心或害怕 

    除了較理想、期待的老年生活圖像之外，其實中年男同志也表達心中對於老

年的憂慮、擔心或懼怕，他們提到的「怕老」包括「怕重病」、「怕醜」、「怕失去

外在吸引力」、「擔心寂寞而無人相伴」以及「擔心自己家人的身體健康」等，其

中他們談論得最多、最擔心的是前三項內容，將重要的分析結果簡述如下。 

（一）疾病與死亡的逼近 

1. 不怕死亡，怕重病 

    對於老年生活所隨之而來的疾病與死亡課題，受訪者普遍覺得他們並不怕死

亡，認為他們會以平常心來面對，比較怕的是生重病，擔心的是「身體上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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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不便」、「重病時無人照顧」或「重病而連累他人」，倘若這些情況發生，

他們選擇的回應策略是「自己照顧自己」、「由他人照顧」或者「結束自己的生命」。 

 

2.「愛滋」的疾病與死亡想像 

    在國外的經驗中，感染愛滋對於男同志的中、老年生活影響甚遽，帶來許多

污名、歧視，甚至因感染愛滋的朋友、伴侶死亡而使他們原有的非正式網絡逐漸

減少；有幾位受訪者也特別提到對於愛滋病的疾病或死亡想像。 

（1）非愛滋感染者的老年想像：對愛滋的恐懼 

    樣本 H、K雖不是愛滋感染者，但從原本的媒體報導一直到目睹周圍朋友的

感染，正如樣本 H所言，感覺那個蔓延的速度好像越來越快，令他們感到害怕，

即使自己有固定交往的伴侶，似乎也難保對方不會「出軌」、與別人發生關係而

有感染愛滋的可能。樣本 K也提到，現在連喜歡一個人都要擔心他是否感染愛

滋，形成一種矛盾心理，一旦真的感染了，又要面對他人的異樣眼光。 

（2）愛滋感染者的老年想像：正視死亡、活在當下 

     本研究訪問的愛滋感染者（樣本 L），是在所有感染者自我調適較為良好的

例子，他經由自我內在探索的學習，漸漸去正視「死亡」，雖然仍有害怕，但已

能用樂觀的心態去接受它，不會期望那個對他來說「遙不可及」的老年生活，而

以「活在當下」的態度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天。 

    研究者進一步思考愛滋感染者的老年照顧議題，發現樣本 L 的情況和過去

研究相似的是，由於其伴侶也是愛滋帶原者，將來若身體逐漸老化或因病毒的發

病而成為老年失能者，有照顧需求時，很有可能是由配偶擔任其照顧者，但若配

偶照顧者本身也是感染者，那麼這樣的照顧工作將面臨更大的照顧負荷或壓力

（Paul et al.，1995：369）。 

（3）愛滋的疾病與死亡想像：生命歷程觀點的透視 

    從生命歷程觀點來檢視可發現，愛滋感染者的確遇到較特殊的生命事件，可

能比其他人在較早期（例如中年期而非老年期）就需面對「死亡」的到來，在發

展歷程上是個較非慣常性（non-normative）的生命經驗，在極大的壓力下又須做

好心理調適，使得他們對於老年生活的想像有較相異的態度或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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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怕自己變醜 

