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調查結果分析 

 
第一節  受訪者的生命故事 

 
    訪談是以失能老人回溯過去的生命經驗，瞭解早年生命過程累積的重要資源
與晚年入住機構之關聯。而研究的訪談內容，在轉錄為逐字稿後，將依本研究之

研究目的，畫分出三個軸向，整理出受訪者的個人生命故事： 

 
一、為了完整呈現受訪者的生命故事，將依時間點的不同加以區別。此部份

首先描述受訪者入住機構前的家庭生活。由其原生家庭的成長背景為起

點，接著為成年後的婚姻生活，包括婚姻家庭生活的描述 (家庭資源)、
及早年工作所累積的經濟資源，描繪出受訪者的家庭經驗及入住機構前

的生活。 

 
二、第二部份則是受訪者說明入住機構的原因。由於研究對象為失能老人，

因此，先瞭解受訪者在未入住機構前，老年的居住適應過程。並進一步

陳述入住機構的原因、及決定入住過程中，自身所擁有的掌控力。 

 
三、由受訪者主觀詮釋入住機構後的生活及感受，以及入住機構後，與家人

互動狀況的改變或影響；並描述失能老人自己，對未來的想法及個別的

需求。 

 
 
【女性老人 A之生命故事】 
    A奶奶入住機構約 4年，目前 85歲，喪偶，有兩個女兒及兩個兒子。目前
有糖尿病、高血壓、輕度帕金森氏症，膝蓋退化須旁人攙扶才能行走。開始訪問

時，A奶奶願意談及過去的生命經驗，但訪談過程中，只要詢問到目前與家人的
互動狀況，就開始哭泣，對於未來抱持著相當悲觀的想法。 

 
一、  入住機構前的生活 

 
(一)  原生家庭的成長過程 
我 3歲就沒父親，我媽再嫁，再生小弟、小妹，我才跟去，我家在牛仔港，

我小時候都跟外婆住，外公很早就死了，外婆是種菜的，所以要看天吃飯。那時

常吃不飽，小孩吃不飽就會哭會吵啊，結果我就會被她打。⋯那時候天都還沒亮

就要跟著外婆去種田，然後幫她把菜割一割挑去市場賣。她養我養到七、八歲時，

死掉了，我媽才叫我過去她那邊。 



 

過去我媽那邊也沒有比較好，因為我不是繼父親生的，我自己就覺得我好像

跟佣人一樣，洗衣、煮飯，連小弟、小妹都要我照顧，他們要賺錢啊⋯也沒空理

我們這些小孩。我繼父是比較偏我小弟小妹啦，一定的嘛！那是人家生的，我媽

對我也還好，跟小弟、小妹感情就是淡淡的，雖然是同一個母親生的，但是感情

就是不大好。以前家裡窮，我們女生都不能唸書，我就在家幫忙到 22還 23歲時，
我媽就把我嫁出去了，那是我第一次結婚。 

 
(二)  婚姻家庭狀況 

(1) 婚姻狀況 
我第一次結婚那個 30歲就死了，那時候我才 28歲。我跟他生了四個孩子，

兩個男的兩個女的。他很窮，死後也沒留什麼給我，我一個人把四個小孩養大，…
那時候就作生意，作到 40幾歲時，我突然生了一場大病，差點死掉。就穿七件
衣服還要再蓋棉被，像心臟病、氣喘，躺在床上也沒力氣爬起來，後來吃空心菜

加小魚乾，不知道為什麼就不省人事，看醫生也不知道是什麼病？就眼睛會冒出

「螢火蟲」（眼冒金星）。以前縣政府門口有一間做火爐的工廠，我女兒在那工作，

旁邊人問她：妳媽媽有沒有好一點？她說：我媽快死啦！ 

 
那時候生病是我大姑跟女兒照顧我，後來把我抱去嘉義給人家看，住院一個

多月花一萬多，那時錢比較大（面額），差點連住院的錢都沒有。我大姑就罵我：

妳也好心一點，再找一個老公，不然怎麼生活？後來我病好點時，就有人叫我去

看他(外省人)，我跟女兒一起去，我嫌他太老，我女兒說：妳也老啦，是要嫁誰？
我那時沒錢可以花，沒人可以照顧我，我就嫁給他。我 44歲時嫁他，那時候他
大概快 60歲，還好，這個外省人很老實，對我跟孩子都不錯，他一直到 80幾歲
生病才死，在之前我就一直跟他住在一起。 

 
(2) 家庭狀況 
以前很窮，家裡快沒米吃時，就煮一鍋水放幾粒米下去，煮成一鍋，比稀飯

還薄，小孩也是喝一喝就去睡覺，也不會抱怨什麼，算是很乖。⋯那時我就忙著

作生意，小孩就放給他們自己玩，後來改作麵攤生意時，我就會把小孩叫來幫忙。

大兒子15歲就去新竹學做電子，小學都沒畢業就去工廠裡做工換吃換住，一直

到當完兵才回來家裡，他那時工作的錢也是給家裡；後來他有跟我說要作生意，

我就說隨便你，不過我沒錢可以幫你，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吧！他本來先在我的

攤子幫忙，後來就在台南這邊的電子工廠上班，結婚以後有孩子就跟媳婦搬出去

租房子住了。⋯跟大兒子比起來，小兒子脾氣就不好，個性又孤僻，他國小畢業

就去學作木工，後來就搬到外面租房子，也不回家，跟他講什麼也不聽，就這樣

愛理不理的，到現在也沒結婚，我很擔心啊！唉⋯有時候我自己就會想，是不是

我比較會罵他還是打他，他才變這樣，想一想都覺得很難過【無奈】。 



 

女兒跟我是不錯，人家都說女兒比較貼心嘛！她們書是唸得不多啦，就只有

國小畢業，可是她們很懂事，可能知道我一個女人要養大四個孩子很不容易吧！

像我那時候生病，也是她們輪流來顧我，煮飯啊、洗衣服啊，家裡的事也都她們

在做，女孩子本來就要勤勞一點啊！兩個感情不錯，不過跟小兒子就是處不好，

會吵架，就看他不順眼，唸他幾句。⋯她們現在都嫁人啦，大的女兒嫁到安溪寮，

後來搬去高雄，他先生那邊家境還不錯，就在高雄那邊開藥店(房)，她現在自己
有孫子了，就去那邊照顧孫子。另外那個小女兒，她先生本來在銀行工作，現在

退休，玩股票玩到輸光光。而且她都沒有生兒子就只有生女兒，所以她現在生活

也是比較困難。 

 

那個外省人喔，他對我跟孩子是都不錯啦！我那時候再跟他結婚，小孩也都

長大了，想說這樣就有錢、又有人可以照顧我，他們覺得這樣不錯，也沒有什麼

意見。外省的是獨子，他父親很窮又早死也沒留厝地，後來有一間官有的小厝，

我就跟他一起住，⋯他到80幾歲才死，就得癌啊，那時我還能動，他生病也是

我在照顧他，不然也沒辦法啊。 

  
 (3) 其他支持網絡 
我做生意也不太跟人家牽，朋友跟我們大概就只有生意上的往來吧，他們能

幫什麼？！他們不幫忙，我們也沒辦法，人家又沒有欠你。我第一個先生那邊，

在我還沒改嫁前，是還會來看我跟小孩啦。後來嫁這個外省，雙方就沒再聯絡了，

這個外省的，他沒有兄弟，他是獨子，從大陸過來沒什麼親戚，也沒什麼朋友···。

我們住的那邊，那麼偏僻的地方，也沒什麼鄰居。 

 
   (4) 工作 
我以前身體很不錯，很適合做生意，一直做到快80歲，身體不能動才沒有

繼續賺錢。那時做很多種生意，賺的錢都在養孩子，沒賺孩子就沒得吃，賺都賺

不夠了，怎麼有辦法存錢？！⋯那時就從台南縣挑鴨蛋到台南市去賣，一走就是

十幾公里，刮風下雨也得去；後來也去洗豬肚、鴨腸子，沒多久買了一個攤子就

開始賣什錦麵，賣了好幾十年。我都跟人家說我很辛苦，要有做才有得吃。⋯我

嫁給那個外省人以後，他們退休一個月還可以領一萬至一萬五，他死了以後留了

4~50萬給我，我才有那些錢，不然沒有啦。⋯孩子長大出去工作，我也不會跟

他們開口要錢，就自己賺啊，是現在我生病住養老院，那個外省人留給我的錢用

完了，我才有跟他們要錢。 

 

二、  入住機構的原因 

 
(一)  老年安排居住的過程 



我賺的錢都在養孩子，哪有辦法存錢買房子。以前都是靠租房子、等到後來

小孩長大，都搬出去了，我就自己住。所以在還沒跟外省的結婚之前，我都自己

租房子自己住，小孩(兒子)他們也是租房子啊，沒有辦法讓我過去住啦！後來跟
外省結婚，他住在王公廟，我就過去跟他一起住，那間房子是官有的，但是後來

因為佔到別人的土地，結果被拆到變三角形，前面窄窄的，剩下一坪多，三角形

的房子太小、淺淺的，後來生病了，走路不方便，連上廁所都很麻煩。 

 
 (二)  入住機構的原因及過程 
就以前作生意還是在家裡，生病或是人不舒服的時候，沒人照顧，就要自己

叫計程車來載我，或是自己坐公車去看醫生，台南醫院那邊比較有醫生啦，我都

自己去、再自己回來。有時候覺得麻煩就不會想看醫生，沒時間啦、而且看醫生

要花比較多錢，反正生病就是沒有營養嘛，我就會請人家來家裡打營養針，這樣

打營養針打了五年多，打到後來變成沒辦法走路。⋯身體不好以後，在家裡沒有

辦法煮飯、沒有辦法洗澡，就要請人家照顧，不然誰要來照顧，我自己花錢請的。 

 

後來我媳婦看這樣不對，不能再這樣打下去，才把我送去台南醫院，在那裡

住了五個多月⋯後來我媳婦就跟我商量住醫院住一個月要三萬五，如果請人家在

家裡照顧，請一個(菲傭)也不能請太久，又要幫我洗衣、煮飯，沒有那麼多錢，
所以就不請。···啊講到後來，我媳婦跟那些孫女就叫我乾脆來住這裡，在這邊

有人幫我洗澡，又有飯可以吃，住這裡（養老院）又比較便宜。那時候是我媳婦

請人家帶我過來這裡的，我那時候來住這裡，精神不太好，不太知道。 

 
三、  入住過程的主觀看法與詮釋 

 
(一)  入住後之家庭關係 
    因為有外省留給我的那些錢，我才能來住養老院，剛開始來住這邊的錢都是

我自己在付。我都寄在郵局，每次要繳錢時，媳婦才去領來繳，現在四十幾萬都

用完了，每個月的費用就都是大兒子在付，所以媳婦也都沒有來看過我了，大的

身體很不好，那個有關節炎，走路都不大能走，他就每次來這裡繳完錢就走了，

有時候他來過我還不知道，第二個兒子從我進來這邊住以後，就再也沒有來看過

我了【哽咽】。 

 

我現在的生活費都是女兒給我的，大女兒那邊狀況比較好，給我的比較多，

小女兒她都沒有生兒子只有女兒，她比較困難，所以給的會比較少。大的在高雄、

小的在台北，人家在那麼遠的地方怎麼來看你，就有時候打電話給你，跟你講話，

問一問你有沒有好一點，這樣而已啊！  

 
(二)  入住後的感受 



來這裡是也不會不好啦，比較清幽，我若是住在家裡，那些孩子都在外面，

也是沒有伴無聊⋯大的都在高雄、小的在台北，在這裡起碼有人可以講話，有人

煮飯給你吃，有人幫你洗澡也沒什麼不好啦。⋯人家如果不來看你也沒有辦法，

每次到了星期六、星期日很多人都會來，我都在旁邊看人來，我好難過⋯【哭泣】，

都沒有人來看我，有時候想打電話給他們，可是電話號碼都忘掉了。 

 
我覺得早一點死比較好，我住這邊住很久會難過，身體如果變差，去住醫院，

若要請人照顧，也怕家裡的人不幫我付錢，所以我會擔心，就覺得自己早一點死

比較好，活著要幹麻⋯。不過現在我自己覺悟說我住這邊要住到死，我也認命啦，

現在最煩惱的就是我住這邊，他們也不幫我付錢，我一直很擔心，其他的東西就

有錢再花，沒錢就不要花啊 (唉！不要再說這個了啦)。 
 
 
【女性老人 B之生命故事】 

B奶奶入住機構約 3年，目前 83歲，喪偶，生有一男一女，不過兒子已經
過逝，目前僅存一女。B奶奶身體狀況相當不錯，僅有膝蓋退化性關節炎，走路
較不方便；她的個性樂觀開朗，十分健談，因此整個訪談過程中，我並沒有太多

引導式的詢問，她即很願意與我分享過去的生命經驗。此外，由於她篤信佛教，

整個訪談過程，她手中皆拿串佛珠，不僅指導我如何正確唸佛號，亦要我要虔心

向佛，因此，機構中的人員也匿稱她為「活菩薩」。 

 
一、  入住機構前的生活 

 
(一)  原生家庭的成長過程 
可能我還是幼嬰的時候，也忘了幾歲？就因為家裡很窮，還沒有懂事就送給

人家當童養媳，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父母生作什麼樣。我就搬到麻豆住，我養父母

他們是地主，家境相當好，那時候是用騎馬在巡田的，算是相當富裕，不過家裡

的事情很多，什麼都要做，早上四、五點就要起來餵雞、餵豬、煮飯，然後就要

跟著去種田，就這樣做一整天，晚上回來還要洗衣服、放紗什麼的。後來他們有

生一個兒子，雖然說我分給他們做童養媳，但是後來也沒嫁給他，他們還是想選

個門當戶對的女孩，而且我們年紀又差那麼多，可能我長得也不美，人家嫌啦。 

 
(二)  婚姻家庭狀況 

(1) 婚姻狀況 
那時我先生就在我們那邊的市場賣豆干，養母就說我應該要嫁人了，後來就

有人來說媒，因為我先生也窮，養母就跟他說不用請客，也不用禮金、妝奩往來，

簡單就好。我二十一歲就嫁他，結果我二十二歲六月先生眼睛就看不見，十月生

兒子，隔三年再生一個女兒，我就不要生了。他眼睛看不到，又不能賺錢，就在



家裡帶小孩，我很窮也沒有田地，都去幫人家採龍眼、烘龍眼乾，我這樣賺錢養

他，我也甘願，也沒怨嘆過什麼。可是後來他開始喝酒，每天都喝到死死昏昏，

像酒鬼一樣，沒有清醒過，跟他講也沒有用，我還跑去跟我們附近的雜貨店說不

要賣酒給他，他還跑去求人家，我要賺錢也管不了他，就隨便他怎麼樣。我感覺

可能是要我賺錢養他，讓他覺得很沒面子吧，⋯要是我唸他，他也乖乖讓我唸，

我覺得我這輩子對他這樣算是很夠了，他一直到七十二歲才死掉，我也這樣一路

照顧他。 

 
我頭家死的時候，西港有一個菜堂，我把他用在那邊，神祖牌、甕仔也在那，

我去拜他，看那邊沒什麼位子，就趕快叫人家訂一位，就訂一個甕，一個不知道

是一萬還二萬，我忘記了，這樣我自己的位子就有了。後來，我又就把他從西港

那邊搬到什厝寮的那間廟，這樣我在那就可以每天拜拜，光是把我跟我先生搬到

那邊就花了二十∼三十萬元。 

 
(2) 家庭狀況 
    平常我出去賺錢的時候，小孩子就是我先生在帶，也不知道帶好還帶壞啦，

我不在家裡也看不到，不過我先生喝酒的時候，小孩都閃遠遠的，惦惦不敢惹他，

他雖然看不到，可是還是會打小孩的，小孩都很怕他，只要棍子拿出來就乖乖的。

我兩個小孩就唸到國小畢業，其實我也不太管他們，像我兒子國小畢業就去學做

木屐，二十一歲結婚就搬到豐原，兒子跟媳婦在豐原沒有回來，他自己賺他吃的，

也沒拿錢回來，我的錢都是我自己賺的，他五十歲就死了，到他五十歲死我都沒

拿過他的錢，我實在很歹命連兒子也沒有了。 

 

