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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 

    本章節將分為三部分討論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之經驗，首先瞭解單身老年

女性在重新作伴的親密關係中如何詮釋、表達及感受親密關係之意涵；其次進一

步發掘單身老年女性如何建構重新作伴的親密關係之發展；最後探討在親密關係

發展的過程中她們受到哪些影響及有何考量，她們又是如何理解及因應周遭世界

對兩人關係的看法。 

第一節  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本質 

    本節將透過受訪者對自身重新作伴親密關係的詮釋，歸納出親密關係的成

分、受訪者及其伴侶在關係中如何表達彼此親密－有的是生活上較具實際意義、

有的是帶有情感意涵的言語或行為、以及受訪者對該等言行舉止的感受，來探討

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本質。 

壹、 親密關係的成分 

從受訪者描述自己與男友關係的相關談論中，吾人可歸納出「關懷」、「共同

性」及「欣賞」此三者為其親密關係的主要成分。「關懷」是一種持續的付出，

願意為對方所需付出自己的心力，「共同性」是一種同質的體會，彼此有相同的

特質而更加親近，「欣賞」是一種喜愛與崇拜的感受，在相處中看見對方的美好。

基於「關懷」、「共同性」及「欣賞」三種成分，讓兩人的親密關係走的久、走的

近也走的好。 

一、關懷 

    文獻指出互相擁有一種強烈的愛意及關懷是親密關係中最重要的成分（陽

琪、陽琬譯，1995），「對我好」是受訪者對親密關係最滿意也最直接的感受，代

表的是一種男方「主動」付出的關懷；而「互相」也是受訪者常掛在嘴邊的概念，

表示不僅只接受男方的關懷，雙方也透過一種「互惠」的方式付出彼此的關懷；

甚至有受訪者以「拯救」之姿、「絕對要給他幸福」的氣勢，展現出亟欲照顧對

方的關懷之意。 

（一）男方主動付出 

    受訪者對男方主動付出的關懷大多著重在「買東西給我吃」的行為，且強調

發生在「生病照顧我」的時候，透露出對男友能不用自己言明，就能作些什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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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性」感受特別深刻。 

1.買東西給我吃 

「我覺得他是實在的心肝愛我，我也對待他很好。我看就知道了，他

買的東西一定是我喜歡的東西，我愛的東西，我愛吃的東西才有買來，我

不喜歡吃的東西他都沒有買來，他都知道我要吃什麼就買什麼來。」（樣本

T，148－150） 

「有一個知心的朋友可以講話這樣，他在家裡會去買一點東西給你吃，

不用你爬起來。」（樣本 U，163－164） 

2.生病時照顧我 

「就是說...我如果怎樣，他就趕快去醫生館幫我掛號，就跟說我報幾

號，就叫我趕快去看，這樣，人到老了就是要這樣啊，不是說找一個不一

樣的男人，我們是女人，老了那麼多歲了，這樣會很丟臉，這沒有什麼丟

臉啦，又不是做什麼壞事情，大家互相關心，就是這樣而已啊，對不對？」

（樣本 S，20－23） 

「感覺最好的是說覺得艱苦的時候他會煮給我們吃，如果有空他會特別

去買東西給我們吃這樣，這樣就很好啦！不然是要怎樣。（生病無法自行排

便）如果要大便的時候他就幫我們趕快啊！他這樣就算很好了。」（樣本 K，

293－295） 

（二）雙方互相付出 

目前與男友同居的 5 名受訪者（S、K、U、M、T）都有提到一種「互惠」

的情誼，透過日常生活中的作伴、照顧、依賴、打電話問安及送禮來交流情感及

付出關心，形成一種付出與回饋的循環，自然而然培養「你對我好，我也對你好」

的親密，也盤旋而上增進彼此互信互賴的關係。 

「…我找這個老的也不是說要找來一定要幹嘛的，我是要找個伴而已，

我顧你阿你顧我，這樣而已啊！我煮飯，你有得吃我也有得吃…」（樣本 S，

192－193） 

「互相啦！我們如果有照顧他，他也會照顧我們，我們如果對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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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會對我們好啊！」（樣本 K，144－145） 

「我這個人不會講愛，年紀大不是講愛，是像互相大家作朋友，你依

賴我、我依賴你，他依賴我洗衣服啦作什麼啦，煮飯啦，所以他現在都講

我為什麼都不給他煮飯了，我依賴他偶爾有些時候生病人不舒服啦還是怎

麼樣，這個地方都沒有一個親戚朋友，至少有一個知心的朋友可以叫一下，

去買一個什麼給我吃…」（樣本 U，278－282）  

「他會...有什麼事情他會關心我，後來又很疼我，他是跑到哪裡去，

他會打電話一直問說，家裡有什麼事情啊，又怎樣啊，你好不好哇，他就

會一直問。…他要是有怎樣他家我也會打電話去，跟人家關心一下。」（樣

本 M，22－24、195－196） 

    樣本 T 除了自己與男友彼此間情感交流外，連其子女也對其男友付出關心，

例如：生日時包紅包的行為不僅是伴侶間彼此互惠的關懷，在某種意義上，也經

由該文化儀式表示子女對男友的接受，進而納男友為自家人的一份子。 

「我生日的時候他是會包一個紅包給我，然後兩個人出去吃飯這樣子，

過年啦生日啦都會包一個紅包給我，叫我說你要什麼自己去買，他生日我包

給他，他都不要收就送回來，他包來我就給他收起來（哈哈）。我包給他他

就送回來，他是 3 月 21 號生日啊，我女兒包給他，我也包給他，他都送回

來不收。」（樣本 T，331－335） 

（三）女方積極付出 

有受訪者對男友的付出不僅互惠，更接近是一種「覺得對方可憐，自己要來

拯救他」的情懷，像樣本 H 覺得男友處境堪憐沒人照顧，所以接他回家住；或

是基於一種「自己有能力絕對要給他幸福」的決心，像樣本 S 認定男友後就全心

全意付出，要從頭顧到腳。 

「…因為他以前是水果批發商，後來他幫人家作保被人家倒了，倒了也

滿可憐的嘛，10 幾棟房子通通被人家查封了嘛，那也覺得他滿可憐的，而

且他還曾經說他太太很喜歡打麻將，就說他也沒人照顧…因為我想要救他，

我真的是想要救他，我跟他們那些朋友說我是想要救他，我覺得他人本性不

壞。」（樣本 H，96－98、2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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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想很開啦，我都想說，人生不用把錢看那麼重，不然這個這麼窮，

我怎麼敢跟他作伙？我就是想說沒關係，所有的一切，這個男人只要我看覺

得可以，我接受來我絕對要給他幸福，我絕對要從頭顧到腳，我就是有這個

想法，很勇敢這樣，要堅持下去。」（樣本 S，306-309） 

在受訪者所陳述親密關係的關懷成分中，可以感受到「關懷」有其性別差異：

男性付出的關懷是被放大的；而女性付出的關懷帶有些許「強迫性的利他主義」

（compulsory altruism），茲分述如下：她們相當感念男友為她張羅吃的、生病時

對她的照顧，這些家務及照顧在男女性別角色社會化的過程中應是女性的任務，

當女性付出家務及照顧時，常被他人認為或自覺「沒什麼大不了」，而當男性易

位扮演持家者及照顧者時，他的付出即被認為很「了不起」。 

若以雙薪家庭來看，學者指出女性進入職場這件事，潛在上破壞了傳統的工

資與家務工作的性別化交換，也就是傳統上男性以工資來表達他對她的關懷，女

性則以家務作為她的回禮，以此表達她對他的體貼關愛，而當女性也帶一份工資

回家時，為減少對這幅傳統圖像的破壞，即以貶低女性的禮物（女性就業是微不

足道的補貼），並誇大男性的禮物（對男性偶爾幫忙作點家事大為誇讚）作為遮

掩關係中的不平等策略（引自蔡明璋譯，2002）。 

本研究的受訪者及其男友皆已退出職場，男友已無帶回工資，而且兩人關係

本來就不是婚姻要求資源共享，惟女性仍「理所當然」付出關懷，這是社會文化

中性別期待的結果，較不是夫妻關係中為了平衡勞動有無的關係，但當男性從付

出工資轉而付出關懷，甚至主動從事原先應由女性承擔的家務及照顧任務時，男

性的付出仍舊被女性加權感受，或許男性「買吃的」或「生病照顧」與女性「家

務勞動」的比重仍顯失衡，但對單身老年女性來說，對方有付出就值得欣慰。 

    另一方面，兩位受訪者（樣本 H 及樣本 S）對男友付出關懷是出於「想要照

顧他」的念頭，誠如以心理學觀點解釋女性身為照顧者的原因為「照顧是女人的

天性」所論述，女性體認到當她在別人的需要上看見自己的責任時，而自己就在

剛好可以幫忙的位置上，即有反應的必要性（王雅各譯，2002），就像患強迫症

一般，不付出反而難受。因為女性的倫理道德觀相對於男性，是對特定對象負責，

透過強烈情感連帶的照顧關係來滿足自身情感依戀的需求，因此，當她們看到男

友處境堪憐，在連帶性關懷的倫理道德觀及強迫性利他的情感需求之驅使下，促

使她們產生想要照顧他、甚至拯救他的犧牲奉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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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想要照顧他人的念頭也需有資源的配合，經進一步瞭解發現這兩位受

訪者的經濟情況還算不錯，都有自己的房子，因此才有餘力及能力把男友接回同

住，希望盡己之力拯救他，樣本 H 看男友可憐沒人照顧，但相處之後拯救無效

故放棄兩人關係（我覺得他人本性不壞，可是他真的是救不起來），而樣本 S 決

心照顧男友卻發現他抽煙、喝酒又賭博，幾經努力改變成功也覺得欣慰（現在我

們可以把他改到一個人，他本來不是人耶），關係的結局雖有不同，但開始及期

間都因為一股自己想要照顧對方的心意。 

    心理學觀點認為女性是天生的照顧者，社會學的觀點則指出女性係受到性別

角色的期待迫使其擔任照顧工作，而女性本身也內化這樣的角色宿命；女性主義

觀點的論述亦指出在父權主義及資本主義相互作用之下，使女性無權且無錢，更

型塑且強化女性成為照顧者（呂寶靜，1999）。從上述受訪者其實擁有資源的情

形來看，就算她們有權也有錢，仍心甘情願付出關懷，想要照顧男友，由此可見

除了性別角色的社會化之影響深遠，以及父權宰制的力量展現於無形，更可說明

在老年時期，有感於失去配偶的孤單，單身老年女性有以照顧之名行與他人連結

之實的潛在慾望，以求得自身情感需求的滿足。 

    除此之外，劉梅君（1997）的文章中指出女性在「愛」及「責任」的驅使下，

投身照顧工作，其具體落實係循著五種主要機制，其中兩種：「『無我』的理想女

性形象期待」及「權力失衡之宰制關係下的『認命』觀」亦展現在兩位受訪者想

要照顧人的思維上，兩人將自己會有這樣的念頭歸諸於一種「作好事」、「本命如

此」的信念，樣本 H 說：「他心也不是很壞的人，如果這個人可以救起來不也是

一個那個（好事）嗎？」；樣本 S 則說：「我是想說這是我生出來的八字命不好，

要這樣付出…我如果可以付出，我就盡量付出。」， 即是她們將照顧視為一種無

私的展現（做好事）及認命的妥協（本命如此）之寫照。 

二、共同性 

文獻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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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琪、陽琬譯，1995）。而經受訪者的描述更進一步發現能夠彼此分享感覺，

