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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我們年輕時總有一個相當霸道的斷論：以為中老年人已經沒有，也不需要浪漫

式的愛情了，這完全是年輕人的誤診。」 

－引自白先勇於李歐梵、李玉瑩所著 

《過平常日子》之序 

外公於民國 72 年去世，當時外婆 57 歲，我才 3 歲，但自我有記憶以來，外

婆身邊總有一位我們晚輩稱為「阿公」、父母輩稱為「歐吉桑」的高齡男子，倆

人雖未同住，但每次拜訪外婆時，常可見到他們出雙入對，迄今作伴已 20 多年。

「歐吉桑」就像我們的家人一般，過年時父母會包紅包給他，而他則會發壓歲錢

給我們晚輩；外婆坐火車到各子女家小住，他也會一同前往照應，當時年紀小並

不覺得有異，就一直當他是自己的外公，我的父母、舅舅們、阿姨們也都當他像

自己家人一般敬重。 

「歐吉桑」本身是中年喪偶，父兼母職將小孩拉拔長大，兩人是參加社區老

人活動時認識，進而變成朋友圈中心照不宣的「朋友」1。而外婆本身是怎麼樣

看待她與「歐吉桑」的關係？可能基於「囝仔有耳沒嘴」，或者是基於一種晚輩

對長輩的禮貌，對於這個隱私但還不到禁忌的話題，我都是在父母輩偶爾閒聊中

張大耳朵聽，父母輩是如此自在地提起外婆和「歐吉桑」的相處情形，我也對他

們的「在一起」感到很自然。 

在我的父母輩看來，認為自己成家立業之後，須忙於事業與家庭，母親年紀

漸大，生活中有個人作伴，相互照顧也不錯；而依我看來，在他們倆人相處過程

中，外婆較強勢，會支使「歐里桑」做東做西；「歐里桑」倒也樂於為外婆打點

這提醒那，整體而言，有了「歐里桑」作伴，讓外婆生活中的笑聲不斷。父親曾

說，以前外婆對外公是日本女人服侍丈夫那種溫順的態度，跟對「歐里桑」支配

的態度完全不同，是因為倆人非婚姻的關係，故無需固著於丈夫與妻子刻板化的

角色？抑或卸下妻職及母職後，讓外婆能夠而且想要主導自己的生活，形成一種

性別角色倒換的相處模式？無形之中讓我對倆人的關係種下好奇種子。 

                                                 
1 研究者有請外婆引介適合本研究的受訪者，發現外婆詢問的方式為：「你那個『朋友』還有逗

陣吧？」（臺語），而對方似乎也能理解所謂『朋友』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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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某年過年期間，我們家開車載外婆到阿姨家小住，在車上閒聊當中，外