女兒後來嫁到新營，她是很顧我啦⋯她有叫我過去住，但是我不願意，所以

她也是很生氣，但我也怕去了會被嫌，而且會增加她的麻煩，人家各人有各人的

家務事，人家也不理你，只會嗯，嗯···(敷衍你)。我兒子死了以後，我女兒就
叫我媳婦回來跟我一起住，但是媳婦不肯，她也快七十歲了，所以也不能工作，

我就跟我女兒說：你叫她（媳婦）回來也沒有用啦！你叫她回來是婆媳兩個人對

看喔！她不會做，我也不會做，叫她回來沒有用啦！她都沒有生，可是她有收養

一個女兒，她就跟養女住一起，那這樣媳婦就有年輕人照顧。媳婦住豐原，女兒

住新營，沒有人回來看我。我只有一個人自己住什厝寮（麻豆），從我先生七十

二歲過世以後，我就一個人住到八十幾歲，我在那邊也住十幾年了。 

 
(3) 其他支持網絡 
我先生有四個兄弟，但是都沒有在聯絡。他的兄弟都死掉了，只有一個姪兒，

在楠西的山裡面工作，因為很久沒有聯絡，也都沒有來看過我。我娘家跟婆家就

隔壁莊而已，娘家傳到這一代好像也沒有再生了，不知道？就沒有在聯絡了。 

 



我以前在這邊工作，隔壁的人就告訴我說在這邊的農會辦一個帳戶，裡面存

一點錢，這樣就可以參加農保，以後看病都有農保，就有一個保障！平常她們有

工作也會問我要不要做，⋯後來我在菜堂有認識的朋友，這個人很好，雖然她跟

我不認識，但對我很好，什麼事都很照顧我，她帶我去西港一間寺廟皈依，身體

不舒服也會陪我去看醫生，她知道這個地方不錯，還帶我來這邊住。 

 

  (4) 工作 
以前什麼都做，朋友或鄰居，只要是有工作，找我我就去做。平常的生活費

就是幫人家做工賺一些，然後貧民領一些(救助金)，這樣才能過生活。我要賺錢
養先生、養小孩，他死後沒留給我半毛，我也不跟小孩要錢，每一分錢都是我很

辛苦賺來的。我一直做到八十幾歲，是後來身體不舒服，就雙腳無力、孔鏘孔鏘，

才都待在家裡。 

 
二、  入住機構的原因 

 
(一)  老年安排居住的過程 
我嫁到麻豆本來是租房子，後來大概過了四、五年，才買了一間矮厝仔住，

小孩後來也搬出去，我就跟我先生一起住，他死後我就一個人在那邊住十幾年。⋯

後來女兒說要把那間矮厝賣掉，要我過去跟她一起住，我不要，結果她就帶我去

附近(什厝寮)的一間廟住，早上六點半就起來唸佛，我不認識字我連自己的名字
都不會看，所以只能唸佛號，不會唸經。就這樣在廟裡做課做到七、八點，然後

拿椅子來坐，坐到十點半就在那邊打瞌睡。每天就這樣過，後來師傅跟我說那邊

房間不多，希望我到中台禪寺去住。 

 

中台禪寺很大，有很多禪房，飯廳跟住的地方離很遠，因為不太能走路所以

吃飯還要請人家用輪椅推，然後再坐電梯，這樣就跟不上人家，若是要洗澡還要

再到樓上，住持就問我，我在這邊有人照顧嗎？我說沒有，光吃一頓飯就跟不上

人家，我也不敢去住了！⋯然後我就到中台禪寺的分陵（分寺），跟住持說我在

這邊住、這邊吃，我有貧民的補助就讓你們領，這樣好不好？住持不敢，他說要

家人保證，不然就要 3個人出來當保證人，怕我若死了，沒有人把我領回來埋葬。
我就叫我女兒出面跟他談條件，我跟她說了 2、3遍，但是我女兒就是不肯，因
為她也在生病，她就說她自身難保，不想管這些。 

 
(二)  入住機構的原因及過程 
後來我又住回家裡，那時身體不舒服都留在家裡，剛好選舉時有一位助選員

看到我，就問我說：妳是不是身體不舒服？然後他就帶我到善化一間醫院給醫生

看，醫生問我：妳是不是自己來？我說：不是啦！我沒辦法自己來，是助選員帶

我來的。醫生剛好跟助選員有認識，知道我是麻豆來的，就推薦他要他帶我去麻



豆住院，過一個禮拜，那時再 2~3天就過年了，結果後來就沒有辦法站起來了、
腳都沒力了。 

 

接著朋友就跟我說有一間養老院，只要有貧戶證明就不用錢，所以我跟那間

聯絡，他們就用車子來載我去。中午有一個小姐過來叫我過去跟她們一起吃飯，

再分給我一個床鋪休息，但是我隔壁床住的那個人，鼻孔插了管子，人家餵他吃

東西、問他還餓不餓，他都不知道，而且還要人家幫他換尿布，我看了很害怕，

睡了4.5分鐘就不敢再睡了。隔天是初一，人家菜堂在拜拜，有人就順道去那裡

看我，後來她說她跟這一間(目前住的機構)有認識，我就跟她借電話，打電話來
問，然後就想來看看，後來他們就派車來接我。我問這裡的負責人住要不要錢？

她說：如果妳有貧戶，來這邊吃、住都不用錢。我才來這邊住，之前那一間我不

敢住，因為我又沒怎樣，叫我去那邊跟她們睡，我會怕。 

 
三、  入住過程的主觀看法與詮釋 

 
(一)  入住後之家庭關係 
我女兒身體也不好，有壞東西（癌症）可能會比我更早死，但她還是很關心

我，怕她死了我就無依無靠，她前一個禮拜才來看過我，也會常打電話來給我。

媳婦人家自己有年輕人照顧，過的好就好啦，也不用去跟人家操煩。反正我歹命

一輩子，現在可以好好過日子，這樣是最好啦！ 

 

我那時候幫我先生用的金斗甕加神祖牌就花了二十幾萬，還剩下四十幾萬，

我女兒就拿去放在她的帳戶裡面，但是我的媳婦說她也要，我就說：妳要的話，

妳們姑嫂自己去解決，因為我也用不到那些錢。⋯她們兩個處不好，就愛相爭、

吵架啊，從以前就是，反正我現在也不管事，她們愛怎樣就怎樣好了。 

 

(二)  入住後的感受 
以前年輕在外面硬操硬磨、吃壞穿壞、大家都很奸巧，不像現在環境那麼好。

我來住這裡也是歡喜甘願，住這裡有人照顧我、女兒也放心，在這裡住大家也都

認識，而且大家都很好，我就在這邊吃飽穿暖、唸佛。以前還好，是沒有很信佛，

現在因為也沒有辦法工作，所以就很虔誠在唸佛，我自己還是比較喜歡住寺廟，

可是我女兒不幫我，我也沒辦法，住寺廟可以唸觀音菩薩、阿彌陀佛，這樣以後

就可以到西方世界去。 

 
 
【男性老人 C之生命故事】 
男性老人 C入住機構約四個月，目前 67歲，是訪談對象中年紀最輕的一位，

妻子已過逝，有一位兒子及兩位女兒。男性老人 C由外觀即可明顯地見到駝背，



因此肺部功能不佳；他的認知、口語表達能力皆十分良好，訪談過程因此很順利。

唯獨提及家人的關係 (特別是媳婦)會轉為沉默，不願多談，在遵守訪談原則的
情況下，研究者亦尊重受訪者的意願，不再提問受訪者拒絕回答的問題。 

 
一、  入住機構前的生活 

 
(一)  原生家庭的成長過程 
我出生就沒有母親了，我有弟弟、妹妹，那是後母的，我母親在我一個多月

大時就死了，我是請人家帶，我爸就只顧著種田，田是種很多，但不關心孩子。

後來我爸娶了後母，我是大娘的孩子，她疼她自己生的那個，讓我自生自滅。小

時候生病，他們也不會理我，就用以前吃飯的桌巾，把我綁在桌腳，身體就這樣

越來越虛、越來越壞，也因為這樣，我的身體就像杯子一樣一直凹下去，手翹腳

翹，慢慢的背就一直倒凹下去，身體就這樣壞掉，不是我出生就這樣，是硬被那

個桌巾綁壞的，我出生白白胖胖很可愛的。人的命就是這樣，這種如果一說眼淚

就會掉下來。 

 
以前是農業社會，就算出去也不知道怎麼生活，出去哪有那種力氣可以賺？

要拿重也沒辦法，要幹嘛也沒辦法。⋯以前在唸國小，兄弟都有在一起，後來我

沒唸，他們長大會賺錢了，就都分開了，只剩我這種不努力的留在義竹作生意。

我小弟跟小妹長大後就搬出去了，弟弟娶竹山那邊的人，後母就跟著搬去竹山，

跟我沒關係，我父親死二十幾年了，後母後來 52歲就出車禍撞死。 
 
(二)  婚姻家庭狀況 
 

(1) 婚姻狀況 
我跟我太太是在市場工作的時候認識的，她那時候就是在市場擺攤賣玉米，

我在旁邊賣麵，大家多少都會聊天啊！那時我覺得她不錯，就很像在追她，哈…
後來她也答應要嫁我，不過她們家裡面的人很反對，說我根本養不起她，她一定

會跟著我過苦日子，如果真的結婚就要跟她斷絕關係。我印象很深，那時為了求

她們家裡同意，我帶著她在她們家門口跪了好久。… 後來我們還是結婚了，生了
一個兒子兩個女兒，她就在家裡帶小孩，有時候也會幫忙作生意，是很辛苦啦！

可是我對她很好，家裡的事、像是煮飯、洗衣服，都是我在做，不過後來她 57
歲就死了，因為糖尿病引起的併發症死的，我過年就 68歲了，她剛好死十幾年。 
 

(2) 家庭狀況 
身體不舒服，家境也不太好，講到這個就比較不好意思啦！家裡的事不好講

【停頓】。⋯過去我也是自己不對，自己想不開去自殺，後來沒死，就一次一次

身體才變壞，因為這樣入院3.4次，像這現在，這隻手還是會麻，4年了，雙手



還是無力，那時就用剃頭刀割，3個多小時才送醫院，血都流光了，要再晚一點

就死了。之前手都硬梆梆，後來慢慢運動，這樣看起來好像都好了，可是它會麻，

可以拿東西，但是無力。 

 
為什麼要割腕喔【停頓】⋯有的孩子、媳婦對我們不好，自己身體也不舒服、

就會鬱悶，他們又沒那個心，兒子算是孝順啦，但是媳婦又不是我們自己生的，

就差很多。人家說一人一種命，人家有的娶媳婦進來，也有對公婆很好的。那時

我兒子要娶她，我跟太太都反對，可是孩子要，有什麼辦法？她的個性就這樣，

媳婦會唸，唸就讓她去唸，那我們就想開一點不要理她，人家也輪不到妳唸啊！

也是因為這樣，我在這邊才住得下去。那時候去住院，後來又感冒，腸胃也不好，

這樣來回一年多，每次就換其他有的沒的再去住院，就像肋骨壓著然後一直發出

嗯、嗯、嗯···的聲音，呼吸不過來，就再趕快去住院。兒子、媳婦會去看我，

媳婦壞雖壞也是會去看啦【笑】。 

 
(3) 其他支持網絡 
沒有朋友，我這輩子都不靠朋友，作生意的朋友也都不深交，⋯親戚就只有

自己的外甥有時會來看我、跟我聊聊天。 

 

  (4) 工作 
我是覺得要是錢賺得不多，也要會存錢啦！我雖然身體不好，也是很拼啊！

最初是在學擺麵攤，做一做那個老闆死了不再做了，才換作豬血，賣一陣子又去

學做西裝，最後又去賣豬血，賣了八年，後來沒生意才去殺雞，一賣就是二十五

年。我省吃儉用的存了好幾百萬，我老婆死後沒幾年，兒子就說要搬出來住，想

出來看看，不要在義竹，說要搬到鹽水；那我說這樣不如買新營，新營還算「新

營市」，鹽水是回去義竹比較近啦，但是都出來買房子，還是新營比較有出路啦！

以後孫子要唸書也比較方便。 

 

那時小孩說要換一個環境，也沒怎麼多想，就覺得你要出去就讓你出去，後

來我自己就拿了300多萬幫他買房子，就跟他們搬到新營住了7.8年，錢拿出去

買房子就拿出去了，反正也拿不回來，不然還能怎麼辦？我的錢沒有全部給他，

我自己多少有留一些，如果老本都不留都讓他拿走，他就會看你不起，把你丟著

又把你趕出去，現在這種情形很多嘛！都是這樣，那如果自己有留錢，如果他沒

讓我們吃，我們自己可以吃，不用經過他，要花什麼也不用經過他同意。 

 
二、  入住機構的原因 

 
(一)  老年安排居住的過程 
兒子那時說要到新營住，我幫他出了些錢買房子，他要我跟他一起住，也是



想只有這個父親，不想讓我一個人在家裡，女兒嫁了，也沒跟我們住一起。其實

我也不喜歡跟年輕人住在一起，你講什麼也不會有人理你，也不會有人跟你講。

他們白天上班，那時孫子還小，都是我在帶，我帶他到2、3年級，我才變這樣，

現在來到這邊也不能顧他了。他現在就都過去他外婆那，我們自己身體不好，能

怪誰？ 

 

家裡是透天厝，總共有五樓，一樓是車庫、廚房，二樓是客廳，三、四樓才

是臥室，五樓就神明廳。在家裡爬個四、五階就一直喘，根本沒力氣可以爬上去，

爬不上去啦！爬上去中途就要休息三、四次，我就覺得這樣很不方便。⋯我義竹

之前住的房子也還在，就在做鳥巢，那邊是鄉下挺清幽的，就像農舍，旁邊都是

田園，是不錯啦！我有想回去那邊住，但小孩也不放心我自己住那邊，所以之前

身體還好的時候，就都跟他們住一起。 

 
(二)  入住機構的原因及過程 
那時去太保住院住了一個月，什麼病我也不會講，就醫生知道，好比說身體

若正常，肺部就正常，那我們肺部不正常，像是要咳嗽，咳不出來，只能一直嗯、

嗯、嗯⋯，用Ｘ光照出來，就看得到是肋骨去壓到肺部，會覺得無力，常常感冒

就是因為這樣。有時運動一下就會喘，所以來這邊住，我還自己花錢買一台呼吸

在那邊，不然這裡沒有，要是喘到呼吸呼不過來，就死了耶。 

 

因為小孩子要上班沒辦法顧，想說載我來這邊好不好？還怕我不喜歡這邊，

我自己就覺得想開一點，我不來這邊，兒子、媳婦也不能上班，現在工業社會都

在賺錢啊！我在家裡他沒辦法放心，也不能顧我，也不能弄東西給我吃，來這邊

他會準備給我們吃，也可以這樣顧我們。那時我是自己願意來的，他們還很擔心

我不來這，或是會生氣，我說：沒關係，把我送去那好了。就是這樣我來這邊才

住的下去，有的來這邊住了一天，就吵著要回家。 

 
三、  入住過程的主觀看法與詮釋 

 
(一)  入住後之家庭關係 
我只有一個兒子、二個女兒，女兒就嫁人了，一個在嘉義、另一個在台北，

怎麼顧，只是來看你一下就走了，台北那個怎麼有辦法，那麼遠，就過年來一下，

再來就不行了，電話是會打啦，嘉義那個就一個月來看一、兩次，她沒有在工作，

頂多就顧孩子而已。我兒子白天上班沒空，晚上下班八點多以後才來看我，現在

日照長，五點多就吃飯，他來看我就會拿水果來給我吃。媳婦有跟著來，就靜靜

站在旁邊，也不會跟我說話【反應平淡】。 

 

我在這邊住，有時候會回家看看，我孩子就會說這裡老人多，怕會被感染，



然後傳染給孫子，在家我就要用公筷母匙吃，吃完我就自己去洗，這樣我覺得就

沒什麼意義了【無奈】，所以就不要想，一天過一天就好了。像我來住這一年多

了，她也沒叫過我一聲「爸爸！」。⋯大家一起吃飯，大家的碗都放在烘碗機裡

面，就只有我的放外面，我就覺得不對勁，問我兒子為什麼要這樣，他才說這邊

老人多會感染，所以才分開，我說：那你就直接說，不要這樣偷偷做，這樣我會

生氣。 

 
(二)  入住後的感受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苦衷，命都不一樣，有人這樣、有人那樣。有好也有壞啦！