是因兩人有同質性存在，在此歸納出受訪者與男友在「地位」、「語言」、「信念」、

「興趣」及「處境」有相同或相似之處，因相同或相似而接近，因接近進而更

培養出彼此的共同及共有，兩者相輔相成讓兩人關係愈益親近。 



 66

（一）門當戶對－相同的地位 

交朋友要找一個和自己地位相稱的對象，樣本 F 覺得在安養中心眾多住民

中，男友中校退伍的身份地位配得上自己的高學經歷背景，其他人則水準不高，

她不想和他們交朋友。 

「他人格有，看起來覺得他有人格，沒有人格我不要交，他中校退伍

啊，其他人水準不高。我日本時候理想很高，標準很高，我讀到女中，日

本時候沒有分高中初中，跟現在高中一樣，台灣只一個，我日本時候教書

兩年，還有獲准作會計 7年一直到結婚。」（樣本 F，112－115） 

（二）人不親土親－相同的語言 

說著相同的語言有利溝通並增進認識，樣本 Y 曾在上海求學，男友是上海

同鄉，講話講的通；樣本 F 是客家人，男友雖是外省人，但其太太是客家人，故

略懂客家話，兩人同住安養中心，在眾多住民中彼此可以溝通，進而成為較親密

的朋友。 

「…一直玩在一起，那他也是上海人嘛，我們比較是講話講的通，我

上海去念書…」 （樣本 Y，10－11） 

「一般人不會講客家話他會講，我不會講國語，他一點會講客家話，

最開始是這樣子。他是外省人，他太太客家人，他會講客家話，沒有人會

講客家話，這樣子認識的。」（樣本 F，41－43） 

（三）有志一同－相同的信念 

兩人擁有相似的信念，對待人接物的看法相同，樣本 U 講到自己願意幫助

他人而男友亦有這種助人之心，並舉例說明在國宅中他們不太與別人來往，但

知道有利的消息仍會主動告知他人，希望能對人有幫助。換句話說兩人相處有

合，至少不會一個熱心助人，一個卻覺得多管閒事。 

「只要我看的到的範圍之內，我自己苦我自己，我都幫助人家。…這

個人如果不賭錢，其實有錢他很慷慨，他也不想存錢的人，他只會救人。」

（樣本 U，325-326、332-333） 

「…真正別人怎麼樣可憐我們會去幫忙人家喔，像今年有這個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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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有津貼我們○○國宅 2700 塊的房租錢，今年一年，我都不知道喔，是

下去看看人家歐巴桑同我講的，我才去辦的喔。我告訴他（男友），我說

你們榮民不知道可不可以，後來他跟我去辦可以，可以他也辦，他回來馬

上告訴他們（其他榮民身份之住民）說你如果還沒辦趕快去辦，政府要給

我們你就趕快去辦。我是想他這個人心沒有壞，他還會很希望幫助人家…」

（樣本 U，234－240） 

（四）不謀而合－相同的興趣 

老年人退出工作職場或是拉拔子女成長後，什麼沒有，時間最多，有相同的

興趣者正好可以一同消磨時間，樣本 H、Y、T 都與男友有著相同的喜好及興趣，

覺得雙方很搭、可以玩在一起得很盡興。 

「人家覺得我們兩個還滿搭的，真的要是好好真的是很搭，像我們出

去喔，看到有什麼，就覺得我們兩個都喜歡，很搭！」（樣本 H，431－432） 

「…他要玩什麼，好像我也是喜歡的，興趣相同，像有些人就不會玩，

一副正經派的我也不喜歡…」（樣本 Y，206－207） 

「我就愛唱唱歌，做什麼做什麼，阿他也喜歡唱歌，有時候就約他去

卡拉 OK 唱歌，然後我跟他出去玩，也會去唱歌。」（樣本 T，108－110） 

（五）同是天涯淪落人－相同的處境 

人生到老經歷多少風雨，遇到過去曾有同樣遭遇的過來人，或是目前身陷同

樣困境的同路人，可以懂得彼此的甘苦，就攜手走完未來剩下不多的路吧！樣本

S 和男友過去同是配偶照顧者，聽到男友曾經照顧中風的太太 16 年，想到自己

過去照顧癱瘓的先生 6 年就那麼辛苦，有人竟然可以照顧 16 年不離不棄實在不

簡單，決心要把自己的餘生奉獻出來照顧男友。樣本 K、U 現在皆為獨居老人，

自己與男友皆無配偶，子女亦較無往來：樣本 K 的兒子在外地工作，樣本 K 男

友的女兒不理他；樣本 U 的女兒非親生，樣本 U 男友的女兒皆嫁人，雙方形單

影隻，因處境不利特別感同身受。 

1.我們都是過來人：同是配偶照顧者 

「我跟你說，洪太太那個朋友，就說他顧老婆 16 年了，老婆已經往

生了，…我想說這個男人，很令人感動，我一生就是要來奉獻給他，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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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他，我就有這個想法。他也說他很有福氣，才有辦法遇到我這個被丈夫

賠去還有這個心來對他那麼好的人，我說你有辦法讓我接受是因為你顧太

太顧了 16 年，我才來接受你喔，要不是這樣，我絕對不會接受你啦！我

有這樣跟他講，因為你顧太太 16 年，你實在讓我很感動，我顧先生 6 年，

你顧太太 16 年…」（樣本 S，281－292） 

2.同病相憐沒人理：皆為獨居、兒女不親 

「他剛好那時候，他以前就跟他老婆不好，他就離婚的嘛，離婚之

後，我就跟他在一起。就是說他離婚，他的公司倒了，他也沒做事了。

我又一個人租房子住，他就過來住…。離婚之後兩個人就....互相照

顧！他不久就得癌症，阿都是我在照顧他。阿他是有 5個女兒啦，他的

女兒都讀到很高，工作都很好，阿都沒人理他，那是她們被他老婆洗腦

啦，被她們媽媽洗腦。」（樣本 K，54－56、62－64） 

「我就同他講過我們是同病相憐，我說你有親生兒女也是沒有太

親，孝敬是有孝敬但是不太親，你還加我一成，我是妹妹女兒，也沒有

同我太親，也沒有管我，我說我們是同病相憐，我說你乖乖好好存一點

錢將來老本，不要弄光光…」（樣本 U，352－355） 

三、欣賞 

文獻指出欣賞是指親密情感的來源之一，源自於對對方的個性或能力之喜

愛（利翠珊，1997），受訪者描述在相處過程中對男友具有某些特質萌生欣賞，

甚至表露崇拜，包括：善良大方、幽默親切、見多識廣，進而感受到兩人關係

的美好。 

（一）善良大方 

3 位受訪者（K、H、U）都提到男友心地好，依形容的強烈程度依序為：

樣本 K 以男友有學佛表示其心腸很好；樣本 H 認為男友自己沒錢還願救助他

人心還滿善的；樣本 U 認為男友只要有錢就會救助他人心也不壞。不論是透過

心靈的修行還是生活的實踐，她們皆感受男友的善良大方，流露欣賞之情。 

1.學佛的心腸好 

「我們這個是心腸很好（台語：很好心地），他學佛的啊」（樣本 K，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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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2.自己窮還給他錢 

「…他心是還滿善的啦，善心在哪裡你知道嗎，可能他曾經吃過苦，

有一天我們去吃飯的時候，有一個很髒的老頭在跟他要錢，像我就根本不

會給那個人，他就說你沒吃飯我買飯給你吃，他說他不要他要錢，結果他

還是給他錢了。他自己都窮的一塌糊塗了，三餐都跟孩子要了他還是給他

錢，他這個地方他就是能夠做到。」（樣本 H，234－239） 

2.只要有錢會救人 

「我這個人只看他這個人心不壞，他這個人啊只要是口袋有錢，救人

家什麼他都作得到…」（樣本 U，113－114） 

（二）幽默親切 

兩人在一起就是要開開過日子，樣本 Y 談到她欣賞男友的特質就是講話幽

默、待人親切，所以跟他在一起很好玩。 

「…他這個講話也很幽默，對人也很親切，所以我覺得跟他一起...

那他也會玩這個玩那個，好像很會玩，我這個人很被動的，你帶我玩，我

就跟你玩…」 （樣本 Y，204－206） 

（三）見多識廣 

欣賞除了對對方特質的喜歡，另有對其能力的崇拜，尤其在自己不懂但對

方懂很多的情況下，經由對方豐富的體驗、經驗或告知、講解，開拓自己另一

番視野。樣本 H 談到男友人生體驗大；樣本 U 則是提到男友經驗豐富；樣本 K

的男友可以解釋師傅講道給她聽。 

「…就他懂得很多，他的人生體驗非常大，不相信的話我要介紹你給

他認識」（樣本 H，574） 

「...我不懂的他會告訴我，我不會的他會幫我，他男生的總是經驗

比較豐富，他會帶你去跳舞啦作什麼，我這個人很被動的，好好好去跳舞

唱歌，我都是會這樣的。」（樣本 Y，138－140） 



 70

「他（師傅）說那些喔，有些意思我聽不懂啦，阿他（指男友）都很愛

聽，我都會問他啊，現在是在講什麼？他就會再解釋給我聽…」（樣本 K，

500－501） 

從上述分析中可歸納出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包含「關懷」、「共同性」及

「欣賞」三種成分，針對其中「共同性」及「欣賞」兩成分進一步探究，發現她

們的親密關係隱含著「同中求異」的意涵，誠如相關論述年輕人擇偶理論之「價

值論」指出：在選擇伴侶時，人們會找一個與自己價值觀相似（與己相同）的對

象，又「互補需求論」則認為人們會找一個能滿足自己需求（補己不足）的對象。

而本研究則發現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中，一部份包含對對方與自己同質的親

近，展現在地位、語言、信念、興趣及處境上；一部份也包含對對方與自己異質

的欣賞，展現在幽默親切（相對自己較被動需要人帶動）、見多識廣（相對自己

較不懂）的特質或能力上。基於與自己相似價值的共同性，能讓彼此關係穩固；

而基於與自己相異特質的欣賞，能讓兩人關係更佳豐富，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

係的共同性及欣賞的成分即帶有這種同中求異的色彩。 

※特別討論：親密關係的新奇感 

除了上述「關懷」、「共同性」及「欣賞」三種主要成分，在訪談中也發現有

1 位受訪者（樣本 H）提到兩人親密關係的「新奇感」是她前段婚姻所沒有經歷

過的，覺得也是另一番人生體驗。經進一步瞭解發現樣本 H 對親密關係的詮釋

與其他受訪者較為不同，與其背景及交往經驗有關：樣本 H 與男友交往 1 年後

分手，她認為與男友在一起是很新奇的體驗： 

「...反正男人喔，我是第一次跟另外一個男人在一起，就發覺噢～他

的行為舉止跟我老公是完全不同。呵呵...這個....反正他什麼事情都不一

樣，那也滿新奇的，就是不一樣也有另外一番體會，那也不錯啊！」（樣本

H，48－52） 

    而這樣的體驗雖是前段婚姻沒有的，她也歸功於冥冥之中前夫的安排，讓她

可以多一種人生體驗。 

「我說反正說這也是人生一種體驗嘛，另外一種體驗，那是我所沒有

的，在冥冥之中好像也是我老公安排的，之前沒有的，再多一個新的體驗。

就是現在要是碰到一個真得好像說有個情人也無妨，對不對，不是說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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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排斥，沒有那種感覺，沒有排斥，我覺得那個都滿好的，要是真的有一

