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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依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欲探索的主題是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之經驗，

本章將從三部份探討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首先，從老年人的需求切入，突

顯親密關係是老年時期一項正常且重要的需求，並呈現老年時期親密關係的本

質；其次，因聚焦於老年親密關係之研究及文獻較少，故將借用年輕人的戀愛與

約會，以及成年人的婚姻與家庭等相關理論，作為老年人重新作伴親密關係過程

中可能發展樣貌之參考；最後，從一般人際交往理論，再到以單身老年女性為中

心，考量其生命歷程及放置在所處社會文化脈絡中，呈現其親密關係發展之可能

影響因素。 

第一節  老年時期親密關係的本質 

    坊間關於老年生活的調適、退休生活的安排及晚年家庭的適應等書籍大都揭

示老年人有情感的需求（孫時敏、張文煒譯，1993；劉秀娟譯，1997；吳東權，

1999；姜德珍， 2000），而老年人的友誼、婚姻及代間關係等研究也多顯示親密

關係對老年人的重要性（林雨蒨譯，2004；林松齡，1993；王瑞進，1992），但

介於婚姻與友誼之間的伴侶情誼之研究仍顯不足，年輕人或成年人在這方面的研

究或多或少可用來解釋老年人的「黃昏之戀」，但老年人的經驗應有其獨特之處

值得本研究加以探究。以下將分為兩部分討論之：第一、情感需求的滿足為成功

老化的要素－老年人為何要有親密關係？第二、老年人對親密關係的表達及感受

－老年人的親密關係是什麼？ 

一、老年人的情感需求 

心理學家艾力克森（Erikson，1976）認為人格的發展是依照固定和井然有

序的發展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其必須完成的任務，這些任務是由生理驅力、社會

和文化對不同年齡團體的期待所決定。在他提出的「心理社會發展階段」中，人

生的每個階段都有其課題：在嬰兒期是信任，否則不信任；在幼兒期是自主，否

則羞愧或懷疑；在學齡前是主動，否則罪惡感；在學齡期是勤奮，否則自卑；在

青少年期是認定，否則角色混淆；在成年前期是親密，否則孤立；在中年時期是

生產，否則停滯；至於老年時期，其人生課題是自我統整，否則即是絕望（引自

張宏哲、林哲立譯，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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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力克森在 40 歲初步形成理論時，認為人生最後階段的自我統整只不過是

個人面對死亡時的一種妥協，但相隔 40 年之後，他試圖描繪出人生早期的每個

階段如何涵蓋在老年的自我統整中。他主張每個階段在老年時都會巧妙地轉型：

幼兒的信賴變成老年對人際間相互依靠的重視；孩童時代的主動變成老年的彈

性、同情心和幽默感；青春期的能力轉為老年謙卑；年老時的自我認同不再是以

優勢和知識來界定，而是以情感、直覺、親密、柔情為衡量標準（李錄後、陳秀

娟譯，2003）。 

老年時期會遭受各種喪失的痛苦，身心健康的喪失，經濟獨立的喪失，與家

庭、社會關係的喪失，生存目的的喪失（姜德珍，2000），若只用具體物質的生

產能力來衡量老年，只會更加突顯生理的老化、心理的衰弱與社會的喪失，因此，

若能將重心轉移到情感關係的經營，有助於達到自我統整的完整性，讓個體感到

擁有能力、圓滿不缺，可以彌補因年老所造成不可避免的不完整。 

吾人除了可用個體的發展階段來看年老這件事，還可以用「家庭的生命週期」

來看老年家庭的樣貌。Duvall（1977）以核心家庭中，子女的發展成熟程度區別

出八個家庭生命周期的階段，分別是：沒有子女的已婚夫婦（married couple）、

生 育 子 女 期 （ childbearing ），學齡前幼兒期（ preschool-age ）、 學 齡 兒 童 期

（school-age）、青少年期（teenage），子女事業創設與獨立生活期，或稱發射中

心期（launching center），中年父母期（middle-aged parent），及年老家庭成員期

（aging family member）（引自劉秀娟譯，1997）。 

年老家庭成員期是指退休期到配偶死亡，老年人在此階段的發展任務主要有

8 項：（1）隨年齡增長而安排滿意的生活；（2）調適退休收入；（3）建立舒適的

生活作息；（4）維護身心健康；（5）維持愛、性及婚姻關係；（6）與其他家庭成

員保持聯絡；（7）保持社交生活的活躍及參與力；（8）找尋生命的意義（劉秀娟

譯，1997）。其中，第五、六、七項皆帶有情感需求的意涵：「維持愛、性及婚姻

關係」直接點出親密關係在老年生活中的重要性，當配偶尚健在，親密需求可藉

著婚姻關係而得到滿足，但配偶去世後，親密需求不僅依舊存在，甚至因寂寞與

想念而更渴望被碰觸（Hooyman and Kiyak，2002），親密關係的建立不僅可作為

對抗孤獨的緩衝器（潘英美譯，1999），也可為寡居生活帶來活力與自信（章蓓

蕾譯，1996）。 

 



 11

婚姻關係可說是構成老年生活的水平面，而代間關係便是構成老年生活的垂

直面（Treas and Bengtson，1987），「與其他家庭成員保持聯絡」指的便是老年人

的代間關係。喪偶不僅意味著婚姻關係的結束，也可能切斷與對方家庭的聯絡，

代間關係的上一代會隨著年齡消逝，下一代也會因忙於自己的家庭而疏於聯繫，

若此，代間關係對於情感需求的滿足就只能發揮輔助的作用。 

「保持社交生活的活躍及參與力」談的即是老人的結交朋友與參與社團，朋

友是社會支持中非正式支持體系的一環，當老人遭逢角色喪失時，朋友能填補某

種程度的空虛，使老人覺得自己是有人喜歡的、被人需要的（呂寶靜，2000）。

社團活動是社會參與的一種，退休會使得老人退出或減少角色的扮演，這些損失

可以藉由增加社團來彌補，使老人覺得自己是有能力的、受肯定的（陳肇男，

1999）。但喪偶之後，除了失去伴侶之外，常會失去原與其配偶一同接觸的朋友

或共同參與的活動，交友圈也容易限縮到同是單身者（王瑞進，1992），這樣一

來更加深情感需求滿足的困難度。 

有人或許會認為在老年時期，同性友誼、親友網絡已提供足夠的親密依附之

管道，為何還須交往異性伴侶，發展約會關係？但研究顯示在滿足個人需求上，

這樣橫跨各個行動者（親戚、朋友、愛人、配偶等）的「功能上可交換性」（functional 

interchangeability）是受到限制的，因此，我們沒有理由去懷疑當一個人年老時，

這樣的伴侶關係會變的不重要（Bulcroft and Bulcroft，1985）。 

由此可知，年老家庭成員期是指由退休期到配偶死亡，其中情感需求可由婚

姻、代間及朋友加以滿足，而在喪偶或離婚之後，老年人在這三管道中皆有障礙

或受到限制以致於無法達到情感需求，尤其是親密關係的需求，或許可由交往另

一伴侶來滿足，故吾人可由家庭生命週期的階段推導出老年人需要「重新作伴」

的親密關係。 

Havighurst（1963）等人提出的活動理論（activity theory）在許多方面認為

老年是中年的延伸，面臨老年生活最好的方式就是必須保持與中年時期一樣的生

活方式，其基本假設為：個體保持越活躍，生活滿意度就越高（引自潘英美譯，

1999）。因為社會對老人的期待剝奪了老人的角色（例如：退休），而這些角色原

本是老人生活穩定的來源，因此需藉由不間斷的社會參與使老人獲得許多不同的

社會地位與社會角色。Lemon（1972）等人提到三種活動：（1）非正式活動，例

如社交活動；（2）正式活動，例如志願服務；（3）獨自活動，例如閱讀，若以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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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親密程度排序，則非正式活動最為親密，活動理論的假設即是非正式活動最

能夠增強老人活動的頻率，也最能增進老人生活的滿意度（引自張宏哲、林哲立

譯，2000）。 

活躍的社交生活不僅提高老年人的生活滿意度與自尊心，也有助於他們親密

關係的建立，更有利於其成功的老化。活動理論雖被批評忽視老年的異質性，但

確實為老年人為何交往伴侶提供一套有利的說法：參與社交活動可提供老年人認

識新伴侶的場域，開啟其發展親密關係的契機；老年人可以在互動之中，增加對

伴侶的接觸，進而了解彼此的契合度，奠定其發展親密關係的基礎，就如同年輕

人的社團活動一般。 

英國心理治療家 Bowlby（1988）認為人類在生命的各個階段都需要有用的

伴侶去共同面對困難與抵抗危險，因此尋求和他人形成親密的依附關係是人類的

天性（引自黃仁峰，2003）。他建構的「依附理論」是以嬰兒與母親的依附關係

為出發點，說明基於求生存的生物本能，幼小的生命會極力尋求靠近、接觸及依

附成熟個體，以獲得保護與安全。藉由整合動物行為學的研究－Harlow 和

Zimmermann（1959）關於幼猴只有在覓食時才會回到鐵絲母猴身上，其餘時間

皆待在布包母猴身上的實驗，他也指出依附對象並非只提供食物等物質性資源，

更重要的是愛、安全及溫暖等非物質性資源。他更提出此種依附關係，將促使人

類有和他人發生強烈情感連結的傾向，並涵蓋人生全部的歷程，隨著生命的成長

與環境的改變，依附的對象與關係亦隨之改變（引自劉敏珍，2000；王碧朗，2001）。 

後來的學者將之發揚光大，並進而發展出「成人依附理論」，Berman 及

Sperling（1994）對成人依附的定義是：「成人依附是一個人的一種穩定的傾向，

這種傾向使人做大量的努力，以尋求並維持接近與接觸一個特定的對象，此特定

的對象是一個能提供身體或心理安全性的人」。Weiss（1982）更近一步指出成人

依附與嬰兒依附最大的不同，一個是相互性：成人依附關係的雙方都是安全與照

顧的給予者與接受者，一個是成人依附當中有性的存在（引自林舜文，2000）。 

另外，Hazan 及 Shaver（1987）也以依附的觀點來解釋愛情，基本上是以

Bowlby 對嬰兒依附行為研究及理論為主軸，認為有一種情感鍵（affectional 

bands），其最早的形式發生在嬰兒與其父母之間，存在於依附行為中，至成年期

後轉換到愛情關係中，故愛情的過程即是本能式的人際依附，是情感鍵的重現過

程（引自林芸欣，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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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依附關係涵蓋個人的幼年直到老年，在整個生命週期中皆扮演相

