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四節，將就與主題相關之文獻及研究，逐一進行探討。第一節解釋
相關之老化經驗與老化理論；第二節將說明居住對老人所代表的意義、並就研究

欲探討的「失能老人」，瞭解影響其居住安排之因素；第三節，則說明研究所採

「生命週期」之概念，與老化、居住之關聯；第四節，將以老人偏好選擇之資源、

及老人所擁有之自主性進行探析。 

 
 
第一節  老人人格發展與老化理論 

 
    發展心理學的階段論點，由嬰幼兒、兒童期、青少年期、成年期、中年期、

老年期至死亡的整個生命過程，首先由 Freud提出論點，其後相繼又有學者試圖
加以描述。此觀點是以人的能動性 (human agency)去表現個體的生命路程。而老
化經驗，亦是老人學家嘗試建立具解釋力的架構，以解釋關於老化的過程。因此，

本節的文獻將著重於老人所處之生命階段，以及就生命過程相關的老化理論進行

探討。 

 
一、  人格階段理論 

 
大部分的人格理論強調人格的發展階段 (stage)，認為社會環境對發展會產

生影響。但即使著重於階段式的發展，人們仍會因生活的改變，而有個別的差異

存在，因此應避免僵化的印象。65歲至死亡這段期間通常界定為老年期，這段
期間身心逐漸衰退，心理及行為發展異於以前各時期，甚至與成年期的行為會有

極大差異產生。 

 
    Freud (1924)著重於早年的生活經驗，他認為青少年的性心理發展對個人的
心理發展有重大影響，著作中指出青少年後，人格便趨於穩定。根據他的學說，

成年行為是無意識動機的反射，是兒童早期不成功的經驗。Jung (1959)反對 Freud
自然主義的傾向，他相信個體本身有發展的潛能，老年人的生命必須自然和諧，

並且可在此階段透過內在探索和餘生尋求意義。強調隨著年齡成長而造成本質

(archetypes)上的改變 -  男性人格的女性特質、和女性人格的男性特質。例如：
年老的男性表現較多被動的徵象，而女性則隨著年紀增長變得更為有自信 (引自
林歐貴英、郭鐘隆, 2003)。 
 

Erikson則將生命週期分做八階段，老年期為最後一個時期，其特徵為整合
與絕望 (Erikson, 1963,1968,1982；Erikson et al., 1986)。具有整合意識的老人，會



體會生命的豐富與價值，感到滿足並充滿意義；而絕望的老人則會有悔恨遺憾之

感，因缺乏自我統整或無法支配死亡而感到絕望。但並非意謂完全以整合來戰勝

絕望與嫌惡，而是在完整中達成平衡 － 即在他們身體與生理功能衰退的同時，

體驗死亡的實質 － 就像「整合」必須吸收與消化不可避免的絕望經驗一樣 (沙
依仁, 1983)。Levinson等人(1978)提出生命四季週期轉換論，強調外在大事件發
生時，會使個人在關係上的發展有新的需求產生。在生命的第四個時期(成人晚
期)，需要體認能力的衰退，權力的失去，並對老化感到焦慮，也應接受老化是
不可避免的過程 (Levinson et al., 1978)。 
 
 
二、  老化理論 

 
    社會學家研究老化現象及老人行為，創立了許多與老化相關的社會理論，重
點在於成年晚期社會關係之改變。顯而易見地，並無單一理論可用來解釋所有的

老化現象 (Marshall, 1994)。90年代前，用來解釋老化的重要理論包括：「活動理
論」、「撤離理論」和「連續理論」⋯等。 

 
「活動理論」認為老年是中年期的繼續或延長，同時“行為須合年齡”(Act you 

age)，應以新角色取代失去的角色，以維持在社會中的地位。「撤離理論」正好
與活動理論相反，主張老年人因能力衰退而減少與外界的活動，並從現存的社會

角色、人際關係及價值體系中撤離；此觀點對社會是有益的，因為它能維持社會

的代謝與系統的均衡 (Hillier and Barrow, 1999)。「連續理論」則將人的整個發展
階段，視為高度銜接的。隨著年齡的增長，尋找可以取代過去的生活型態與角色，

以維持生活型態的穩定連續並融入整體社會。此外，Bengtson et al. (1997) 回顧
文獻整理 90年代最常使用解釋老化的理論，研究者將它摘錄如下表： 
 