個這樣子…假使能互相能我們出去玩什麼的，這不是也（不錯）...。」（樣

本 H，446－451） 

   就算在交往期間她隱約感受到男方與自己的不適合，但還是放手一搏，就算

會跌入萬丈深淵，仍好奇到底深淵到底有多深。 

「我沒有想到那麼多，到這種年紀只是當朋友而已，我才說假如我跟你

在一起，我跌入萬丈深淵，我還是跳進去了對不對，人就是好像有一個很

想要探究根源的那種想法，有時候人真的是很怪的一個動物，很想要探究

那個根源是什麼。就進去了也就進去了，就不管了。你沒碰到你根本只是

想像而已，就是說他很坦白樣樣都說出來了，就反正人就是這樣子，等真

在一起再說。有時候好奇就是一種跟他在一起的原因。」（樣本 H，577－

583）   

    之後接回男友同住，兩人相處漸生摩擦，她覺得男友不珍惜她的付出，那就

好聚好散，結束兩人關係。 

「他住來我們家本來就是一對啦，其實我們應該可以好好跟夫妻這樣子

的，可是他作不成啊，他不珍惜，那就算了。」（樣本 H，552－553） 

    分手後她認為重新作伴這件事情是可遇不可求的，在一起的快樂最重要，雖

然身邊老人那麼多，但真要遇到一個適合的對象也是很難。 

「這種事情常常講就是說可遇不可求，但是一旦遇上了，要是煩惱多過

於快樂，那就算了不要！像老人你看那麼多，我們老人中心那麼多人，也是

很難。」（樣本 H，505－507） 

    對於未來她仍採開放的態度，遇到喜歡的對象不須顧慮，要勇敢享受。 

「我希望喔，譬如說碰到一個自己喜歡的就不要有什麼顧慮，你就儘管

去享受，那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啊。」（樣本 H，565－566） 

    樣本 H 相較於其他受訪者對於親密關係的詮釋提到「新奇感」的概念，指

的是相較於前段婚姻關係，重新作伴的親密關係中所經歷的驚喜感受，一方面因

她（64 歲）較其他受訪者年輕，對親密關係中的波動感受較能敏感辨識；另一

方面因她與男友交往期間（作伴 1 年）較其他受訪者為短，對熱戀時的感覺仍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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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猶新，也因分手後（截至訪談時分手半年）在對男友諸多抱怨之餘，仍會想起

他曾經的好，故除了如同其他受訪者有談到倆人平日相處情形及生活風波挫折之

外，更深入描繪了倆人在一起的美好。 

    此外，由於樣本 H 是受訪者中唯一現在沒有男友的受訪者，故以上簡述兩

人關係起落以利讀者瞭解其心路歷程：樣本 H 目前與兒子同住，前夫為公務人

員因病過世，前段關係良好使她對丈夫仍帶情意，將自己能交到男友歸於丈夫的

庇蔭，之後與男友結束關係，除考量相處不合因素外，由樣本 H 的背景可以看

出一是相較於前段感情雖平凡卻美好，男友關係則顯得雖新奇卻煩惱；二是因前

夫留有退休金，物質上無缺，與子女同住精神上有人照應；三是自己 64 歲的年

紀還不算太老、身體健康、社交頻繁，仍舊可以抱持「下一個男人也許會更好」

的心態，比起其餘獨居、或年紀大、或領政府補助、或前段婚姻欠佳的受訪者，

更有資源及能力做出分手的決定。 

     因此，本研究歸納出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主要成分有三：「關懷」、「共

同性」及「欣賞」，惟個人會因自身背景及生命歷程的不同，其認知到親密關係

的成分再多帶有其他不同的次要成分。 

貳、 親密關係的表達形式 

以上討論了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成分，接著要探討在兩人關係中，彼此

是如何表達相互的親密呢？「有個伴」是受訪者最常用來形容她與男友之間的具

體關係，每位受訪者或多或少都提到「作伴」的概念，吾人即可從此概念出發，

把鏡頭拉遠以瞭解為什麼需要伴？再把鏡頭拉近以瞭解怎麼樣的表達內容稱為

作伴，預定分為兩方面來探討：一是日常生活上；一是具愛情或性意涵的情慾世

界中。由此看出單身老年女性在親密關係中，雙方為何需要「作伴」，又如何透

過「作伴」傳達彼此「親密」及其表達形式。 

一、為什麼需要伴？－作伴的意涵 

樣本 S 隨口提及的一段話，正可為「作伴」的原因下一個言簡意賅的註解：

「人就是說：『一人は 寂しい，二人は ちょうどいい，三人は 喧しい』（中

譯：一個人的話很寂寞，兩個人的話恰恰好，三個人的話吵吵鬧鬧），兩個人有

人可以聊天就很好，三個人跟哪一個講話另一個就會吃醋就不好。」受訪者的回

答呈現正反兩方切入的角度，有些人強調一個人的不好，有些人則強調兩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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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都是她們想要或願意與另一個男人作伴的原因。 

（一）一個人孤單 

受訪者（S、M、K）感受到自己「一個人」的情境皆因獨居所致，而孤單

的感覺則是當自己有「生病照顧」、「安全」、「心情安慰」的需求時，期待有一個

人可以在身旁陪伴。 

1.生病需要人照顧 

    樣本 S 原先一個人住，後來因為某次生病沒人照顧，才搬到蘆洲，兒子可以

就近照顧，進而經鄰居介紹認識現任男友，但也因這次一個人無依無靠的生病經

驗讓她萌生想要找一個伴的念頭。 

「是怎樣我會想到要有一個伴作伙？我有一天我自己住一個房子，生病

喔，咳到不行，半夜要去尿尿爬不起來，爬起來還跌到床下，所以我那間房

子不敢住才住到蘆洲，我的媳婦和我的兒子都住蘆洲，住比較近要照顧我才

照顧得到，就是因為住到蘆洲才會去認識鄰居那個洪太太幫我介紹這個（男

友）」（樣本 S，732－736） 

2.有人陪比較安全 

樣本 M 自己一個人住在苗栗，但子女都住在外地，如果要探望子女需搭乘

計程車，但想到現在社會那麼亂，一個人搭計程車很恐怖，出去有個伴陪伴在身

邊比較安全。 

「有一個伴也是很好，要去哪裡我們都有伴，不會說一下要去女兒中壢

那邊，台北那邊，自己一個人去，好可怕耶！唉唷～你沒有聽到現在的社會

那麼亂，坐計程車好可怕，像我上面那家夫人喔，她去她女兒，她女兒嫁到

台北，她路上擋一部計程車，她親家母擋給她坐的，在路上就擋給她坐，那

個司機先生啊，很可怕，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拍一直拍喔，好像瘋子一樣，

她怕的要命喔，我就說以後我再也不敢一個人坐，就說唉呀～交一個伴也很

好。出去去哪裡都有伴。」（樣本 M，44－51） 

3.心情需要人安慰 

樣本 K 則綜合兩種需求，一方面 3 兒子去世後自己心情鬱卒，一方面 4 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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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因吸毒精神不穩定（現在癱瘓）自己不敢跟他一起住，一個人空虛且害怕所以

經人介紹想說去看看男友能不能作伴。 

「那天下午就用摩托車把我載到他公司，我那時候就有一個兒子心臟麻

痺死掉，我那時候就很難過，很鬱卒，我就去給他看看，看可不可以看。我

那時候不是住....我南港喔....現在一個兒子喔...癱瘓這個，那個時候就

把我整間房子弄到....我就不敢住在那邊，我就害怕他會殺我。」（樣本 K，

20－23） 

（二）兩個人有伴 

也有受訪者（M、T）從另一方面覺得兩個人也不錯，表示與男友既然認識

了就交交朋友吧，但也一併表明自己考量的立場：樣本 M 就強調：「是他來找我，

不是我主動找他的喔！」；樣本 T 則強調：「我不是為了錢才交朋友的喔！」 

「...我說唷～為什麼要來找我，他說他就說要跟我交朋友，我說好

哇～你來啊！覺得就我們多一個朋友沒有關係啊，我說好～你來找我，要

我去找你，不可能啦，我一定沒有去找男人，我們女孩子比較高尚啊，為

什麼要女孩子去找男人，我是這樣子想法，我不會去找男人。」（樣本 M，

26－29） 

「…我不是為了，有的人是為了錢，我是不是啦，我是想說交一個朋

友也是好啦，有時候要去旅遊，阿是什麼，像我們現在沒事做，我說那我

們去豐原吃東西…」（樣本 T，31－33） 

當受訪者在陳述自己為什麼要找人作伴時，她們看似輕描淡寫地說出「多一

個朋友也沒關係啊」，但從其補充「我一定沒有去找男人」的考量中，不難看出

其實在兩性交往的主動或被動上，男女是有別的：女性在親密關係中保持被動以

彰顯高尚，換句話說，當女性被男性追求時才能顯現出女性的身價，這樣的女性

才是「高尚」的。在女性的成長過程裡，社會對女性化的高度期待，影響了我們

對自己身體的看法，也影響了我們的情慾發展。如同在《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

（Our bodies, Ourselves）一書中，作者指出在女性的成長過程裡，社會教導我們

女性要溫柔體貼，男性則要具有侵略性，從傳統觀念來說，男女的互動，尤其是

接觸的初期，性別角色和刻板化印象對相處上有明確的影響，男性應主動帶領並

支配關係，男人對性的需求應大於女性，女性則應該在愛情及關係上更有興趣（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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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黃貞蓉，2005）。 

所謂男性主動女性被動，不僅表現在追求上，也展現性愛上，樣本 M 所言

點出追求上需注重女性的高尚，另一受訪者（樣本 U）的言談中更提到性愛上的

被動，亦是女性高尚的表現，可見單身老年女性在親密關係的表達形式中，從一

開始抽象的「想要親密」到後續具體的「表達親密」，都欲保持被動地位以彰顯

自身高尚。 

「古代（日本時代）的人沒有性方面什麼重視，古代的人都是很斯文的

喔，我們女人不懂什麼叫舒服，都是你男人需要，我們古代的女人都是很保

守，唉唷～你看現在的女生，什麼 13、14 歲在生小孩啦，胸部露出來啦，

溝溝啦，我們都是這樣在批評喔，沒有女人的高貴，我們女人的高貴尊嚴現

在都沒有了，古代的女人人家愛你要你，連手都摸不到，叫我們拿一杯茶給

你，好多紅包給你都不准的喔，所以古代的女人高尚是高尚在這個地方，不

給人家碰，保守的喔！」（樣本 U，442－448） 

本研究中受訪者強調的「被動」不是等待對方追求的消極意義，反而帶有彰

顯女性「高尚」的積極意義，因為父權的社會建構了「衿持是一種美德」的說詞； 

女性也接受這樣的觀念，甚至自身內化後更意圖影響其他女性，殊不知這是男性

用來確保女性甘於安分守己的一種束縛，現在的女性或許有意識並試圖打破這樣

的框架，惟老年女性較無意識，也覺得沒必要，甚至反對藩籬的推倒，但老年女

性之間也因世代差異，對男女的性別角色之保守態度有程度上的差異，年輕老年

女性對男女的性別角色仍有刻板化印象，但相較年老老年女性（尤其受日本教育

者如樣本 U）堅守的部分為少。 

再分析：三人行不行？－親密關係中承諾的變化式 

    對單身老年女性來說，作伴的意涵在於一個人孤單，兩個人有伴，而三個人

行不行？也就是說，在她們的親密關係中，可以有第三者嗎？由被動方面來看，

對方去找第三者該怎麼辦？由主動方面來看，自己可以再去找第三者嗎？ 

受訪者雖然未言明兩人關係的承諾，但可從受訪者對兩人關係中出現第三者

的看法，來看待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中承諾的意涵。可由兩面向切入來探討：

「男友有別的女人」及「自己找別的男人」。對於男友（若）有第三者，本研究

之受訪者尚不至於採「受害者」之姿，曾有經歷者已「處變不驚」；未曾經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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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處之泰然」，究其原因發現他們都擁有某項「資產」保值。有的是對自己感