當重要的角色；個體會於不同發展階段中建立不同的依附關係，其依附經驗更是

一切人際關係的基礎（劉敏珍，2000）。在成人依附關係中，依附包含了性，也

可以用來解釋愛情，並且其依附對象往往是自己的親密伴侶；學者亦指出老年伴

侶感情的特色之一即是更加依戀（姜德珍，2000），而 Huyck（2001）亦將浪漫

關係視為親密的典型，其中亦包含依附的成分。因此，老年時期的親密關係（包

含愛情及性）可說是成人依附關係的體現。 

二、老年人的親密關係 

    在肯定了老年人的情感需求之後，接著就要探討老年人情感需求中的親密關

係，本研究的親密關係較屬伴侶之間的關係，包含愛情、性及其他相關概念，現

今關於親密關係的文獻多集中在年輕人的戀愛與成年人的婚姻，對於老年人的親

密關係之研究就算有，也多集中在社會支持網絡、喪偶悲傷輔導過程、照顧關係、

及老人虐待等（Dickson et al.，2005），而老年人重新作伴的親密關係之研究更是

少之又少，故本段將借用年輕人的戀愛及成年人婚姻等相關研究作為參考，先討

論年輕人與老年人在親密關係及其中愛情及性等面向上的同異之處；接著較具體

地呈現老年人親密關係的面貌。 

（一）年輕人 vs.老年人 

親密關係是一個你能夠表現自己真正感覺的關係（陳麗欣，2000），親密則

是一種對他人的信任感和親近感，也是指易於溝通和安全感，在本研究討論的親

密關係中，愛情及性是其中主要的面向，在此先陳述親密關係的概念，接著以愛

情及性等面向加以具體呈現親密關係中可能的感受及行動。一般定義親密關係是

由以下幾種成分所組成（陽琪、陽琬譯，1995）： 

（1） 分享的資訊：自我揭露可使雙方得到更多對方的資訊，而這種互相分

享的資訊常可使兩個人的關係顯得與眾不同。 

（2） 彼此的共同性：共同性是親密關係的核心，指的是兩個人彼此分享對

方的感覺，能使雙方產生平等感。 

（3） 相互倚賴：當雙方共享親密時，他們的感覺、思想會互相影響，彼此

對對方擁有某種程度的拘束力量。 



 14

（4） 信任：信任需要雙方對彼此的本質、誠實和公正懷有信心，擁有信任

感，才是真正的坦承和相互的倚賴。 

（5） 承諾：對某種關係許下承諾，就是在思想上和感情上都要被它束縛，

成功的關係須有共同的承諾。 

（6） 關懷：互相擁有一種強烈的愛意和關懷是親密關係中最重要的成分，

願意為對方所需付出心力 

老年人與年輕人的親密關係有何差異呢？Levinger（1974）指出兩人建立的

關係會隨時間演進，改變情感的連結基礎：年輕人所形成的新關係會以身體吸

引、熱情及自我揭露作為情感的連結基礎；而老年人所維持的長期關係則會以親

近、忠誠及關係的互惠作為情感連結的基礎（引自 Treas and Bengtson，1987）。 

上述研究假設年齡越長，建立的關係也就越長，若以本研究所欲探討的老年

伴侶來說，雖是年齡較長者，但因於喪偶或離婚後才建立新關係，其關係不一定

長期，在年齡的因素與交往時間的因素相互影響之下，本研究呈現的情感連結基

礎，或許會有不同的面貌。 

利翠珊（1997）曾針對 25 對婚齡由 5 年至 20 年以上的夫妻進行訪談，她將

臺灣夫妻婚姻中的親密情感依來源不同分為四種親密之情： 

（1） 感激之情：這是一種當個人感受到對方的恩情時，所產生的感動或感

激之情。 

（2） 欣賞之情：指對對方的個性或能力之喜愛。 

（3） 親近之情：以共同生活的經驗為基礎，產生一種彼此接近、共同分享

的與分擔生命的情感。 

（4） 契合之情：指夫妻雙方相互了解，並願意支持彼此信念與目標的情感。 

利翠珊（1997）指出前兩種情感與中國傳統文化角色期待的觀念密切相關，

後兩種情感則多需經由溝通或共同的生活經驗使能產生，尤其契合之情是最深刻

的一種情感，它包含夫妻之間的了解及信任，如同一般所謂的「默契」，在中國

夫妻的經驗中，契合之情可能從長期的感激與欣賞之情轉化而來。若區分性別及

年齡來看，親密情感表現在男性及年長的夫妻間，多為感激與欣賞之情；女性及

年輕的夫妻較常表現親近及契合之情，其中的不同或可歸因於文化結構及世代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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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所致：男性感激並欣賞女性克盡家庭角色的辛勞及能力，女性則期待男性的了

解及傾聽，經由共同生活經驗的溝通及分享產生親近及契合感；另一方面，年長

夫妻則較以傳統性別角色及家庭倫理的規範來實踐夫妻情義，年輕夫妻則採溝通

及分享的方式共創夫妻情感。 

依利翠珊（1997）的研究，年齡及性別不同使婚姻中的親密關係呈現不同的

樣貌，而本研究所關注之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在年長及女性的考量下，加

上她們與男友非婚姻的關係，其親密關係也可能包含感激、欣賞、親近或契合所

組合之情，甚至前述四者之外的成分。以下更進一步分述親密關係中愛情及性兩

概念的一般定義及對老年人而言的特殊意義： 

1. 愛情 

一般來說，當人們論及親密關係時，一定會涉及到「愛情」，愛情是一種主

觀直覺的心理狀態，它包含一種對某一件物品的感受內涵；對某一個人的正面好

感；一種溫暖與親近的感覺；以及一種希望與某一個人互動的心理衝動。我們對

物品的愛是單方面的愛，不似人與人之間雙方面的愛來的深刻，人與人之間有親

子之愛、手足之愛、朋友之愛，而尤以戀人之愛最廣為學者們所討論（蔡文輝，

1998），本研究討論的愛情，是指男女之間的愛情。Freud（1922/1955）認為愛

是抑制了企圖的性，Waller 及 Hill（1951）則提出愛是溫柔的感情，並將愛情分

成下列四種成分（引自陽琪、陽琬譯，1995）：  

（1）性：提供活力，是愛情的原動力，但性提供了必要的動力，卻不是愛

情的方向。 

（2）自尊：人們對本身的獨特感和自尊心，會引導她們愛上社會容許和個

人匹配的對象，並希望從其伴侶得到尊敬。 

（3）安全感：愛情具有獨占性，希望獲得安全感，一個人和對方相處時越

是感到安全，對對方的控制就越少，則彼此的關係會更加親密。 

（4）經濟動機：原先指的是一個人被對方視為在各種活動和責任都能分擔

的重要性，也可延伸指稱兩個人為達到個人與共同的目標而互相契合。 

對老年人而言，針對性：老年時期仍舊有性需求，只是可以採用不同的形式

來表現、以適合自己的方式來滿足（Arrington，2004）。針對自尊：許多研究皆

指出喪偶與離婚的老人，若有感情的滋潤，將可彌補喪失感，提升自我價值感（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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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玲，1994）。針對安全感：老人會加深對「老化」的恐懼，因而趨向尋求較務

實的愛情，而承諾是愛的基本面向，他會尋找一位可以長相廝守的伴侶（Reeder，

1996）。針對經濟動機：老年人的黃昏之戀不再像是年輕人天雷勾動地火般轟轟

烈烈，而是互慰與互助，彼此互補有無、互相學習、互相影響、互相呵護、互相

扶持（吳東權，1999）。 

老年人與年輕人的愛皆具備性、自尊、安全感及經濟動機，只是老年人的性

更多元，自尊更可藉由愛情的慰藉加以提升，安全感展現在務實愛情的追求，經

濟動機更強調雙方的付出與互惠。年輕人擁有的愛之成分，老年人也有，只是會

因本身情況而稍做調整，彷彿一道菜餚，為了適合老人食用而熬的較久，煮的較

爛，但菜餚本身可以依舊美味。 

Reedy 等人（1981）藉由 102 對婚姻美滿的配偶對愛情經驗的陳述，歸納出

愛情中的六個面向，分別是情感上的安全（emotional security 包含信任與關懷）、

尊重（respect）、溝通（communication）、協助與同樂（help and play behaviors）、

性的親密（sexual intimacy）、忠誠（loyalty），由年長（平均年齡為 64.7 歲）、中

年（平均年齡為 45.4 歲）及年輕（平均年齡為 28.2 歲）三組人分別依其認為的

重要性加以排序。在次序上，三組都將情感上的安全擺第一；然而在數量上，年

齡不同，重視的愛情成份也不同：年長者較看重情感上的安全與忠誠，相較於年

輕者則看重性的親密關係與溝通（引自 Treas and Bengtson，1987）。 

根據 Stergberg（1988）的愛情三角模式（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愛情的

三個主要成份是：（1）親密感（intimacy）：一種親近、分享、相屬及支持的感覺；

（2）激情（passion）：促使愛情中浪漫、性及外在吸引力的驅力；（3）承諾

（commitment）：短期來說是指決定去愛上一個人，就長期來說是指對愛情的持

續。隨著時間的增加與相處方式的改變，愛情三角形會因其中組成元素的增減而

改變該三角形之形狀與大小，親密感、激情及承諾越大，形成的三角形就越大，

愛情也越豐富，更是人人所追求的愛情（引自陳麗欣，2000）。 

Reeder（1996）的研究將受訪者分為六組年齡層（0-20 歲、21-25 歲、26-30

歲、31-35 歲、41-45 歲、46 歲以上），分別探討各個世代對親密感、激情及承諾

的定義，研究先呈現整個研究對象的看法，針對親密感，較著重親密無間

（togetherness），針對激情，較著重在愛慕（affection）；針對承諾，較著重在傳

統表達方式； 再以著重的三元素比較各組，發現三者皆隨著年齡增加而有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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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趨勢，最後其提出大多數人，隨著年歲增長，對浪漫愛的定義仍舊是由親密感、