 
表一  社  會  老  化  理  論  模  式 

理論                  描述                                   重要概念 

社會建構學者           關注較大結構的社會，個人及社會        標籤化；社會崩潰理論； 

                      行為；強調社會定義與結構對個人        老化特徵的地位 

                      老化過程的影響 

 

社會交換論            老化造成角色、能力、資源的改變        社會成本效益；社會資源 

                      ，使老年人與其他年齡可資交換的        互動；互惠；社會權力 

資源減少 

 

生命週期觀點           解釋老化的過程、動力與脈絡；與         發展任務；社會時鐘；  



年齡相關的改變；老化過程的社會         社會生態學；生命軌道與 

意義；關注個人、世代、群體             轉變，年齡角色與規範 

 

女性主義觀點           在生命過程中，性別是瞭解老化及        性別階層化；權力結構； 

老年人的主要考量，男性及女性的         巨視的社會制度分析； 

老化經驗必不相同                      社會網絡，照顧者，家庭 

 

年齡階層理論           老化過程中社會結構的角色，以及         年齡世代；社會結構； 

                      年齡的世代為何；在世代中結構與        結構落後；世代流 

                      個人的改變 

 

老年政治經濟學         經濟與政治決定社會資源如何配置        結構約束，社會資源控制 

                      老人的地位及處遇受到政治經濟的        忽視，社會階級 

                      影響 

 

批判理論               注重老化的人道主義面向；老化的        老化的正向模式；權力， 

                      結構組成要素；致力於主觀與解釋        社會行動，與老化的社會 

                      的老化面向，過程創造實際地改變        意義 

                      ，並且知識也可以幫助人們改變  

 

修改自：Bengtson , Vern L., Burgess, Elisabeth O., & Parrott, Tonya M. (1997) 

 
 
本節回顧了人類生命週期的老化過程與老化理論，多元論點顯示個體的老化

過程與適應，有相當的差異存在。總體而言，老化過程具有異質性，因此研究必

須考量個人的特質。而過去的老化研究，多關注於整合的生命過程觀點，較少以

失能或入住機構的老人為對象，對其依賴的特性進行研究。此外，老化過程除了

個人因素的影響外，也會受鉅視的社會、經濟、世代⋯等因素影響。因此，進行

研究時，亦必須進一步討論外在環境對研究對象的老化經驗所代表的意義。 

 
 
 
第二節  失能老人之居住安排 

 
    過去的研究指出，多數失能老人在進住長期照護機構前，都是先在家裡照顧

一陣子。先生送進長期照護機構前，妻子平均照顧時間約 8年，而非配偶的主要
照顧者則照顧了 3.6年 (Stephens, Kinney and Ogrocki, 1991)。因此，本節將說明
對老人而言，居住場所 -  「家」與「機構」分別代表的意義為何；其次，就影



響失能老人入住機構的相關因素進行探討；並於最後說明失能老人決定居住安排

的模式。 

 
一、  居住對老人的意義 

 
(一)  「家」對老人的意義 
    家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概念，Gurney和 Means (1993)指出 80年代晚期至 90
年代早期，都市社會學對家的意義產生激烈的辯論。Rapoport (1995)整理出家的
九個層面：(1)一組與他人的關係；(2)與廣泛的社會團體及社區的一種關係；(3)
是一個有關於自我形象與認同之陳述；(4)是一個私密與庇護的場所；(5)是一份
持續及穩定的關係；(6)是一個個人化的地方；(7)是活動的基礎；(8)父母養育子
女的地方；(9)是一個物理的結構、環境或避難所 (引自Means and Smith, 1998)。 
 

Saunders (1990)主張房屋自有者將所擁有的房子視為「家」－ 是個讓他們感
到放鬆、熟悉以及個人所擁有的一個地方。但他的主張引發了爭議，Gurney(1990)
認為應對“家的情感”(emotion of home)作出較大的分析，對某些人而言，家隱含
著負面的意涵：家庭暴力、兒童性虐待、老人虐待；但家仍是最常出現愛與支持

的地方。因此，當我們在描述家時，即是呈現一種情感的狀態，而此情感狀態，

即是居住者與其中的人、事、物產生互動之關連。 

 
Langan (1990)研究家對老人表現的正向情感為何。許多受訪者表示家是一個

隱私的庇護所，在家中他們感到自由；對於許多老人而言，家是個連繫強烈情感

與充滿記憶的地方。在研究中，表達如此情緒與感覺的，不僅侷限於房屋自有者。

此外，Swenson (1998)運用質性研究法瞭解家對獨居老年婦女的意義，研究顯示
對她們而言：(1)家是自我的中心；(2)家是照顧的中心場所；以及(3)家是(向外)
延伸的中心。Swenson闡述“家”對人、對事件的回憶，在符號上、情緒上、文化
上、政治上和生物上，都有顯著之重要性存在。 