1. 「怕老」是因為「怕醜」 

說到男同志的「怕醜」，就要先從「愛美」談起，從一些時尚的資訊及消費、

健身文化中可發現，現代人逐漸接受「愛美也是男人的專利」，雖然未有實證資

料證實男同志的愛美程度是否高於異性戀男、女性或者是女同志，然而受訪者表

示，他們覺得至少這是男同志族群的次文化特質之一。「愛美」和「怕醜」其實

是一體的兩面，以健身房的文化為例，有些男同志積極的雕塑身材和是否找得到

對象不一定有關係，只是單純想讓自己好看（樣本 E，p.4），也可以說是一種「自

戀」的象徵。 

如果單單只是愛美、自戀的性格特質，那麼許多較注意皮膚保養、穿著或健

身的異性戀男性，其實與男同志無異，然而當那個「老」越來越靠近時，對於中

年男同志而言，「怕老」似乎就與「怕醜」劃上了等號。 

2. 當「怕醜」遇見「死亡」：一種悲劇裡的幸福感 

    當「怕醜」遇見「死亡」時，某些男同志還是在乎那個「美感」，如果變得

很醜，就想趕快死，如果真的快死了，也不想要死得很醜，正如樣本 I所言，他

表示若自己已經「雞皮鶴髮」、老得很醜的時候，就不想活了，不願讓自己醜陋

的容顏留在這個世上，研究者發現樣本 I的情況與同志作家許佑生曾經歷過的生

命經驗是相似的（曾因憂鬱症想要自殺但後來覺得會「死得很醜」而打消此念

頭），他以「悲劇裡的幸福感」來形容男同志這種面對死亡時還堅持的「美感」。 

3. 再探中年男同志的「怕醜」：性別特質的思考與顛覆 

    研究者以性別特質的角度來觀察，發現在過去的科學研究以及社會大眾強化

的刻板印象上，有時易將將男同志歸因為一種「女性的性別認同」，而容易將陰

柔特質與男同志的「愛美」劃上等號，事實上，即使某些男同志的確有較明顯的

女性化特質，但大多數的男同志並非具有女性的性別認同，研究者只是藉由性別

特質的觀點，觀察男同志的「怕老」焦慮，可以說，和某些愛美的女性類似，有

些受訪者並不希望自己將來變成「黃臉婆」，當自己的老化現象越來越明顯時（例

如外貌上明顯變胖、變醜），那麼「怕醜」的想像就成為他們的老化焦慮之一。

不過，並非所有的受訪者皆如此擔心，有些人就並無這樣的老化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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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在吸引力降低的焦慮 

1. 逐漸老化：「男同志市場價值」的降低 

    中年男同志對於外在吸引力喪失感到的危機，較中、老年女同志來得明顯

（Berger，1984；Linde，1994，引自 Hunter et al.，1998；Kooden，2000），一些

受訪者覺得，男同志一旦老了就表示沒人要了，就應該「退出市場」。進一步分

析，其實發現，無論是年輕、中年或老年男同志，同樣都會在意自己的外在吸引

力，只是個人程度上的不同，因而研究者藉由對男同志文化的觀察與相關文獻資

料，嘗試將受訪者所表達出的男同志「市場價值」歸結為一種外在形象的高度標

準－例如結實有形的身材、姣好的臉蛋、青春的年紀、「台客」的形象等，至於

為何許多男同志追求這種「市場價值」，以健身文化來說就特別明顯，此乃因許

多男同志面臨一種「男子氣概缺乏的認同危機」，而且是傳統上所謂「陽剛」的

男子氣概，由於自信心的缺乏，而欲以健身來加強對男子氣概的自我認同，還包

括對衣著、臉蛋等外貌上的注重，也同樣都是個人內在較低自我概念的反映。 

    當然，並非這種「市場價值」必定是男同志性愛市場上的「主流」，不是每

個男同志都只注重這些外在吸引力，許多受訪者覺得他們並沒有去追求這些「市

場價值」，問題是在於，當這種「市場價值」在男同志文化中一直存在且並未改

變時，或許對中、老年男同志的確造成威脅，因為，隨著老化速度的加快，加上

受訪者大多較傾向於喜歡年紀他們輕的對象，若年輕男同志較注重的是某種程度

的外在吸引力（如身材、外貌、性能力等），而這些中年男同志又難以抵擋逐漸

加速的老化現象，那麼就有可能面臨到外在吸引力喪失的市場價值危機。 

2. 另一種可能：中、老年男同志也有春天 

    有些受訪者提到，此刻的他們正是「鮮嫩可口的熟蘋果」，他們的成熟、穩

重、經濟能力穩定、有安全感、尚未「衰老」的身體等，似乎對很多年輕男同志

來說有很大的吸引力，再老一點時是否會喪失吸引力也難以評估，不過有的人就

覺得男同志的「老年」也有可能是他們的「另外一個春天」，當男同志和一般中

年男性一樣逐漸老化，生理年齡增加、外在形象產生改變（如變醜、變胖）時，

對於某些喜歡年紀較大的男同志來說（例如「考古族」的男同志），他們的「市

場價值」並不會降低，也可能不減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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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個人生活的孤單 

    雖然受訪者對老年社會支持網絡表達較多的想像或理想期待（見本章第一

節），不過有些人仍然擔心自己老的時候會過著一個人的生活，因無人相伴而感

到寂寞孤單。另外，有些受訪者因為目前沒有伴侶且較無穩定的朋友網絡（如樣

本 I），或者並不期待子女的孝順、同住（如樣本 D），因而擔心當自己過著一人

獨居的生活時，很可能會因此而變得越來越自閉、憂鬱。 

 

（五）擔心自己的家人 

    有些中年男同志還想到，對老年生活所擔心的不只是自己，還有身旁的家

人，尤其是父母，例如樣本 E擔心的是父母因為重病而需人照顧，帶給自己或

其他家人負擔，樣本 G則擔心父母將來還要掛慮著兒子沒有結婚（因父母不知

其男同志身份）而間接對他自己的造成壓力，同時，由於自己將來有可能選擇在

國外養老，所以擔心父母會缺乏照顧，不過他表示自己的弟弟、妹妹將來也可能

會願意扛下更多的父母照顧責任。 

 

 

再分析 

◎ 「怕老」：「同」、「異」之間的比較 

綜合前述的分析，有些受訪者不但描述自已對於「老」的焦慮、擔心或害怕，

更重要的是，他們也觀察到與異性戀族群間的差異，在差異的面向上，他們覺得

中年男同志多半是「怕醜」或「怕失去吸引力」，至於中年異性戀社群擔心、害

怕的事物則較不相同： 

（1）男同志：怕醜、怕沒人要 v.s. 異性戀：怕無人孝養、怕無人照顧 

「我想當你問到這個族群對於『老』的態度是什麼的時候，我想，很多

的同志族群怕老，因為，擔心的是他的年華老去，怕的是他的亮麗不再、不

再吸引人，那麼一般異性戀族群非常不一樣的是，他們擔心沒有人孝養、擔

心沒有人照顧，是不一樣的，因為在異性戀族群當中你可能有孩子，會因為

沒有人孝養你而會生氣、會罵，你還有一個發洩的對象，那麼當你是一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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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時候，到時候遇到這樣的情形你要怎麼怨唉？你本來就沒有結婚你哪來