現在人還能活動，來這邊住其實也沒什麼意義，還是在家裡能到處走動比較好；

但是，人如果不舒服，家裡大家都在上班，沒人知道，在這邊，如果你不舒服，

就馬上送去給醫生看，就差在這邊而已啦！像氣喘發作，痰卡住就再見了。總說

一句，就是不要想太多。 

 

來住這裡環境是不如家裡，你看這邊全都是老人，在這邊比較可能有污染，

抵抗力不夠的就會被傳染，⋯住這邊也還習慣啦，若是想家就想開一點啊，反正

人家也不歡迎我，想家幹麻，唉！住這邊還是要有錢啦，若沒有錢一個月四週就

過去了，實在很快，現在是我兒子幫我繳錢，沒有賺錢，只好這樣。 

 

 
【女性老人 D之生命故事】 

D奶奶入住機構時間約一個月，目前 68歲，喪偶，生有二男一女，為受訪
者中年紀較輕的樣本。D奶奶身體狀況還算良好，僅有因老化而造成輕度失智，
但目前並不影響其認知及語言能力。訪談中，互動良好，也願意自述過去的生命

故事；但談及過去無法唸書的原因時，情緒顯得相當激動、憤憤不平，後來還由

機構人員出面安撫；由於情緒無法平復而導致訪談進行困難，因此決定隔日再次

進行訪談。 

 
一、  入住機構前的生活 

 
(一)  原生家庭的成長過程 
我有四個大哥，還有一個妹妹、一個姊姊。小時候家裡是種稻子的，還有種

其他一些水果，我才四、五歲就會開始幫忙家裡的事情，差不多七、八歲我就會

燒柴煮飯。那時候我爸就因為肝病死掉了，後來哥哥結婚，我媽就說我不用讀書，

留在家裡帶嫂嫂的孩子好了，這樣嫂嫂才能去外面幫人家割稻子、晒穀子賺錢，

結果我就沒唸書，犧牲我自己，可是我妹妹卻唸到高中，真是天差地，差太多了。 

 

我因為沒有讀書出去工作受到刺激回來就跟她吼，我媽還問我哪根筋不對，



因為那時候到糖廠上班縫布袋，人家都把班表寫在黑板上，我不識字，根本不知

道自己輪哪一班，我就回去跟我媽吼，說我不值得。我真的很恨我母親，為什麼

讀書就真的那麼不公平，有時都恨到想把她的肉給咬起來【氣憤】⋯。 

 
(二)  婚姻家庭狀況 

(1) 婚姻狀況 
跟他是 22歲相親結婚的，他在做皮鞋，那種訂做的，我之前就是沒有讀書，

才會跟那麼窮的人結婚，不然我怎麼要嫁那麼窮的。我以前先生在工作，他只要

我負責煮飯、養三個孩子，不要讓他回來家裡看到亂七八糟，飯也沒有煮，這樣

就好。我以前很快活，我都不用工作、不用出去賺錢，沒錢先生就會賺錢給我花，⋯

他說反正我出去也賺不到錢，他賺的錢還是可以維持家庭，讓孩子唸書，也不會

輸人家這樣就好了。不然要靠我工作，我能做什麼工作，直到他死，還交待那些

兒子每個月要拿零用錢給我，不要讓你媽媽出去工作，所以說我先生是非常疼我。 

 
(2) 家庭狀況 
我22歲嫁他就住在新營，剛開始是租房子，後來就跟會存錢，一開始三千，

然後四千、五千⋯，直到頭期款存夠了才貸款買房子，再來就專心繳貸款。我們

買房子是很辛苦的，我丈夫很節儉，到買房子之前，已經搬了三次房子，起先租

一個月 150元的，後來有孩子，也要煮、也要住，只有一間房太窄，就搬到一間
200元大一點的平房，有廚房、浴室也有房間。我們都住最便宜的房子，捨不得
住大房子，希望能把錢存起來，用來買房子。 

 

那時租房子，廁所裡有大便，房東一大早就會喊很大聲，說是我們孩子大的，

要我趕快去洗廁所，可是我們的孩子根本都還在睡覺；那是因為房東看我們窮，

其他租房子的是公教人員他們有送禮，我們沒有，可是我們也是繳一樣的錢啊，

這種粗活他們做不來、我們也可以幫忙，但為什麼要誣賴我們的孩子？我是沒說

什麼，想說忍忍就算了，可是我先生不允許人家這樣對我跟小孩，就跑去跟他嚷，

後來房東也就不敢這樣了，哈⋯我先生真的很顧家、對我跟小孩又都很好。 

 

我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他們從小很聽話，也不用我操煩，我記得以前都

沒打過他們，是我先生要求比較嚴格，不允准他們變壞，所以會打個一、兩次。

他們以前成績都不錯、大家兄妹彼此間感情也都很好，女兒是比較嬌啦，她最小，

可是哥哥什麼都讓她，我先生也捨不得打她，不過長大就懂事了！不過因為我沒

唸書，所以小孩子只要能讀書、我就會讓他讀，我不想要他們跟我有相同的遺憾。

我們家沒有什麼重男輕女，不管兒子、女兒都唸到高中，後來他們都在新營上班，

一個在台南當警察、一個在台紙上班、一個女兒在敏惠護專作行政、女婿在開印

刷廠，我自己覺得這輩子我命還不錯，他們都很孝順，每個月也會固定拿一些錢

回來給我們花。 



 

 (3) 其他支持網絡 
以前我都不用買米，因為我們家作農，家裡都有種稻子，稻米收成我大哥都

會帶米過來，他們都很照顧我，是我不要而已，不然像我媽後來死了，我還可以

跟他們分田地，可是我也沒有。 

 

我有四個大哥，一個姐姐、一個妹妹，不過都在台北、苗栗，還有其他地方。

我們到了這個年紀，也沒有交朋友，也沒有再跟親戚聯絡，各自都有自己的家庭，

像我來住這邊，也都沒有讓別人知道。 

 
  (4) 工作 
我只有結婚前有去人家糖廠做工，後來我結婚，我丈夫就不讓我去做，他說

我不認識字，是要做什麼工作？妳就在家把孩子帶好就好，反正是我在管錢的，

他賺的錢全都給我，我也從來不怕沒有錢花。他死了以後，還留了大概快一百萬

給我，這些錢應該用到我死應該還夠用啦，如果不夠花，小孩也會給我錢用。 

 
二、  入住機構的原因 

 
(一)  老年安排居住的過程 
小孩子結婚以後就跟我商量說要搬出去，我是也沒差，反正他們有他們自己

的生活。而且都是住新營、台南，也不會離很遠，還是很常回來家裡，其實我的

個性很孤僻，我不喜歡熱鬧、也不想幫他們顧孫子，以前顧太多了啦，ㄟ⋯顧小

孩是很累的耶，而且也不好玩，女兒生的我沒帶，媳婦生的當然也是讓別人帶，

這樣子比較公平，不會在那邊相爭說：你為什麼只帶她的不帶我的？ 

 

我先生五十幾歲就因為慢性腎臟病死了，他死十幾年了，之間我都是跟他一

起住，那幾年他腎很不好，醫生說必須每兩天洗腎一次，我就陪著他兩天去醫院

洗一次，就這樣我們老伴互相照顧彼此，後來他死了，我自己一個人住，那時候

身體不錯，可以到處走動，幾天就去女兒那邊看看、或是去兒子那邊住幾天，我

不喜歡跟年輕人住在一起太久啦，這樣會打擾人家，而且就算住那邊，他們白天

也是在上班、我不是也一個人在家⋯就這樣過好幾年，一直到最近才搬來這邊，

唉！以前一個人住實在是非常地無聊。 

 
(二)  入住機構的原因及過程 
身體好好的幹嘛來住這邊？就是身體有問題，才會來這邊，人老了頭腦比較

不靈光了，之前還好，這幾年變得比較嚴重，就像要小便可能要人家提醒，不然

會一直憋著，到最後憋不住了就尿出來了。會來這邊住是兒子、女兒、女婿他們

商量了以後，覺得這邊環境很好，又有人照顧我，才把我帶來的。反正孩子都商



量好了，他們帶我來，我才跟著過來，年輕人安排我就跟著走，不會跟他反抗。

我住哪裡都一樣，在家裡也是我一個人住，年輕人都去上班，也沒有人有空可以

侍奉我，⋯不是說來這邊就不孝，來這邊也是要花錢的，所以不能說人家帶我來

住這裡就是不孝。能夠帶我來這裡的還算孝順，不然放我一個人在家裡，每天都

不曉得要吃什麼好累。 

 

三、  入住過程的主觀看法與詮釋 

 
(一)  入住後之家庭關係 
兒子、媳婦他們都會常常來看我，像那個在台紙上班的兒子，有時候前一晚

在工廠值班，隔天早上他就會先來看我，拿東西給我吃完然後他再回家。女兒、

女婿都很孝順，週末假日就會全家帶著來看我，不然有時也會去兒子家過週末，

然後禮拜一這邊的車子再去載我回來，我現在頭腦還可以，沒有到那麼差，不會

讓人家虐待的啦，哈⋯。 

 
現在的生活費，都是孩子給我，我也沒在領先生留給我的那些錢，我住這邊

也是兒子在幫我繳錢，我問兒子說：住這裡一個月要花多少錢？他可能怕我擔心

還是嫌貴，就只有跟我說軍公教有補助 (當警察)，不用多少錢。以前孩子還小，
是我們在養他，現在我們老了，老了要花錢孩子就要平均分攤，我不管家裡的事，

有得吃、有得住，家裡的人也不會虐待我，這樣就好了。 

 
(二)  入住後的感受 
我來這邊住了快一個月，這裡的人大家都很好、每個人也都很親切，我不太

挑吃，在這邊吃的也不錯，這很重要，不然以前每天在家裡想說今天要吃什麼，

想到頭腦都快壞掉。住在這邊也很習慣，環境也不錯，每天就悠哉悠哉，時間到

就吃飯、睡覺。我覺得住在這裡還好啊，反正也沒什麼要求，而且在這邊才比較

有伴，回家小孩子都在上班，會比較無聊。 

 
 
【女性老人 E之生命故事】 

E奶奶入住機構時間約兩年，目前 85歲，喪偶，共有五個兒子、兩個女兒，
是受訪者中年紀最大的樣本。E奶奶身體狀況並不理想，有多樣癌症，其中包括
大腸癌、膽道癌⋯等，但認知能力並不受影響，只是語言表達較為困難，並常會

抱怨身體的疼痛感，因此訪談時間分作上午早餐後、與下午午休後，進行兩次的

訪談。訪談過程中，E奶奶相當親切，過程中能坦然面對自己目前的病痛、以及
疏離的家人關係，只是言談間能明顯感覺到她的無奈。 

 
一、  入住機構前的生活 



(一)  原生家庭的成長過程 
我們家有六個小孩，兩個男生、四個女生，我是最大的。我父母很窮，就在

種檳榔花，後來又改種柳丁。他們就一直生，生到最小的小妹，根本養不活只能

送人。我跟二妹差了八歲，她出生是我在顧她，好像才出生幾個月，就發燒還是

怎樣，我年紀小不知道，大人也在忙，沒注意到她發燒，結果可能是燒過頭吧，

也不知道是燒壞頭腦還是其他併發症，反正就是跟其他小孩不一樣，這件事讓我

覺得我很對不起她，她十幾歲就笨笨的跑出去了，後來也找不到她人在哪。 

 

小時候我沒唸書，整天帶我小弟、小妹，還要負責煮飯。如果我爸傍晚回來，

看到我沒煮飯還是家裡亂七八糟，他就會生氣，然後我就被打，所以每次他回來

我都很緊張，因為我是老大、什麼事都要我做，我十幾歲時他就因為肺癆死了，

我就跟著我媽去種水果，有空就去工廠幫忙作花圈賺錢。我小時候跟我媽感情就

比較好，她都說我很懂事，有時候我爸打我她還會擋在我前面，不讓我爸打到我，

其實我也知道她辛苦，所以家裡的事我也是乖乖在做，不讓她操煩。 

 

(二)  婚姻家庭狀況 
(1) 婚姻狀況 
我們家境不好，沒什麼對象可以挑，那時是我媽決定，也不是我可以決定的，

我21歲就結婚了。我先生出生就帶兇，父母在他 3歲就死了，無依無靠，最後
是兄嫂把他養大的。我跟他結婚以後，就在他父親死掉留下來的那塊地，蓋房子

住在那；我總共生了五個兒子，兩個女兒，最小那個女兒也是分給別人養。那時

年輕身體很好，都跟我先生一起去台北做工作，做土水 (水泥工)，常常這樣跑，
就為了賺錢啊！只要有工作就上去，沒做就沒得吃，我媽也在工作，不能幫我帶

孩子，就把孩子這樣放著，讓他們大的帶小的，自己去玩。 

 

我先生他對我不錯，他沒打過我，也沒罵過我，做到半死，難道還要讓他罵？

我土水做很久，是後來孩子長大要我們不要去做，我們才沒去做，差不多做到快

50歲。小孩他們長大就搬出去住，我跟先生就自己去賺吃的，結果我先生62歲
那年，出車禍腦震盪，後來就中風，不能走路了。我就一直照顧他，幫他洗澡、

翻身、把屎把尿的，照顧十幾年，一直到他死。 

 

(2) 家庭狀況 
我小孩都只唸到國小唸畢業，就自己出去做工、自己賺、自己吃，我也沒有

辦法幫他們什麼，那個女兒，人家要就給(嫁)他。老大後來去傢俱行上班，第二、
第三、第四都一起學裝潢，二、三十年前很不錯，可是現在就比較沒工程可以接，

最小的做油漆，也都是賺辛苦錢啦！在我先生還沒中風前，大家關係是都不錯，

雖然老大在高雄、最小的在台南，其他三個都在新營附近，也是都會常回家啦！

那時候我就跟先生住一起，一起吃、一起賺。 



 

可是我先生出車禍後，就不能走路了，只能一直躺在床上，讓人照顧。我們

沒那麼多錢可以請人家來家裡照顧，小孩就要我先生把財產分一分，然後他們要

照顧我們，我跟先生也沒怎麼多想，就說「好！」，等財產分完了，他們就說那

每個兄弟輪照顧一個月，就是「吃伙頭」啦，我們那間房子也一起賣掉，分完了。

後來開始輪，兒子就不太理我們了，有的來接很不甘願，有的讓我們多住一天也

不行，有的就愛理不理【哭泣⋯】。 

 

他們都把我們倆個老的留在一個房間裡，我們整天都待在房間裡，外面發生

什麼事都不知道，他們也不會進來看我們、跟我們聊天，看看有沒有需要幫忙、

還是要不要一起吃飯。是後來我女兒跟女婿來看我們，我先生雖然身體不能動，

但頭腦還沒壞，就跟她說蔣經國的事，我女兒才知道說我們現在連總統是誰都不

知道，她就說這樣不行啦，才跟女婿買了一台電視放在房間給我們看【哭泣⋯】。 

 
(3) 其他支持網絡 
    我先生是孤子，兄嫂帶大的，他結婚之後就搬出來，兄嫂以前還活著的時候，

有時候會來看看小孩，拿一些菜啊、水果，說要給小孩吃，後來他死了，跟那些

堂兄弟就沒什麼在聯絡了⋯ 

 

    朋友就是去做工的時候，大家認識，然後只要有工作就會互相約一起去做、

去賺錢，不然私底下是沒什麼在聯絡。大家也都有自己的家庭啊，人家顧自己的

都來不及了，後來老了不做了，大家就沒什麼往來了。 

 
  (4) 工作 
    工作就只有去做土水，我也沒唸書、字也不認識我，哈⋯能做什麼工作呢？
所以那時候只能做這種粗重的，全省都有缺啦！只要有人約，台中、桃園也都去，