 
(二) 「機構」對老人的意義 
    當老人疾病與失能情況日漸嚴重，他們將會準備進住機構。進住機構後參與
活動、休閒生活及個人隱私將少於原先機構外的生活。疾病可能造成重大改變：

首先，疾病會讓人轉為依賴；其次，它可能導致個人難以對機構外的世界維持著

適當的期望。當人們在疼痛或藥物的治療下，較容易允許自己轉為憂鬱或易怒。

因此，長期的疾病通常會引起人格的改變 (Atchley, 1987)。 
 
大多數的老人對進住機構抱持著負面的看法，他們通常希望維持與以前相似

的環境與親近的關係 (Steinfeld, 1981)；進住機構通常伴隨著重要的角色改變，
而這些改變對原先角色的延續將造成明顯的阻礙。他們拒絕進住機構的想法，與



意識到自己獨立喪失、接近死亡、以及子女的遺棄有關。 

 
事實上，對無法照顧自己的老人而言，機構照護或許是值得考慮的選擇，由

於社會、經濟、醫療上的利益使一些老人住進機構後，反而覺得功能沒那麼差、

不被隔離、並且有較滿意的生活 (Ferrini and Ferrini, 1989 ; Pearlman and Uhlmann, 
1988 ; Vallerand , O’connor and Blais, 1989 ; 引自謝美娥, 2002)。最後，Higgins 
(1989)區分出「機構」與「家」的主要差異，研究者將其摘錄如下表。 
 
 
表二 「機構」與「家」主要特徵的差異 

                    機構                                        家 

1. 隱私權       公共空間，隱私有限                    私人空間，但也許部份隱私有限制 

2. 陌生人關係    與陌生人居住，十分孤單                獨居或與親友同住 

3. 工作員       專業工作員，志願者                    無工作員，但也許提供訪視服務 

4. 親密度       正式，缺乏親密感                      非正式，較親密 

5. 性關係       不被鼓勵                             可接受 

6. 所有權       機構                                  居住者 

7. 空間          大小有差異，通常較大                 通常較小 

8. 限制          個人自由及選擇有限                    可以行使權力並考量自由的程度 

9. 熟悉度       對人、地點等感到陌生                 對人、地點等感到熟悉 

10. 生活方式    群居或公共生活                       時間地點依個人安排 

修改自: Higgins (1989) p. 15. 

 

 
二、  資源與居住安排 

 
有許多因素影響老人的居住安排，文獻中最常提到的包括；經濟資源、健康

資源 (Mutchler and Burr, 1991)和家庭資源 (Wolf, 1984；Wolf and Soldo, 1988)。
這些資源正好反映出老人早期生活經驗與情況，如：家庭、工作、個人過去史等 

(Mutchler and Burr, 1991)。 
 
(一)  經濟資源 
    金錢可得性、生活品質、獨立與自主性是密切相關的。研究指出，在生命中
握有經濟資源的老人，有建立自主性的優勢，並且可以依自己的需求購買物品或

服務。對於老人晚年時的居住安排，社會經濟資源亦會影響與誰同住，即個人在

缺乏資源的情況下就無法依其偏好安排居住方式。收入較高，擁有自己的房子 

(健康狀況也較良好) 的老人較會選擇獨居，以享有隱私權和獨立自主權。然而，
就衰弱或失能的老人而言，假如希望能以自己喜愛的方式提供服務、並且不造成



不平等的互惠關係，那麼金錢維持其自主性將更顯重要。 

 
(二)  健康資源 
    健康也是老人的資源，會影響老人居住安排。當老人身體功能極度不佳時，
比較可能選擇進住養護機構；大多數老人表示他們多因特定事件入住護理之家。

研究顯示，身體依賴性高、日常生活行動有問題、認知功能退化的老人，機構安

置的可能性較高 (Hanley et al., 1990 ; Hansson et al., 1990 ; Naleppa, 1996)。失能
程度雖有所差異，但通常代表著不再能獨立，需要依賴他人過活。即使許多老人