激情及承諾所組成。 

老年人與年輕人皆認為親密感、激情及承諾是構成愛情的三要素，只是老年

人的親密感較不是如膠似漆般的黏膩，而是著重彼此的共同性；老年人的激情不

是乾柴烈火的一觸即發，而是存在各種情感交流的可能性；老年人的承諾較不是

非君不嫁的山盟海誓，而是對感情的忠誠。 

另外，愛情的類型分類方法很多，Stergberg（1988）依上述三種成分之有無

區分為八種類型：（1）無愛；（2）喜歡；（3）迷戀；（4）空洞之愛；（5）浪漫之

愛；（6）伴侶之愛；（7）癡情之愛；（8）完美之愛。其中浪漫之愛指的是有親密

感、有激情但缺乏承諾的愛情；而伴侶之愛指的是有親密感有承諾但無激情的愛

情。而蔡文輝（1998）亦將愛情分為（1）朋友之愛；（2）嬉戲之愛；（3）理性

之愛；（4）佔有慾之愛；（5）大公無私之愛；（6）浪漫之愛；（7）伴侶之愛。其

中浪漫之愛指的是短暫的有火花爆發式的高度情緒的伸張，有相當程度的幻想；

而伴侶之愛指的是長期相處後，彼此發展出的互諒互信的愛，感情穩定較長。浪

漫之愛是愛情甜蜜的象徵，伴侶之愛常常是發生在浪漫之愛的高潮後，它雖然沒

有爆發式的火花，但彌堅持久，社會學家和心理學家一致認為男女之間的愛情若

能兩者兼具將是最理想也最有意義的（引自蔡文輝，1998）。 

學者指出在年齡較大的人當中，因浪漫愛而結合的較少，尋找生活伴侶的動

機較多（李銀河，2003），文獻也說明年輕人的愛情較偏向浪漫之愛，而老年人

的愛情較偏向伴侶之愛（蔡文輝，1998）。在老年時期中，雖然男女雙方皆較注

重約會的務實性－角色協調與陪伴，而不是浪漫，但女性較傾向從情緒架構來討

論浪漫，女性給予象徵性的浪漫較高價值，且將關係中的浪漫主義視為是一種理

想，但她們認為這種浪漫在晚年時期很難達到，傳統上男女雙方對浪漫的定義是

由禮物所組成（花、糖果、交換禮物）然而女性更著重特定行為所表達出來的浪

漫感覺（擁抱、親吻或情話綿綿）（Bulcroft and Bulcroft，1985）。 

由上述學者論述可知老年女性仍期待特定行為表達的浪漫之愛，這樣看來老

年時期的愛情不是沒有浪漫之愛，而是較偏向伴侶之愛，文獻指出年輕人的新關

係較以浪漫愛的形式出現，老年人的長期關係較以伴侶愛的形式展現，而本研究

探討的是「老年人的新關係」，或許會呈現不同的面貌。 

綜合上述學者的論述及研究結果，吾人也許可以將年長者的愛情歸納出以下



 18

特色：首先，年長者較能體悟到就算沒有每分每秒黏在一起仍舊可以感受到彼此

的親密感，他們希望在親密中保有獨立；其次，年長者較不直接、激烈的表達愛

意，而是轉而為一種只有你懂的暗示，心靈相通的默契；最後，年長者重視承諾，

但想要的承諾並不是傳統的婚姻約束，而是一種感情的忠誠，長期的陪伴。而本

研究即欲了解單身老年女性之愛情會以怎樣的面貌呈現在親密關係中，又她們如

何詮釋愛情中的浪漫或相伴作為親密關係中的一種感受。 

2. 性 

從心理學觀點而言，「性」是個體求偶行為的動機；它與「飢」、「渴」兩要

素被視為是人類與動物三大生存趨力（晏涵文，1991），也就是為了生存，驅使

其從事此行為的動機。但人類與動物不同之處便在於社會對個人的性之要求有某

些特定的社會規範，婚姻關係中的性行為便是一種普遍的社會規範，因愛而生的

性也較為社會所接受，本研究所討論的性，是指包含在愛情中的性。 

性（sex）不只是生物上牽涉到性交或性高潮的功能，它也包含了情感的表

露，例如忠誠、熱情、情感、自尊及對自己身體與其功能的肯定，而這也是一個

人私密自我的一部分。性慾（sexuality）則是對性的慾望，它由許多人之所以成

為男人或女人的面向所組成，包含一個人的自我概念、個性及關係，一個人的言

行、活力、享受生命的能力皆是性慾的一部分（Hooyman and Kiyak，2002），可

見「性」的內涵深遠，並在人類生活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心理學家指出，人們發生第一次性行為的原因可能跟往後繼續有性行為的原

因有所不同，第一次可能是因為生理上的性慾反應、好奇、壓力責任或情勢使然，

以後的性行為則可能是因為用性來表達愛和親密、自我坦露、增進彼此互信互賴

或維持彼此關係（蔡文輝，1998）。年輕人對性的要求與滿足有以下特色：（1）

生理上的交合；（2）解放的觀念；（3）性是愛情的最大肯定；（4）性是用來控制

對方的工具；（5）性是難以抗拒的誘惑（徐光國，2003）。 

而依 Hooyman 及 Kiyak（2002）的整理，老年人對於性的要求與滿足有以下

特色：（1）老年女性比男性對性有興趣；（2）在性行為中，女性較在乎婚姻狀況

與彼此關係；（3）男性較在乎性功能的展現與陽萎；（4）隨著年紀漸大而產生社

會心理的改變，性功能與性滿足的能力並未消失，（5）性的不活躍是依生命事件

而定，並不是因為對性失去興趣或慾望；（6）老人將性的價值放在品質與親密關

係的意義上，性行為和性滿足與老人自我價值和能力相關；（7）老年女性強調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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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愛及照顧是快樂的性關係之核心。簡而言之，年輕是探索刺激、自我覺察的

時期；中年是獲得技巧的時期；老年則是享受愛的藝術的時期。 

一般而言，社會對老年性愛的迷思在於：老人應該有「性」嗎？他們有能力

「性」嗎？她們真的想「性」嗎？抑制或放棄對性的慾望是適當的嗎（Butler et 

al.，1994a）？學者提出「利用它否則失去它」、「用盡廢退」等說法皆在指稱腦

或身體若不持續使用，就會慢慢萎縮，就會失去所擁有的能力，研究顯示若長期

缺乏性愛，男性陰莖較難勃起；女性則會加速陰道萎縮（孫時敏、張文煒譯，1993； 

吳東權，1999；章蓓蕾譯，1996），以上論述皆鼓勵老人享受「性」。 

年輕人的性反應週期可分為：（1）興奮期；（2）高原期；（3）性高潮；（4）

消退期（蔡文輝，1998）；而老年人因為（1）伴侶的可獲性；（2）健康的問題；

（3）性慾的改變；（4）憂鬱與焦慮；（5）藥物的影響；（6）荷爾蒙的減少及（7）

隱私的缺乏等因素，影響老年人的性反應週期使其：（1）要花較多時間才能達到

興奮期；（2）高原期延長；（3）可保持性高潮，但頻率減少（Gelfand，2000）。

從性生理的反應來看，生理、心理及社會等因素或多或少對老年時期的性行為造

成影響，但研究指出，以橫斷性研究而言，老年人的性活動與年輕人相較之下的

確有顯著減少，但以縱貫性研究而言，年輕時便擁有活躍性生活的老年人之性關

係次數，與其在年輕時並無明顯差別（Hooyman and Kiyak，2002），也就是說老

年人仍有性的存在，因衰老而發生的一些組織變化雖會為性生活帶來影響，但並

不會造成性活動的停止（孫時敏、張文煒譯，1993；劉秀娟譯，1997；吳東權， 

1999）。也就是說，老年時期的時間與頻率皆不及年輕人，但老人仍有性的能力

與慾望。 

2007 年「新英格蘭醫學雜誌」刊登一篇史無前例在美國進行的一項老年人

性生活研究結果顯示，許多老年人在性事上非常活躍，顛覆過去的刻板印象，認

為性生活只是年輕人的專利。結果發現：73％年齡在 57 歲到 64 歲的受訪者仍有

性行為；在 64 到 75 歲的受訪者中，有性行為者佔 53％；至於 75 歲到 85 歲者

佔 26％（Lindau et al.，2007），可以見得老年人仍然可以有性。 

另外，研究者也指出晚年的性滿意度與早年經驗有關（Butler et al.，1994b），

而早年性生活活躍的老人比早年節慾的老人之性滿意程度要高（Matthias et al.，

1997）。但是醫師也提醒，縱使性行為對老人而言是可行的，對生活品質是有助

的，仍必須尊重不想擁有性生活的老人之選擇（Butler，1994），而不是矯枉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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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要破除社會迷思，反而壓迫其選擇的權利。因此，老年人對性生活的滿足與

要求不僅與年輕人不同，年輕人重視生理上的交合，老年人重視心理上的滿足，

而老人之間也是充滿異質性。 

對老人而言，生理因素會影響性功能；心理因素會影響性慾；社會因素會影

響性的概念、表達及期望，這些或可透過藥物或諮商改善，但對一般人而言本就

屬隱私的性議題，對老人，尤其是女性老人來說，更是難以啟齒向外界討論或求

援的話題。性活動及性趣或許會隨著年齡增加而減少，受到性伴侶之可獲性、性

伴侶之興趣、社會對老年性生活的刻版印象，疾病等因素影響，但性滿意度則不

然；性關係的品質、性態度及性的舒適感（well-being）對老年女性而言更為重

要（Bancroft，2007；Sanders，1999）。 

每個人都有性生理的反應，但每個人對性的要求或滿足並不完全相同，且用

來滿足性需要的方式也不完全一樣。以婚姻關係中的性生活而言，新婚時期，性

行為的次數頻繁；邁入中年以後，雖因照顧事業與管教小孩，較無暇無心於性交，

但夫妻較了解性趣的重要，願意嘗試新方式來滿足自己與對方；進入老年之後，

雙方的性趣有降低的趨向（徐光國，2003），但性不只包含性交，老年人的性活

動包含廣泛，舉凡注視、撫摸、握手、接吻、擁抱等都能流露性感，讓人享受性

的美好（劉秀娟譯，1997；章蓓蕾譯，1996；姜德珍，2000）。 

Reedy 等人（1981）研究中的一位受訪者即提到：我們的關係在一開始，性

雖然不是最重要的元素，但我們卻很享受大量的性滿足，然而隨著年紀越大，性

方面的事變得不是那麼重要，而是以較不令人興奮的形式來表現愛與情感，例

如：碰觸、握手、擁抱、親吻及口頭上的示愛。因此，老年人對性的定義廣泛：

不一定要有行為，也可以是一種感覺；老年人的性活動多元：不一定要性器官的

交合達到高潮，也可以是簡單的碰觸或示愛的言語（引自 Reeder，1996）。 

「性」有兩種語言，年輕時是生物取向，透過「量」的表現，著重在自我的

專注；老年時是學習取向，透過「質」的表現，著重在伴侶間的親密與共同性，

個人是隨著年歲增長而培養性的第二種語言（親密與共同性），因此性愛甚至可

以在 60 歲之後變的更美好（Butler，1994），由此可見老年人的性除了著重在「親

密」外，尚有「共同性」的存在，且基於「親密」與「共同性」的性滿足亦使老

年人定義性意涵行為的範圍較廣，呈現性意涵行為的態樣較為多元。 

綜上所述，性在老年時期的比重不如年輕時期，但仍可採用其他替代方式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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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性愛」的訊息，雖然文獻談的老年之性多是著墨在婚姻關係中的性，若針

對本研究的伴侶而言，無婚姻的關係或許會因缺乏正當性而降低了性行為發生的

可能性，但對老人而言，或許正因性表達方式的多樣化，並不降低其親密關係滿

足之可能性。本研究即試圖探詢何種言語或行為對單身老年女性而言帶有性意

涵，又在其伴侶關係中是透過何種方式來表示彼此的親密。 

（二）老年人親密關係的樣貌 

Bulcroft 及 O’Connor（1986）曾以質性研究的方式，訪問 35 位 60 歲以上過

去一年曾經交往伴侶的老人，探討親密關係對老年人生活品質的重要性，研究結

果歸納出伴侶在其晚年生活中扮演的四種重要角色： 

1.朋友 

伴侶最常被認為扮演著朋友的角色，隨著老年時期的到來而增加許多的休閒

時間，正需要一位同伴可以陪伴她參加社交活動，且有共同的興趣，尤其是參與

共同的休閒活動，比擁有共同的價值觀、生活態度更重要。 

2.知己 

老年女性較多與同性友人分享親密的對話，老年男性則把女性伴侶視為自己

唯一傾訴情緒、自我揭露的對象，儘管如此，兩性皆給予伴侶所扮演的知己角色

極高的評價。 

3.愛人 

部分受訪者相當重視浪漫，但大多數認為在晚年時期很難對浪漫加以定義，

且抱持較務實的看法，在親密關係中認為「務實性」優先於「浪漫性」，她們仍

舊以早期生活中的傳統方式來定義愛人－如同一般人對伴侶角色的理解，但已不

如陪伴角色來的重要。 

4.照顧者 

儘管約會伴侶對彼此有某種程度的承諾與關心，但很少伴侶單向提供對方金

錢上、健康上或家事上的協助，多是相互的幫助，包括交換建議、情緒支持，換

句話說，照顧角色指涉的多是情緒性而非工具性的支持。 

Lowenthal 及 Haven（1968）是首位針對老年非婚姻生活的親密性從事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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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學者，他們的研究亦指出如果你有一位知己（confidant）的話，你就可以