的孩子？你怎麼可能去責怪別人？我知道那是不一樣的，而且相對來說那個

不一樣乃是人共同的害怕，是生命對於老年共同的害怕，但卻做出不同的回

應。」（樣本D，p.9） 

樣本 D認為，同志或異性戀者都不希望將來老了成為孤單寂寞的一個人，

但相同的害怕卻有不同的回應態度，男同志對於老所擔心的是自己是否變醜、是

否還能吸引人，而異性戀者大部分因為有結婚、有子女，又受到中國傳統「養兒

防老」觀念之影響，因此擔心的是老了無人孝養、病了無人照顧。不過隨著社會

環境及觀念的改變，「養兒防老」不再是千古不變的定律，也有越來越多的異性

戀者選擇不結婚，或結婚但不育有子女，加上老年人的獨立、自主性等自我意識

逐漸抬頭，異性戀者對於這方面的擔心可能會越來越少。 

（2）男同志：為了怕醜、怕沒人要而健身 v.s. 異性戀：為了身體健康而健身 

「去健身房，嗯，圈內朋友的話，我覺得大部分是維持身材吧，圈外的

人比較是真的為了健康啦…圈內朋友是，怕沒人要，或者想讓自己好看、自

戀啊，因為我覺得同志本來就是比較愛美的，其實很多服裝啊、化妝品等的

消費品，大概最大的消費者都是在同志族群，所以跟同志愛美的特性有關係。」

（樣本E，p.3） 

樣本 E以健身房、服裝、化妝品等的使用情形為例，認為男同志的消費行

為其背後的目的是為了自己的愛美、自戀，以及增加外在吸引力，但異性戀者則

是多半為了身體健康的保養而上健身房。 

（3）男同志：怕老是因為怕醜 v.s 異性戀：怕老是由於擔心自己的家人 

「同志怕老大部分都是基於『怕醜』而已，我覺得非同志的怕老是比較

在意的是身後－我老了之後，我的先生、太太或小孩要怎麼辦？比較會在乎

這個，可是同志就沒有這些方面的家庭關係…至於那些有結婚（異性婚姻）

的同志，我比較沒碰到過。」（樣本E，p.10） 

樣本 E再次提及男同志怕老是因為怕醜的緣故，而相較之下，擁有家庭關

係的異性戀者，對於「老」比較害怕的是萬一自己老了、過世了，留下來的配偶

或子女其生活上是否受到影響，根據訪談當時的描述，樣本 E和樣本 D同樣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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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異性戀者的怕老所擔心的是周圍的家人，只是樣本 D想到的是自己無人

照顧，而樣本 E思考的則是配偶或子女的無人照顧。 

由此可見，受訪者認為，異性戀者和同志同樣都怕老，但怕的事物並不相同，

就生命週期的觀點而言，同性戀者大多沒有經歷婚姻家庭、子女教養的發展歷

程，對於「老」所擔心的事物顯然不相同，但同志族群往往更敏感到，某些「同」、

「異」族群的特質差異，也成為了重要的影響因素，例如：「..我想，『怕老』、『抗

老化』不僅止於同性戀族群，包括異性戀男性現在也比較多是這樣，只是同志本

身，尤其是男同志族群，在男性族群當中又是屬於比較敏感的、比較流行的，屬

於比較懂得自我要求、自我裝飾的，但不是絕對，只是相對來說會比較明顯…（樣

本D，p.19）」。 

◎ 老化焦慮的動態改變 

本章分析受訪者所想像的老年生活，在第一節與第二節中，他們的老年想像

有令人振奮的期待、理想圖像，也有令他們擔憂、恐懼的事物，若從生命歷程的

發展來思考，有些事物可能還有動態歷程的改變，例如樣本 L表示，自己過去

就是因為擔心將來老了會沒錢，而拼命工作，為了就是要努力賺更多的錢： 

「那個過程我自己很清楚看到，我是怎麼一個焦慮的狀態下，去壓抑我的不

快樂，我其實已經那麼不舒服了，我還是想工作，為什麼要工作，因為我害怕老，

害怕沒錢，但是在那個半年，我突然發現…其實我不用工作到那麼辛苦，我可以

付房貸，我可以過日子就好了。」…（樣本 L，p.2） 

但在得知自己感染愛滋之後，經過這一、兩年的重新思考與深度的內在自我

探索，他現在已經不會那麼在意「錢」的事情，不會去擔心經濟的問題，只要生

活不虞匱乏就不成問題，而這樣的價值觀也讓現在的自己活得比較快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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