只是比較常去台北。做土水的是還蠻好賺，一天就有幾百塊，雖然是很辛苦啦，

可是要養孩子啊，不然要讓他們餓死喔。⋯我跟先生那時候很省耶，捨不得吃、

捨不得穿，有時候連工作發的便當，我們就一起吃一個，然後再把另一個帶回家

給小孩吃。老了孩子不要我再做土水，我就換成去餐廳幫忙洗碗，這樣多少可以

賺一點自己花，以前家裡的錢是他在處理的，我自己也沒存錢，後來他把錢全分

給孩子了，我們兩個的身上連一點錢都沒有了【哽咽⋯】；老了，沒辦法再賺了，

只能看小孩臉色過生活。我這輩子都沒享受到，從年輕做到老，老了還要照顧我

先生，小孩又不理不睬。 

 
二、  入住機構的原因 

(一)  老年安排居住的過程 
他那時還沒中風，我們夫妻都一起吃、住、工作，那時候生活苦雖苦，可是



兩個人在一起生活也還算開心。後來他中風後，那間房子賣了才跟孩子一起住，

也都是我在照顧他，沒人像我這樣勞心勞命，照顧他那麼久，照顧了十幾年了，

後來他要走也不好心點帶我一起去，只能繼續「吃伙頭」這樣一個月、一個地方

這樣換。如果輪到人家要顧的那個月，就要去之前的地方載我，有的兒子住的地

方比較遠，不是假日也一定要開車來接我，不是他甘願，而是大家會相爭，多一

天就不公平。 

 
每次到月底要換另一個地方住的時候，我就很擔心人家不來帶我，因為現在

這個的已經幫我把衣服、棉被、其他東西⋯全部都打包好了，很清楚就是我今天

一定要走，不能再多待一天，一天都不行喔！唉⋯講到這個就很無奈【停頓】。

年輕人有自己的工作、家庭要顧，最小的那個也是很窮，每天要做工，也沒辦法

照顧我，我先生死掉以後，那時候我還能動，能做的我還是都自己去做，我才不

敢要人家要煮給我吃、幫我做這個、那個的。 

 
 (二)  入住機構的原因及過程 
現在腳退化了，都不能走了，骨頭也都壞掉，醫生說要手術，我又不敢手術，

前陣子還好，可以用四腳支架（輔助器）去行走，現在身體很不好，都在吃藥，

身體好多地方都有腫瘤（癌症），晚上痛到都睡不著，吃藥也沒用，都痛到整晚

沒辦法睡覺。雖然說之前住家裡有小孩、媳婦，我不用看家，但是因為腳不能走，

在那跟人家吃、住，人家還要抱、還要推，兒子不能幫我洗澡、媳婦也不太願意

幫我洗，而且我也不習慣讓她們洗，心理會覺得彆扭啦、就怪怪的不喜歡。在那

邊生活還要看人家臉色，我住的很不習慣，後來就是聽到人家說來這邊生活好，

我就想要來，所以我就自己跟小孩說我要來這邊過生活，他們就把我送來了，免

得在家人家還嫌你礙眼。 

 
三、  入住過程的主觀看法與詮釋 

(一)  入住後之家庭關係 
    那時候要送過來，有的還不讓我來，最小的兒子跟女兒是反對啦，他想說大
家可以請個菲傭照顧我，可是沒有一個兒子願意讓我住那邊，最小的那個也是，

他生活也不好過、平常也很忙，沒辦法啦！不過住進來以後，他常常會打電話來

問我說我住的好不好？習不習慣？還有問這邊的人有沒有虐待我？可能是怕我

被虐待啦，我都說不會，我在這很好、很習慣；女兒跟女婿有空也會來看看我，

帶東西給我吃，人家女兒總是嫁出去了，也不能要求人家要多關心你什麼，這樣

就很好了啦！其他的兒子有的工作忙，比較不會問你，也沒空來看你；不過他們

每個月都會把錢交給大兒子，時間到了，大兒子就會來繳錢，他比較有空就會來

跟我說說話。媳婦跟我就沒什麼關係，我不會去要求她們幹麻，也不會管她們，

她們把自己家裡顧好就好了。 

 



(二)  入住後的感受 
我在這裡住 2年了，我說來這邊比較快活，還是在這邊生活最好啦！在家裡

不習慣，人家年輕人有他們自己的生活、事業，也沒辦法管你那麼多，來這裡有

得吃、有人照顧、也有人可以聊天，也不用看人家臉色、每個月又要換地方住、

太累了啦！我還是喜歡住這邊。雖然有時兒子來看我，會問我想不想回去跟他們

一起住了，我就說不用啦，我還是覺得住這邊比較好，我希望能早死一點、身體

那麼多病痛，要死也不能死，實在是⋯【無奈】。 

 
 
【男性老人 F之生命故事】 
男性老人 F入住機構約兩個月，為訪談者中入住時間最短者。目前 75歲，

喪偶，有一位兒子及兩位女兒。男性老人 F在訪談開始即告知，他的視力不佳、
以及相當健忘。但整個訪談過程，研究者幾乎沒有多少提問，全由受訪者自述，

男性老人 F非常健談，身體功能雖受視力及輕度失智的影響，但入住機構仍相當
活躍，對機構生活相當不滿，甚至會向機構爭取外出、抽煙等權利。 

 
一、  入住機構前的生活 

(一)  原生家庭的成長過程 
我出生在東石鄉，十三歲我就沒父親了、那時候我妹十歲、弟弟只有三歲，

小時候都是我媽去補魚、養蚵拿去市場賣。那時候我年紀最大，就會帶著我弟、

我妹一起去海邊抓魚、抓蝦。那時天氣好的日子，晚上從海邊回家往陸地看過去，

就可以看到滿天的星星跟月亮，從路地看過去海邊，就可以看到海面都是亮亮的

在那閃閃爍爍，那時候日子真是過的很悠哉、無憂無慮。後來十五、六歲就開始

跟附近的少年成群結黨、遊手好閒，去撿、或是偷一些廢鐵來賣，我媽那時唸我

我也不聽，就這樣玩了好幾年。一直到當完兵以後，我才想說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所以就跟我媽說我要去嘉義發展，如果順利的話，再把你跟小弟、小妹接過去住，

到後來我就真的開始做這個廢鐵的買賣。 

 
(二)  婚姻家庭狀況 

(1) 婚姻狀況 
    我到嘉義先是租房子，然後就到處去撿人家鐵工廠不要的廢鐵、或是買酒瓶
來賣，就是當舊貨商，慢慢、慢慢⋯經濟狀況比較好了，我就會去進一些機器、

把撿來的廢鐵拿回來加工，再賣出去，這樣價錢會比較好。那時候生意都不錯，

我自己就想「嗯！這樣差不多了」，後來就把我媽、小弟、小妹從東石接過來住，

那時我們還住在鐵工廠裡，才過了三年，我就買房子了。那時候我快二十五歲，

想說可以準備娶某、成家，所以就有請媒人介紹相親，我就認識我老婆，她們家

是種田的，我想這種女孩子應該比較能夠吃苦，過沒多久我就跟她結婚了。 

 



    結婚以後，我們就生了三個孩子，一個男的、兩個女的。孩子是我媽幫我帶，

我老婆就跟著我一起出去買廢鐵，也會跟我到藝術公司買藝術品然後再到鐵工場

加工，那種廢鐵就是要多長自己剪，我就負責割，然後她在旁邊幫我扶著鐵片。

那鐵片很重，要女孩子舉是很吃力的，她也是這樣陪我做，到處去談生意賺錢，

又把小孩子帶大，真的很能幹。小孩子長大後，我想說把鐵工廠交給我那個兒子，

可是過沒幾年、我老婆大概才五十歲就生病死了，已經死23年了，連某也沒了。 

 
(2) 家庭狀況 
少年時，我們全家都靠我，我把她們接來嘉義住，我弟、我妹都是我帶大的，

連我弟娶老婆，也是我幫他的。妹妹後來就嫁人了，我媽就跟著我一起住，小孩

出生她就在幫我顧孩子。她是後來在家裡不小心絆到門檻，跌倒沒多久就死了，

老人家最怕跌倒嘛！我三個小孩都是高中、高職畢業，我給小孩子的環境很好，

不希望他們像我們以前那樣辛苦，後來因為有朋友在大陸設廠，他認識我女兒，

就問她們要不要去大陸工作，兩個姐妹就約一約，一起到大陸去了，現在在兩間

紙廠一個當經理、另一個當總經理，有一個那邊結婚、另一個就沒嫁。 

 

我兒子就讓他接我鐵工廠的生意啊，他後來結婚，那個媳婦我是看不喜歡，

我說人家媳婦是做文市（零售商）、我們是做武市（大盤商），兩個不合啦。人家

夏天是吹冷氣，我們要賺錢就要流一堆汗，跟她們不一樣啦。可是我孩子要啦，

也沒辦法，果然她嫁過來後都不做事，洗衣、煮飯都不做，平常相處不好，我都

不想跟她講話。現在她跟第三個孫女在布袋開超市，兒子就住嘉義，唉⋯我兒子

接了鐵工廠以後，就開始學人家買股票，一輸就是幾百萬，輸得一蹋糊塗，因為

股票賠，我也難過很久，一直到現在想到還是很難過。 

 
(3) 其他支持網絡 
我後來眼角膜壞了，打一支化學藥劑，視力只有三分目(三公分距離)；後來

原本大腸萎縮了，要開刀，可是我兒子有一個朋友，他父親跟我是知己，他去幫

我問過其他醫生，就說不用開刀⋯ 

 

我的朋友不是喝酒朋友，也不是賭博朋友，都是作生意的朋友，都是買賣的

朋友，而且我後來在鐵工廠那邊自己用了一個壇，每天都有人會去那邊找我泡茶

聊天，神明生日還會辦桌請客，很熱鬧的。⋯我朋友很多啦，像我現在住在這邊

他們也會來看我。 

 
  (4) 工作 
我那時來嘉義開始做廢鐵買賣時，正好是台灣經濟起飛時候，有做就有賺，

有 6~7年很好的光景，不管是做生意、買土地什麼都賺。我那時做了 3年我就買
房子，有一陣子工廠還請了六、七個工人。像現在的高鐵工程，我們也包新營到



斗南段，六輕的工程我們也有標到⋯。有時候忙的時候，一天要跑三個縣市，那

時候我老婆還在，都是她陪我一起跑的，現在眼睛不好只能跑嘉義、水上跟銀行

這三個地方。做到後來老了，就變這樣子，沒有用了啦，錢也被我兒子敗光光了。 
 

二、  入住機構的原因 

(一)  老年安排居住的過程 
我之前都住在鐵工廠，我自己有請了一個女工，幫我煮三餐、洗衣服，其他

時候就在工廠幫忙。兒子住東隆大樓，結婚的時候說要買那邊，要我過去一起住，

我幫他出錢，可是我去住過幾次，就覺得那種大樓，還是適合年輕人去住，電梯

按了就上去，但是因為我眼睛視力不好，看不清楚，我要上樓就要請管理員幫我

按電梯，上樓起碼有人幫我，如果家裡沒人在，我要下樓，我就根本不知道要按

哪一個才對！所以我還是寧願住工廠，雖然說髒髒的，但是我就習慣住那裡。 

 
 (二)  入住機構的原因及過程 
我健忘症狀大概有5~6年了，就是東西放在哪裡一下就忘了，去買東西買錯

了，人家也賣給我。之前就有徵兆，只是現在愈來愈嚴重，有時候想回家，就會

自己跑出去，結果到世賢路就不知道路怎麼走？我家新厝到世賢路只要過個路口

就到了，可是我就找不到路。兒子因為擔心我自己會到處跑，人會不見，那個女

工要我不要出去我也不聽她的，所以後來兒子就要把我送來這邊，有人把我顧著

他會比較放心，我是不願意啦，他硬要把我送來我也沒辦法，唉⋯【無奈】。 

 
三、  入住過程的主觀看法與詮釋 

(一)  入住後之家庭關係 
他們如果不理我，我可以容忍他嗎？他們如果把我送來，就把我一個人丟在

這裡，不理我，我一定跟他們吵。女兒現在大陸蘇州的2間紙廠上班，不能回來

看我，不過會常打電話給我，都會一直勸我要好好住在這邊，人家比較會照顧我

什麼的⋯；我兒子每天下班也會來看我，拿東西給我吃，有時候孫子也會一起來，

媳婦不在嘉義，而且我跟她也溝通不良，所以她不會來看我。我來這邊不用自己

出錢啦，看是誰帶我來這邊的就要幫我付，我住在這裡一個月花不到3,000元，

那些錢都是政府補助的老人年金。⋯我弟弟現在身體也很不好，妹妹已經死了，

就剩我們2兄弟⋯。 

 
(二)  入住後的感受 
兒子把我送來這邊，我很不高興，我就說我不喜歡這邊，會越住越笨，而且

又很不自由、好像被關，就連我在這邊要抽一根煙都不行，要出去走走也不行，

做什麼都要被管，整天就被關在這邊，實在有夠無聊。裡面的老人又都是重症，

也沒有人跟我聊天，就整天坐在外面椅子，發呆、打盹；我是一個很愛熱鬧的人，

這樣實在很悶。下週我鐵工廠那邊的壇要作醮，我就要請假回去忙，準備辦桌請



朋友來，這樣生活也比較有意義啦！ 

 

 

男性老人 G之生命故事 
男性老人 G入住機構約半年，目前 70歲，是唯一一位配偶還在的受訪者，

目前配偶與他同住一間機構，有四位女兒。男性老人 G認知及語言功能良好，
但膝關節退化，有時能靠輔助器行走，但大部份多是以輪椅代步。由於他有重度

憂鬱症，因此在言談部份，即表現憂鬱沮喪、無精打采、寡言等症狀，訪談過程

中他僅是不斷表示相當擔心自己的身體狀況，無法照顧臥病在床的另一半，言語

貧乏，研究者盡可能地引導，但內容仍略顯不足。 

 
一、  入住機構前的生活 

(一)  原生家庭的成長過程 
 

小時候就住鄉下，竹崎那邊，那時候因為營養不良沒什麼東西可以吃，身體

就很虛，常常跑醫院。大概六、七歲那年，冬天可能是感冒、發燒吧，開始昏迷、

不省人事，連醫生都不知道該怎麼辦，就要家人幫我準備後事，結果我媽就跑去

求菩薩，用爐丹給我吃，結果竟然讓我好起來，如果沒這樣，說不定我早就沒命。

我是家裡最大的，我還有一個弟弟、兩個妹妹，我媽在我 11還是 12歲就死了，
是我爸把我養大的，家裡的事，都是他在做。我跟弟弟、妹妹感情都不錯，我們

家是種水果的，我也沒有常去幫忙，我爸就要我唸書，我在竹崎唸到國小畢業，

後來因為認識字，就有人介紹到嘉義的區公所當公務員（辦事員），那時公務員

不是用考的，因為識字的人不多，只要識字就可以去。 
 

(二)  婚姻家庭狀況 
(1) 婚姻狀況 
我太太家就在我們家附近，她們家也是種水果的。因為都住附近，所以彼此

都認識，後來中間有人牽線，我們就結婚了，我那時大概二十四歲，我太太小我

兩歲。結婚後我還是每天坐車到嘉義上班，她就在我們家幫忙種水果。後來我跟

她生了四個女兒，她就在家裡帶小孩、有空再去幫忙種水果，那時我弟、我妹都

搬出去了，只剩我爸跟我們一起住。後來我爸那時候因為人老了，所以身體慢慢

退化，過世前幾年身體已經很不好了，就只能躺在床上，也不能動，那時候都是

她在照顧，家裡的事也是她在做，不過我在家我也會幫忙啦！ 

 

(2) 家庭狀況 
之前都住竹崎，小孩子都在竹崎唸國小，過了幾年我爸過世，小孩大概準備

要念國中跟高中了，那時我跟老婆就想說嘉義市的學校比較好，而且嘉義也比較

方便，所以我們就決定搬到嘉義來住，大概四十歲左右才搬來嘉義，那時是自己



買的，不貴，因為是在市外，所以比較便宜。這樣我上班也比較方便，那老婆就

會去市場賣水果。小孩都很乖，大的念到中興大學、第二個念到研究所，她們對

我們都不錯，因為我後來身體不太好，就提早退休，我太太那時候身體也不好了，

就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那時候她們都在工作了，所以就要我們不要做了，

她們去工作就會拿錢回來給我們花。 

 