降低自己與他人的互動程度，而且心情也比較不會感到憂鬱；相反的，如果你沒

有知己的話，你就可能會盡量參與各種社會活動，但是比較容易陷入情緒的低

潮。換句話說，就算你社會互動降低，社會角色減少，但只要你擁有知己─在本

研究中即是老年伴侶─你仍然可以擁有滿意的生活，亦強調老年人的親密關係中

伴侶扮演知己角色的重要性。 

除了從伴侶扮演的角色切入，還能以倆人關係的角度來瞭解老年人親密關係

的樣貌：Adams（1985）的研究將老年女性的異性關係（cross-gender relationships）

分為兩種：（1）浪漫關係：也就是所謂的男女朋友；（2）慈善關係：一位比老年

女性年紀小的男性，兩人經由男性的妻子或母親而認識，以修理東西或提供金錢

使用上的建議為主。 

O’Connor（1993）的研究則比較虛弱老人的同性友誼與異性友誼之差別，指

出同性友誼是以高度正向的互動為其特質，多為情緒上的涉入；而異性友誼是以

像鄰居般地親切和睦為其特質，多為家務上的協助，主要指涉兩個同為老人，而

不是有年齡差距的朋友，他們交往持續年餘，從一開始的伴侶式陪伴關係，到現

在的分享彼此忠誠，兩人往往是老鄰居，或是住在同一個退休住宅，他更歸納出

第三種－稱為「擬伴侶」（pseudospousal），其典型為缺乏「性」成分，且非實際

照顧的主要來源，他們相互幫助，提供對方安全感，親近感，及歡愉感。 

Gierveld（2004）指出當今在歐洲非婚姻關係的同居及「LAT」（living apart 

together）關係是「重新作伴」常用的選擇，前者往往是後者的開端，「LAT」關

係是一種伴侶維持各自家庭、經濟的獨立，間歇或暫時性地同享生活領域；他針

對 55-89 歲 4,494 位守寡及離婚者所作的量化研究顯示，年紀較大的長者較易選

擇「LAT」關係，基於「社會情緒選擇理論」（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關注老年人對情感滿足的優先追求，因「LAT」關係保有個人空間仍可供子女、

較親密的朋友拜訪以維持伴侶之外的情感需求。 

在親密關係的感受中，不論是以伴侶的角色還是倆人關係來看，老年人的親

密關係，隨著年紀越大，長期關係更深入到以忠誠、溝通、分享及情感交流等層

面呈現的親密關係中，當老年人的自尊遭受欺侮時，對感情的需求將更為強烈，

如果沒有情感關心，就算身處有人包圍而非獨自一人的空間內，老年人也會覺得

寂寞，許多老年人在處理因離婚或喪偶而產生的失落與寂寞時，發覺要重新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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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去投入一項親密關係是很困難，但卻是需要的（Hooyman and Kiyak，2002）。 

而在親密關係的表達方式中，與人親近是人的本性，親密關係中最具影響力

的面向便是碰觸（touch），需要被碰觸是一生當中的需求，透過碰觸與愛撫等身

體上的接觸對六十歲、七十歲及八十歲的老人而言，其影響力如同嬰兒期、兒童

期及成年前期一樣重要，就像依附關係一般，碰觸是最基本的感覺，因此老年人

會比其他年齡層更依賴碰觸來達到社會互動，當老年人因為思念死去的伴侶而顯

露寂寞神情時，更希望有人來碰觸他，握握她的手、摟摟她的肩，拍拍她的背，

給她一個擁抱都是滿足老年人的情感需求不可缺少的動作（Hooyman and 

Kiyak，2002）。這裡也呼應了前述親密關係有助於老年人情感需求的滿足，進而

達到成功的老化。 

綜上所述，本段呈現的皆為西方學者的研究結果，本研究或可參採其論述模

式，從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中伴侶扮演的角色切入，瞭解其伴侶發揮的功能，

進而探究她們親密關係的本質及樣貌；另一方面，文獻多指出老年人在親密關係

中對感情的需求及被碰觸的需求強烈，單身老年女性在親密關係中有何感受及如

何表達彼此親密亦是本研究關心的重點之一。 

小結 

    「一段好的關係是任何傷痛的最佳補藥」（Johnson and Scelfo，2003），本節

第一部份從「心理社會發展階段」及「家庭生命週期階段」兩理論說明情感關係

的經營有助於老年人完成發展任務，達到自我的真正完整性，促進成功的老化；

亦藉由「活動理論」回答老年交往伴侶有助於老年人參與社會活動，尋求社會支

持以達到情感需求的滿足，更透過「成人依附理論」呈現親密是人類終其一生的

發展，承認與肯定親密關係在老年時期的正當性與重要性。 

基於探討老年人親密關係的文獻稀少，本章節第二部份借用論述年輕人親密

關係的既有相關文獻作為參考，並加以國外學者針對老年人的研究結果呈現老年

人在親密關係上的可能面貌。綜合本節所述，本研究所關注之單身老年女性的親

密關係，在年齡的因素與交往時間的因素相互影響之下，呈現的情感連結基礎，

或許會有不同的面貌。在年長及女性及非婚姻關係的考量下，親密關係也可能包

含感激、欣賞、親近或契合所組合之情，甚至前述四者之外的成分。親密關係中

老年人的愛，似以伴侶之愛為基調又不失浪漫之愛的可能性；老年人的性，定義

較為廣泛，態樣較為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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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擬將性、愛及親密關係三者一同納入概念架構，親密關係包含了愛，

愛再包含了性，老年人的親密關係中似乎多少隱含了一種「共同性」及「情感的

互惠」成分，似可透過性的方式來傳達愛的感受以體驗親密，進而滿足情感需求，

吾人不可否認老年人有其異質性，但透過此種三位一體的關係，對於同一性格的

老人在三者的表現上應是有跡可循的。爰此，本研究想要探索單身老年女性的親

密關係之本質，包含（1）共同性的體現－親密關係的成分；（2）情感互惠的呈

現－在親密關係中當事者主觀的感受及表達彼此親密方式。 

單身老年女性在離婚或喪偶後，往往面對獨自一人的處境，她們交往的伴侶

或許是能陪伴參與休閒活動的朋友、是可真誠分享彼此的知己、是具務實感的愛

人、是情緒上的照顧者，這些伴侶所扮演的角色，正可提供本研究參照的脈絡，

進而得知在重新作伴的親密關係中，單身老年女性覺知到伴侶扮演何種的角色、

提供怎樣的功能，有助於本研究瞭解她們親密關係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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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老年人交往伴侶的歷程 

    從相關文獻中，可以依下列兩方向來探討親密關係的意義。第一類主要是由

「親密的內涵」來建構；第二類親密關係的研究則強調親密情感是一種歷程

（process），而非狀態（state）（郭春松，2005）。上一節說明了老年人需要親密

關係的原因（why），與老年人親密關係的內涵（what），本節的重點將會放在老

年人從事親密關係－交往伴侶的歷程（how）。 

本節的交往伴侶即涵蓋（1）親密關係的開端－萌生動機（透過約會的方式）

及鎖定對象（考量擇偶的標準）；（2）親密關係的過程－相處情形；（3）親密關

係的狀態－穩定作伴（可能的生活方式）。本節將借用年輕人的婚姻與家庭相關

理論及部分針對老年約會議題之研究結果來探討老年人交往伴侶的歷程，將分為

三部分論述，第一、了解老年人交往伴侶的動機及擇偶的標準；第二、瞭解老年

人交往伴侶的相處情形；第三、老年伴侶可能的生活方式。 

一、老年人交往伴侶的開端 

    以下將分兩部份討論：先呈現各家學者對年輕人約會動機之論述，另以國

外學者對老年人約會動機的研究加以比較；後以「婚姻市場」理論帶入擇偶標準

的討論，並借用年輕人相關擇偶理論，加入老年人本身的需求及限制一併思考，

以協助本研究瞭解老年人交往伴侶的開端。 

（一）約會的動機 

    動機與功能兩者意義互為表裡，吾人可以說因為想達到約會的功能，因此有

約會的動機，學者論及年輕人的約會行為，開宗明義多先陳述約會的功能，各家

說法大同小異，可整理如下（陽琪、陽琬譯，1995；彭懷真，2003；徐光國， 2003； 

蔡文輝，1998）： 

1.社會化功能 

約會提供男女來往相處，提供進一步了解對方的機會，約會也是一種學習，

使戀愛中的男女可以學習扮演負責任、成熟的角色，約會更是性別社會化歷程中

不可少的部分。 

2.人格發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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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在約會中可促進人格與心理的發展，也經由約會過程為自己做出正確的

評價，約會更使年輕人明白如何與異性互動，如何延緩自己的衝動，如何忍受挫

折，及了解對方與自己不同。 

3.增加自信功能 

約會可以滿足相當程度的自我需要，從與異性的交往中得到情緒的充實感、

對自己性別角色的認同感及自信心。 

4.提升地位功能 

約會可以作為一個年輕人提高身價的策略，可以跟校園中的明星學生約會讓

自己很有面子，提高自己在同輩團體中的地位。 

5.娛樂功能 

約會是一種尋求樂趣的途徑，男女在約會過程中產生的好奇、新鮮、刺激及

喜悅可增添生活樂趣，年輕人往往樂於追求快樂。 

6.擇偶功能 

約會這個機制使男女可以透過相處而選擇配偶，決定伴侶進而準備進入婚

姻。 

    國內關於老年約會的文獻付之闕如，國外的文獻也不算豐富，根據國外學者

進行的研究可以整理出老年約會的動機與功能如下（孫時敏、張文煒譯，1993；

Dickson et al.，2005； Bulcroft and O’Conner，1986； McElhany，1992）： 

1.有人陪伴 

陪伴是一種穩定的情感，立基在共同分擔的努力與積極正向的經驗，且是持

久、平靜的，可說是一種平凡中的幸福。陪伴又可分為兩類，一種是情感上的陪

伴，一種是社交活動上的陪伴。 

（1）情感的活出口：寡婦在配偶過世後會懷念起過去有人陪伴的親密感與伴

侶關係，而對鰥夫而言，妻子往往是自己吐露心聲的唯一對象，因此這

種一對一的約會關係，提供他們一個自我坦露（self-disclosure）、甚至表

達性慾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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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交的共同參與：喪偶之後看到別人成雙成對參加活動，自己獨自一人