婆提及參加外地的老人活動時，大家若問起「歐吉桑」，她就說是自己的「先生」，

這個稱呼讓我心中的好奇種子發了芽，一時之間觸動我腦中的想法：一般而言，

「先生」應是法律上婚姻關係中對男方的稱呼，「歐吉桑」與外婆並無婚姻關係，

應該算是戀愛關係中的「男朋友」吧？是因為年齡不對，談戀愛是年輕人的事，

而外婆都年紀一大把了？還是身份不對，男朋友是婚前的稱呼，而外婆已是喪偶

的寡婦？使外婆以「先生」的稱謂加諸在「歐吉桑」身上，以避開社會上那些尋

求解釋的眼光。 

因此，雖然外婆和「歐吉桑」相伴共老的情誼，彷彿與一對夫妻無異，但外

婆在應對周遭人時似有意識地去做預期設想及事先準備的功夫。在她的晚輩中，

似乎是藉由一種互相發壓歲錢的文化形式，表達「歐吉桑」作為「家人」的一員；

在她的熟識同儕中，則是透過一種心照不宣的默契，形塑「歐吉桑」作為「朋友」

的身份，而在面對外界時，則以一種比較掩人耳目的喬裝，賦予「歐吉桑」作為

「先生」的角色。 

為何需要上述多元的方式來處理兩人的親密關係？我想除了外婆自身的生

命歷程外，很大一部份是受到社會結構因素的影響：社會對不同性別、不同年齡、

甚至不同婚姻狀態者的親密關係有不同的規範，個人即帶著所處世代中被建構且

內化的價值觀來理解社會的期待，並尋求因應及調適的策略，使這樣的親密關係

可以在社會關係中找到適當的位置呈現。我不禁思考到：究竟對外婆而言，她是

如何看待兩人之間的關係？她是怎樣理解及面對外界對兩人關係的看法？究竟

對單身老年女性而言，這樣「重新作伴」（re-partner）的親密關係是什麼？在建

立親密關係過程中她們經驗到什麼？ 

第二節   問題意識 

一、老人越活越老，且在老年時期女性較男性易處於單身狀態 

民國 82 年，臺灣社會 65 歲以上之人口佔總數的 7.02%，超過聯合國之分

類標準中「老人國」7％的比例，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的階段，到今年（民國 97

年）已提高為 10.33%，預估再過 10 年（民國 107 年）將增為 14.09%，20 年後

（民國 117 年）將增為 21.30％（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008），依據經建會

的預估，其後老年人口還會快速上升，可見老人需求的滿足將會越受到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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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視，老人福利勢必成為政府施政重要的一環。 

吾人常可聽到：「老年要有三寶：老本、老伴及老友」，這一句話很傳神的

點出頤養天年的要素：經濟安全、生活照顧及精神生活（陳肇男，1999）。另外，

老本除了指涉經濟的寬裕，也可說是身體的安好，所謂：「留得青山在，不怕沒

柴燒」；老伴與老友也有助於心理與社會的舒適，而身體、心理及社會三者兼具

的安適（well-being）才算是真正的健康，才是老人過著有品質生活的前提。 

    針對「老伴」來說，根據內政部統計處「臺閩地區簡易生命表平均餘命」的

資料顯示，女性與男性的平均餘命皆逐年增加，且兩者之間的差距也呈現逐漸擴

大的趨勢（如圖一）：1957 年零歲的平均餘命，男性為 59.73 歲，女性為 63.25

歲，到 2006 年零歲的平均餘命，男性為 74.86 歲，女性為 81.41 歲（內政部統計

資訊服務網，2005），也就是說平均而言，1957 年出生的有偶女性若在老年時會

因喪偶而約有 3 年半的時間處於沒有老伴的狀態，而 2006 年出生的有偶女性則

增加至約有 6 年半的守寡時間；許多研究更指出，男女結婚年齡中，妻子通常比

先生約略小 3 歲，加上平均餘命的差距，老年女性在暮年丈夫死亡後，平均寡居

10 年左右（李瑞金，2003； 林娟芬， 1999；蘇青葉，2002；蔡秀美、周雅容，

1995）。由圖一吾人可以看出整體而言，老年人有越活越老的趨勢，另一方面從

男性與女性的比較來看，女性不僅活的比男性久，又傾向嫁給年齡長於自己的男

性，則男性與女性之間的平均餘命差距將越大，且單身老年女性在先生死後，守

寡年數會越久。 

圖一：臺閩地區簡易生命表平均餘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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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因喪偶而單身，另外兩個原因一是未婚，一是離婚，喪偶者與離婚者皆

曾擁有過婚姻關係，在與異性伴侶「重新作伴」這件事情上屬於持續了一段法定

婚姻關係之後，重新開啟一段非法定的親密關係，如此建立關係的感受與未婚者

交往伴侶時一直處在非法定關係的情況或許較為不同，故本研究撇開未婚不談，

只聚焦在因喪偶或離婚所造成的單身。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臺閩地區 65 歲以上人口婚姻狀況」的資料，1998 年至