她們現在全都嫁人了，老大在台北、老二在高雄，其他兩個在嘉義，最小的

就住嘉義市內。每個都很貼心啊，也都會拿錢回來，平常都很關心我們，女婿跟

我們關係也都不錯。 

 
(3) 其他支持網絡 
小時候雖然環境很差，但是和弟妹感情不錯，雖然他們一個在高雄、一個在

花蓮，但我們都會聯絡、講電話，像我住這是也是有來看我，不過因為現在也都

離很遠很遠，真的要很常聯絡也沒辦法。 

 
  (4) 工作 
    就自己年輕當公務員的時候有存一點，我爸死了以後，古厝還留著沒有賣，

但是種水果那片，因為沒人要去種啊，大家都有自己的事只能放著作廢地，後來

有人出價說要買，我們兄妹就把地賣掉，錢再分一分，這樣我們就又多一筆錢。

後來在嘉義買房子是有花一部份，但現在這樣也還夠啦，而且每個女兒每個月都

會拿三千回來，如果經濟狀況好一點的會多給一些。 

 
二、  入住機構的原因 

(一)  老年安排居住的過程 
小孩子長大嫁出去就只剩我們兩個，我們剛開始本來還是住在嘉義縣，可是

後來我太太身體就不好了，剛開始都是我在照顧的，後來在台北那個大女兒是有

叫我們一起過去住，我們有上去住一段時間，再回來嘉義；可是後來覺得去台北

太遠，而且我們又不能賺錢，去那邊也幫不了什麼忙，人家在台北都是住公寓，

住在樓上，我們腳不太能走出入也不方便，就跟她們說我們就不要去那邊了。 

 

回嘉義以後，最小的那個女兒住嘉義市內，她說我們住在市外交通不方便，

所以要我們把房子給賣掉，賣掉以後我跟太太就跟女兒一起住了。她那時候有請

菲傭來照顧我們，菲傭顧了一年而已就要回去，如果要再請，還要再申請幹麻的，

也沒那麼快，不過那時候我跟太太身體是有好一點；她回去以後，我們身體又變

不好了。 

 

(二)  入住機構的原因及過程 
本來太太身體不好想要照顧她，結果沒想到我自己也倒下去了，沒辦法了，



【無奈⋯】以前我身體不好的時候，有住過高雄長庚、基督教醫院，現在都整年

都在吃藥。我過去住家裡時，她們沒辦法照顧，年紀越大，身體就越差，越來越

多問題，像手腳都麻痺，聽力也不好，胃也痛，什麼毛病都來；太太又有糖尿病、

心臟病、血壓高，現在有時昏迷、有時清醒，情況也是時好時壞。 

 

她們年輕人要作生意，要打拼，也沒辦法整天顧我們。菲傭回去以後，她們

先來看過這間養老院，覺得很不錯，就要我們來住這邊，她說它們這邊（機構）

照顧老人比較在行，因為老人家身體時好時壞，有時候有問題，但沒有人在家裡，

這樣就比較危險，她們都這樣決定，那我們也只好說好。 

 
三、  入住過程的主觀看法與詮釋 

(一)  入住後之家庭關係 
老大在台北、老二在高雄，住那麼遠也沒辦法過來看，就是會打電話問問，

可能一、兩個月會回來看我們一次，以前住家裡也差不多都這樣。其他兩個女兒

都在嘉義，小的比較會來看，她就住這附近，先生是在建房子的，她平常就只有

在他先生公司當會計，所以比較有空來看；另一個做南北貨(彰化縣)的生意，都
很忙、就比較沒空來看我們。⋯住在這裡是大家都有付錢啦，就輪流付，小的付

比較多，兩個比較多、兩個比較少，付比較多的也是因為她們生活比較好。 

 
(二)  入住後的感受 
我自己是不喜歡住這裡啦！不過我女兒說這裡服務好，親切啦，不然我女兒

也沒辦法照顧，所以是也不會想住家裡啦！而且在家裡做什麼事都不方便，怕跌

倒，也不能出門，在家也無聊，請菲傭來照顧，一下就要回去了，如果要再請，

也沒那麼快，再加上身體也不好，家裡也沒人照顧啦！只是我現在每天都很擔心

我太太身體這樣，我自己自身也難保了，本來我還想說我可以照顧的，可是現在

也不行了，就每天很煩惱，實在很難過，唉⋯ 

 
 
【女性老人 H之生命故事】 

H奶奶入住機構時間約六個月，目前已經 83歲，喪偶，生有二男四女，向
他人分養一位女兒，共七位子女。D奶奶身體健康狀況不佳，有糖尿病、高血壓、
及輕度失智，腳部也因退化而無法行走，但認知及語言能力並未受影響。訪談開

始，H奶奶訴說自己身體不好入住機構後，家人的不理睬讓她相當傷心，因此，
訪談才開始即泣不成聲。由於情緒無法平復，常因哭泣而造成訪談中斷，於是將

訪談分作兩部份，先談過去的生命故事，接著才請她表達入住後的家人關係及自

己的感受。 

 
一、  入住機構前的生活 



(一)  原生家庭的成長過程 
我家在山裡面，山裡面有很深的潭子，我們就在那邊抓魚，然後我爸再拿到

嘉義賣，結果大概在我六、七歲時，有一天我父親下山被蛇咬到，那時候來不及

急救，就這樣死了。後來我跟母親還有弟弟就到嘉義租房子，十幾歲就到嘉義住，

租在北門口，然後我們就買鳳梨，削好再拿去市場賣，還有去食品工廠做工這樣。

我二十歲結婚的，我媽媽說要嫁人要嫁妝，我們沒錢，就要我弟先娶(有了別人
的嫁妝)我才能嫁，然後大家一起賺，賺了再一起吃。後來我媽在我先生入贅過
幾年後就死了。 

 
(二)  婚姻家庭狀況 

(1) 婚姻狀況 
先生也窮，他之前是在鄉下種田，後來經過人家幫他介紹工作，然後到這邊

作醬油，剛好在我們隔壁，那時就有鄰居作媒人，他讓我們入贅，他也沒花錢，

我母親也窮，就想說隨便，沒錢這樣比較省，就把我嫁出去了。 

 

我跟我先生感情很不好，都不講話，好像仇人一樣，也不知道為什麼？就一

個癖，要拿錢、借錢他會去，有工作可以做他也會去，我如果跟他說小孩子沒錢

唸書，他就會去領錢，讓我拿去給孩子唸書、吃飯、或是其他生活開銷。他做工，

我也做工，我跟他就這樣做養孩子長大，也沒什麼栽培，只有唸到國小。反正我

跟我先生就是沒話講，去哪裡也不會說，個人過個人的。我先生死兩、三年了，

大概八十歲死的。 

 

(2) 家庭狀況 
我生第一個小孩，生壞了，就是生了但是死掉，我媽媽就要我抱一個代替，

我跟人家分了一個女兒，然後才一直生、一直生，生那麼多個。我生了兩個兒子、

四個女兒，加這個分的女兒總共有七個。以前都是做工，孩子一大群都沒得吃，

每天我就去車站那邊幫人家洗衣服，洗到十一、二點，然後去市場買個菜，回來

煮飯。有時候飯不夠，還要去跟鄰居借點米來煮，生孩子生了那麼多個，生得都

不太好，什麼都隨便吃，都吃醃菜、蘿蔔乾，不像人家的小孩吃那麼好，每一個

都營養不良、唸書也都唸到國小而已【哽咽】。 

 

我們那時候根本沒錢買房子，都是租房子，租金是一個月一斗米，後來我去

幫人家洗衣服的朋友，剛好有人要賣房子，要賣我一塊地三十五坪，那時一坪才

四百元，在北港車頭，後來我就去跟人家借錢，自己買地建的，就弄個屋簷可以

避雨就行了。那四個女兒，全都嫁了，有的嫁到彰化⋯好幾個地方，我也不清楚，

只有那個跟人家分的女兒住嘉義，ㄟ⋯我是比較疼男生啦。 

 

後來我那兩個兒子，本來是都沒娶，那時候他們都跟我還有我先生一起住。



可是大兒子娶了以後，就跟我們分戶，那個沒娶的只有一個人，要他娶也不要，

做工人辛苦也賺沒什麼錢，誰願意嫁他啊？他不會煮、也沒人可以照顧他，我都

很擔心。分戶以後，他就跟我先生和我，我們三個一起吃、住，人家大兒子就是

他們一家人一起吃。我媳婦是不會對我很好，是那種很會講話，很會唸我，很厲

害的那種人，我就靜靜的讓她講。我媳婦對小兒子也不太好，也不會叫他吃東西，

只有我女兒有買、有煮或拜拜，再給他吃。 

 
(3) 其他支持網絡 
爸媽都死了，只有一個弟弟是獨子，四、五十歲的時候也死了，我娘家那邊

就都沒有人了。 

 

以前會住北港車站的人，家境都不好，因為那邊最便宜，所以我們旁邊鄰居

也都很窮。但是我們都會互相幫忙，譬如說我如果不在，去幫人家洗衣服、賺錢，

她們如果有在家，就會幫我看一下小孩。有時候我沒米可以煮飯，借一下也可以，

大家感情是都不錯。⋯有辦法幫忙的大家就會幫忙，可是有些是家務事，人家也

不可能管你那麼多啊。 

 
  (4) 工作 
我跟先生賺的錢都拿來養孩子了，窮人家是能怎麼存錢？在家裡雖然是我在

管錢，可是孩子太多了，不節省一點可能連飯都沒得吃。以前年輕時都去幫人家

洗衣服、洗家裡，或是去工廠拿代工回來做，這樣可以賺錢也可以顧孩子，只是

錢都很少，不夠花啦！跟別人借錢買的房子，我們每個月還個三、四百，看家裡

情況啦，這樣也花了好幾年才還清的。我現在一塊錢也沒有，人老了，也不能賺

錢，沒用了啦！ 

 
二、  入住機構的原因 

(一)  老年安排居住的過程 
女兒都搬出去了，家裡就剩我跟我先生，還有第二個，以前身體好、可以走、

可以動的時候，就要煮給我先生跟第二個吃。先生死了以後，我還能動也是要煮

給第二個兒子，他沒娶啊⋯，可是後來不能走，也不能煮，就只有我一個人在家，

誰有空煮東西給我吃？我第二個兒子做工沒空，媳婦也不太理我【哭泣】。我跟

女兒不常聯絡，人家自己有家庭，也不可能去那邊住；我跟媳婦也處不來，反正

也沒人開口要我過去跟他們一起住⋯ 

 
(二)  入住機構的原因及過程 
我在這邊住 5.6個月了，那時候就是因為腳不能走，給醫生看說是不是退化，

醫生說不是，是長了東西，吃藥也不會好，這樣才讓人家都不理我【哭泣】。我

跟我孩子說：「我不要住這裡」，他說：「你不住這裡，那誰要煮東西給妳吃？我



們也要工作」，我跟他們吵很久，說我不願意，他們就說：「沒辦法啦！拜託一下，

而且住在這邊，大家可以平均分攤一點。」 

 
三、  入住過程的主觀看法與詮釋 

(一)  入住後之家庭關係 
現在家裡都沒人在，大家都去工作，我媳婦、兒子都去工作，那一個沒娶的

兒子，就把我一個人放在這【哭泣】。兩個兒子都住嘉義喔，我大兒子從我住進

來半年多，才來過 2次還 3次，來也只有在外面沒進來。小的兒子就會進來看，
看一下就走。我跟人家分的那個女兒，偶爾會來看我，我都會要她要留東西還是

煮東西給小兒子吃，其他女兒也沒什麼在理我。我沒唸書，也不認識字，所以說

來住這邊，連想家想打個電話回去也都沒辦法打【哭泣】。只有我孫子偶爾會打

一次電話問我有沒有好一點。 

 
(二)  入住後的感受 
我是不喜歡住這邊啊！可是腳不能動，也沒有辦法，住這裡很沒伴，晚上就

自己一個人，一下這邊不舒服，一下那邊不舒服。我在這邊，大家也都不理我，

沒人來看我、也沒人會打電話給我，我想要住家裡也沒人要讓我住，就真的把我

一個人放在這裡【哭泣】⋯。我這樣勞心勞命做了一輩子，把他們帶大，他們把

我一個人放這邊，不會心不安嗎？還是我跟我孩子的緣份就不深，我常常都會想

這個問題，想到自己很難過⋯。 

 
 
 
 
 
 
 
 
 
 
 
 
 
 
 
 
 
 



在訪問了八位失能老人後，接著將以敘說分析之「類別─內容」進行分析。

依研究目的，擬定各個類別，並將訪談所獲得的生命故事之內容，編排至類別中。

以此瞭解失能老人生命中的何種因素，直接或間接影響他們入住機構；以及晚年

居住安排的過程；最後入住機構的結果，本身的主觀看法為何；最後並就受訪者

在訪談過程中，談及所使用及需要之資源，加以說明，以進一步作為對社會福利

實務工作之建議。 

 
第二節  影響老人入住機構之因素 

     
本研究所關心的是生命過程中影響老人入住機構之因素。先前的文獻探討，

即指出老人居住安全的狀況，正好能反應出老人早期的生活經驗與情況。以此，

本節將透過瞭解受訪者過去的生命經驗與歷程，歸納出影響老人入住機構的可能

原因為何。 

 
一、  原生家庭 

 
(一)  生活貧困造成先天健康狀況不佳 
    研究中受訪者的出生年代，橫跨二○至四○年代，台灣在當時為農業社會，
在訪談內容中，可知這些老人是在物資缺乏、生活困頓的環境下成長。可能由於

家境貧窮、父(母)親早逝、手足眾多⋯等因素，使他們普遍無法獲得適當的營養；
同時只要具備生產力，無論年齡或勞動性質為何，他們皆投入勞動生產的行列。

因此，在無法獲得適足的營養的情況下成長、以及提早或不適當的勞力參與，都

可能使老人早年在這些健康資源的累積不足，更易受疾病侵害與威脅。 

 
  「外公很早就死了，外婆是種菜的，所以要看天吃飯。那時常吃不飽，小孩吃
不飽就會哭會吵啊，結果我就會被她打。⋯那時候天都還沒亮就要跟著外婆

去種田，然後幫她把菜割一割挑去市場賣。」(女性老人 A) 
 
  「那時候因為營養不良沒什麼東西可以吃，身體就很虛，常常跑醫院。大概六、
七歲那年，冬天可能是感冒、發燒吧，開始昏迷、不省人事，連醫生都不知

道該怎麼辦，就要家人幫我準備後事⋯」(男性老人 G) 
 
(二)  原生家庭(繼)父母關係 
    原生家庭父母的婚姻關係、父母的管教方式，對孩子成長皆有很大的影響。
訪談成長過程的內容，可以發現父母忙於維持生計，而忽視了孩子的需要，造成

孩子覺得不被關注。同時可能因父母要求、或是孩子體諒父母的辛勞，而擔負起

家務、及照顧弟妹的責任。如此習慣性地滿足他人需要，或無法清楚地表達需要

為何，都可能對未來的成年生活與人格特質造成影響。 



 

若父母決定「續弦」或「改嫁」，再婚家庭(remarried family)及繼親家庭(step 
family)的複雜關係，將可能面臨更多的問題；如：親情、時間、空間、金錢等，
都可能因為再婚的新角色，或新成員的加入，面臨資源重新分配與調整的困擾。

在受訪者過去的生命經驗中，所遭遇的問題包括：對繼父母與新手足的感情發展

困難、繼父母的偏心或虐待⋯等。這些早年雙親的照顧經驗，對成年時期的人格

發展與人際關係，無論是生親家庭、或是繼親家庭，都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因為我不是繼父親生的，我自己就覺得我好像跟佣人一樣，洗衣、煮飯，連
小弟、小妹都要我照顧。⋯我繼父是比較偏我小弟小妹啦，一定的嘛！那是

人家生的，我媽對我也還好，跟小弟、小妹感情就是淡淡的，雖然是同一個

母親生的，但是感情就是不大好。」(女性老人 A) 
 