容易覺得不自在而喪失參與社會的機會，約會可以提供一個伴侶，陪伴

自己參與社交活動，再次活躍於生活圈。 

2.擇偶再婚 

研究指出雖然最後大多數的伴侶選擇不再婚，但其實在交往初期，受訪者也

曾懷抱著找尋結婚伴侶的考量，但因現實因素（例如：彼此家庭成員的繁雜、婚

姻角色期待的嚴厲、婚姻已經缺乏養育子女的功能需求）而作罷。 

3.增加自信 

因為老年族群中男性較少，對女性而言，當她們有約會對象時，表示自己仍

具吸引力有助於提升自信心。 

4.提升地位 

同上述理由，約會可使女性在同儕中有較高的地位與聲望，甚至會被她人忌

妒。 

由上吾人可以發現：首先，老年人透過約會以滿足有人作伴（依附）的需求，

有人作伴也使其可以繼續參與社交活動，而持續的參與社會更有利於成功的老

化，呼應前節的論述；其次，老年人與年輕人在約會動機上有其異同，老年人不

像年輕人一樣利用約會來學習社會化或發展人格，而是要追求一種單一、穩定、

持續的陪伴；最後，老年人也因性別而有所不同，對男性而言，較強調親密的回

饋及情感的支持；而對女性而言，較指涉地位的取得，這樣的不同正反映現今老

年人世代中社會化的性別角色，男性在女性身上投資以滿足他的情感需求；而女

性仰仗男性的工具性支持及社會地位。 

未來兩性社會角色的區分已不似從前明確，雙方約會的報酬或許不會如此明

顯不同，且隨著社會變遷，一個人在一生中較少只會擁有單一長久的婚姻關係或

性伴侶，老年人就會增加約會的機會，又成年時期中關係及婚姻經驗的多元，使

老年人對約會或建立親密關係採更舒適自在的態度（Cooney and Dunne，2001）。

現今社會風氣的確較以往開放，惟本研究關注的單身老年女性屬過去保守世代，

帶著傳統的觀念成長，她們約會的動機與時下年輕人或國外老年人的約會行為或

有不同的理由及想法，有待本研究去發掘啟動親密關係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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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擇偶的標準 

有關老年人「重新作伴」並無自身理論，然可先用 Oppenheimer（1988）提

出的「婚姻市場」理論（marriage market theory）作為開場，尋找婚姻伴侶類似

尋找工作，個人帶著特定的正向特質及特定期望進入市場（例如對婚姻來說，有

著外表吸引力及財富的人期望尋找高學歷的對象），市場亦有其特定（例如對婚

姻來說，人口的總數及性別的比例），由市場內的供給及需求來運作 （引自

Moorman et al.，2006），本研究並非聚焦於老年再婚，惟該理論仍可多少協助本

研究了解交往對象的選擇概指個人帶著自身具備條件及對象的既定期待在伴侶

可獲性下做出最適選擇。 

關於老年人擇偶的理論不甚豐富，在此將借用年輕人的擇偶理論作為參考，

關於年輕人擇偶的理論不勝枚舉，整理各家學者的說法，主要有以下六種理論：

（1）心理分析論（psychoanalysis）；（2）角色論（role theory）；（3）價值論（value 

theory）；（4）互補需求論（complementary needs theory）；（5）過濾論（filter theory）；

（6）刺激─價值─角色論（SVR theory）（彭懷真，2003；徐光國，2003；藍采風，

1996； 蔡文輝，1998）。研究者抽出各派理論主張的相似性質，將其分為三大類： 

1. 因襲性 

（1） 心理分析論：根據佛洛伊德（Freud）的理論，孩童的戀父（母）情

結及其在家中與父母的關係，會影響到成年後伴侶的選擇，所選擇的

伴侶不是在個人特質上，就是在彼此互動上與其父母有相似之處。 

（2） 角色論：角色相配是挑選伴侶的一個指導原則，當一個人在挑選伴侶

時，對所找對象是帶有某種期望，人們婚前婚後對伴侶角色的想像，

指導著人們傾向尋求符合這期望的對象。 

「心理分析論」與「角色論」對伴侶的選擇皆有因襲既定的軌跡，心裡分析

論追尋的是父母，角色論則是期望，對單身老年女性而言，在前一段婚姻中，伴

侶的特質、兩人的互動模式、想要但未被達成的期望，或許也會影響她在選擇約

會對象時的考量。 

2. 異同性 

（1） 價值論：又稱相似論，價值觀對個人有相當程度的重要性，因此在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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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伴侶時，自然而然會找一個跟自己持有類似價值觀的對象。 

（2） 互補需求論：Winch（1985）認為在找尋伴侶的過程中，人們會選擇

最能滿足自己需求的人為對象。 

「價值論」與「互補需求論」分處在光譜的兩端，價值論認為要找相似的人，

才能合得來，互補需求論認為要找相異的人才能補足自己的不足，相較於男性傾

向互補需求論，想找個人來從事他較不勝任的家務勞動或照顧工作，單身老年女

性或許比較傾向價值論，想找個能分享共同生活經驗人來相處作伴。 

3. 階段性 

（1） 過濾論：伴侶的選擇並非單純的挑選同類或異類者，對象的選擇是一

種過濾的過程：第一階段先排除不同類者，第二階段經過相處逐漸淘

汰合不來者，第三階段兩人建立互信互賴的關係，早期是以價值的相

似為過濾的指導原則，晚期則是以需求的互補為過濾的指導原則。 

（2） 刺激─價值─角色論：由 Murstein（1986）所提出，S 代表刺激

（stimulus），是擇偶的第一階段，彼此相互吸引的刺激；V 代表

（value），是擇偶的第二階段，雙方從互動中找出彼此相同的價值，

R 代表（role），兩者角色期待的配合。 

「過濾論」與「刺激─價值─角色論」將擇偶的過程以階段區分，並分別整

合價值論、互補需求論、及角色論於階段中。過濾論整合價值論與互補需求論，

SVR 論整合價值論與角色論。但對單身老年女性來說，老年男性的數量較稀少，

可供選擇的男性並不多，或許較無過濾的可能，而以 SVR 理論較為適用。 

綜上所述，在交往伴侶的選擇上，一般人會帶著某種期待去選擇交往對象，

而這樣的期待有可能是因襲過去的與父母互動的經驗或自身對婚姻的想像，也可

能是傾向尋找個性與自己相似或互補者，而依此期待及自身具備條件在對象有限

性下，或再經過層層階段選擇對象。針對本研究關心的單身老年婦女，亦有學者

提到因對未來的壓縮感使她們更著眼於「此時此刻」（here and now）的關係，她

們較傾向去選擇與自己「相似」的伴侶，且能配合彼此角色期待者為交往對象，

比起相似的態度、價值、生活目標，她們更在乎共同的興趣與休閒活動（Bulcroft 

and O’Conner，1986），故對上述各論述其或有不同比重的考量點及選擇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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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年人交往伴侶的過程 

   以下將分三部份討論：首先，整理文獻中關於老年人與年輕人在交往伴侶上

的差異之處；其次，了解老年人如何認識另一半與在交往過程中從事哪些活動；

最後，在國外學者的研究中顯示老年人在交往伴侶時有其特殊的考量，亦一併整

理於後，以呈現老年人交往伴侶的相處情形，其中可能面臨的兩難之處及可以採

行的因應之道。 

（一）年輕人 vs.老年人 

    Bulcroft 及 Bulcroft（1991）提到老年人與年輕人在交往伴侶上之不同如下： 

（1）性別角色的社會化造成兩性在交往伴侶時所扮演的角色不同，在老年時

期的親密關係中，男性希望找個人來取代死去的配偶；而女性則不願被

另一人所綁住。 

（2）老年時期的親密關係重心在陪伴、生活品質，而非浪漫愛、性或潛在伴

侶，最終是要尋求一種穩定、陪伴的關係，而非傳統的婚姻關係。 

（3）老年時期的親密關係較不具實驗性質，並非將交往視為婚前的試驗，而

是已經知道自己想要的另一半具有怎樣的特質。 

此外，Bernard（1956）亦指出愛在年輕人與老年人是不同的，老年時期的

新親密關係可以提供其表達情感的機會，而這些情感可能在第一次婚姻關係中遭

遇喪失或壓抑，且老年人會因為曾經歷過愛的剝奪而更珍惜這份情感。再者， 

Bulcroft 及 Bulcroft（1985）的研究也顯示老年人與年輕人最大的不同在於前者

關係建立的進展較迅速，也就是形成一對一關係的速度因生命有限而被壓縮，一

方面因為沒時間玩曖昧遊戲，一方面因為之前婚姻已經使她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

怎樣的伴侶，所以很快就可決定誰是 Mr. Right，誰可滿足她的角色期待。 

綜合上述學者之研究，吾人或許可以歸納出單身老年女性老年時期的親密關

係較強調陪伴及情感的表達，她們傾向掙脫婚姻關係中照顧者角色的束縛，知道

自己要的是怎樣的感情，並且更加珍惜這份情感，正帶有所謂：「選擇你所愛的、

愛你所選擇的」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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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係緣起的方式與交往從事的活動 

    兩情相悅是交往的主要特點，對雙方而言皆有特別意義的才叫交往，年輕人

發展出交往的方式很多，通常的方式包括：（1）朋友介紹；（2）自己尋找；（3）

報章雜誌的徵友廣告；（4）機構轉介；（5）網路交友等（蔡文輝，1998），尤其

現在社會風氣開放、資訊科技發達，年輕人交友管道繁多，只要勇於嘗試，不怕

沒機會認識。 

    而在老年人方面，Lopata（1979）除了研究寡婦認識交往對象的方式，並發

現交往對象與再婚對象認識方式不同：研究指出寡婦多是在公共場合或透過朋友

介紹認識交往對象；極少數是在之前就認識交往對象或透過亡夫認識；沒有人是

透過子女介紹而認識交往對象。另一方面，再婚伴侶多是從前就認識，或是透過

婚姻介紹所之類的正式機構。 

    另一方面，Vinick（1978）的研究指出老年時期新發展的親密關係，也傾向

依循著傳統性別角色的模式，例如男生主動發起與維持關係。Dickson 等人（2005）

的研究也發現女性仍舊喜歡男性主動提出邀約，或者做出幫她們開車門、拉椅子

等有紳士風範的舉動。但初次會面時，會因顧及危險而不讓對方到家裡接送，或

者為了表示自己的獨立，認為對方沒有義務為自己付費而「go dutch」。 

    而老年人在交往時都做些什麼事情呢？Lopata（1979）的研究結果包括（1）

外出用餐；（2）看電影或到其他公共場所；（3）運動；（4）到對方家。Bulcroft

及 Bulcroft（1985）的研究結果則包括（1）跳舞；（2）玩牌；（3）露營與划獨木

舟；（4）到對方家晚餐；（5）旅行；（6）欣賞電影、戲劇或音樂會。國外研究顯

示老年人交往時多是一同參加休閒活動或去對方家，而異於國外的風俗民情，國

內老人交往的活動及地點是否有不同的選擇？或可藉由本研究當事人的分享看

見另一番面貌。 

由此可知，本研究關注的單身老年女性其重新作伴之伴侶，較可能是由朋友

介紹，或在公共場合中參與共同的休閒活動而認識；她們在交往伴侶時，願意扮

演被動依賴的角色，卻又不願喪失自身獨立性，這樣想要親密又害怕失去獨立的

考量即是她們親密關係中常出現的議題，也是本節下面所討論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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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往伴侶中親密與獨立的兩難 