情的控制，不要用情太深；有的是拿回自己身體的主控，不願發生關係；有的是

買下同住的房子，可以趕人而不是被趕，且會因兩人關係深淺，被牽動的情緒波

動也有深淺。另對於自己是否會有第三者，受訪者皆認為不必要，縱使有條件比

較好的，仍多少帶有「忠貞」的觀念，也會因自己年紀大，選擇不多，有伴就好。

看似以「不變應萬變」的態度承諾彼此的關係，但在不變的前提下仍保有自己最

後一道防線，避免連鎖的失去。 

（一）你要找別的女人我不管 

    受訪者在「男友有別的女人」這件事情上，表面上似乎採「寬以待人」的低

要求，但依雙方關係深淺不同，心境起伏實有不同，從風平浪靜的「他交可以啊」，

到泛起漣漪的「你有你就去吧」，到波濤洶湧的「我看到就有氣」 

1.交朋友可以啊 

樣本 F 認為自己與男友的關係不是愛情，僅止於友情，現在只是因為兩人都 

沒有交別的朋友所以在一起作伴，既然是友情，男友想要多交幾個朋友沒有關係。 

「他沒有交朋友，我也沒有交朋友，他交可以啊，我心裡會想說你有朋

友啊，可以啊，不是什麼愛情啦，就講話啊，希望講話是好，開玩笑是好，

過日子好就好。」（樣本 F，86－88） 

2.有朋友就去吧 

    樣本 Y 只有白天才會跟男友在一起玩，晚上就各自回家與家人相處，男友

曾多次向她求婚遭拒，如果男友遇到一位願意結婚的對象，她心中雖有不捨，但

仍會毅然決然讓他走。 

「那我也講我說你有你就去找吧，雖然我這樣講我心裡，那麼多年，當

然是有感情的，但是我也控制我自己，我也不要妨害你，你如果有結婚的對

象你去，當然心裡也會難過但要控制，我會控制我自己，因為我這個人很嚴

肅，不講熱情，我很講道理。」（樣本 Y，166－169） 

    樣本 U 發現男友於兩人在一起期間曾有別的女人，之後就不願與他發生關

係，對於男友現在有無女人也不計較了，頂多兩人就退回普通朋友關係，礙於現

實經濟不佳的考量，只在乎不要把她的錢騙去花在別的女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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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現在外面到底有沒有女人我不管，只是你要坦白告訴我，你不要瞞

我騙我，不要瞞我騙我錢你拿出去才在講說你錢沒有了，我一直傻瓜一直從

自己花出來，我自己的錢花到光光，你錢這樣，現在你賭錢賭光光我都在氣

了，你還在外面有女人，你真的有你去，我們還是朋友，普通的朋友。」（樣

本 U，255－259） 

樣本 S 買下男友的房子與他在一起後，發現他竟然跟別的女人有來往，但她

也不強求，反正現在房子是我的，要走也是你走，表面瀟灑但心中仍有些不平，

用帶情緒性、非真意的言詞（我兒子比較憨慢啦、她也是有愛你啊）掩飾失落。 

「我有跟他說：阿○～你如果跟她有合，你就去她家住，你不要住在這

裡。那個時候我可以這樣說啊，房子我跟他買的啊，我說：你之前常常趕我，

現在我知道你有女朋友了，你可以去那裡住，我是不知道他女朋友是什麼樣

的人。他說，那時候他跟我說：這個朋友是台泥，三樓 30 幾坪，丈夫死 1

年了，兒子在國外當醫生。我說：這樣好啊，條件很好啊。我兒子比較憨慢，

你去跟她住，你有去過她家嗎？有啊！他也有跟我承認，有啊！我有去她家

啊，她家 3間房間，1間租給一個小姐跟她作伴。我說：她也是有愛你，對

你不錯啊，你去啊，去她家住啊。」（樣本 S，768－775） 

3.看到就有氣 

    樣本 K 提到男友去三溫暖沒關係，找得到人就好，但去老人中心參加活動，

眼睜睜看到別的女人一直靠近他，自己就會生氣。 

    「哈哈哈哈，他常常說我會吃醋啦！我是在關心他，說我在吃

醋，哈哈哈哈，他說我看到他在跟別的女生說話就會吃醋這樣，哈哈哈哈，

阿你就那麼好的人，被別人搶走我怎麼辦。對不對？有些老人喔，老人中

心的喔，有一個多喜歡牽他…我是說他如果去三溫暖我們知道人在哪裡，

阿如果在我們面前靠太近，我就一直氣起來。」（樣本 K，510－513、520

－521） 

（二）我是不會再找別的男人 

另一方面在「自己找別的男人」這件事情上，受訪者卻不對等的採「嚴以律

己」的高標準，不但自己不會去找，就算對方授意也不願另覓，有的從正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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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真心愛他」；有的從反面覺得「這樣不好」；就算男友說自己不夠好，受訪

者認為「有伴就好」。 

1.我是真心愛他 

樣本 T 說兩人是真心相愛，她不會去交別的男友，而她也有自信男友不會

去交別的女友，甚至為了顧慮男友是否擔心她有別人，還會跟男友報備行程。 

「因為我是真心的愛他，他也真心的愛我，我不會說還會交一個別人

來，還是怎麼樣…這些我有自信，他也不會去有別人啦，他可能會想說我那

麼愛唱歌，我心裡不知道會不會這樣想，但我去到哪裡我都會讓他知道，我

如果有去朋友那邊唱歌我都會打電話我在哪裡跟誰唱歌。看他這種款應該不

會惹這種事情出來。」（樣本 T，172－174、265－268） 

2.這樣不好 

樣本 Y 提到有人要介紹其他人，而且還強調是國外的，但因為有了現任男

友而拒絕，她認為這樣挑三撿四不好。 

「像人家介紹國外的給我，曾經，他們約我要我見面，我因為有了○先

生這個朋友，我就沒有去見面了，我這樣不對勁啊，我不喜歡東一個西一個。」

（樣本 Y，200－202） 

3.有伴就好 

    樣本 M 的男友年紀較大，現已無法從事性行為，男友會說喪氣話叫她重新

找過年輕的，她表示自己年紀大不需要了，有一個伴就好。 

「他說不然我回家你重新找過，有時候看起來也很好笑。唉唷～我要找

年輕的時候就找了，現在找沒有用了，我自己也年紀大了，唉呀～年紀大退

化掉都不會想那個，就說有一個伴就好啦。」（樣本 M，340－342） 

   樣本 K 的男友則因公司倒閉，經濟情況較不好，男友也會說俏皮話誰叫你當

初不找個有錢的，她表示就有男友這個伴啦，自己不會因此拋下他。 

「我們人如果沒錢就是要忍耐啊，不然要怎樣，對不對？他就說誰叫你

不去找一個有錢的？我就說我有你啦！要怎麼去找？對不對？互相啊！不

能說你現在沒錢我就不理你，對不對，對吧！人就是要這樣，我們對自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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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別人都一樣，要互相。」（樣本 K，174－177） 

年輕人在談戀愛時也有機會遇到關係中出現第三者的「三角關係」，一般人

常用「撿貝殼」的原理來形容戀愛的過程，你永遠不知道手上的貝殼是否是最漂

亮的？丟下這一個，下一個會更好嗎？或者看到更好的就要丟下手上這一個嗎？

我們可以說年輕的戀愛是不斷「挑選」的過程，而年輕時，不僅自己有充分的時

間去選擇，身旁也有多元的選項供決定。就算關係中出現第三者，放棄後仍有無

限可能性，而戀愛談的好是有結果的，傳統上來說就是邁向婚姻。但對單身老年

女性來說，因為年紀老，時間有限；因為身為女性，同年齡層中，可供選擇的男

性較少，她們交友的問題不是「挑選」而是能不能「遇到」，若能遇到相處得來

的伴侶已是幸運，因此不會輕易放棄，而彼此作伴在乎的不是結果，沒有結婚之

必要性，重視的是陪伴的過程，因此第三者的出現也只是個過客，現在還是陪在

身邊就好，未來還能作伴更好。 

婚姻關係也有可能遇到第三者介入關係的「外遇問題」，婚姻與其他非婚姻

關係（試婚、同居）的不同即是有「法律的保障」和「社會的意義」，前者就是

「專一」的束縛，後者就是「名分」的認可（林麗珊，2001）。但對單身老年女

性來說，重新作伴的親密關係本來就不具婚姻的束縛，也未有法律的規範，因此

不會有「專一」的期待；本來就沒有社會的認可，也未見法律的地位：我本來就

不是你的「配偶」，有別的女人是你的事，並非我們的事，自己沒有立場也沒有

意願去干涉。另外，婚姻包含的責任與義務也不在她們的關係中，雙方的資源無

須共享，她們不用擔心資源被第三者奪取的問題，因此，倆人關係本來就不是婚

姻，親密關係中的承諾即較具彈性。 

再者，婚姻是兩個人經由一種社會認可的儀式而給予對方一種誓約共同生

活，其承諾代表永恆和親密的期待，而親密的期待是性的專一及感情的專一，前

者是社會傳統期待一夫一妻制的理想，後者是將彼此忠心給予對方的象徵（蔡文

輝，1998）。關於永恆，單身老年女性有感於生命的有限，歷經時光流轉，本來

就不期待人事永恆，而且自己一開始也不是和這個人廝守終身，也沒有約定白頭

偕老，能在交會的時刻互放光亮就很美；關於親密，她們對性本來就不強求，較

在乎的是倆人之間情感交流的「存在」，不論是在性還是感情方面，皆較不要求

絕對的專一。 

最後，對照學者的研究指出婚姻關係中的老年夫妻重視愛情面向中的情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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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emotional security，包含信任及照顧）及忠誠（loyalty）（引自 Treas and 

Bengtson，1987）；另有研究指出相愛中的老年伴侶對浪漫愛不似年輕伴侶會以

傳統表達上的訂婚或結婚來定義承諾（Reeder，1996），可以見得單身老年女性

的親密關係對忠誠的要求不像婚姻來的高，亦非以結婚作為承諾，與研究結果相

同的是在乎情感的安全，惟只要彼此的情感交流還在，並非絕對的排他，就算不

專一也無勢必斬斷情緣。談戀愛時「情人眼裡容不下一粒沙」，結婚後「睜一隻

眼閉一隻眼」，在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中「兩隻眼睛都閉上」，用心去感受互

相作伴這件事；承諾就像一把篩網，她們的篩孔粗，很多事情都可以過去不用計

較，現在的有伴才是最重要。 

因此，在單身老年女性重新作伴的親密關係中，承諾不像年輕人的戀愛以結

婚為依歸，也不如婚姻關係中對親密及永恆的誓約，因為她們身處老年，受迫於

生命時間的有限性，在乎的是「此時此刻」，特別是身為女性，無奈異性數量的

相對稀少，重要的是「有伴就好」。故當三人行時，未必有所失，親密關係仍有

走下去的可能，承諾在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中呈現「彈性大」、「篩孔粗」的

變化式。 

而在老年群體本身中，與男友關係較深的受訪者，對第三者的介入，顯得較

為在意（樣本 K），或直接表達對男友的愛意（樣本 T）；而與男友關係較淺的受

訪者，對第三者的介入，則顯得沒關係（樣本 F），或間接認為這樣不好（樣本

Y），單身老年女性原則上都不反對男友有第三者、但反對自己有第三者，且依

兩人關係深淺而有程度上的不同。 

除此之外，吾人可看出單身老年女性對「第三者」的看法是男女有別，也與

兩人關係深淺有差。社會在外遇這件事情上對男性及女性的責難程度是有差別

的，男性出軌被認為只是「犯了全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女性偷情就是「有違

道德、有損貞操」，因此，除了上段提及現實的考量之外，單身老年女性也因內

化的觀念對男友及自己在有第三者上持兩套不同的標準。 

二、有伴可做什麼？－生活上的表達內容 

當「作伴」的概念落實在日常生活上實踐時，吾人較易看出其具體的內涵，

由受訪者的陳述中可歸納出單身老年女性與其男友在平日作息中表達彼此「作

伴」的方式有：生病照顧、關心協助、安全保護、談天說笑。前兩者皆同屬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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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疇，生病照顧強調生病的特殊情境；關心協助則著重生活的一般情形。照顧