  「後來我爸娶了後母，我是大娘的孩子，她疼她自己生的那個，讓我自生自滅。
小時候生病，他們也不會理我，就用以前吃飯的桌巾，把我綁在桌腳，身體

就這樣越來越虛、越來越壞，也因為這樣，我的身體就像杯子一樣一直凹下

去，手翹腳翹，慢慢的背就一直倒凹下去，身體就這樣壞掉，不是我出生就

這樣，是硬被那個桌巾綁壞的。」(男性老人 C) 
 
(三)  受教育程度偏低 
    Maslow(1943)將人類需求分為五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維持生命基本的生理
需求，當第一個層級獲得滿足後，才會尋求第二個層級，在飢餓、營養不良以及

食物匱乏的環境下，就學率低、學習能力不佳是可以預見的。農業社會中，大家

尋求的是以勞力工作來換取溫飽，當新的勞動力生成，無論是自願參與亦或家庭

環境的壓迫，總是希望以勞力換取更多的報酬，是否接受教育則非首要考量。 

 

    此外，「資源稀釋理論」認為子女數愈少，愈有利於父母投注時間、精力、

資源在孩子身上。當子女數多時，家長可能必須花費更大的心力和時間去工作以

支持家庭開銷，而少有多餘精力花在子女的教育互動上；家長可能也會因子女數

多，而對子女表現出較低的教育期望。以當時家庭中子女數眾多的情況下，父母

必須努力賺錢以維持生計，同時兒女也需分擔家務或參與勞動，能就學的子女是

相當少數的。 

 

「我媽就說我不用讀書，留在家裡帶嫂嫂的孩子好了，這樣嫂嫂才能去外面幫

人家割稻子、晒穀子賺錢，結果我就沒唸書，犧牲我自己，我妹卻可以念到

高中⋯我真的很恨我母親，為什麼讀書就真的那麼不公平，有時都恨到想把

她的肉給咬起來」(女性老人 D) 
 



「小時候我沒唸書，家裡的事都做不完了，哪有時間想到要唸書？⋯大人每天

就忙著賺錢，也不會要我們唸書，我們小孩就自己玩，反正只要把家裡的事

做好就好，他也不會管你在幹麻」(女性老人 E) 
 

 

二、  婚姻生活 

 
(一)  婚配對象的選擇 
    過去社會婚配對象的選擇，多以「門當戶對」為原則。所謂「門戶」可能是
階級或出身背景，通常是以社會地位、經濟利益、商業結合的考量來進行選擇。

受訪者多為貧窮出身，若以「門當戶對」的方式進行考量，他們選擇的婚配對象

通常也是較為貧困的；即使是被分到地主家作童養媳的女性老人 B，最後依然沒
有嫁給地主的兒子過著富裕的生活，可見門當戶對的階級觀念，在當時仍是相當

根深蒂固。當貧困的雙方因婚姻而結合，能否脫離貧窮仍須視往後的共同生活，

但若是希望透過婚姻來進行經濟資源的交換，作用還是相當有限的。 

 
  「後來他們有生一個兒子，雖然說我分給他們做童養媳，但是後來也沒嫁給
他，他們還是想選個門當戶對的女孩，而且我們年紀又差那麼多，可能我長

得也不美，人家嫌啦。」(女性老人 B) 
 
  「先生也窮，他之前是在鄉下種田，後來經過人家幫他介紹工作，然後到這邊
作醬油，⋯那時就有鄰居作媒人，他讓我們入贅，他也沒花錢，我母親也窮，

就想說隨便，沒錢這樣比較省，就把我嫁出去了。」(女性老人 H) 
 
(二)  長期飯票 vs.永無止盡的工作 
    在以往傳統的中國家庭中，普遍存在著「夫唱婦隨」、「男主外，女主內」的
觀念。在這些觀念的影響下，男性外出工作，扮演薪資賺取者角色視為是常態；

而女性一生只能在侷限在家庭的私領域中。然而，Jocob Mincer (1962)亦曾指出
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率不僅取決於自己的能力、也取決於丈夫的所得、小孩人數

及其他家庭屬性。透過訪談內容，可以清楚地發現當時的農業社會是以勞力工作

為主軸，除了投入更多的勞力以提高報酬外，家務勞動、照顧子女、本身能力⋯

等因素都必須加以考量。 

 
受訪者中，僅有女性老人 D婚後因夫婿反對，而沒有外出工作，先生賺錢

養家就是她所憑恃之長期飯票；其他受訪女性，可能因配偶早逝、健康狀況不佳，

男性薪資不足以維持生計⋯等因素，而必須外出就業，甚至於老年仍須賺錢養活

自己。每個人的生命經驗皆不相同，無法論定孰優孰劣；但重要的是，成年期的

財富累積對老年生活各項的安排確實有著關鍵性的影響。 



 
  「我只有結婚前有去人家糖廠做工，後來我結婚，我丈夫就不讓我去做，他說

我不認識字，是要做什麼工作？妳就在家把孩子帶好就好，反正是我在管錢

的，他賺的錢全都給我，我也從來不怕沒有錢花。」(女性老人 D) 
 
  「我第一次結婚那個三十歲就死了，我跟他生了四個孩子，都我一個人帶，⋯
那時候身體不錯，做生意一直做到快八十歲，身體不能動才沒有繼續賺錢。」

(女性老人 A) 
 
  「我二十一歲就嫁他，結果我二十二歲六月先生眼睛就看不見⋯，他眼睛看不
到，又不能賺錢，就在家裡帶小孩，我要賺錢養先生、養小孩，他死後沒留

給我半毛，我也不跟小孩要錢，每一分錢都是我很辛苦賺來的。我一直做到

八十幾歲，是後來身體不舒服，雙腳無力，才都待在家裡。」(女性老人 B) 
 
(三)  女性扮演主要照顧者角色 
    照顧者角色，由女性一出生開始，即不斷地藉由傳統性別角色分工以及社會

期待來加以灌輸與增強，並被稱作是「愛的勞務」(labour of love)，成為社會加
諸於女性的重要責任。女性家庭照顧的主要對象，包括子女、父母和配偶，其中

的前二項更是女性面對照顧角色壓力最大的來源。因此，女人終其一生，無論是

家庭主婦或職業婦女，仍無法脫離照顧者的色彩 (吳恩慈, 1997)。 
 
所有的受訪女性都曾扮演主要照顧者角色，而照顧工作是無酬的，無論工作

時間再長，工作內容多麼煩瑣，這些勞務總是被視為理所當然。沒有外出就業的

照顧者，就成了經濟上弱勢的依賴者；外出就業並兼任照顧工作的婦女，她們的

工作多集中在低薪資、低技術、少升遷、少保障的行業或職位；而職業與家庭的

責任是個沈重的負擔，Cantor(1983)描述照顧者的生活，那就是「個人空閒時間
愈來愈少，與朋友相處、渡假、休閒及整理房子的機會也愈來愈少，⋯大部分的

照顧者希望兼顧家庭與工作，結果是個人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 

 
  「他眼睛看不到，又不能賺錢，我這樣賺錢養他，我也甘願，也沒怨嘆過什麼。
我覺得我這輩子對他這樣算是很夠了，他一直到七十二歲才死掉，我也這樣

一路照顧他。」(女性老人 B) 
 
  「後來他(先生)中風後，也都是我在照顧他，沒人像我這樣勞心勞命，照顧他
那麼久，照顧十幾年了，後來他要走也不好心點帶我一起去，放我一個人⋯」

(女性老人 E) 
 
 (四)  支持網絡薄弱 



文中所指稱的支持網絡(support network)包括：家庭資源(父母、子女、配偶、
手足)以及朋友、鄰居，過去研究指出支持網絡，對一個老人的心理健康與生活
滿意度有正向的影響(林彥妤, 1988；周雅容, 1994)。而訪談結果顯示，「配偶」
為最主要的支持來源，特別是在子女長大離家後的空巢期，配偶會相互依靠生

活；另一半有失能狀況產生時，配偶是最有可能提供照顧之人，其次才是「子女」。

另就「手足」而言，因成年嫁娶後分散各地、或各自都有家庭，提供幫助的可能

性並不大。 

 
「小時候雖然環境很差，但是和弟妹感情不錯，雖然他們一個在高雄、一個在

花蓮，但我們都會聯絡、講電話，像我住這是也是有來看我，不過因為現在

也都離很遠很遠，真的要很常聯絡也沒辦法。」(男性老人 F) 
 
「老大在台北、老二在高雄，住那麼遠也沒辦法過來看，就是會打電話問問，

可能一、兩個月會回來看我們一次⋯」(男性老人 G) 
 
至於「朋友」和「鄰居」，較多的幫助在於提供資訊、暫時性的協助、及同

年齡層(或同性別)精神方面的支持，至於實際對於失能老人所能提供的幫助，則
相當有限。 

 
  「但是我們都會互相幫忙，譬如說我如果不在，去幫人家洗衣服、賺錢，她們
如果有在家，就會幫我看一下小孩。有時候我沒米可以煮飯，借一下也可以，

大家感情是都不錯。⋯有辦法幫忙的大家就會幫忙，可是有些是家務事，人

家也不可能管你那麼多啊。」(女性老人 H) 
 
(五)  喪偶造成居住型態的改變 
由社會結構來看，女性常與較年長之男性結婚，而男性較高的死亡率，女性

平均餘命又較男性為長，這種年齡階層化的現象，即增加了獨居的可能。此外，

子女因工作(或求學)離開原生家庭，後因結婚自組成為小家庭，老人晚年可能僅
與配偶共居。若因配偶死亡，沒有子女可照顧、共居，或子女缺乏意願，即可能

成為獨居老人；在老化、疾病、乏人照顧⋯的情況下，入住機構就可能成為獨居

老人居住安排的選擇。 

 
所有受訪者最終入住機構的原因，皆為身體健康狀況不佳；在此之前的居住

過程，無論是否與子女同住，只要配偶仍在世，皆是選擇與配偶共同生活。但在

配偶死亡後，對後續的居住型態就會造成影響，如改採獨居、或子女(輪流)奉養。
以此，也再次顯示就老人而言，配偶為最主要的支持者，當配偶不在時，其次才

是為子女。 

 



  「外省人很老實，對我跟孩子都不錯，他一直到 80幾歲生病才死，在之前我
就一直跟他住在一起，後來他死了我就自己住，小孩(兒子)他們也是租房子
啊，沒有辦法讓我過去住啦！」(女性老人 A) 

 
  「我老婆死後沒幾年，兒子就說要搬出來住，⋯他要我跟他一起住，也是想只

有這個父親，不想讓我一個人在家裡。」(男性老人 C) 
 
  「他那時還沒中風，我們夫妻都一起吃、住、工作，後來他中風後我們把房子
賣了才跟孩子一起住；⋯他死掉以後，我就只能繼續「吃伙頭」這樣一個月、

一個地方這樣換⋯」(女性老人 E) 
 
 
三、  經濟資源 

 
(一)  農業轉型期的社會環境 
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因此受訪者皆曾受過日本統治，當時的台灣經濟結構

仍以農業發展為主。一九五○年代，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土地改革政策，許多關於

土地改革對台灣農村影響的研究中，大都肯定土地改革是成功的，認為它顯著地

加強了農民的務農意願，加速恢復農業生產；但地主與一般農民的貧富差距仍是

相當懸殊 (如：女性老人 B原生家庭背景是騎馬巡田的地主) (陳錦玉, 1996 )。研
究中受訪者的原生家庭多為務農，但受訪者成年後(約五○年代)，有的則是自己
擺攤作生意、有的是到工廠、或建築工地去挑磚石混凝土的粗工，這些各式各樣

的工作，收入大都比種田好。 

 
  「最初是在學擺麵攤，做一做那個老闆死了不再做了，才換作豬血，賣一陣子
又去學做西裝，最後又去賣豬血，賣了八年，後來沒生意才去殺雞，一賣就

是二十五年。」(男性老人 C) 
 
  「跟我先生一起去台北做工作，做土水 (水泥工)，常常這樣跑，為了賺錢啊！
做土水的是還蠻好賺，一天就有幾百塊，雖然很辛苦啦⋯」(女性老人 E) 

 
    農業生產快速增加，克服了嚴重的經濟膨脹問題，終於使台灣經濟發展獲得
相當程度的穩定。然而自六○年代中期開始，農業光芒漸漸消退，經濟地位節節

下降，一九六○至一九七○年代的經濟起飛，造就了所謂「台灣的經濟奇蹟」。

所有的受訪者中男性老人 F的經濟狀況是相當富裕的，訪談中他即表示當時是因
大環境改變而產生的需求，與他從事的產業相關，因此他才得以致富。 

 
  「我那時來嘉義開始做廢鐵買賣時，正好是台灣經濟起飛時候，有做就有賺，



有 6~7年很好的光景，不管是做生意、買土地什麼都賺。我那時做了 3年我
就買房子⋯」(男性老人 F) 

 
(二)  人力資本不足，薪資所得偏低 
前文提及原生家庭的部份，說明了受訪者所受的教育程度偏低；人力資本論

認為教育的提昇有助於人力資本累積，人力資本累積的愈多、生產力提高、所得

也會相對愈高。因此，教育程度低落使得人力資本累積不足，因此導致謀生能力

不足，即會造成飢餓與貧窮。文中受訪者最高的教育程度為小學畢業，許多則是

未就學；人力資本的積累不足，使他們只能在低階的勞動市場，從事藍領階級的

工作，如此將造成薪資所得偏低，或是落入貧窮而必須依賴社會救助過活。這些

早年經濟資源的困境，都將對他們的身體健康、老年居住選擇的能力造成影響。 

 

  「以前少年時做水泥工，老了孩子要我不要再做，我就換成去餐廳幫忙洗碗，
這樣多少可以賺一點花，以前家裡的錢是先生在處理的，我自己也沒存錢；

老了，沒辦法再賺了，只能看小孩臉色過生活。」(女性老人 E) 
 
  「以前年輕時都去幫人家洗衣服、洗家裡，或是去工廠拿代工回來做，這樣還

可以賺錢也可以顧孩子，只是錢都很少，不夠花啦！」(女性老人 H) 
 
(三)  子女數多養家不易，財富累積困難 
    台灣一九五一年當時的生育率為平均每一名婦女生育 7人、一九六一年時則
為 5.6人，直至一九六五年開始推行家庭計劃，生育率才逐年下降 (經建會人力
規劃處, 2001)。過去的夫妻並沒有節育觀念，「多子多孫多福氣」是大部份人的
觀念；在當時的農業社會，子女數多也表示長大後能加入勞動力的生產。然而，

養育子女數多，相對地也要提供更多的資源，在薪資所得偏低的情況下，收入僅

能維持基本的生活所需，若要提早為老年生活作準備，是相當不易的。文中受訪

者在年輕時有儲蓄的老人，晚年的經濟狀況較能自給自足，在未進住機構前能夠

選擇自己喜愛的居住方式，而不須完全依賴子女的奉養及安排。 

 
「我生了四個小孩，先生又早死，就我一個人把四個小孩養大，那時做很多種

生意，賺的錢都在養孩子，沒賺孩子就沒得吃，賺都賺不夠了，怎麼有辦法

存錢？！」(女性老人 A) 
 
 
四、  親子關係 

 
(一)  養兒防老的觀念 
    「養兒防老」是中國的傳統思想，也是傳統文化對養老的應變之道。而子女



性別在過往傳統也具有不同定義，男孩的誕生意味家中多一個勞動人口，在當時

的農業社會，男性在這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而社會對男孩的期望是將來與父母

同住，負起撫養父母責任；而女兒的出生，不但要花養育費用還要再準備嫁妝─

「嫁出去的女兒，如同潑出去的水」的這種想法，也讓重男輕女成為中國家庭中

的共同特色。因此，訪談過程中受訪者所提到的「孩子」通常僅限於兒子，女兒

常被排除在外，對兒子的偏愛或是與女兒的疏離，都可能增加他們對養老預期的

落差、並可能造成可運用的家庭資源減少。此外，研究中顯示女兒提供情緒性的

支持較兒子為多，兒子通常給予的是工具性(金錢、交通接送)方面的支持。 
 
過去總以為家庭是萬靈丹，進入二十世紀後，出生與死亡率的降低，都市化

所帶動的移民，以及壽命延長，皆使子女長成後離開父母的現象日益普遍，此種

環境的變遷，讓三代同堂、養兒防老的觀念在現代社會中越來越窒礙難行。此外，

現代醫療進步，人的壽命延長，當老人患病長期臥床的結果，也讓「久病床前無

孝子」的人性考驗更加嚴酷。 

   
  「那四個女兒，全都嫁了，有的嫁到彰化⋯好幾個地方，我也不清楚，只有那
個跟人家分的女兒住嘉義，ㄟ⋯我是比較疼男生啦。先生死了以後，腳後來

又不能走，我兒子做工沒空，媳婦也不太理我。我跟女兒不常聯絡，人家也

沒人開口要我過去跟他們一起住⋯」(女性老人 H) 
   