綜觀兩性在親密關係的發展上，幾乎是不斷地在親密與疏離間迂迴進退的過

程（卓紋君，2000）。Moorman（2006）論及老年寡婦的浪漫關係亦指出她們已

面臨時間緊迫的限制，又須承擔開啟新伴侶關係的過程中可能遭遇的負向情緒，

惟其從浪漫伴侶關係上獲得的情緒回饋實屬重大，因此面臨了兩難的困境，隱含

一種想要親密的正向回饋，但又不免面臨親密可能帶來失去獨立的負向情緒之左

右為難的情境。 

單身老年女性因丈夫的去世，給她們一個重要的教訓，那就是使她們變的更

堅強、比想像中更能幹（孫時敏、張文煒譯， 1993）；寡居的正面效益在於使她

們與子女有更緊密的聯繫，且對自己發展獨立技巧感到驕傲（Matthews，2002）；

但相對而言，喪偶、寡居的負面效益就是使她們不免面臨生活中的空虛、生命中

的喪失，仍期待親密關係以填補滿足情感需求及找到生存的價值，Dickson 等人

（2005）的研究即指出老年女性約會關係除了想要有人陪伴，也想要保持獨立。 

這樣親密與獨立的兩難除呈現在建立關係及相處情形上，亦展現在「承諾」

這件事情上，各學者論述（親密）關係的相關理論或發展階段時，或多或少提及

「承諾」的概念（易之新譯，2005；彭懷真，2003），從本章第一節親密關係的

本質得知老年人較看重情感上的安全（包含信任）與忠誠，此兩者相加便形成愛

情中另一個重要成分－承諾。 

愛與承諾在親密關係中是緊密連結的，彼此相互成長與維繫，愛代表親密關

係的正面，使關係中的雙方相聚在一起；承諾代表親密關係的穩定面，給雙方施

加社會壓力與義務，以協助兩人的愛情滋長與持續。Reiss（1980）提出至少有

三個因素決定或強化承諾：（1）施與受的平衡：我們會衡量在這段關係中的付出

與獲得是否平衡，以決定繼續或退出此關係，若能達到平衡，則增加承諾的可能；

（2）分享的價值觀：兩人對愛、子女、婚姻、家庭、父母、朋友等價值觀若相

符或能分享相同的觀念時，則提升承諾的機會；（3）社會規範的約束：社會對人

際關係均有一定的約束：在親密關係中，承諾等同於責任感，婚姻與家庭的角色

說明當事者應該遵守的承諾，一般而言，婚姻關係比約會或同居的承諾程度要高

（引自藍采風，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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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有研究也指出，單身老年女性與男人交往，一方面想要與男人維持承諾

的、親密的關係，一方面卻不想有傳統的、制度的承諾（例如結婚或同居），因

為她們不像年輕人的約會，最終朝向婚姻一途；她們更渴望獨立，不願受婚姻的

束縛，避免做男人的錢包，支付男人的花費，或做男人的護士，照顧男人的生活

（Dickson et al.，2005）。既然老年人較看重承諾，但又基於親密與獨立的兩難不

期待傳統（婚姻）的承諾，本研究或可探詢對單身老年女性而言，承諾在其親密

關係中有何意涵？若維持非婚姻關係的「在一起」與婚姻中的承諾有何不同？  

瑞典學者 Karlsson and Borell（2002）研究新興流行於歐洲年長者的

「LAT-relationship」（living apart together，持續保有親密關係但不包含共享一個

家），訪談 116 位身處「LAT」關係中 60-90 歲的長者發現：在「LAT」關係中的

承諾除包含「忠誠」的成分，亦是情緒支持的施與受，並非像婚姻中是以傳統性

別為基礎的對個人服務之要求；「LAT」關係是由情感組成的關係，不似婚姻中

隱含持續增加的承諾及責任。 

「LAT」關係使年長之離婚者及守寡者一方面滿足親密關係的需求，一方面

亦確保自身的獨立，特別是針對老年女性，可以免除他們在前段婚姻中不對等的

家務勞動及不平均的照顧需求，比較兩性的回應也可看出女性才是「LAT」關係

中的主導者，有趣的是「LAT」關係中仍存在傳統婚姻關係家務勞動的角色（女

性張羅飯菜、男性修理物品），但它為女性提供一個資源供應的重要界線－女性

可以作飯，但並不表示作飯這件事是她該負責（Karlsson and Borell，2002）。 

總而言之，單身老年女性在親密關係中會面臨想要親密也要獨立的兩難困

境，她們也像年輕人一般交往伴侶，但因自身不願被傳統角色束縛，故倆人不一

定邁向婚姻的路途，「影響老年心理健康的第一項重要因素，就是對生活的控制

感，第二項因素就是親密關係」（李錄後、陳秀娟譯，2003），若欲同時滿足兩者，

或許老年人的伴侶關係在「在一起」（承諾）上有不同的解讀方式，或在相處上

有不同的交往方式（例如：LAT）。 

三、老年伴侶可能的生活方式 

   年輕人在交往伴侶的「戀愛」之後，一般而言即是邁向建立家庭－「婚姻」，

但老年人在重新作伴之後，婚姻不一定在她們的未來之中，上述「LAT」的相處

模式即是老年伴侶可能的生活方式之一。為瞭解本研究的單身老年女性與其男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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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作伴」的生活經驗，以下即參採當代年輕人或成年人因社會變遷產生一些

另類的家庭生活方式，並考量中國文化中家人關係的特性，以期對老年伴侶可能

的生活方式能夠兼具新潮與傳統的思維。 

（一）另類的家庭生活方式 

    現在社會是多元，現代婚姻也是多元，各種兩性相處的形式不斷翻新，一方

面各項傳統觀念在現代兩性關係中慢慢變淡，婚姻要素與本質一再被挑戰，男女

交往、婚姻及家庭生活等新方式就陸續出現；一方面過去數十年來，政治、經濟、

人口與技術變遷已使家庭成員想出許多彈性的與創新的家庭策略，人們也同意接

受從某種家庭形式轉變到適應其變遷利益與需求的另一種生活方式。以下即整理

學者說法概述幾項另類的家庭生活方式（葉肅科，2000；彭懷真，2003）： 

1.單身 

    單身有的是被迫，有的是不婚，與老年人相關的較是後者，許多人選擇依然

單身是因為她們認為這種生活方式可以提供不同便利：免於不必要的許諾、經濟

獨立、滿足新人際與發展新關係的機會、提供個人成長空間、或是具有一種免於

內疚、使性生活更加變化的能力。而依然單身並非意味著缺乏情感的投入，許多

單身者確實與他人發展親密關係，但她們拒絕將這些關係發展成以婚姻獨佔性為

基礎的永久羈絆。 

2.分偶 

    分偶是指形式上的分居，但仍保有婚姻的實質，通常指一對男女每週固定約

會，甚至共生子女，各自帶回撫養。倆人長期維持愛情卻仍堅持獨居，雙方不一

定保有婚姻關係，夫妻或同居者都要面對對方不雅的不面，而且長期相處難免有

摩擦，如果一方生活習慣不佳、蓬頭垢面，更容易有衝突，因此會在比較注重個

人權益的前提下避免朝夕相處。 

3.分居 

    女性過去以丈夫為重，經常要隨著先生調差而異動，現在則多堅守自己的職

業崗位，因而出現「分居家庭」。夫妻均在國內，稱為「通勤家庭」，需忍受舟車

勞頓、南北奔波、週末假日塞車、平日生活不便之苦；夫妻一人在國外，則是「太

空家庭」，更需忍受長期分離、長途飛行、無法照應之苦。此種類型的夫妻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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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別勝新婚」的優點，但也可能面對婚姻變質的問題。 

4.同居 

    數十年前，同居（cohabitation）或共同居住（living together）可能遭致左鄰

右舍的閒言閒語，但是現在，尤其在年輕人間，它已是一種相當普遍的家庭與性

愛安排的類型。在某些情況下，同居似乎是一種「專與某固定異性約會」（going 

steady）的現代形式；但更像一種伴侶在冒險進入婚姻生活前明確測試其適合性

的「試婚」（trial marriage），雖然同居關係在某些方面是非傳統的，但它們與傳

統婚姻，尤其在家庭內的角色分工是非常類似的模式。 

5.開放 

    「開放」婚姻（open marriage）或稱「公開」婚姻，基本上它依然維持一夫

一妻制，但是並未對「性」擁有專一性。換句話說，有些配偶想要使婚姻蘊含許

多相互許諾，但卻不願意接受，或試圖改變傳統婚姻加諸配偶的某些義務，例如：

對配偶的獨佔、為婚姻而犧牲、形成生活封閉等缺點。開放婚姻認為：夫妻可以

擁有「性」開放權，可以在婚姻外尋求性滿足：個人不會因為婚姻而孤立或束縛

自己，婚後也可想以自己的「性」趣與生活方式。 

    將上述五種另類的家庭生活方式抽取出與老年時期生活相關的概念，吾人可

以想像老年伴侶的生活方式其中元素可能包括（1）保有獨立：如同上段所討論，

老年人希望在倆人親密關係中仍保有自身獨立；（2）注重個人權益：老年人活了

一大把年紀了，可以想見他們已有既定的生活習慣，很難因另一人介入生活而改

變；（3）關係之自處與維繫：老年伴侶若無住在一起，一個人時是如何自處，倆

人的親密關係是如何維繫，應有其因應之道；（4）穩定交往但不以適婚為目的：

老年人若住在一起，如同年輕人的同居，屬於一種穩定的交往，但婚姻不一定在

他們的未來之中，或許並非如同年輕人是為了適婚而同居，而有其他的考量；（5）

承諾的彈性與開放：同前提及，老年人對親密關係的許諾，為避免傳統婚姻的束

縛，或存在彈性與開放的空間。 

（二）中國家人關係的特性 

所謂：「少年夫妻老來伴」，以單身老年女性這種重新作伴的親密關係來說，

雖然倆人並非少年時期的夫妻，但倆人的生活方式或許到老年時期也如同互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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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的家人；她們不一定因為婚姻而成為家人，但或許可因親密關係的照顧互動產

生家人般的感覺。本章文獻探討多引用西方學者的論述及研究，但本研究的對象

為本土女性，她們分享的也是本土經驗，因此也應對中國文化中家人關係的特性

加以瞭解。 

對家人關係的探討，以「雙人關係」（dyadic relationship）的分析為最主要。

中國社會是以「父子關係」為主軸，美國家庭則是以「夫妻關係」為主軸，父子

關係是尊卑的（子不可逾越父），是包容的（多子多孫）；夫妻關係則無關尊卑的

（夫妻的權力不一定何者大），是排他的（容不下另一人）。這種以父子為主軸的

文化，除了包容性以外尚有三點特性（彭懷真，2003）： 

1.延續性 

    一個人身為某人的兒子，將來也會成為某人的父親，父子關係在家庭中一連

串地不斷勾連下去，「不孝有三，無後為大」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一句話，個人要

避免家族世系的中斷，否則就是嚴重的「不孝」，「絕後」也因此成為傳統中國人

意識中最大的不幸和恐懼。 

2.權威性 

    母子關係是依賴的、兄弟之間較平等，但父對子的關係經常是權威的，傳統

家族裡，父親的權威是絕對的，對父母之命無條件的遵守，也一項是被視為作一

個兒女天經地義的事。 

3.非「性」 

夫妻關係包含「性」，父子關係則是非性的，由於父子關係在家中籠罩在其

他人倫關係上，所以中國家庭貶低「性」的重要，中國夫妻也很少會公開地表達

親密。 

另一方面，亦有學者提到相似的概念指出：中國式的愛情老是被包裹在婚姻

的目的底下，而婚姻又總是被倫常、家族、社會規則所統轄，浪漫的愛情怎能找

到立足的基礎？中國之婚姻愛情觀念之異於西方者，即西方之男女夫婦重愛而

戀，中國古人則重敬而愛。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夫婦關係是天地化、家族化、普通

化，而涵攝著人對於社會宇宙的意識的（莊慧秋，1991）。隱含中國文化中縱向

發展的「父子軸」之關係重於橫向聯繫的「夫妻軸」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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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將上述四項中國家人關係的特性（含包容性）抽取出與老年時期生活相