尚未達到失能的階段，但失能也將限制他們的角色扮演以及與他人的互動。對於

有嚴重疾病或失能的老人而言，家庭外的地位或朋友的活動都將難以維持。 

 
(三)  家庭資源 
不在養老院或非獨居的老人，多數是與家庭成員同住的。對已婚老人而言，

「配偶」通常是最主要的支持要素；當老人患有慢性疾病或較嚴重失能時，配偶

較他人有更大提供照顧的可能。對於那些配偶不在的老人而言，「子女」則是老

人的主要照顧者；當老人有子女者，會減少獨居的可能性，若是有未婚的子女，

可能性就更低了。就「手足」而言，若老人的子女不在當地，而其兄弟姐妹住在

附近，手足間的協助是較大的。Sherman和 Combs (1997)指出子女或住在附近的
親人有意願照顧，會讓失能老人留住社區的機會增加。若家庭情況改變，而減少

家人原本可以提供給老人的照顧協助時，會促成他們入住機構 (Dwyer, 1996)。 
 
此外，其他重要的社會資源還包括「鄰居」和「朋友」，對於健康良好或輕

微功能損傷，或沒有家庭網絡支持的老人特別重要；但對衰弱老人所提供的長期

照護，朋友和鄰居能提供支持的程度遠不如家庭。除了家庭資源及支持網絡外，

政府提供的福利措施及相關的照顧方案，若能符合失能老人的需求，那麼對失能

老人留住社區家中亦有相當程度的幫助。 

 
 
三、  失能老人的居住模式 

 
Stinner與 Byun (1990)提出四種失能老人居住的決定模式，即是老人決定的

相關因素分類 (引自謝美娥，2002)： 
 
(一)  隱私模式 (privacy model) 
此模式意指長期以來的現代化，使個人追求獨立自主的生活。該模式又有兩

種說法，「弱說法」(weak version)以為社會上並無規範上的壓力，強制成人必須
和失能父母同住；「強說法」(strong version)則認為失能狀況會對親密關係造成影
響，因此，失能老人獨居可以避免掉照顧的壓力。換言之，為了確保「保持距離



的親密關係」(intimacy at a distance)，而且不使親屬關係受到傷害，失能老人並
不喜歡和其他成人親屬同住。 

 
(二)  協助模式 (assistance model) 
    此模式提出失能情形會影響居住安排，共同居住只是一種協助的表現。失能
會促使親屬給予協助，若失能老人需要協助，子女居住距離太遠，此一協助並不

方便。在美國，許多老人會搬遷至子女住處附近居住，正是協助模式的表現。而

Speare , Arery和 Lawton (1991)研究更證明老人會改變居住安排，來因應失能的
狀況，當 ADLs和 IADLs分數增加時，老人除了搬到機構式的養護中心外，也
會選擇遷移與其他成人共住，以便得到照料。 

 
(三)  特質模式 (characteristics model) 
    認為失能或健康與否，並不會單獨地影響其居住安排。背景特質(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諸如收入、種族、年齡、婚姻狀況和有無子女，是決定老人居住安
排的較佳模式。控制特質變項後，失能與居住安排的關係便會消失。 

 
(四) 緩衝模式 (Buffering model) 
    緩衝模式也是一種互動模式。即老人身體失能和其他因素所產生之互動，如
年紀較大，財力較差，少數族群和喪偶，會因此增加同住的機會。 

 
 