的意涵是複雜且多元的，Finch 及 Groves（1983）認為照顧是愛的勞務（a labor of 

love），有人將照顧分為情緒性的關心（care about）及任務性的照料（care for）

（引自呂寶靜，1999），本研究歸納出的關心較是指照顧者對被照顧者的情感，

也就是男友關心受訪者生活的情形；協助則較是指照顧的任務，也就是男友協助

受訪者家務的處理。 

（一）生病照顧 

樣本 F 和男友皆為老人自費安養中心的住民，大家來來去去，各走各的，有

個交情好的朋友作伴，可以特別關注彼此的情況。 

「有一次他昏倒，吃飯吃到 6點多昏倒，我看他怎麼一直在那邊坐，原

來他昏倒了，我救他去○○醫院，這樣相互照顧啦！」（樣本 F，56-58） 

    樣本 U 最受不了男友常去打麻將，但知道她不舒服，男友還是會來照顧他，

想到從前的親友都少了甚至斷了聯繫，現在至少身邊還有個伴。 

「知道我不舒服，我去了講幾句話給他聽，他兩三天就沒有出去，就會

煮給你吃啊，不煮的話就買給你吃啊，到底有什麼地方不舒服啊？這裡幫你

抓一抓啊，推一推啦，這個是會啦。我們有時候想一想說，現在自己也是一

個人，親戚也很少來往，姪子啊兒女啊人家過年我也盡量不麻煩人家，姊妹

朋友以前認識的，人家都有錢人，從來不電話來啦！」（樣本 U，151－155） 

    樣本 S 更因為想要「名實相符」地照顧男友，動了再婚的念頭，其實她一開

始願意跟男友在一起的一大原因就是想要承擔照顧角色－我就是要顧他。 

「我自己想說我們這個雖然在一起 10 多年，他突然去急診就是我在顧

他，都是我一個人在顧他，就是頭一次發生那件事情（打麻將突然昏倒），

醫生說要他的親人才可以，我就想說：唉呀～這樣以後就麻煩了耶，還是跟

他結婚好了，我就問他說：我們來結婚好嗎？他說好…就是因為之前發生這

件事情，就一定要兄弟來，兄弟來看一下就走啦，也是我顧他到天亮，顧到

自己也很辛苦，感冒，我想想就說以後還是要結婚。」（樣本 S，669－677） 

（二）關心協助 

    樣本 Y 和 M 與各自男友透過打電話來互相關心彼此的生活情形，樣本 Y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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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友平日白天都一起當志工，沒見面的日子會打電話；樣本 M 則是對男友於自

然災害發生時的關心感受特別深。 

「我們一天見過面就不會打電話了，禮拜六禮拜天沒有見面就會打電話

問問，就是你在作什麼啊，我在作什麼。我們很平淡，你說什麼叫愛情我都

不懂的，一定要愛嗎，這個我們互相關心也是有啊，親近的，不像人家一般

說唉唷～幾天不見面，我也無所謂，那我們不見面也是會通個電話。」（樣

本 Y，144－147） 

「他對我也很好，他是有風災啦有水災啦，有什麼下大雨，他要是沒有

在這邊他會打電話來，ㄟ家裡有什麼會弄壞掉啊，有什麼要怎樣啦，至少他

會打一通電話來問一問，會關心，兒子都沒有這樣一直打電話來。」（樣本

M，130－133） 

    樣本 K 和 T 的男友會協助處理家務事，樣本 K 和男友同居，自己作不來的

事就叫男友代勞；樣本 T 因腳傷暫住姊姊家，男友每天來探望她，不用自己叫，

男友就會幫她事先想到什麼就自動去作。 

「就家裡有什麼事情我做不來的，就叫他來做。」（樣本 K，358） 

「他現在來就早上來，幫我看看藥有沒有啊，熱水瓶有沒有水啊， 給

我弄弄好才回家，11 點多就去廟裡聊天啦，聊完天就去吃飯…他很溫柔，

他不論做什麼，像我衣服沒收，現在腳又不舒服，他要回去之前就會幫我把

衣服收收，放在我房間我再去折，很會幫我的忙，什麼事都看我要做什麼他

就會幫忙。」（樣本 T，180－182、204－205） 

（三）安全保護 

    樣本 S 和 F 在關係中保護男友，因兩人的男友年紀都較大（80 多歲、90 多

歲）有人攙扶較好行走，樣本 S 還強調牽在一起如果發生意外兩個人也是一起

走，不會留她一人獨自傷悲；樣本 F 則強調她是基於「扶老」而非催化「感情」

的保護，像她自己會走路就不需要男友保護。 

「…我怕他跌倒，怕他被車撞，怕他走路比較慢，我就給他保護牽他這

樣而已啦，我跟著他走，走比較慢，我想說車子如果來撞倒也是兩個人一起

撞倒，也不會說撞倒他一個人剩我一個人，我也不忍心啊！」（樣本 S，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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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走路的時候下坡的路會牽他，他走在路不好的時候他說保護我，我

說好啊，過去就放掉了。他比較老嘛，我保護他，他沒有保護我，我自己會

走路嘛（哈哈哈哈）。」（樣本 F，94－96） 

    樣本 M 和 Y 在關係中則需要男友來保護自己，樣本 M 住在鄉下，地處偏遠，

男友在家可保護她免於受閒雜人等的騷擾；樣本 Y 常出去旅遊，覺得有男人作

伴，比較可以得到保護。 

「他每次...是有在這邊我覺得有比較好，就不會有亂七八糟的人來到我

們這邊。如果沒有他喔，上面的下面的有很多沒有太太的啊，他也會跑來我

家糾纏，他知道他在家就不會來…」（樣本 M，275－277） 

「就是說我們在一起有個伴啊，好像就是說不會一個人孤孤單單啦，出去

我們都是一個伴，男生比較好像總是會保護你嘛！」（樣本 Y，94－95） 

（四）談天說笑 

      樣本 H、Y、T 皆樂於有伴可以開開玩笑，為生活增添趣味：樣本 H 是會

彼此互開玩笑，樣本 Y 是喜歡男友開玩笑逗自己笑，樣本 T 則是自己開玩笑逗

男友笑。 

「有時候我在做運動結果一直打嗝，他說怎麼回事啊？他一天到晚叫我

吃藥我就從來不吃藥，我就說我懷孕了啦（哈哈哈哈），這下子就有話題了。

唉呀～這下子又怎樣怎樣他就好多話好講囉，話多就不得了，講了一個早上

也笑得，就一直好極了…滿好玩的，可以找找話題，開開玩笑啊。」（樣本

H，549－555） 

「…你這樣子開開玩笑叫老婆幹什麼，他愛開玩笑的人，我喜歡人家講

笑話，但是我自己不會講笑話。」（樣本 Y，277－278） 

「…他比較內向他比較不要講話的人，我會講啊，我會弄給他笑啊，講

講開玩笑給他笑啊！」（樣本 T，318－321） 

    樣本 S 則喜歡透過與男友聊天的過程逗他開心，而且聊的雖然只是日常生活

的所見所聞，但兩人皆樂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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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他會整天躺在床上，我就說：唉唷～老公～你不要整天都躺在

床上啦，白天就這樣躺在床上，不好啦，爬起來啦，坐在沙發上啦，來聊天

啦。這樣啦，我會這樣啦，就逗逗讓他開心啦，讓他比較不會像老人那種型

啦，我說你也陪我一下坐在沙發嘛，說一些趣談，你今天去哪裡有遇到什麼

朋友？我會這樣問他。像那天去○○，我就會跟他喔，阿你朋友帶你去○○，

對不對？阿有什麼  news 你就跟我說說，吃飯吃什麼？我愛這樣跟他聊，

他說：我們兩個吃自助餐，林先生很厲害，帶我去一家很便宜，兩個人才吃

90 元，我下次如果要帶你去，我也要帶你去吃 90 元，我說好啊，這樣很好

啊，很便宜啊，那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走的？他說：有有一個公園可以泡腳喔。

這樣啦，就是愛跟他講話而已。」（樣本 S，595－605） 

    此外，樣本 S 與男友還會分享以前彼此的人生經驗，而且是帶著坦然、釋懷

的心情看待、回首來時路：過去就過去了，沒有過去怎麼會有現在呢？如同   

Deborah（2001）的研究中一位受訪者所言：這種伴侶式的親密關係是一種「超

越表象的關係」（more than superficial relationship）他們是為了滿足彼此需要而在

生命中這一點交會，女方需要有家人以外的對象可以聊天，男方需要一位可以讓

他傾訴他是多麼愛他老婆的對象，他們正好在對的時間遇見對的人，只是婚姻不

一定在他們的未來之中 (Deborah, 2001)。 

「…我們這種是談啦，說一些話啦，開心的話啦，他以前哪一個女朋友

啦，和什麼人啦，說這些故事給我們聽，我會說我以前的先生啦，我是怎麼

辛苦過來，我是怎麼在蘆洲被介紹認識那個朋友，日子過的多好結果沒多久

2年就沒了，我就常講這些給他聽。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過去你有幾個女

朋友是你的過去，過去我有男朋友是我的過去，說這些給他聽，大家也聽得

很高興啊。不是像年輕人說你以前有誰我就會生氣，不會這樣啦，都不會這

樣啦，老了就不一樣了啦，就像一個朋友的伴哪有怎樣，有過去才會有現在

啊，沒有過去哪有現在。」（樣本 S，916－923） 

三、有伴還可以作什麼？－情慾上的表達內容 

親密關係除了上述生活中「作伴」的表達方式之外，更有具愛意或性意涵的

表達方式，深入到兩人之間情感的交流，透過言語中的思念、撒嬌、承諾，或是

行為上的牽手、搭肩、按摩、親吻擁抱、一起洗澡，甚至發生性行為，皆是藉由

情感上的作伴，表達彼此間的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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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語的傳情 