  「我先生出車禍後，就不能走路了，只能一直躺在床上，讓人照顧。後來兒子
開始輪流照顧，有的就不太理我們了，有的來接很不甘願，讓我們多住一天

也不行⋯」(女性老人 E) 
 
(二)  確保「保持距離的親密關係」(intimacy at a distance) 
    台灣地區目前至少三十五萬名老人獨居，或僅有老夫老妻相依為命，且持續
快速增加中。依政府家計單位的統計顯示，平均每十名六十五歲以上老人，即有

一名獨居，近兩成是老夫老妻相依為命；兒女結婚後，只有半數老人與已婚子女

同住。私密性雖為現代人生活所追求，但對某些老人而言，卻不是一種「選擇」，

而是「被迫」或「意外」的結果；「獨居」若作為一種「選擇」，通常是在「安全」

無虞下的一種私密生活享受，而所謂的「安全」應包含居住、健康、經濟安全⋯

等相關因素。 

 
訪談結果亦顯示，並非所有老人都喜歡與子女同住，無論獨居的理由為何，

只要經濟獨立，行動不需依靠他人，多數老人寧願獨居、自立，也不願依賴子女。

在入住機構前是獨居型態的失能老人，也表示選擇與子女同住，代間缺乏隱私、

觀念差異、生活步調的不一致⋯等常見問題，都會造成彼此關係緊張；在他們有

能力安排自己居住的情況下，他們會選擇獨居以避免照顧壓力，與子女保持一定



距離的親密關係，可以避免雙方關係過於緊密因而受到傷害，此種說法也符合了

Stinner (1990)等學者提出的「隱私模式」(privacy model)；若身體、經濟等因素
無法選擇獨居，部份老人也會接受/選擇入住機構，而不與子女共居。 
 
  「女兒後來嫁到新營，她是很顧我啦⋯她有叫我過去住，但是我不願意，所以
她也是很生氣，但我也怕去了會被嫌，而且會增加她的麻煩，人家各人有各

人的家務事，人家也不理你，只會嗯，嗯···(敷衍你)。」(女性老人 B) 
 
  「我也不喜歡跟年輕人住在一起，你講什麼也不會有人理你，也不會有人跟你

講。」(男性老人 C) 
 
(三)  親子關係的改變 
    隨著平均壽命的增加，老年人與成年子女相處的時間亦隨之延長，單就老年

父母而言，成年子女也是他們主要的情感慰藉及支持來源(Mancini, 1989)。因此，
代間關係對於老年父母的福祉(well-being)有著重要影響。老年的代間關係主要是
成年子女及孫子女的關係，也許還包括曾孫子女代間關係的延續。研究中受訪者

所關注的多是親子關係(尤其是兒子與媳婦)，他們認為媳婦進門後，親子關係有
明顯改變；由於媳婦的生長環境、家庭背景、個性等方面，與受訪者的觀念互異，

易引發婆媳問題、權力競爭、兩代間的衝突⋯等，因而對受訪者的親子關係造成

衝擊。若老年父母沒有能力安排自己的生活，喪失自身所擁有的掌控力，在代間

關係不睦的情況下，可能必須被動接受入住機構的安排，其中親子關係的改變，

媳婦有著潛在的影響。 

 
  「像我來住這一年多了，她(媳婦)也沒叫過我一聲『爸爸！』。⋯我在這邊住，
有時候會回家看看，我孩子就會說這裡老人多，怕傳染給孫子，在家我就要

用公筷母匙吃，吃完我就自己去洗。大家的碗都放在烘碗機裡面，就只有我

的放外面，我問我兒子，他才說這邊老人多會感染，所以才分開，我說：那

你就直接說，不要這樣偷偷做，這樣我會生氣。」(男性老人 C) 
 
  「媳婦我是看不喜歡，我說人家是做文市（零售商）、我們是做武市（大盤商），
兩個不合啦。可是我孩子要啦，也沒辦法，果然她嫁過來後都不做事，洗衣、

煮飯都不做，平常相處不好，我都不想跟她講話。」(男性老人 F) 
 
  「我媳婦是不會對我很好，是那種很會講話，很會唸我，很厲害的那種人，我

就靜靜的讓她講。我媳婦對我小兒子也不太好⋯」(女性老人 H) 
 
(四)  兩代資源的移轉 
    子女奉養父母並非是單純靜態的、單向的扶養關係，而是涉及了情感、責任、



義務、資源移轉和互惠交換等面向(胡幼慧, 1995)，且隨著時間流逝，父母年老、
健康惡化，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之代間關係亦會有所變化 (Qureshi & Walker, 
1989)。研究中受訪者表示提供給子女的資源包括：提供飲食、照顧孫子、幫助
購屋⋯等；其中經濟資源的移轉，對失能老人居住的安排更有顯著的影響。 

 
「我自己就拿了300多萬幫他買房子，我的錢沒有全部給他，我自己多少有留

一些，如果老本都不留都讓他拿走，他就會看你不起，把你丟著又把你趕出

去，現在這種情形很多嘛！那如果自己有留錢，如果他沒讓我們吃，我們自

己可以吃，不用經過他，要花什麼也不用經過他同意。」(男性老人 C) 
 
  「小孩就要我先生把財產分一分，然後他們要照顧我們，我跟先生也沒怎麼多

想，就說『好！』，等財產分完了，兒子就不太理我們了」(女性老人 F) 
 
    由上分析可知，失能老人晚年入住機構的狀況，能反應出早年的生命經驗，
其中又與經濟資源、健康資源、親子關係最為相關；而外在環境的變遷，對他們

晚年安排居住的方式亦會造成影響。在選擇資源方面，較偏向「層級補償模式」，

通常是先由配偶、子女提供協助，最後才會尋求正式組織的幫助。 

 
 
 
第三節  入住機構的過程 

 
    老人早年的居住、生活範圍是在社區，在「養兒防老」觀念的驅使下，晚年
理想的生活方式，應是接受子女的奉養終老；而機構式照顧所帶來的負面感受，

則是老人較不願意接受的。研究是以進住機構的失能老人為對象，希望透過這些

老人的述說，瞭解何種原因或事件導致他們入住機構、與決定入住機構的過程中

老人自身所擁有的掌控力為何。 

 
一、  入住機構之原因 

 
(一)  身體健康狀況不佳，家人或自己無法照顧 

無論老人居住狀況是獨居或與配偶、子女同住，當老人身體狀況漸趨惡化，

若能自我照顧或是有子女、配偶可幫忙照顧時，老人還是會繼續留在社區家中。

但當失能日益嚴重，失去自我照顧能力、或家人無力負擔照顧責任時，老人即有

可能進住機構，接受機構式照顧。卓春英(1999)研究指出，當家人無法負荷照顧
責任時，就是進入機構的轉捩點。此外，健康的突發狀況，如男性老人C，因為
肋骨壓到肺部導致呼吸困難，安全的顧慮，使他必須改變原來的居住方式，入住

機構以接受更專業的照顧。 



 
  「那時候是因為腳不能走，醫生說是長了東西，吃藥也不會好，這樣才讓人家
都不理我。⋯家裡都沒人在，大家都去工作，沒人照顧我、煮東西給我吃，

他們才把我一個人放在這。」(女性老人 H) 
 
  「就肋骨壓著然後一直發出嗯、嗯、嗯···的聲音，要是喘到呼吸呼不過來，
就死掉了，我在家裡他沒辦法放心，也不能顧我，後來我想說來這裡住也好，

起碼有人會注意⋯」(男性老人 C) 
 
(二)  家人沒有意願擔負照顧責任 
    「養兒防老」的觀念，在現今的工商社會確實有困難存在，若子女白天必須
外出工作，家中可能就缺乏人力照顧，獨留老人看家；若失能狀況嚴重，又沒有

合適的照顧者，接受機構式照顧就成為僅有的選擇。現今的醫療進步，使得老人

的平均餘命延長，但長期慢性病的比例卻相對增加，失能老人必須接受長期照顧

的結果，將會使主要照顧者的身心不堪負荷。 

 
此外，兒女成年後因就學、就業、結婚，離開原生家庭並各組自己的家庭，

當老年父母需要照顧時，原手足間如何分配照顧工作，在居住空間的安排、地理

位置的距離、金錢方面的往來⋯等問題，以及照顧工作對自己家庭及婚姻生活的

影響，都可能會使子女不願承擔起照顧責任。 

 
  「就這樣一個月、一個地方這樣換。如果輪到人家要顧的那個月，就要去之前
的地方載我，有的兒子住的地方比較遠，不是假日也要開車來接我，不是他

甘願，而是大家會相爭，多一天就不公平。 
    每次到月底要換另一個地方住的時候，我就很擔心人家不來帶我，因為現在
這個的已經幫我把衣服、棉被、其他東西⋯全部都打包好了，很清楚就是我

今天一定要走，不能再多待一天，一天都不行喔！」(女性老人 E) 
 
(三)  機構能提供完善的起居飲食及醫療照顧 
家屬不容易作決定把老人送到機構去，當照顧能力以及負荷超過能負擔時，

機構成了最後的去處 (Naleppa, 1996)。就老人本身，僅有身體依賴高、日常行動

有困難、認知功能退化的情況嚴重時，家屬才可能考慮將老人安置於機構，因此，

現今台灣長期照護的生活照顧層面大部份仍是由家人提供。 

 

而研究中入住機構的老人表示，他們住在社區的家中，藉由家屬、支持網絡

無法獲得所需的服務時，才會尋求替代方案。他們所需的項目包括餐飲、其次是

沐浴、行動困難、就醫⋯等問題，而安養機構提供的服務通常包括：住宿照顧、

膳食膳食、起居照顧；醫療方面的緊急醫療服務、交通接送、護理服務等。因為



機構所提供的服務能給予老人完整的照顧，使得家屬或老人本身會考慮選擇接受

機構式照護。 

 
「這邊（機構）照顧老人比較在行，因為老人家身體時好時壞，有時候有問題，

但沒有人在家裡，這樣就比較危險，來這邊人家也會用給你吃，是還不錯」

(男性老人 G) 
 
(四)  居家環境不適合老人居住 
    依據學者的推估，我國目前至少有五萬名老人需要長期照顧，另有許多老人
因日常生活活動能力的喪失，以致於無法獨立生活。當老年父母的失能情況日趨

嚴重，技術性的醫療需求會增加，提供照顧的成本亦會相對增加；若家中提供的

照顧、與經濟資源無法滿足老人的需求，為了讓失能者能獲得良好照顧，子女或

老人本身就會尋找其他的替代方式。 

 
    研究中的受訪者表示除了社區家中的照顧需求無法滿足外，身體能力的老化
也不再適合於原來的環境。失能老人常因行動不便，造成碰撞、跌倒等許多意外

傷害，若家中環境不適合居住，「安全考量」即成為老人及子女決定入住機構的

理由 (Reinardy and Kane, 1999)。 
 
  「人老了頭腦比較不靈光了，就像要小便可能要人家提醒，不然會一直憋著，
到最後憋不住了就尿出來了。⋯會來這邊住是兒子、女兒、女婿他們商量了

以後，覺得這邊環境很好，又有人照顧我，才把我帶來的。」(女性老人 D) 
 
「家裡是透天厝，總共有五樓，三、四樓才是臥室。爬個四、五階就一直喘，

根本沒力氣可以爬上去！爬上去中途就要休息三、四次，我就覺得這樣很不

方便。」(男性老人 C) 
 
(五)  申請外傭不易 
近年來，外傭已經成為台灣家庭裡照護失能者的重要支柱，但因為申請門檻

嚴格，許多家庭並無法符合「巴氏量表」的審查資格。而一般外傭僅能雇用兩年，

若要再次申請仍必須重新審核資格，等待新的外傭遞補，期間常會造成照顧工作

的不連續，而使許多家庭面臨乏人照顧，但又不想將父母送入機構的兩難困境；

若更換新的外傭，失能者又必須重新適應不同的照顧方式。因此，申請外傭不易

的情況下，外傭的居住與管理，都可能使老人及其子女選擇入住機構。 

 
  「她那時候有請菲傭來照顧我們，菲傭顧了一年而已就要回去，如果要再請，
還要再申請幹麻的，也沒那麼快⋯；她回去以後，我們身體又變不好了。」

(男性老人 G) 



 
(六)  減輕子女的照顧負荷 
成年人通常要扮演一至兩個的照顧者角色，一為照顧年幼子女；另一為照顧

失能的雙親(自己或配偶的雙親)，如此都會加重成年子女的經濟與體力負擔。在
現今的商業社會，子女白天外出工作，父母為了讓子女可以安心上班、或是不願

增加子女的負擔，都會選擇入住機構。 

 
研究中亦發現，昔日身為長者的失能老人，今日需要子女來幫他洗澡、穿衣，

協助個人衛生等工作，這些接觸身體隱私的照顧工作，都讓父母在心態上的轉換

有些為難。因此有受訪者表示，相較之下，她寧願選擇接受機構照護，也不希望

是由子女從事這些工作。 

 
  「年輕人都去上班，沒有人有空可以侍奉我，我如果自己在家，他們也會擔心
我沒飯吃什麼的，來這邊住他們也比較放心，不能說人家把我送來這邊就是

不孝⋯」(女性老人 D) 
 
  「因為腳不能走，在那跟人家吃、住，人家還要抱、還要推，兒子不能幫我洗
澡、媳婦也不太願意幫我洗，而且我也不習慣讓她們洗，心理會覺得彆扭啦、

就怪怪的不喜歡。」(女性老人 E) 
 
(七)  入住機構之經濟效益大於其他照顧方式 
    入住機構外的其他安排，可能包括家人照顧、與申請外傭。若是以家人進行

照顧，那麼可能需要放棄工作(通常是女性)，而造成所得收入的減少；若是申請
外傭，供應吃住、機票及其他的費用等，這樣負擔可能會高於入住機構。此外，

若家中缺乏照護設備或居家環境不適合失能老人，添購設備或修繕的費用，都可

能使家人無法負擔，進而尋求經濟成本較低的機構式照顧。 

 
  「後來我媳婦就跟我商量住醫院住一個月要三萬五，如果請人家在家裡照顧，

請一個(菲傭)也不能請太久，又要幫我洗衣、煮飯，沒有那麼多錢，所以就
不請。講到後來，我媳婦跟那些孫女就叫我乾脆來住這裡。」(女性老人 A) 

 
 
二、  入住機構的決定 

 
(一)  老人自己作決定 
受訪樣本中，表示自己選擇主動入住的老人最少，這可能與入住機構帶來的

隔離、衰老及遺棄的感覺有關。自己作決定的老人，有些是不願與子女同住，怕

自己讓家人感到有照顧壓力，或是害怕因關係太過密切而產生磨擦；其他的則是



因為讓子女輪流奉養，必須看子女臉色，因此才決定入住機構。他們是自己選擇

決定入住機構，亦因此顯示出對機構的環境適應較佳，滿意目前的居住狀況。 

 
  「她有叫我過去住，但是我不願意，所以她也是很生氣，但我也怕去了會被嫌，
而且會增加她的麻煩。⋯我來住這裡也是歡喜甘願，住這裡有人照顧，而且

大家都很好。」(女性老人 B) 
 
「在那邊生活還要看人家臉色，我住的很不習慣，後來就是聽到人家說來這邊

生活好，我就想要來，所以我就自己跟小孩說我要來這邊過生活，他們就把

我送來了，免得在家人家還嫌你礙眼。」(女性老人 E) 
 