 
第三節  老化、居住、與生命週期 

 
一、  老化理論與生命週期 

 
    老化理論所關心的不僅止於老人，亦關心老化的過程。透過理論以瞭解生命
週期與生命故事，對老化的重要性；然而受限於研究限制，許多老人學研究多以

機構中少數老人的依賴特性進行研究，而非以老化過程中，整合的生命週期觀點

進行。以此，與老人生命週期相關的研究，值得被注意的包括：社會建構觀點、

政治經濟學觀點、以及與老年適應過程相關的研究。 

 
    社會建構學者 Laslett (1989)主張，生命有三階段，第一階段為依賴、社會化、
教育；第二階段為成熟、獨立、家庭與社會責任；老年為第三階段，特色為依賴

與衰老。他強調第二階段所發展的生活計劃與策略，能幫助達成第三階段的理想

生活；同時在第三階段採取適當的行為，能延緩依賴的發生。以居住而言，儘管

老年收入減少，但擁有房子的所有權能幫助實現「夢想」或繼續維持嗜好；同時，

貧困的居住則可能破壞自我達成。然而，他卻忽略了老年貧窮的程度，以及選擇



機會的減少，亦因此產生了政治經濟學觀點。 

 
    政治經濟學觀點是認為階級與性別的差異，在老年時依舊存在；特別是透過
生命過程所累積的財富、或擁有可觀的職業年金；因此，並非所有老人在晚年都

歷經過貧窮。雖然學者認為退休、貧窮與機構化，與家庭社區扮演角色的限制，

是由社會所創造；但擁有較多資源的老人(包括：金錢、健康、朋友)，他們的確
能擁有更多選擇。這並非意謂著貧窮、失能、孤單的老人沒有選擇、或缺乏能力

創造他/她們的生活，而是他/她們受限於環境，必須作更多的嘗試 (Mean, 1988)。 
 
    生命週期與老人相關的研究，還包含了老年的適應過程。Di Gregorio (1982) 
以 66歲以上的老年人為對象，針對他們管理生活的策略進行研究。研究並非定
義他/她們是好或壞的管理者，而是瞭解他/她們是如何管理自己的生活。他發現
個人的管理策略是來自於外在環境 (如：勞動市場與家戶歷史)，並與某些模糊
難辨的因素相關 (如：自己如何進行決定)。而這些策略會因為他/她們生活中的
限制，而有顯著的差異產生，就如離婚女性而言，她們可能與收入減少，及有限

的居住選擇相關。 

 
 
二、  終其一生的居住 

 
Forrest Murie (1985)以老人的居住歷史進行研究，透過質性研究進行小樣本

的深入訪談，試圖找尋生命過程中重要的變異因素。假如希望能瞭解老人的居住

情境，那麼早年家庭的生活故事是相當重要的。就如：大多數家庭希望能在早年

擁有自己的房子，僅有少部份會在晚年改變房子的所有權。當然，許多人亦會在

年老退休後，仍居住在原有的房屋中。對於有能力選擇遷徙者而言，也是依他們

先前居住歷史中所包含的相關因素 (如：足夠的經濟資源)，而改變其居住方式。
此研究的缺點，僅是就接受訪談的人進行討論，而無法進行概推。但重要的是，

它以具體化的方式將不同的經驗表現出來。透過這個架構，後續進行較大規模的

資料分析時，即可用來評估不同經驗彼此間之關聯性(Arber and Evandrou, 1993)。 
 

Di Gregorio (1982)研究老人管理自己居住的方式；Forrest與 Kemeny (1984)
更進一步強調，居住經驗的實際互動方式，是透過一連串構思出來的因應方式，

以幫助他們去適應環境。即使進行與居住方式因應策略的相關研究，其後仍然會

指出其生命週期的不同。舉例而言，65歲健康狀況良好的配偶，他們也許會主
動安排自己的居住生涯；然而，85歲健康狀況不佳的老人，則會依身體的衰弱
程度選擇因應策略。尋求這些老人何以選擇或拒絕的理由，是相當重要的，因為

它可幫助描繪老人本身能力的限制與外在環境的壓力⋯等相關因素。 

 



上述說明，可以看出居住安排會受生命過程中的重要事件所影響，而老人的

居住安排除了與早年生命歷程有關外，更是受到老化帶來的不便所影響；因此，

「生命過程」、「老化」、「居住」這三個概念是相互錯雜的。而本研究是以「失能

老人」為對象，老人的居住方式是為入住「機構」，探討居住安排、失能老人、

與生命過程之關聯。因此，後續文獻探討部份，將進一步就失能老人選擇資源的

喜好⋯等進行探討。 

 
 
 
第四節  老人選擇照顧來源之探討 

 
    由上述說明可知，老人所擁有的資源會影響其居住安排的決定。然而，對於
社會網絡中所提供的正式與非正式照顧資源，老人亦會依其個人偏好加以選擇。

影響選擇照顧的來源，除了老人本身的喜好外，還包括老人作決定時，本身擁有

的掌控力。因此，本節分別就老人選擇照顧方式及其擁有的掌控力進行探討。 

 
一、  老人選擇資源之理論 

 
老人社會的照顧資源網絡中，特別是正式與非正式照顧體系間的關係，一直

是老人學和社會政策研究領域的主題。現有文獻中，通常引用兩種理論模式來加

以說明：「層級補償模式」(Hierarchical compensatory model) 及「職務取向模式」
(Task specific model) ，最近亦增加「補充模式」(Supplemental )。 
 
(一)  層級補償模式 
    Cantor和 Little (1985)提出社會支持的層級補償模式(或稱替代模式)，此觀點
強調老人在選擇上的偏好，同時在照顧對象的選擇上，更受到資源的可接受性與