2007 年底，65 歲以上男女各類婚姻狀況比率如表一所示（內政部統計資訊服務

網，2006）：首先，從喪偶率來看，女性的喪偶率約為 46％，遠高於男性的 14

％，超出約 32％，也就是說，在 65 歲以上的老年人中，寡婦比鰥夫多，且有近

半數的女性目前的婚姻狀況是喪偶。其次，從離婚率來看，老年時婚姻狀況是離

婚的女性之比例雖比男性少，但其比例從 1998 年的 1.61％，上升至 2007 年的

2.3％，成長了 0.7 個百分比；而男性則從 1998 年的 2.9％3 上升至 2007 年的 3.49

％，只成長了 0.56 個百分比，由此可見，在 65 歲以上老年人口中，女性的婚姻

狀況是離婚的比例有逐年上升的趨勢，且相較於男性，女性的婚姻狀態為離婚的

比例上升地比男性為多。最後從男女單身的（喪偶加上離婚）比例來看，男性單

身的比例約維持 18％，女性單身的比例則約維持 49％，吾人可推知在老年人口

中，單身女性比例較單身男性為高。 

表一：臺閩地區 65 歲以上人口婚姻狀況 

 離婚（%） 喪偶（%） 
 男 女 男 女 

1998 2.93 1.61 14.23 47.06 

1999 2.91 1.66 14.39 46.96 

2000 2.91 1.7 14.51 46.86 

2001 2.92 1.75 14.59 46.8 

2002 2.93 1.81 14.65 46.73 

2003 2.96 1.88 14.69 46.74 

2004 3.07 1.96 14.73 46.69 

2005 3.2 2.06 14.74 46.66 

2006 3.33 2.18 14.71 46.64 

2007 3.49 2.3 14.74 46.67 



 5

二、親密關係是老年時期的重要需求，老年人對親密關係的定義更廣 

由上述統計數據可以推測有越來越多的女性在老年時要面臨單身的處境，其

需求的滿足對老年生活的品質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許多研究皆指出社會支持是

老年生活中重要需求之一，尤其是對單身老人更具深遠的影響，社會支持可使老

年人降低寂寞，增加幸福感，提高生活滿意度（張素紅，1996；呂寶靜，2000；

李瑞金，2003；林松齡，1993；王瑞進，1992；謝瓊慧， 2004；蘇青葉，2002；

藍春琪，1994；蔡秀美、周雅容，1995；陳肇男，1999），其中老年人所需情感

性的社會支持中所含「愛」的成分亦是親密關係一項重要元素，可說親密關係是

老年時期的重要需求。 

依據 Holmes 與 Rahe（1967）的生活再適應量表顯示，生活壓力源最大為喪

偶，次大為離婚（引自韓貴香，2000），可見喪偶與離婚對人生的衝擊程度。對

喪偶的老年女性而言，喪偶後常陷入以下四種處境：（1）教育程度偏低使其經濟

來源、社交活動及社會資源的使用受到限制；（2）核心家庭的興起使其獨居機率

大增；（3）對寡婦的傳統觀念使其遭受不公平的待遇；（4）對死亡的禁忌使其缺

乏宣洩悲傷情緒的管道（林娟芬， 1999）。 

另一方面，對離婚婦女而言，離婚後則須面對以下五方面的調適：（1）心理

調適；（2）經濟調適；（3）社會支持網絡調適；（4）再婚與親密關係調適；（5）

親子關係調適（李雅惠，2000），其中關於再婚與親密關係方面，林萬億（1992）

的研究指出：臺北市的單親媽媽想要再婚比例不高（34.2％），而再婚的理由首

先是子女需要，其次是情感寄託，第三才是經濟需求，情感寄託可說是對親密關

係的需求，由此可看出親密關係對喪偶及離婚女性的重要性。  

親密（intimacy）是一種回應與表達與人親近的自由，它包含愛、依附、及

友情，這些都是生命中珍貴的東西，能使人感到安適（well-being）（Hooyman and 

Kiyak，2002）。愛（love）這個字被應用在許多面向上，可以表示對人的喜歡，

也可以表示對事物的偏好，愛存在於親情、友情及愛情，當愛意味著愛情時，它

是親密關係的中心點；性（sex）是表達親密關係的一種方式，也是愛的成分之

一（陽琪、陽琬譯，1995），若要釐清親密關係、愛及性三者之間的關係，吾人

可說親密關係包含愛與性。 

對老年人來說，親密的表現可以包含調情、笑聲、情話、歌聲、觸摸、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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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性交，而以觸摸為最重要的面向，老年人渴望被別人觸摸，觸摸的重要性就如