(二)  雙方共同討論 
失能父母與子女共同討論是否入住機構的過程，其中可能包含了家庭的複雜

情感，如：老年人的遺棄感、成年子女無法給予父母良好照顧而產生的愧疚感等；

受訪者表示討論的主要問題是為金錢支出、身體狀況惡化無法在家中進行照顧，

因此才希望父母能進入機構接受照護。子女通常都會先行至機構參觀，瞭解機構

環境與所提供的服務後，才會將父母送進安養機構。 

 
「因為小孩子要上班沒辦法顧，想說載我來這邊好不好？還怕我不喜歡這邊，

我自己就覺得想開一點，我不來這邊，也沒人顧我，兒子、媳婦也不能上班，

現在工業社會都在賺錢啊，也只好這樣想⋯」(男性老人 C) 
 
  「她們年輕人要作生意，要打拼，也沒辦法整天顧我們。⋯她們先來看過這間
養老院，覺得很不錯，就要我們來住這邊，她說它們這邊（機構）照顧老人

比較在行，那我們後來也就說好。」(男性老人 G) 
 
(三)  子女作決定 
入住機構是由子女決定、或是被動接受入住安排的老人，常會感覺自己是被

子女遺棄，與家人關係感到疏離。入住機構所帶來隔離、不自由、與面臨死亡的

感覺，都使這些老人難以適應機構的生活，訪談中透露了自己的無奈。國外研究

中顯示大部份的住民多數認為自己是被迫入住機構的，而且是在僅有的選擇下，

不可避免的選擇 (Reinardy and Kane, 1999)。 
 
「兒子把我送來這邊，我很不高興，我就說我不喜歡這邊，會越住越笨，而且

又很不自由、好像被關，就連我在這邊要抽一根煙都不行，做什麼都要被管，

整天就被關在這邊，實在有夠無聊。」(男性老人 F) 
 
  「我跟我孩子說：『我不要住這裡』，他說：『你不住這裡，那誰要煮東西給妳



吃？我們也要工作，⋯而且住在這邊，大家可以平均分攤一點。』」(女性老
人 H) 

 
    當家人或社區無法提供失能老人所需的服務，入住機構才會是最後的選擇。
入住機構的原因相當多樣，與老人本身的健康、家庭的資源、權力的分配⋯皆有

關聯，這些背景特質的互動，影響了老人的居住安排，偏向「特質模式」；此外，

牽涉到家庭的互動關係，與兩代間資源的互換，亦是影響老人入住機構的重要因

素與後續入住的滿意度。 

 
 
 
第四節  入住機構的看法與詮釋 

 
    入住機構的老人通常需要兩週至一個月的適應期，更甚者需要半年時間，必
須視老人各方面的情況而定。研究曾說明入住機構的適應順序約為：第一混亂期

（約入住第一個月），會有多重失落、被遺棄、缺乏歸屬感；第二再組織期(約第

二個月)，找出入住機構對他的意義，肯向工作人員表達需要；第三關係建立期(約

第三個月)，會開始和工作人員建立關係，或與其他個性相投的工作人員保持密

切互動；第四穩定期(約第三∼六個月)，對機構產生歸屬感並與其他老人互動 

(Brooke, 1989；王潔媛, 2003)。受訪樣本除了兩位新入住的老人外，其餘入住時
間皆超過六個月；以此，希望能瞭解，老人由入住機構迄今，機構帶給他的主觀

感受為何，機構提供的身理、心理照護服務，老人們的看法又是如何。 

 
(一)  正面感受 
1.  機構環境清幽 
    機構的生活環境是否乾淨、室內佈置人性化，讓住民有家的感覺，同時具有
隱私權⋯等，都將影響入住者的生活品質。受訪者居住的這三間機構，附近都有

空間可讓老人散步、呼吸新鮮空氣的地方；環境中亦沒有令人不愉快的味道(如：
尿騷味)，或是強烈的消毒水味道。因此，受訪者多表示環境讓他們感覺舒適、
整齊，是當初選擇的考量，也讓他們入住後較容易習慣機構內生活的原因。 

 
  「來這裡是也不會不好啦，比較清幽，要是環境不好，我根本住不下去，⋯」

(女性老人 A) 
 
2.  提供所需的飲食及醫療服務 
    家中若無人提供照顧，對行動不便的老人而言「飲食」將是個重要的問題。
入住機構提供的三餐，能注意飲食的均衡、並協助餵食，將能幫助失能老人解決

飲食問題；而醫療方面的需求，若失能嚴重需要技術性的醫療介入、或家人無法



看顧可能造成的危險，機構所提供照護服務，都是老人認同機構給予的正向幫助。 

 
  「小孩放我一個人在家裡，每天都不曉得要吃什麼好累，來這裡人家三餐就把

你顧得好好的，也不用整天想我再來要吃什麼⋯」(女性老人 D) 
 
3.  就醫交通接送方便 
    機構每週都會固定安排醫生看診，若平日身體不適，亦有專車送往臨近醫院
就診，這對獨居、行動不便及需要緊急照護的老人而言，都能提供很大的幫忙。 

 
  「人如果不舒服，家裡大家都在上班，沒人知道；在這邊，如果你不舒服，就
馬上送去給醫生看，就差在這邊而已啦！像氣喘發作，痰卡住就再見了。」

(男性老人 C) 
 
4.  其他老人作伴，生活較不無聊 
    許多訪談者表示，在社區家中白天年輕人都外出工作，僅留老人獨自看家，
無人陪伴、還要負責餐食；而入住機構不僅不須為飲食煩惱，機構中的其他老人

若失能狀況尚不嚴重，也能共同陪伴、聊天。此外，醫護人員親切的態度，也能

幫助老人適應機構生活。 

 
  「他們白天也是在上班、我不是也一個人在家⋯就這樣過好幾年，一直到最近
才搬來這邊，唉！以前一個人住實在是非常地無聊，來這邊有人可以聊天還

比較好勒⋯」(女性老人 D) 
 
  「以前年輕在外面大家都很奸巧，不像現在環境那麼好。我來住這裡也是歡喜
甘願，住這裡有人照顧我、女兒也放心，在這裡住大家也都認識，而且大家

都很好，我就在這邊吃飽穿暖、還有唸佛。」(女性老人 B) 
 
5.  減少子女負擔，壓力較小 
    老人晚年的生活照顧，雖不全由子女負擔，但根據歷年的老人生活狀況調查
顯示，老人主要的生活費用約有六成比例來自子女；生育子女數的下降，意謂著

老人擁有的子女數將減少，父母一旦失能，將對成年子女造成重大的負擔。照顧

的責任、彼此關係的磨擦，都是讓老人選擇入住機構的原因，並以此減少雙方的

壓力。 

 
  「以前能動的時候，什麼事都還是自己去做，我才不敢要人家要煮給我吃、幫
我做這個、那個的。⋯不能動以後就要看人家的臉色，所以我覺得這邊生活

比較輕鬆」(女性老人 E) 
 



 
(二) 負面感受 
1.  機構環境多感染源 
    機構中失能老人產出的排泄物、嘔吐物，若未經適當處理，即可能造成環境、

設施的污染(餐具、盥洗用具、洗手設備⋯等)，而在機構內引發大規模的感染。
此外，其他病毒的傳染(如：流行性感冒)，也會讓老人及家屬擔心機構環境是否
安全無虞。 

 
  「來住這裡環境是不如家裡，你看這邊全都是老人，在這邊比較可能有污染，

抵抗力不夠的就會被傳染」(男性老人 F) 
 
「我在這邊住，有時候會回家看看，我孩子就會說這裡老人多，怕會被感染，

然後傳染給孫子，在家我就要用公筷母匙吃，吃完我就自己去洗。」(男性
老人 C) 

 
2.  與家人感覺疏離 
    儘管社會與文化結構在改變，家庭仍是主要的照顧提供者，當失能老人生病
的同時，家人即開始參與照顧及陪伴的歷程；而失能日趨嚴重，必須將老人送入

機構後，許多老人都表示，入住機構後與家人關係疏遠、沒有家人的關心與探訪、

情感失去寄託的感覺，都讓他們認為自己就像被家人遺棄，而感到難過。 

 
  「人家如果不來看你也沒有辦法，每次到了星期六、星期日很多人都會來，我

都在旁邊看人來，我好難過⋯，都沒有人來看我。」(女性老人 A) 
 
「我在這邊，大家也都不理我，沒人來看我、也沒人會打電話給我，我想要住

家裡也沒人要讓我住，就真的把我一個人放在這裡⋯」(女性老人 H) 
 
3.  對未來感到悲觀 
    常有的生理疾患（如中風、癌症、關節炎、失智症、帕金森氏症等）、喪偶、
低社經階層、社交孤立等皆是老人憂鬱症的危險因子。高雄醫學院與成大醫學院

精神科曾對台灣地區1500名，65歲以上的老人做社區調查中發現，老年憂鬱症

患者竟高達21.1％。在受訪的八位失能老人中，即有兩位失能老人被診斷為憂鬱

症，其他非自願入住的老人亦有憂鬱的傾向，都表示對未來感到相當憂心、並且

對生命感到相當絕望。 

 
  「只是我現在每天都很擔心我太太身體這樣，我自己自身也難保了，本來我還
想說我可以照顧的，可是現在也不行了，就每天很煩惱，實在很難過，唉⋯」

(男性老人 G) 



 
4.  活動受限，與外界隔離 
    機構若與外界隔離，不僅讓老人感覺孤立於社區外，同時亦容易加速老化的
過程，因此多數的老人都希望能在自己所熟悉的社區中生活。而入住機構後活動

必須受限，行動不自由，亦讓失能程度不高的老人感到拘束。 

 

「現在人還能活動，來這邊住其實也沒什麼意義，還是在家裡能到處走動比較

好。」(男性老人 C) 
 
  「裡面的老人又都是重症，也沒有人跟我聊天，就整天坐在外面椅子，發呆、
打盹；我是一個很愛熱鬧的人，這樣實在很悶。下週鐵工廠那邊的壇要作醮，

我就要請假回去忙，準備辦桌請朋友來，這樣生活比較有意義啦！」(男性
老人 F) 

 
5.  老化帶來瀕臨死亡的感覺 
    Erikson (1982)認為老年期的特徵為整合與絕望，老人可能因親友過世、年華
老去、身體狀況不佳，而產生失落或懷舊的反應，是為正常；但若老人因缺乏自

我統整或無法面對死亡而感到絕望時，就必須注意老人是否有慮病或焦慮的症狀

出現，以避免誤認為老人的自然反應而忽略就醫，以致症狀惡化，甚至發生自殺

的悲劇。 

 
  「我覺得早一點死比較好，我住這邊住很久會難過，身體如果變差，去住醫院，
若要請人照顧，也怕家裡的人不幫我付錢，⋯就覺得自己早一點死比較好，

活著要幹麻？」(女性老人 A) 
 
  「我希望能早死一點、身體那麼多病痛，要死也不能死，實在是⋯。」(女性
老人 E) 

 
    入住機構的感受延續了老人當時入住的意願為何，老人若是選擇主動入住，
對機構的適應亦會較好；反之亦然。此外，入住機構的感受也與家庭給予的支持

及關懷有密切關聯，而機構所提供的服務、設備、環境⋯等，對入住機構的失能

老人自身的感受亦有相當大的影響。 

 
 
 
第五節  社會資源與支持 

 
    研究顯示許多失能老人會選擇入住機構，是因缺乏資源以及社會支持所致，



入住機構亦是他們在沒有其他選擇後所作的選擇。以此，本節將就入住機構的失

能老人為對象進行探討，瞭解失能老人在機構中的生活習慣、醫療服務、及宗教

信仰，他們的需求是否能透過機構滿足，而外在的社會資源又應給予何種支持。 

 
(一)  入住機構的費用常造成老人及家屬的經濟負擔 
    受訪的失能老人除了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戶的老人，可以獲得全額或部份金額
的補助外，多數的老人或家人都必須負擔入住機構的費用。這些費用可能較其它

的照顧方式更具經濟效益，對許多老人而言，他們本身並無生產能力，凡事都要

依賴，經濟上的不安全感，使他們擔心無力負擔機構的費用。整體而言，無論對

老人或家屬，入住機構的費用對他們都是不小的負擔。 

 
  「現在最煩惱的就是我住這邊，他們也不幫我付錢，我一直很擔心，其他的東

西就有錢再花，沒錢就不要花啊。」(女性老人 A) 
 
  「唉！住這邊還是要有錢啦，若沒有錢一個月四週就過去了，實在很快，現在

是我兒子幫我繳錢，沒有賺錢，只好這樣。」(男性老人 C) 
 
(二)  靈性層面的精神寄託 
    研究調查指出，照護機構中患有憂鬱症的老人比率高達25.25％ (嚴毋過、

呂莉婷, 2000)，此主動積極地給予治療與輔導是相當重要的。家庭內的親情連

繫，對機構內的失能老人是相當重要的精神支柱；機構或外在環境亦需要提供與

疾病共存、面對老化死亡等各方面精神層面的相關輔導，讓老人能在生命歷程的

最後期間，能維持他們的尊嚴與生活品質。 

 
  「不過現在我自己覺悟說我住這邊要住到死，我也認命啦⋯」(女性老人 A) 
 
  「我自己還是比較喜歡住寺廟，可是我女兒不幫我，我也沒辦法，住寺廟可以

唸觀音菩薩、阿彌陀佛，這樣以後就可以到西方世界去。」(女性老人 B) 
 
(三)  機構應視老人的不同需求提供個別化服務 
    老人福利服務的中心哲學是重視個別化，對於失能的老人，依其不同失能程

度必須提供不同的服務 (Monk, 1990)。亦因此，每位老人失能的程度不一，所需
的服務也不同，在老人入住機構時就應為其建立健康檔案，家庭背景、擁有資源

都應深入瞭解，如此才能依老人的需求設計不同的照護計劃，將能幫助老人較快

適應機構生活。 

 
  「這裡的人大家都很好、每個人也都很親切，我不太挑吃，在這邊吃的也不錯，
不用一直想說今天要吃什麼⋯她們也都照顧的不錯，我就覺得住這裡是也還



好啊。」(女性老人 D) 
 
(四)  機構環境應更人性化，不應隔離於社區外 
傳統對機構的負面評價，包括住民與他人和社會隔離，讓他們在沒有隱私和

選擇的情況下，幾乎完全依賴機構；對住民的照顧也? 雜著社會控制和孤立隔離 

(Ramon, 1991)。入住機構的老人離開了熟悉的社區，進入機構後便被迫熟悉新的
環境，同時與外界隔離，如此的衝擊，可能會使老人沒有自己、沒有安全感⋯等

情況產生，慢慢地老人會變得憂鬱，並產生一些心理問題，身體狀況也會因此而

逐漸變差。因此，居住機構應與社區有所互動，以免讓老人有受隔離感覺產生。 

 
  「現在人還能活動，來這邊住其實也沒什麼意義，還是在家裡能到處走動比較

好」(男性老人 C) 
 
  「在這裡很不自由、好像被關，就連我在這邊要抽一根煙都不行，要出去走走
也不行⋯裡面的老人又都是重症，也沒有人跟我聊天，就整天坐在外面椅

子，發呆、打盹」(男性老人 F) 
 
    過去曾有部份研究顯示老人遷移至私人住宿照顧(residential care)、照顧住宅
(sheltered housing)，也能提高其晚年的生活滿意度 (Mean, 1988)。本研究較偏重
生命歷程的探討，因此在失能老人的需求方面，僅就訪談過程老人所述的內容，

尋找他們可能需要的相關資源及支持。入住機構的失能老人需要的支持與服務，

其實是與入住機構後的生活品質相關聯的。身體感到舒適、精神層面的滿足、有

意義的活動，都是機構生活中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亦是對失能老人保有人性尊嚴

的基本態度。 

 
 
國內對於失能老人居住安排的相關研究，少有以老人晚年居住、遷徙的整個

過程進行研究，亦缺乏以生命歷程的觀點，回顧老人的過往生命；以此，本研究

透過生命歷程的敘說分析，瞭解這些橫跨二○至四○年代的老人，他們經歷過的

西化與鄉土、現代與傳統、農業與工商社會⋯等不同衝擊，每個人的境遇都有所

不同，透過描繪個人的原生家庭、婚姻家庭、親子關係、至老年的居住安排⋯等，

將生命歷程呈現出一個較完整的圖像，藉此瞭解他們早年的生活、及各種資源的

累積，對老年居住安排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