可獲得性 (availability)所影響。其主張老人在使用支持來源時有所偏好，首先會
選擇最喜歡的團體提供協助(特別是配偶和子女)，其次是非正式的協助者(如：朋
友、鄰居)，最後才由正式組織提供協助。老人在生命週期的較早階段，所根植
的互惠協助型態，在年老需要幫助時就發揮作用。此理論即說明，老人對於協助

的選擇呈現一個有順序的層級過程。 

 
(二)  職務取向模式 

Litwak (1985)建構之職務取向模式(或稱分工模式)，主張依不同的工作特性
選擇照顧者，強調不同的團體，在結構本質上的不同，因此在提供協助時，也會

提供與其結構本質相一致的協助，即提供協助的類型與支持網絡的特徵相結合。

正式體系和非正式的照顧網絡是互補的(complementary)，兩者的關係是「分擔的
功能」(shared functions)。非正式體系較適合從事不可預測的、偶發的、簡單的(只



需日常生活知識的)項目；反之，正式照顧體系較能處理可預測的、例行性的、
需要技術性知識之工作。 

 
(三)  補充模式 
    補充模式強調非正式網絡是最基本、主要的，而正式照顧處在邊緣、次要的
地位。只有當家人不勝照顧負荷，或老人的需要無法由非正式資源所滿足時，正

式服務才用來補充非正式照顧 (Stoller, 1989)；而且兩個體系對於所有的照顧項
目，均是共同擔任的。因此，非正式照顧者聯結正式服務的決定，並不會減少其

本身協助的提供 (引自呂寶靜，2001)。 
 
 
二、  老人的自主性 ( 掌控力 ) 
 
(一)  自主性的意涵 
自主性與獨立可被視為同義詞 (Cicirelli, 1992)。對於獨立、有能力的老人，

自主性代表對於額外的幫助，有獨立選擇的能力；若就失能或衰弱的老人而言，

自主性是代表他們有能力選擇自己所喜好的生活方式。即個人有能力決定幫助的

來源，並且是以交換的方式進行；同時助手也是依老人所喜愛的方式進行。思考

失能或衰弱老人的生活品質時，自主性是極其重要的概念。首先，自主性是意謂

不受他人的壓迫；再者，必要時，自主性可幫助完成決定；第三，它有著交換的

意涵－並非所有的付費服務、親屬、津貼補助，都對自主性有所幫助；私部門、

志願部門、公部門的幫助，對自主性都代表著不同的意義(Arber, Evandrou, 1993)。 
 
(二)  老人行使自主性之影響因素 
老人做決定時，行使自主性的程度會受到三類因素影響：第一類因素是老人

的身體健康情形、及需要接受照顧的依賴程度⋯等。老人的身體殘障是行使自主

的主要障礙 (Horowitz, 1991)。第二類因素是老人握有的經濟資源，老年婦女認
為經濟上比較寬裕，生活中可擇的範圍較大，自主性也會較高 (邱清榮，1997)。
第三類因素則是老人在做決定時，允許其他人參與的程度，此端賴他人和老人的

親屬關係而定。也就是說老人是否有自由去做符合自己想法的決定。 

 
國內學者呂寶靜 (2001)引註其他學者的看法，將自主性解釋成自我決定、

自我規制、自我管轄、自我效能、個人控制、獨立與自由權，並認為個人有能力

依據符合其價值觀的方式去選擇並做審慎的決定，以滿足需求和達成目標則謂有

「自主性」。本研究是探討失能老人入住機構的過程，入住機構的決定除了老人

本身的意願外，老人配偶與成年子女必會有不同程度上的參與；而對老人而言，

最終是否接受機構式照護，就是決定的掌控力 (control of the decision)。 
 



  對老人而言，家充滿著一生的回憶，也與個人的生命史息息相關。透過探討

老人的居住安排，就如與配偶同住，可以享有長期的個人照顧 (long-term personal 
care)；獨居則表示老人可以擴大自我的決定並實現個人偏好，卻也表示可能需要
外在的協助、以及可能延誤接受必要之協助；與成年子女同住，雖然可能會失去

自主性，卻又較能獲得立即性的照顧 (Cantor,1983)。由此可見，不同的居住安排
顯示老人所掌握的資源、社會支持網絡、自主性⋯等，都有差異存在。而研究以

失能老人為對象，希望瞭解他們在早年生命歷程中的這些因素，對他們居住安排

選擇的影響，將是本研究所關切的焦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