同在嬰兒時期一般深具影響力。老年人比其他年齡層的人對愛的感受更深，但卻

往往被他人所低估；而當老年人的自尊遭遇打擊時，他們對愛的需求將更強烈

（Hooyman and Kiyak，2002）。對老年人而言，性行為廣義地包含身體與情感的

交流，可使自己有活力，重新肯定自我價值及有助於與伴侶溝通（陽琪、陽琬譯，

1995）。 

自由電子報有文章表示美國的老人還是約會談戀愛、還是和年輕人一樣為愛

暈船甚至翻船（丘引，2007）；另在聯合報網路城邦有文章亦指出歐洲已流行一

個名詞：「Living Apart Together（簡稱 LAT）」，是許多老人家流行的親密關係型

態，兩個人共組生活單位，但仍分居於自己的房子裡，有自己的私有時間及空間，

卻又相互關心與承諾（梁玉芳，2006）；更有中央研究院院士李歐梵現身說法：「年

輕是一種激情，而老年的熱情像悶火，慢慢燒，每天都在燒」（李歐梵、李玉瑩， 

2002）；沈秋香等人（2007）針對老人機構工作人員面對機構中老人親密關係看

法之研究中，亦有受訪者表示親密關係可以讓住民覺得有如家屬的陪伴，很窩心

也很溫馨。前述論點及研究皆呈現出老年時期的親密關係是可能且可行的，對老

年人而言是重要且有益的。 

三、單身老年女性在發展親密關係時易遭遇歧視與限制 

在高齡化的社會中，老年人需求的滿足是吾人必須關心的議題，而「親密關

係」的滿足也是老年人重要的需求之一，但親密關係對被社會視為是「無性」的

老年女性而言是一種「偏差」，尤其「單身」的狀態，更加深其獲得親密關係管

道的困難，加重其承受社會刻板印象的壓力。 

    2003 年的情人節前夕，婦女新知基金會舉辦「多漾風華」系列活動，提出

以「資深女郎」取代「歐巴桑」、「老處女」等貶抑的用語形容，並為中老年女性

的情慾，呼喊出「步調慢一點，品質好一點」的口號，鼓勵中老年女性主動追求，

享受解放身體與高品質的情感關係（式曉旦，2003）。 

在其新聞稿中提到： 

「在我們的社會裡，女性的情慾表達本就因文化的綑綁，長期處於較被動、

不易啟齒的狀態，一旦步入中老年，媒體與文化對待婦女的態度，更是漠視與貶

低，她們的聲音和需求在公共領域裡幾乎是被消除的。媒體報導與社會大眾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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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訕笑角度，卻也極度突顯社會對中老年女性情慾的想像與限制，彷彿女人一過