1.思念 

樣本 M 與男友同居，有時候男友回自己家住，兩人會因想念對方而感到不

舒服、不習慣，男友就打電話來表達思念之情，她也不吝給予熱情回應。 

「現在喔，沒有他就感覺很不舒服，現在他在自己家住一個晚上，第二

天他又馬上回來了，住一個晚上兩個就不習慣了，他整個晚上就會打電話回

來，有時候就會打電話說唉唷～我睡不著喔，我好想你，我說好想我你就來

啊（哈哈）。」（樣本 M，280－283） 

2.撒嬌 

    樣本 U 與男友兩人都硬脾氣，她有時候想到慰勞男友的辛勞，還是會放軟

態度向男友撒嬌，男友雖彆扭但也樂於接受。 

「有的時候覺得高興的時候給他一些安慰，他剛剛做的累大家互相看電

視，我就用手把他肩膀拍拍我說ㄟ老公～我就叫他一聲老公，他說幹什

麼！？他也是不會撒嬌的人，他想一下，我說不同你吵了啦，給你溫暖啦好

不好，人家想給你溫暖一下不行嗎？哎～好啦好啦！」（樣本 U，545－548） 

3.承諾 

    樣本 T 的男友則是用「說好兩人不變心」的承諾言語，來表達對她的愛。 

「有時候他說兩個人不要說你有好一點你就走，我有好一點我就走，我

就變心，但是不會啦，兩個一定不會啦，到老就是這樣子，不會變心的啦。」

（樣本 T，310－312） 

（二）肢體的接觸 

1. 牽手 

樣本 H 與男友約會時，兩人在雨中相依偎，男友不僅牽她的手，還輕摳她

的手心，這種浪漫的感覺令她心動不已。 

「因為下雨啊，我們就打一把傘嘛，我們就這樣手腕著手啊去社大，我

就覺得好浪漫喔，唉唷～他自然就這樣，請我吃飯我就覺得好浪漫。牽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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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拉手還會一直摳你的手，你說我們女人，唉呀～真的是...最好騙，真的

是最好騙，稍微一點就動心了。」（樣本 H，426－429） 

    樣本 K 則很得意的表示別人看他們手牽手，覺得他們感情很好，如果是夫

妻才不會這樣牽呢。 

「有一天我們在一起走的時候，阿我就走不太穩他就牽我，路上就有人

說，你們這就是不是真的夫妻，如果是夫妻，就不會這樣相牽。阿兩個人就

笑啊！他說這兩人就不是夫妻，看人就知道，如果夫妻就不會這樣牽，夫妻

都一個人走前面一個人走後面，不然就吵架啦！」（樣本 K，272－278） 

2. 搭肩 

樣本 H 和男友一同去上電腦課，男友不經意做出的親暱動作， 就算被朋友

看到並大聲嚷嚷，她也覺得很甜蜜。 

「有一天我們去學電腦，他就這樣子（手搭肩），哇～正好我們那個○

○中心的○先生看到，哇呵呵呵呵～人家就說：『唉唷～一天到晚談戀愛唷，

什麼的。』你說女人啊，有這種男人的話，我們不是非常甜蜜嗎？！」（樣

本 H，330－332） 

3. 按摩 

    樣本 S 因前夫發生婚外情的陰影，不同意別的男人碰觸她，但她願意幫男友

按摩讓他舒服，表示對他的奉獻與愛。 

「我有跟他說：老公～你如果像現在很久沒有偷喝酒，你如果怎樣...

人怎樣不舒服，叫我幫你按摩怎樣喔，我都會幫你按摩幫你作。像他那天人

不舒服，我就幫他按摩，按到自己都流汗了，流到整身汗，按到手脫皮都不

知道，手痛到要死，一直給他按摩。他說：老婆，你怎麼那麼厲害啦，按摩

到我人好舒服。我說：你如果乖乖不要『番』（無理取鬧），我一世人都奉獻

給你，你如果痛苦我就給你快活，這樣，我都這樣。」（樣本 S，628－633） 

4. 親吻擁抱 

樣本 K 表示自己會與男友親吻擁抱，還強調是在床上，因為沒有人會看到；

樣本 T 說比較起來自己會主動擁抱男友，男友則是在外面會牽她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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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抱親親也會啦！如果在床鋪上就比較會啦（笑），沒人看到會啦！

偶爾一次而已啦！」（樣本 K，361－362） 

「…擁抱是我比較有啦，有時候我就給他抱抱他一下啊，他比較內向他

比較不會說什麼表現什麼動作出來，到外面會啦，牽牽手啦，照照相啦，給

我怎麼弄給他照一下，這樣子會啦。」（樣本 T，323－325） 

5. 一起洗澡 

樣本 T 與男友到外地旅遊同住會一起洗澡，覺得年輕時自己要照顧小孩、

先生要經營事業，比較沒有培養夫妻感情，現在沒有煩惱，反而與男友感情更好、

更快樂。 

「就是進到飯店的時候，也是有時候會一起洗澡啊，就是到外面買個東

西回來吃啊，阿也是都是講講話，講來講去就說比年輕的時候更快樂！年輕

的時候小孩小，小孩吵，先生又要做事，怕小孩吵，阿就沒有培養這個感情

出來，阿現在就是沒有煩惱啊，沒有什麼啊，都是...電視越看啊，電視怎

麼樣啦，我們就說這樣的感情一起洗澡，一起出去買東西、吃東西，也是很

好怎麼樣。」（樣本 T，303－308） 

6. 性行為 

當更進一步談到與男友「發生（性）關係」此一話題時，受訪者對性行為的

意涵都有自己的詮釋與理解，有人認為兩人在一起久了自然而然會發生性行為；

有人與男友第一次的性行為是帶有計畫性的安排；有人因男友年紀漸大而漸無發

生性行為；有人則認為性行為是男人想要，你只好給他的女性宿命。 

（1）自然而然的發生 

    樣本 T、Y 及 H 覺得男女之間性愛的發生是「自然的」，前兩者基於男女交

往久了，自然會進展到這個階段，後者是基於就算年紀大了，性愛是很自然的需

求。樣本 T 表示雙方很自然、自主、自在、自由的發生關係 

「有啦～那麼久了一定有啦，很自然啊，男女一起是一定的嘛，會啦，

會這樣子，很好啦。我們是很自由啊！」（樣本 T，327－328） 

    樣本 Y 則強調兩人只有在外地旅遊過夜時才會發生關係，平常沒有（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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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在一起見面，晚上各自回家），年紀大了不會特別想到性愛的需求。 

「...男女之間那麼多年在一起了，不可能說那麼純的，不可能。總是

會在一起大家親熱親熱，現在就是說我們是出去旅遊的時候，大家在一起玩

玩這樣，你說平常的時候不會，因為我們年齡大了沒有想到要這方面的。」

（樣本 Y，157－160） 

    樣本 H 認為兩人發生關係沒什麼，甚至覺得與男友性愛的感受與前夫有很

大的不同，讓她體會到之前從未有過的滿足。 

「其實年紀大的也有需要的時候…發生關係，有啊！那我們是在床上

嘛，那沒有什麼，像我跟我老公在一起的時候，以前剛剛在一起的時候我是

覺得....後來慢慢我就覺得...人家說那個什麼，忘記了，不知道怎麼講，

就一種體會，就我現在才知道什麼叫做怎樣子啊，其實我老公以前也是很...

笨（哈哈），A型的個性很那個耶，我覺得我老公 A型的都是比較...我自己

也是 A 型的。」（樣本 H，476－482） 

（2）自導自演的催生 

    樣本 K 與男友之所以會發生關係其實是自己採較主動的出擊，兩人都喝了

酒，對方要送自己回家，本來說不要後來又答應，隨後又邀請對方進了家門，孤

男寡女共處一室，藉著酒意發生關係。 

「我就帶他去那個...我的朋友那邊，他開報社，我的朋友她們就叫我

大姊嘛，之前我比較有錢人家都叫我大姊，都穿的美美的，都卡拉 OK，現

在中風沒辦法啦！阿就帶他去那邊我朋友請他吃飯，他就喝酒喝到太醉，路

上回家的時候他就說要送我回家，我就跟他說不用啦你趕快回家，我是想說

他有妻小要怎麼住我們家，我自己一個人而已，你趕快回家啦！他說沒關係

啦，沒關係啦。那晚就送我回家，我就說不然到我家樓上泡茶啦！我那時候

就一個人住， 大間的喔！30 幾坪，裡面有 3間房間，我自己住一間，那個

晚上就泡茶，就在一起聊天這樣比較有感情（男友補充：兩個人都喝到茫茫，

都在打瞌睡了她就一直靠過來），阿就是這樣發生的。」（樣本 K，205－223） 

（3）自己有慾望，但男友力不從心 

    樣本 M 表示男友年紀大沒辦法從事性行為，言語中透露自己其實有性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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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奈對方不能、自己也不願要求了，還強調前夫可以，剛跟男友在一起也可以，

現在退而求其次，兩人作伴就好。 

「年輕人比較浪漫比較好，我們是老人家只有作一個伴而已，你說要性

的方面，他那麼老，老人家那麼老都不會，你現在說 60 多歲還可以，現在

已經 80 歲了怎麼會啊，他人又瘦瘦不是很壯，他人只有 46 公斤，你要叫他

怎麼作？作一個伴而已啦。牽手是會啦，無論什麼時候啦，有時候就會。每

個晚上喔，他睡一邊我睡一邊，隔一個棉被（哈哈哈哈）。他年紀那麼大了，

身體又不好，要怎麼『在一起』，有時候我又想到，我就不敢跟他『一起』。

（跟我先生）差很多耶！這個都不會（性愛），以前我先生都會，我先生 54

歲就走掉，我 50 歲。（跟他在一起之後）那時候久久一次有啦，幾個月一次

這樣，就這幾年就沒有了，前年開始就沒有了，後來看他身體越來越不好就

想說：唉～就作一個伴而已，不要這樣。」（樣本 M，226－231、323－325、

334、336） 

（4）自己沒慾望，但勉強配合男友 

    樣本 U 很大方表示自己有與男友發生關係，但是基於身為女性的無奈，你

就是要給男人性愛，不是說自己「很享受」、「我需要」，並強調自己與朋友都是

接受古代（日本時代）的教育，感情要保守、女性要矜持，非常看不慣現在年輕

女性的開放作風（劈腿），她認為女性在性愛中沒有獲得好處，是不得已的。 

「發生關係有但是說唉～作女人應該給人家這樣，唉無奈何就是這樣，

不會像人家現在的女人說有需要啊什麼啦，需要什麼劈腿啦，你去問我們元

極舞，古代的女人都是講這種話啊，她說現在你看唉唷～路上抱在一起，這

個牆邊站什麼的，唉唷～我們以前哪裡有這樣，以前叫什麼劈腿都不懂，我

們常常在講這個話，像那個文英啊，她在電視上不是講過，她說嫁丈夫以前

幹什麼，劈腿都不懂，是我們這代的女人不懂喔，嫁丈夫幹什麼不懂，怎麼

生小孩不懂，都不懂，真正一個先生要同你劈腿，阿還要感到害羞喔（丟臉

貌），現在的女孩子講一個不好聽的，什麼高潮期，什麼期，我們都聽不懂，

所以對這個感情部分我們都是很保守，而且像古代那種保守的自然，我常常

同我知心的朋友敢講，我從來沒有去要求男人說同先生要求說「我需要」，

是你男人要來找我的時候，萬不得已，有的時候還唉～（手放額頭無奈貌）…

什麼性的什麼享受、高潮，不懂，所以現在人家講這個，我們常常幾個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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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講唉唷～現在年輕人這個樣子，我們以前哪有，唉～這個是不得已的啊，