關的概念，吾人可以想像老年伴侶的生活經驗可能展現出（1）對另一半的包容：

當倆人相處產生摩擦或衝突時，或許較能以包容的心態對待；（2）與子女感情的

延續：兩個老人在一起時都各自「有後」，並無「絕後」的壓力與生育的打算，

而是轉移到與後代情感之延續；（3）主導關係的權威：母子的依賴關係隱含子女

為其生活的重要他人，而在先生去世後，單身老年女性身為長輩，亦帶有某種權

威，在親密關係的發展上，有從子但也有主導的可能；（4）表達親密的非「性」

意涵方式：顧忌「性」的禁忌，老年人或有非「性」意涵的方式表達彼此的親密，

也呼應前節所述，老年人的性，定義較為廣泛，態樣較為多元。 

小結 

本節主要探討老年人交往伴侶的歷程，分別從（1）老年人交往伴侶的動機

及擇偶的標準；（2）老年人交往伴侶的相處情形；（3）老年伴侶可能的生活方式

三部分來瞭解老年時期親密關係的開端、過程及狀態。 

從相關文獻可歸納出在交往伴侶的動機、選擇交往的對象、及關係緣起的方

式與交往從事的活動等三面向上，單身老年女性較傾向強調「親密」及「共同性」

的概念，交往伴侶的動機是希望有人陪伴、選擇交往的對象是有共同的興趣者，

關係的緣起方式與交往從事的活動是參加共同的休閒活動，此二概念亦是前節學

者提及隨著年歲增長而培養出「性」的第二種語言，依此透露出在單身老年女性

中「交往伴侶的歷程」及「親密關係的本質」兩者似乎存在某種關連，探討其交

往伴侶的歷程或許能從中與親密關係相互參採，探尋出特定脈絡。 

在老年人交往伴侶的過程中表現出單身老年女性想要親密也想保有獨立的

考量，因而使「承諾」或較傳統婚姻中更有彈性的界線及妥協的空間，是一種「他

們可以不需要對方，但又確信能依賴自己和對方」的承諾；亦衍生「LAT」的交

往模式，「LAT」關係正可結合「親密感」及「做自己」，是一種「在一起，卻又

彼此不同、獨立、個體化而真誠」，提供單身老年女性一個在再婚、非婚姻關係

的同居之外的選擇，也提供本研究一條更寬廣的思考脈絡。 

在老年伴侶的可能生活方式中，本研究呈現當今另類的家庭生活方式，以及

傳統中國家人關係的特性，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或許是外表包著前者皮，裡

面內含後者的骨，雙管齊下地探究，可對她們重新作伴生活之可能圖像有更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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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像：從文獻中歸納出老年伴侶生活方式或許有著以下特點（前 5 點是關於另

類的生活方式；後 4 點則是關於中國家人關係的特性）：（1）保有獨立；（2）注

重個人權益（3）關係之自處與維繫；（4）穩定交往但不以適婚為目的；（5）承

諾的彈性與開放；（6）對另一半的包容；（7）與子女感情的延續；（8）主導關係

的權威；（9）表達親密的非「性」意涵方式。 

除此之外，前曾提及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是年長的新關係，忠誠的非婚

姻關係，在此又提到她們的親密關係也是獨立的親密關係，傳統的另類生活方

式，或許就是在多重看似矛盾的衝擊下，激盪出其親密關係不同的風貌。 

誠如 Karlsson 及 Borell（2002）在其研究中提及當代家庭生活及親密關係以

新型態的出現及異質性的增加為特色，但在日漸豐碩的相關研究中，卻嚴重忽視

老年人的角色。有關老年人家庭生活的研究，多處理子女離家後老年伴侶的調

適，或者寡婦及鰥夫面對失去另一半的生活，少數提及家庭生命及親密關係發生

重大轉變的研究，亦僅處理這些轉變對老年人可能產生的影響，例如子女離婚後

身為祖父母的角色。但隨著老年人，特別是「年輕老人」（65-74 歲）開始往不同

家庭形態的路上邁進（例如 LAT 關係），研究便不能再忽略老年人建立親密關係

此特殊議題。 

談到交往伴侶之議題，很少會涉及老年族群，同樣的，談到老年族群的議題，

很少會論及交往伴侶，本研究即以老年族群中因失婚所致單身的女性為主角，在

她們主述的生命故事中，探討她們交往伴侶的歷程，了解其親密關係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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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老年女性交往伴侶的因素 

交往伴侶是人際關係的一環，而坊間書籍在討論人際關係時，多有呈現影響

人際關係或人際吸引力的原因（陳皎眉等，2003），而針對老年人的人際關係（張

慧芝譯，2005；張鐘汝、范明林，1997），僅論及晚年生活的婚姻及友誼，未提

及介於兩者之間的伴侶關係，故以下將先從影響一般人際關係的因素談起，再逐

步聚焦到影響失婚所致單身老年女性交往伴侶的因素，瞭解老年人在交往伴侶時

哪些條件屬有利及哪些考量需顧慮。 

研究者整理「人際關係」相關著作（周談輝、吳文憲，2005；王淑例，2000；

陳皎眉、鄭美芳，2002）提及影響人際關係的因素有（1）個人的特質：外在吸

引力、內在個性；（2）表達能力與方式：說話的技巧；（3）家庭生活與經驗：家

庭、學校、社會環境的影響；（4）立場與觀念的差異：衝突的調和、人際的包容，

上述因素較傾向由「個人觀點」出發，討論個人具備何種資源或條件有利於建立

人際關係。而蔡文輝（1998）則提出愛情滋生必須有一些條件的配合：（1）社會

必須允許並鼓勵愛情；（2）個人願意真誠分享自己，平等接納對方；（3）身心相

互配合以應對愛情所造成的結果。在此除論及個人觀點外亦呈現了「社會觀點」

對交往伴侶的影響，為本研究提供較寬廣的概念架構，以下即以「個人」及「社

會」兩主要觀點出發，歸納各學者針對老年人交往伴侶之研究中提及影響因素之

相關論述。 

一、個人的資源 

（一）經濟資源 

Carr（2004）的研究以時間面向比較喪偶 6 個月與喪偶 18 個月的老人的約

會意願，研究結果指出在喪偶 18 個月之後，想要有浪漫關係且正進行約會的老

人，比那些沒有約會意願的老人，較無憂鬱的症狀，但進一步控制其他變項之後

發現，她們能擁有較好的心理狀態是源於較好的社經資源。依 Maslow（1970）

的需求理論指出人類所有的行為都是因著需求而來，在生理及安全的滿足之後，

緊接著就是愛與隸屬的需求，個人若能擁有較好的社經資源，則較能滿足生理及

安全的需求，也才較有能力及意願去滿足愛與隸屬（親密關係）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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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康資源 

Bulcroft 及 Bulcroft（1991）的研究則顯示對於老年女性而言，影響約會可

能性的因素有（1）擁有健康的身體；（2）擁有開車的能力；（3）身為組織的成

員等三項達到顯著。前兩項因素對女性的影響力更是男性的兩倍之多，研究者解

釋或許因為人口上的不平均，男生的情況本來就比女生差，因此老年時期的「約

會市場」是由在尋找伴侶較積極的女性與在健康與行動力較能克服困境的男性所

組成。換句話說，那些能夠出來約會的男性皆已具備同等健康的身體與行動能

力，差別在於女性的健康與行動能力，也就是說老年女性若能擁有自主性（身體

健康、行動力佳），較有可能建立親密關係。 

（三）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係指由他人所提供的資源，通常來自家人、朋友及其她對個人具有

特別意義的重要他人。Bulcroft 及 Bulcroft（1991）論述老年人與年輕人約會的

不同時指出，老年時期的約會關係較受到子女而非家長的影響，而其影響不在於

老年人是否約會，而在於她們是否認真看待約會這件事，以及她們的約會關係是

否能夠持久，由此可見「重要他人」－對老年人而言－子女的態度對其親密關係

的影響。 

除此之外，喪偶或離婚的單身老年女性，因失婚而脫離亡夫或前夫的朋友

圈，丈夫的朋友會視她為某某人的遺孀或前妻，而非某某女士；她們也無法融入

攜伴參加的社交聚會，看見別人的伴侶正提醒自己是個失去伴侶的人，容易陷於

孤立；就算她們為了免於孤立而去結交伴侶，更會覺得將自己與前夫共有的資源

與另一人分享是不對的行為（Lopata，1979），也就是說老年女性在單身後容易

孤立自己，降低與朋友的互動，不利交往伴侶。 

二、社會的觀感 

（一）社會對老年女性的刻板印象 

長久以來，女性在生命中被社會化成以身體吸引力或男性的客體來認同自己

（Bulcroft and Bulcroft，1985），因此，女性會察覺到她們與其他人相比所投射出

的影像是否符合社會理想的伴侶標準，而當她們假定自己對另一性別而言已不再

具吸引力時，她們便會覺得沮喪（Lopata，1979）。因老年而生的刻板印象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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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吸引力」與「性」，可分點列述如後所示：（1）老年人不具身體吸引力，