了生育線後，無論身處婚內婚外，連身為人的親密慾求，也要跟著一併凋萎消失。 

在平均壽命日益延長的今天，上了年紀的資深女郎更該為『來日方長』的後

半餘生，經營出更高品質的情慾，而非全然地壓抑與抵制。年紀輕的時候反而比

較不懂得親密關係，不懂得探索開發自己的身體跟感覺，總是即於馬上進入性的

主題，而當年歲資深後，婦女新知的董事長謝園認為：女人隨著生命經驗與事件

的多重多樣體會，反倒能對身體的探索與慾望的表達層次，琢磨的更細緻，比方

有過生育、餵奶等經驗，都是中老年婦女比年輕時更開放、敏銳感受到自己身體

感官變化、愈「資深」，愈性感的本錢。我們的社會要學會正視她們的需求，資

深女郎也要勇於突破文化壓制，主動去開發親密關係，懂得以表達作為互動的基

礎」（婦女新知基金會，2003）。 

由上述新聞稿可知，社會上對老年人產生許多刻板印象，縱使生理上的改變

會對老年人從事性行為造成影響，但社會文化的期望與規範比身體的改變對老年

人的性影響來的大，尤其老年女性於喪偶或離婚後，在老年人口中男性原較女性

為少，本就難覓重新作伴的對象，大眾文化也認為其是「無性」且不具「性吸引

力」，這樣的低自我形象更成為親密關係的藩籬（Butler, et al.，1994a）；另外，

有的研究也提出離婚婦女因擔心喪失自主性，再次接納親密關係的意願不高（李

嘉莉, 2001）；有的文獻更提到重要第三者對此關係的不支持，將影響當事人彼此

的相依狀態(Belkin and Norman，1980)。因此，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需求常

被忽視且壓抑，個人條件、社會觀感及重要他人皆是影響其親密需求發展的重要

因素。  

隨著老年人口的比例增多，男女平均餘命的差距增大，女性身處喪偶與離婚

的婚姻狀態比例增加，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議題值得本研究探討，但老年需

求的相關研究多只談到老年人社會支持中的情感需求便止步，並未繼續深入探討

親密關係；且親密關係的研究也多以年輕人的戀愛或成年人的婚姻之角度出發，

並未涉及喪偶與離婚老人這種「重新作伴」的親密關係。 

本研究所關心的問題即是：究竟對單身老年女性而言，她們在老年時期重新

作伴的親密關係是什麼？她們在發展親密關係時經驗到什麼？又有哪些因素影

響其親密關係之發展？研究者因受自身背景的啟發，想從自己外婆的經驗出發，

欲以單身老年女性自身的詮釋，來探討其在老年時期「重新作伴」親密關係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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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從本質面（親密關係的成分、表達方式及感受）、到行動面（親密關係的

發展），再深入到影響因素面（影響親密關係發展的因素），並放置在其所經歷的

生命歷程及所屬世代的社會與文化脈絡中思考。希望能讓社會大眾對單身老年女

性親密關係的經驗有進一步的認識，亦促使各老人服務單位之工作者對單身老年

女性發展親密關係一事，抱持更彈性及開放的態度。 

第三節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及問題意識，茲將本研究之研究目的列述如下： 

1. 了解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本質 

2. 探討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發展脈絡 

3. 發掘影響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發展之因素 

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單身老年女性 

大多數老年學和人口學所界定的老人年齡指標，均係以年滿 65 歲以上的人

為標準，而本研究在文獻探討上仍以 65 歲以上之定義為討論原則；惟因關注焦

點為老年喪偶或離婚後的重新作伴親密關係，故在資料蒐集上以重新作伴的交往

起點為 50 歲以上且現年 60 歲以上女性為來源。「單身」則限定為因喪偶或離婚

所造成的單身，在單身之後，曾經或目前有穩定交往對象的女性；惟「曾有」與

「現有」穩定交往對象此兩類女性，在本研究欲探討議題上的詮釋及解讀應有不

同之處，不宜同時併入討論，本研究盡量以「現有」穩定交往對象者之經驗為主，

惟因樣本稀少故不排除納入「曾有」者（分手未逾半年）之經驗。 

（二）親密關係 

親密關係的定義眾說紛紜：廣義的說，親密關係是指人際關係中一種親近的

情感關係，他可能存在於夫妻、手足、親子、及朋友等人際關係中；狹義的說，

親密關係是指夫妻、情侶之間的一種相互關心，全神貫注在對方身上的關係或感

受；而狹義的定義除了強調關係和感受之外，也包括承諾、默契、情慾、依附等

成份的存在（王純娟，2001）。本研究的親密關係較屬狹義定義中伴侶之間的關

係，包含愛情、性及其他相關概念，並以當事人主觀認定目前交往的對象係以一

對一穩定交往者為重新作伴的男友，彼此建立的關係即稱為親密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