唉呀～這個有什麼好處啊，髒又髒兮兮，辛苦的要命，這個有什麼好處，我

們都是這樣談喔，我們這代的都是這樣談喔。」（樣本 U，424－440） 

※特別討論：無性行為的親密關係－仍然保有親密 

    受訪者中僅有樣本 F 及樣本 S 表示自己沒有與男友發生性行為，樣本 F 認

為自己和男友的關係中沒有「愛情」的存在，男友只是一個作伴的朋友，兩人只

是一起過日子而已，遑論發生性關係，但關係中仍不失親密（對樣本 F 來說即是

有人可以聽自己講話）。由此可知，單身老年女性因對兩人關係認定的不同－是

朋友不是情人，可親密但沒有性行為的發生。 

        「沒有什麼感受啦，沒有愛情怎麼會有感受呢，天天講話天天過日子，

這樣子啊。」（樣本 F，71－72） 

    另一方面，樣本 S 則因前夫發生婚外情，還因婚外情對象要求分手而自殺未

遂致全身癱瘓，前夫背叛了她，她卻照顧前夫 6 年，覺得自己的情感被前夫欺騙，

就不想要再與男人發生性關係，久而久之也沒有性慾了，與男友交往時兩人也約

定以不發生性關係的前提在一起，但關係中仍不失親密（對樣本 S 而言即是有人

可以讓自己照顧）。依此可見，單身老年女性因前段婚姻的陰影，而影響重新作

伴的親密關係之表達方式。 

「我很怕男人花心，我只想到男人花心，所以說我這個老公（指男友），

我很關心他就是我有跟他約定，男女之間喔，我絕對不要喔，你如果說要來

摸我的身體，我討厭你喔，我不要！一定不要，我只是覺得要關心你喔，我

要付出愛心這樣而已。這個約定如果好，這個房子我才要跟你買，你孫子這

個房子我跟你買，我再跟你在一起，他跟我約定說好。」（樣本 S，372－376） 

「我就被我丈夫這樣騙去，我就不要了啦！最後喔...就自然而然，那

個時候那麼久了嘛，我算 40 多歲我先生就去世啦，我丈夫倒下去之後我們

也都沒有那個啦，就習慣了嘛，都自然了啦，都不會說很想男人來抱在一起，

不會這樣想啦，只會想說我的兒子乖一點，大家長大成人，我就完成我的任

務了啦。這樣我就快樂啦，有朋友的話我就是這個條件（做愛）我不要，不

要男女之間就一定要怎樣，我絕對不要，如果要你就去找別人。」（樣本 S，

578－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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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實踐上，性、愛及親密關係往往水乳交融，如同「做愛」這個詞所顯

示的。如果人們學習感受性感（想在什麼時候、跟誰進行性行為）的方式，是按

照「在戀愛中」這個模式，那麼在她的性慾構造中，性與愛是連在一起的；如果

人們學習的是，唯有與某位她們所瞭解、愛慕的人感覺親近時，才會感到性感，

那麼對她們而言，性與親密關係是不可分的（蔡明璋譯，2002）。性分別與愛及

親密關係是相關，樣本 F 的對親密關係的詮釋也即是因無愛故無性，惟樣本 S

的親密關係是有愛但無性，也就是說對單身老年女性而言，在愛及親密關係的前

提下，性行為的發生才有可能性，但卻無必然性，個人生命歷程的不同，例如：

前段婚姻的陰影，會是一項影響因素；而且就算是無性的關係，仍有其他對彼此

來說，具特殊意義的方式表達互相的親密。 

綜上所述，單身老年女性與男友的親密關係之表達方式係為傳達互相作伴的

訊息，落實在生活上的表達內容有：生病照顧、關心協助、安全保護、談天說笑；

展現在情慾上的表達內容有：言語中的思念、撒嬌、承諾，行為上的牽手、搭肩、

按摩、親吻擁抱、一起洗澡，甚至發生性行為，除此之外亦有受訪者雖無性行為，

但以對彼此而言具特殊意義的方式來表達互相作伴，在她們的親密關係中仍然保

有親密，由此可知： 

1.單身老年女性的性愛是異質的 

單身老年女性在親密關係中的性愛充滿變異性，有仍舊擁有性生活者，也有

無性者；有性活躍者，甚至覺得老年時期沒有工作的煩惱、小孩的干擾，性生活

比年輕時候更美好；但也有性失調者，有的覺得自己的慾望沒辦法被對方滿足而

有缺憾，有的覺得自己不得不去滿足對方的慾望而顯無奈。 

而年輕人或成年人的男女關係中的性愛也同樣擁有變異性，一般而論，有性

生活者佔大宗（為了傳宗接代或傳達愛意），不可否認亦有無性生活者（有可能

是不行或不願），有性生活者其中有覺得美滿者，但也有覺得不舒服者。因此老

年人不僅是有性慾、是可以從事性行為、是能夠享受性生活，而且變異的情況也

跟年輕人或成年人一樣，只是重視的程度不比年輕人，如果不行，因為生理老化

的必然也就不強求，但如果還行，仍願意將性視為是自然且可滿足的需求。 

而老年人本身也有世代的差異，老老人與年輕老人因成長過程中所受家庭教

育及所處社會風氣開放程度不同，認知性行為這件事及女性在性行為中應有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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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也不同；對於同一老人本身也有差異，不論自身還是對方，皆隨年紀越大生理

狀況越退化，兩人關係增長但其中的性行為已漸消彌。 

2.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表達方式是多元的 

比較每位受訪者親密關係表達方式的類屬，發現每個人多少都有「日常生活」

上的表達內容，但在較「具愛意及性意涵的情慾」上，樣本 F 即無相關表達內容，

承上所述，因其認定自己與男友的親密關係不是所謂的「愛情」，男友只是生活

中的友伴，想當然爾在兩人關係中沒有該類屬不管是言語或行為的表達。而樣本

Y 雖有親密關係的表達內容，但只有性行為，出乎意料的在親密關係中，在沒有

言語調情或肢體碰觸的醞釀下，直接進入性關係的發生。她的詮釋是認為自己跟

一般人比較起來，個性比較不善親密，兩人在關係中也不會談情說愛。 

「我愛你什麼東西這種我們不會講的。他也是不會講怎麼樣啦，頂多唉

唷～  我很愛你，我很喜歡你，希望你跟我結婚。但是我不會結婚，不會是

像一般很激情這種事說愛情話，我們不會講。牽手有的時候他會拉住牽我的

手，但是我很少牽他的手拉他的手，他有一天他說拉住啊拉住啊，我說拉什

麼嘛，自己走自己的嘛！我比較不親密，沒有情趣，大概是（哈哈）。」（樣

本 Y， 149－151、271－273） 

而性關係的發生是男女在一起一定會有的，但不是因為「性慾」，而是「精

神」上的滿足，對她來說，發生性不是因為她有對性的慾望（不是一天到晚黏在

一起想要做愛的性慾），而是性可說是親密關係中最高點的理想境界（偶爾為之，

精神上在一起的滿足）。 

「（發生性關係）當然是一定會有的啦，這是不可能避免的嘛，但是跟

人家發生關係的情況是不同的，人家喜歡一天到晚黏在一起，我們不是這樣

的，就是白天出來大家玩在一起，晚上就各自回家睡覺了。那我們就是說，

我們出去旅遊，那就我們會睡在一起，那其他的都是他在他家裡，我在我家

裡，所以這樣子是偶爾的好像是，不是說人家性慾方面的怎麼樣，不是的，

精神方面，我注重精神方面。」（樣本 Y，120－125） 

    因此，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表達方式是多元的，其中性、愛、親密的內

涵則依個人認知略有不同，但從樣本 F 及樣本 Y 的詮釋中可以進一步發現，彼

等的親密較無情慾上的表達內容，這和她們與男友非同居的居住方式、雙方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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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屬「LAT」的交往有關，反觀同居的居住方式與關係，讓彼此有較全面的相處，

親密的表達得以涵蓋較豐富的內容。 

3.老年男女的親密關係表達形式更像年輕的彼此 

社會化的過程讓男性與女性在關係中擔任不同的角色，男性多是主導者、決

定者，女性多是照顧者及傾聽者（柯淑敏，2001），但有學者指出，傳統的性別

角色分工，是由男性工作賺錢，女性持家教子，這樣的界線在老年時期已漸模糊，

一方面是因為職場退休或子女離家，已經沒有這樣的工作需要分擔，另一方面也

受荷爾蒙影響，男性對親密發展出較大的興趣，且學習以促進親密感的方式溝

通；女性則發展出果斷的能力，隨著年老，男性與女性將越來越像彼此(Haffner， 

1994)。吾人的確可看出在其關係中，女性也擔任起保護者的角色，男性也擔任

起照顧者的角色。 

參、 親密關係的感受 

以上討論了單身老年女性在親密關係中表達親密的方式，屬於比較外顯行為

的展現，接著要探討她們在親密關係中對關係的感受，則屬於比較內心感覺的表

露，有的感應到戀愛中的浪漫，覺得好開心；有的感覺像過日子般的平實，覺得

有人一起過日子也不錯；有的則感受到朋友之間講究的恩情及情義，既然交了就

不計較那麼多了。 

一、談戀愛的浪漫 

    由受訪者回憶與男友一路走來的相處情形中－尤其是兩人約會的情景，呈現

她們的親密關係中仍有所謂「浪漫」的存在，令她們享受到年輕時、前段婚姻中

未有的快樂與滿足。浪漫是愛情甜蜜的象徵，對照受訪者的陳述也的確如此：浪

漫感受的產生可以是特定日子的行為（例如：生日的慶祝），可以是夢想中的行

為，可以是做不像老年人會做的事情（例如：老年人牽手就牽手，還像年輕人牽

手輕摳手心），可以是在公眾場合中不在乎別人眼光開心自在的玩。 

（一）特定日子的行為 

    樣本 T 表示在自己生日當天，男友會為她特別安排，感覺男友特別有感情，

自己也比年輕時的婚姻關係更快樂。 

  「假如生日那天，我在這裡的話，他就晚上比較會有感情出來，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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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生日啊，給你慶祝生日啦，怎麼樣啦，他會表現。我就覺得說真的比

年輕結婚快樂啊，比較好啊！」（樣本 T，338－340） 

（二）如夢似幻的行為 

    樣本 M 懷念以前跟男友和一群朋友騎車兜風，有伴一起出去玩的感覺很

好，現在男友身體不好，只能在夢中回憶當時的美好。 

  「約會，會啦，今天有沒有時間啊，要去哪裡玩啊，就去那個公園啦那

些什麼地方聊天聊一聊，有時候就 4、5對，兩個兩個 4、5對去三義，那個

一個人一台摩托車一直繞繞繞。從三義繞到基隆繞回來，那時候還沒有『客

屬大橋』，現在有『客屬大橋』比較方便，就有伴出去玩感覺很好啊。那時

候像夏天晚上的時候，去工業區那邊橋下，吹那個北風好涼好涼喔（哈哈哈

哈），現在作夢就想到那時候。每天晚上過去，去橋下那邊休息那邊玩啦，

就帶一點吃的東西去啊，吃飽飯去乘涼，以前的日子過得很好，現在他身體

不好，差很多，差很多很多。」（樣本 M，371－378） 

（三）不符年齡期待的行為 

    樣本 H 想到跟男友第一次約會的情景就很開心，自己年紀那麼大了還有人

愛，原來這樣就叫談戀愛，讓她感受到與前夫在一起從未有過的興奮，一種觸電

的感覺。 

  「我告訴你，他頭一次約我的時候那是多麼羅曼蒂克啊～頭一次約我

喔，他就打電話說今天晚上我們去哪裡吃飯，吃完我們去看佛朗明哥，噢～

突然間我想我這麼大的年紀還有人愛我，還約我喔，我好開心！我刻意打

扮，穿著高跟鞋啊，就去等他。他就請我去日本料理店吃飯，吃完就去那個

『夜大』看人家跳佛朗明哥，我好高興喔！阿我就...那天又下雨喔，我們

兩個打一把傘，噢～他又把我這樣攙著，噢～結果喔，後來喔，我們要分開

的時候，他還手一直摳我，就這樣一直摳我，噢～我都好開心喔，年紀那麼

大了居然有人愛我，你知道有多...那個你知道嘛…如果我老公...死板板像

木頭人，以前從來都沒有什麼談戀愛的感覺，這次才瞭解什麼叫做談戀愛，

什麼叫做...觸電。」（樣本 H，33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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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無視眾人眼光的行為 