所以是無性的；（2）老年人沒有精力，對性不感興趣，所以是無慾的；（3）性行

為與性驅力應會隨著年紀增長而消失；因為有上述不正確的迷思，那些宣稱自己

享受性的老年人易被他人視為不道德，誇張或偏差。老人被剝奪性欲，殊不知性

慾正是與生俱來的精力與活力，也是溝通、親密或歡娛的管道之一（Hooyman and 

Kiyak，2002）。 

除了要克服本身容易因不再是男性所謂的女性而負面看待自己，還須面對社

區與家庭也大量依賴關於浪漫與婚姻的正確年齡之刻板印象而反對單身老年女

性交男朋友或再婚的壓力，諸如：誰才是具吸引力的伴侶？怎樣才是認識對方的

適當管道？可以與怎樣的人發展關係？（Lopata，1979）。由此可見外界及老年

人本身對老年及對浪漫既定的「刻板印象」，使單身老年女性對交往伴侶卻步。 

（二）社會對單身女性的期待 

單身女性也具有異質性，寡婦與離婚婦女在交友上較大不同之處在於，寡婦

容易吸引同情，增加較多的社會支持；而離婚婦女，尤其是被遺棄者，自己會覺

得羞恥而不敢與親友聯絡，限制現有的社會支持（Choi，1995）。由此可知女性

會因「失婚」的負向「社會觀感」降低結交伴侶之機會，而因離婚或喪偶的不同

失婚原因，對於降低結交伴侶機會也有程度上的差異。 

Carr（2004）的研究也指出社會對於喪偶者哀悼的預期態度使其無法在配偶

去世後馬上表現出對於浪漫關係的興趣，隨著配偶去世時間的過去，她們對約會

的興趣倍增；婦女在前一段婚姻的緊張會隨著配偶去世而覺得自由，較會忽視規

範的約束，想要馬上尋求比前段婚姻更有益的關係。在在顯示單身老年女性對親

密關係的需求與受「社會期待」的壓抑，例如社會對寡婦在服喪期間應有的表現

有既定的期待。 

此外，年齡對寡婦在結交異性伴侶上，更產生不同的意願與影響：在意願上，

年輕寡婦會為了讓小孩有個完整的家庭而再婚；老年寡婦則因男性伴侶可獲性

低、且不願肩負照顧責任而再婚率不高。在影響上：年輕寡婦因要照顧小孩，較

無時間交友，不易找尋伴侶；老年寡婦則因「形象」問題，覺得自己沒有吸引力，

使她很難找到伴侶（Lopata，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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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對男女交往的規範 

Hoonaard（2001）紀錄 27 位年齡 53 到 87 歲（平均年齡 65 歲），丈夫去世

至今 5 年之內的寡婦，她們的生活經歷，他發現寡婦對親密感的需求如此強烈：

有人利用教堂的餐會時間擁抱；有人利用上舞蹈課時擁抱。但儘管如此，也有人

十分小心男女之間的關係以避免流言蜚語：有人忌諱對方太晚來拜訪、或太早去

拜訪對方、甚至她們還會被已婚婦女視為是威脅。 

Bulcroft 及 Bulcroft（1985）則於 1983 年秋天從 Twin Cities 單身俱樂部獲得

10 位 60 歲以上的男女（各半）從事研究，由訪談中發現老年男女交往中一些有

趣的事情：由男性接送女性、由男性買單，除非是長期且經濟基礎平等的伴侶才

接受各付各的，甚至女性會考慮到男性的男子氣概，以請對方吃飯作為對方幫忙

修車的報酬，不要讓對方有白白接受好處的感覺；就算成為伴侶之後，老年人也

不常同居，分居的目的在於保持獨立的需求，也為了保持在家人與朋友面前的形

象，甚至在男方家過夜時，還把自己家的電話轉接到他家，這樣家人和朋友就不

知道她其實不在家。 

由此可見，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中，傳統的男女交往互動模式仍被潛移

默化地帶到彼此相處的生活中，她們或因缺乏婚姻上的法律正當性及戀愛上的年

齡適當性，似乎使其在對外界、對伴侶，對自己的行為舉止更加謹慎，但也因為

無法律的規範或具年齡的成熟，或可使其在伴侶關係中享有更大的自主及彈性。 

三、結識男性的機會 

就算社會的刻板印象是造成老年女性很少交往伴侶的原因之一，但主要因素

還是在於缺乏認識男性機會（Lopata，1996）；由於女性活的比男性久，加上男

性傾向迎娶比自己年紀小的妻子，造成老年人口中性別比率的不平均，這正是妨

礙寡婦再發展新親密關係的最主要原因（Lopata，1979），在此也突顯伴侶的可

獲性（數量、管道）亦是影響老年女性約會關係的因素。 

而 Bulcroft 及 Bulcrof（1991）的研究結果顯示老年女性若具備「身為組織

的成員」此一因素，將可增加其交往伴侶的可能性，因身為組織的成員可增進其

社會角色的涉入，提升結識男性的機會，有助於認識潛在的伴侶，進而提高建立

親密關係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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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erd（1956）的研究認為五個基本因素促成婦女再婚：（1）自己想要進

入此關係的慾望；（2）社會沒有禁止此關係的發展；（3）有機會接觸到期盼中的

親密；（4）社區或家人的壓力將不想再婚的婦女推至再婚的方向；（5）對他人而

言自己是個具吸引力的伴侶。雖然上述講的是促成再婚的因素，但他同時點出個

人、社會及機會觀點的影響因素，也可作為再婚前交往伴侶的參考。 

四、生命歷程及世代差異 

Huyck（2001）指出影響晚年時期浪漫關係的因素主要來自三方面：（1）隨

著年齡增長的改變：依附關係的轉換、荷爾蒙的變化等；（2）社會文化及所處世

代：傳遞個人應如何與他人交往及與自己過去產生關聯的文化架構；（3）個人生

命事件及特質：安全依附關係、健康心理、溝通技巧、認知能力、社會階層等。

以上除涉及人們共有的因素外亦提及個人獨有的因素，就算人們隨著年齡增長會

面臨相同的改變，但身處不同世代即可能呈現出不同面貌，就算身處相同世代也

會因不同的生命歷程呈現不同的態樣，進而影響晚年時期的浪漫關係。換句話

說，老年人帶著其獨有的生命歷程與身處特殊的世代背景交織下，就算具備同樣

的個人資源及受到相似的社會觀感，也會對其親密關係產生不同的影響。 

研究「生命歷程」（life course）的學者 Giele 及 Elder（1998）關注社會結構

與個別行動者（individual agency），指出時間與空間的重要性，個人所在位置

（location）影響其生活經驗，且需將其放在社會與文化的時間脈絡下（socially and 

culture patterned）來理解；他們認為生命歷程的觀點同時關注「個人的生命故事」

與「個人所在的周遭社會環境」（social surroundings）」，前者意指動態的方式去

追尋個人生命經驗，後者意指受到社會制度、結構與文化等影響（引自張庭瑋，

2008）。因此個人的生命歷程受到上述兩者型塑而成並非固定不變，且每個人皆

不同，本研究的單身老年女性活到老年時期，經歷之生命事件對老年時期的親密

關係亦有延續的影響，該影響亦在親密關係中轉變呈現，故本研究在探討交往伴

侶之影響因素時，亦關注她們生命歷程在其中留下的足跡。 

依康健雜誌與蕃薯藤 Her Café 網站合作，於 2003 年在網路上所作「現代男

女愛情觀大調查」顯示，關於自身到幾歲還會談戀愛？七成以上表示年齡不是問

題；針對離異或喪偶的父母亦超過 50％同意父母談戀愛甚至再婚（惟男性針對

離異之父母僅有 47.96 同意再談戀愛）（林芝安、黃惠鈴，2004），可見臺灣民眾

對「老年談戀愛」的觀念已日益彈性且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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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老年人本身又如何看待「老年時期的重新作伴」？依「2005~6 年高齡社

會研究規劃成果報告」調查指出：對「鰥夫再娶」的態度，不同意的比例從 1993

年的 81.4％降為 1999 年的 53.8％；相同的趨勢也出現在對「寡婦再嫁」的態度

上，不同意者的比例也從 1993 年的 86.4％降為 1999 年的 57.2％（呂寶靜，2006）。

調查結果看似老年人對「鰥夫再娶」及「寡婦再嫁」的態度較不反對，惟進一步

瞭解發現不同意比例降低係因受訪者於 1999 年調查之態度轉為中立（分別為 27.6

％及 27.3％），而「鰥夫再娶」同意者的比例為 18.6％；「寡婦再嫁」則為 15.5％，

仍與 1993 年「鰥夫再娶」的同意者比例為 18.6％及「寡婦再嫁」則為 13.6％，

兩年差異不大，同意比例偏低。且在兩議題之態度上，男性皆較女性同意。 

上述兩份調查資料的時間點不同，難以精確推論當代老年人的觀念是否已跟

上年輕人的開放，惟仍可推想當今老年人身處世代之社會風氣仍較保守，尤其女

性所受框架更堅固，縱使許多看似新潮的行為已公諸社會，但一些傳統的觀念或

許仍根深蒂固影響著老年人的伴侶交往。在此即呈現與生命歷程相互結合的一個

重要取向是「世代分析」（cohort analysis），世代分析的觀點從三個角度分析與檢

視資料，認為影響資料差異與否的效應有三：（1）純粹的生理（年齡的）效應（age 

effect），意指同年齡群的資料呈現相同，而跨年齡層的資料呈現不同；（2）純粹

的時期（歷史的）效應（period effect）：即不論年齡如何，資料會因為收集時期

而有差異，而且跨年齡層並無不同；（3）世代效應（cohort effect），是上述兩種

效應交互互動而成，尤其經歷共同歷史事件的一群人，在某些特質上受到共同的

影響而呈現高度同質性，但在跨世代的比較當中，卻會顯現出較大的差異（張瓊

勻，2002）。 

針對本研究的單身老年女性而言，其獨有的生命故事及週遭的社會環境交互

影響到她們怎麼看待親密關係：其中（1）個人的年齡；（2）生命歷程（家庭、

學校、工作、婚姻等），尤其是子女成年的沒有？中年時子女未成年會因經濟性

因素進入婚姻，老年時子女成年後交往比較是為了自己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子女

的意見對其影響較大，動力或有不一樣；（3）世代的背景，台灣在那個時空的發

展時間性，成長在日本教育（媒妁之言）、經濟起飛（自由戀愛），單身老年女性

身處台灣的哪個世代是個重要的差異，皆有可能造成她們對於什麼是婚姻、男女

關係、性別角色等有不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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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從上述相關文獻可初步歸納出三項單身老年女性交往伴侶的可能影響因

素，第一、個人的資源：經濟資源、健康資源、社會支持，前兩項資源之充裕，

有助於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之建立，而社會支持中又以子女－身為老年人的重

要他人，對她們交友態度影響重大；第二、社會的觀感：單身老年女性因為自身

「年齡」、「失婚」、「女性」等三種身份，容易受到社會對老年女性的刻板印象、

對單身女性的期待、對男女交往的規範等干預或限制，因顧慮社會的觀感而使她

們在交友上採低姿態，或降低她們交往伴侶的可能性，或低調地進行親密關係；

第三、結識男性的機會：受限於老年男性數量較少的現實情況，以及缺乏適當的

管道，減少她們交往伴侶的可行性。 

此外，個人的生命歷程及所處世代亦會對其在老年時期交往伴侶造成差異，

本研究即採取生命歷程及世代分析的視角，關注各項影響因素之外，更拉出時間

的軸線：生命歷程的觀點避免將女性複雜多變的生活經驗簡單化，強調去發掘女

性生命中的變化與轉折點，從中瞭解她們的回應、策略及決定；世代分析則有助

於瞭解同一歷史情境下同一年齡層的女性生活經驗，也可以比較不同年齡女性的

生活遭遇（古學斌、丘延亮，1997），生命歷程及世代分析將單身老年女性親密

關係放置在社會文化脈絡中理解，確實有助於更深刻地瞭解該經驗。 

本節呈現多根據國外學者之研究結果，或許不論國內外對於單身老年女性在

交往伴侶上有些相似的看法，惟畢竟臺灣的社會發展、歷史脈絡及文化民情與國

外不甚相同，本研究即由國內單身老年女性之主觀陳述，了解其交往伴侶的影響

因素，以展現其親密關係較完整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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