    樣本 S 也提到跟男友認識之後兩人去陽明山約會，興之所致音樂放了，就旁

若無人地跳起舞來，沉浸在兩人世界中，覺得自己老雖老，卻仍能沈浸浪漫，感

覺很快樂。 

  「剛開始去舞廳跳舞是 85 年 1 月，那時候碰面就認識啦，4 月就會相

約去陽明山散步啦，我很喜歡這樣，我帶我兩個孫子去，我們孫子還幫我們

照相，我們就跳起舞來，音樂放下去他帶我跳探戈，算起來我們這對也是很

那個（哈哈）...很可愛就是了啦，老是老也是那麼...就跳起舞來，我孫子

還幫我們照相，相也還在。老是老也是很浪漫就是了。很浪漫就是在公眾場

合音樂放了就跳探戈，孫子還在旁邊幫我們照相，很浪漫就是，很快樂，很

活躍，老是老還是很快樂這樣（哈哈哈哈）。」（樣本 S，1004－1011） 

二、過日子的平凡實在 

    老年人的生活少了打拼工作及養育子女，剩下的就是「日子」，而在人生最

後階段有個伴可以陪著自己「過日子」（把日子過完），沒有什麼特定的行為表現，

兩人就是「在一起」，這種「一起」就是一種平凡之中的幸福，由受訪者的陳述

也感受到她們對關係有一種兩人長期相處之後，平淡卻實在的感覺。 

「就一起反正很快樂啊，過日子這樣子一天一天過去啦。大家一起作義

工、上課、上班，一天天就過去了，反正也就回家了就回家了，過一天算一

天啊。」（樣本 Y，213－215） 

「我們去玩的時候，大家都說我們兩個是夫妻，他對我是很好，照相啦，

他在福利中心有團體出去嘛，去台東啦去花蓮啦，都是出去，他很喜歡照相，

我們就兩個人 14 年中間都很好，就一天一天這樣過。」（樣本 T，15－17） 

「沒有什麼快樂，就講話過日子啊，沒有什麼特別快樂。也沒有什麼吵

架過啊，沒有什麼好也沒有什麼不好，他不喜歡講話，他聽我講話，我愛講

話，他是這樣子，一直聽我講話。」（樣本 F，107－110） 

「現在就是覺得馬馬虎虎，就是一天過一天，就相識大家在一起生活也

20 幾年了，就習慣了嘛，像一個家一樣嘛。」（樣本 U，55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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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朋友的恩深義重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強調受他人點水之恩當報以泉湧，也講究對朋友要情

義相挺，從受訪者對兩人關係的詮釋也略感受一二，樣本 U 對男友則是愛恨

交加，但想到當初男友對她的好，自己就當報恩也就不計較那麼多了；樣本

M 對男友仍有愛，這份愛參雜著交往多年的情義，所以不會因男友性能力衰

退就拋下他。兩人都對自己與男友的親密關係帶著「情義」的感受－念在當

年或交往多年的種種，現在豈可「恩斷義絕」。 

「想來想去說阿～我心軟的人，做人就是...當初他也養我幾年，不給我

上班，就當報答人家，我這個有恩就報恩，雖然有時候很氣，氣到我真的受

不了，算了，不計較…」（樣本 U，165－167） 

「對啊～不然要怎麼辦，交都交到了，現在 10 多年了叫他回去也不好意

思，乾脆他要去哪裡就陪著他去，不然要怎樣？…沒有愛他就不會在一起了，

現在還是愛啊，現在他退很多，我對他的感情是沒有變，他是變很多，怎麼

講，對性方面他不會，他叫我找別人我就跟他說不要…」（樣本 M，217－218、

387－389） 

※ 特別討論：非愛情感受的親密關係－證明存在價值 

    「親密」是一種對他人的信任感及親近感，也是讓人覺得易於溝通與安全的

感覺（葉肅科，2000）；「關係」則是和另外一個人之間親密而持續的情感連結（周

素鳳譯，2001）；「親密關係」通常指的是一種很確切的瞭解、關愛，並且「親近」

一個人的方式（蔡明璋譯，2002），親密關係可以指涉家庭、友誼及兩性關係，

包含親情、友情及愛情，本研究探討的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經驗係落在兩性關

係的範疇，討論的是雙方的愛情，但我們從受訪者陳述中發現，在愛情之外，她

們對自己與男友的親密關係亦有友情及親情的感受。另一方面，有的受訪者提到

覺得兩人之間沒有愛情的感受，其實不一定如此，對老年人來說，親密並非僅以

世俗認定的「愛情」套用在關係上，她們的親密感不一定有愛情的意思表達，她

們的伴侶不一定是情人，但一定是個生命中的「重要他人」，兩人用非世俗認定

的「浪漫」方式感受親密。 

樣本 F 與男友同為老人自費安養中心的住民，她表示與男友的關係「非關愛

情」，強調兩人是相互照顧的朋友，只是友情；像一家人一樣，是親情，在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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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時就說好不當情侶，不過以她 87 歲的高齡一個人獨居在不熟悉的環境中，

能夠結交這樣彼此互有歸屬的朋友（男友 91 歲），還特意把與男友認識的時間記

錄下來，可見兩人之間的情誼不僅親密且彌足珍貴。 

  「哈哈哈哈～這男朋友，不是什麼男朋友啦，大家相互照顧的朋友，有

這個沒有什麼愛情，是友情的朋友，相互照顧的朋友。」（樣本 F，5－6） 

  「沒有沒有沒有，像一家人一樣嘛，沒有什麼感情啊什麼的，沒有想過

有愛情啦，講話是好、撒嬌不好，互相照顧是好。我這裡有寫喔（自己用毛

筆寫在石頭紙鎮上面），我 93 年 5 月進來，93 年 7 月 2 日『漢交』（認識○

伯伯）。寫起來做紀念啊，我孩子們看到啊（哈哈哈哈）。我認識他就跟他說

我們這裡喔，相互照顧的朋友可以喔，不要什麼愛情的朋友，跟他約束好了，

他說可以啊，我那麼老了，我子孫滿堂。我也子孫滿堂，大家相處交往是可

以」（樣本 F，122－129） 

    樣本 U 與男友交往久了之後覺得兩人之間其實沒有愛情，因為前夫竟然在

她 53 歲才提出離婚，還騙她是因為她生不出小孩，其實是別人已懷有他的小孩，

她已經被傷的不想再愛了，另一方面也提到自己年紀大了，也不會想愛了。但從

她與男友交往長達 21 年，雖然一路走來跌跌撞撞、吵吵鬧鬧，還是一直相伴的

情形來看，能夠在一起那麼久，必有一定的親密基礎維繫著彼此的關係。 

    「現在也不叫什麼感情，現在只有說友情，我現在也沒有感受說一個依

靠，什麼愛情。我也沒有什麼感覺什麼感情、愛情的，因為先生是這樣子騙

我騙成這樣子，傷我感情傷的太傷了，所以現在我沒什麼感情，只覺得說同

你談的來，大家住在一起，你出去不在，我也無所謂，我都獨立慣了。」（樣

本 U，307－310） 

    「就是沒有那種想愛，老了不會去想那個愛，尤其跟上一個離婚之後不

會去想，所以他講他倒楣。」（樣本 U，345－346） 

    進一步探究後發現樣本 F 因對關係的認定本就約定「友情」，因此談不上愛；

而樣本 U 因前段婚姻的陰影，因此不想談愛；再進一步瞭解後發掘樣本 F 及樣

本 U 的年齡皆是 80 歲以上，同為受日本教育的女性，在當時保守風氣的薰陶下，

可想而知老一輩的人本來就不輕易談愛，當然對愛的感受標準很高，對她們而

言，兩人關係是親密以上，但未滿愛情。換句話說關係的認定、生命歷程及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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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會影響單身老年女性對親密關係的感受。 

「一剛開始我這個人沒有想說再什麼愛情，是友情，不談愛情的。你叫

我像人家風騷派的女人，我又不是那種風騷派的，因為我們以前都是父母管

教保守嚴格來的。」（樣本 U，321－323）  

「唉唷～日本時候沒有（在講）戀愛呢，我愛你你愛我，我一句也沒有

講出來過，心裡想就好不用嘴巴講出來，比較保守啦！」（樣本 F，101－102） 

    因此，若非以世俗認定的愛情套用在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上，究竟對其

而言，在親密關係中她們還感受到什麼不一樣之處？以需求來看，人終其一生都

有情感依附的需求；從老年個人發展任務來看，老年時期需要達成自我統整；而

從老年家庭生命發展週期來看，老年人需找尋生命的意義。擁有親密關係對她們

來說，不僅是在不斷「喪失」的痛苦中感到「擁有」的力量，而這段親密關係能

讓她感到自己的「特殊性」：我們對彼此而言是特別的；也有「歸屬感」：在海海

人生中有個位置可供靠岸；兩人之間例行性的相處，更帶來一種「延續性的親密

感」，人生寒暑剩幾回？至少有個伴相陪。親密關係不僅可滿足老年人的情感需

求，兩人關係中的特殊性及歸屬感，相較其他關係（子女、親友）顯得獨一且排

他（程度上而非必然），是其他關係所不可比擬的，更讓老年人達成自我的統整

及找尋生命的意義：我的存在是有價值的！ 

綜上所述，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感受是五味雜陳的，她們在親密關係中

有的感應到戀愛中的浪漫，覺得好開心；有的感覺像過日子般的平實，覺得有人

一起過日子也不錯；有的則感受到朋友之間講究的恩情及情義，既然交了就不計

較那麼多了，除此之外也有受訪者表示她們的親密關係非關愛情感受，而是有人

作伴可以證明自己存在，使老年時期的自我得到統整，生命有所意義。從受訪者

的回應中我們歸納出單身老年女性在親密關係中三種主要感受：談戀愛的浪漫、

過日子的平凡實在及交朋友的恩深義重，三者正可對應到學者整理出愛情類型的

其中三種形式，依序是浪漫之愛、伴侶之愛及朋友之愛。 

浪漫之愛指的是有短暫的有火花爆發式的高度情緒的伸張，具相當程度的幻

想；伴侶之愛指的是長期相處後，彼此發展出互信互諒的愛，感情穩定且較長；

朋友之愛能使人重視及憐憫所愛之人，但也希望從對方獲得回報，因相互信任與

推心置腹下所產生同舟共濟的感情（蔡文輝，1998；葉肅科，2000）。文獻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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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年輕人或新關係多是浪漫愛，老年人或舊關係多是伴侶愛，依年輕人或成年人

從戀愛到婚姻的交往過程來看，關係的感受通常是由朋友之愛到浪漫之愛再到伴

侶之愛，但在單身老年女性重新作伴的的親密關係中，有感於來日不多，將上述

的過程在有限的時間內走一遭，一經壓縮使她們對親密關係的感受可說是同時交

雜著浪漫、平凡實在及恩深義重。換句話說，在她們的關係中不僅只有一種感受，

而是相互交雜的感受。 

婚姻中所謂「少年夫妻老來伴」，中年家庭的婚姻關係的重點是一種「老伴」

式的關係，而非結婚初期的愛情式關係；老年家庭的夫婦常會發展出一種分享家

務的相處模式，兩人「一起」做些什麼。對單身老年女性而言，重新作伴的親密

關係中，有的仍有愛情感受，有的則無；但重點也在於兩人「在一起」的作伴，

只是兩人關係中不像一般人擁有從年輕談戀愛到成年做夫妻的漫長經歷，令她們

更珍惜「現在」的「有伴」。 

小結 

本研究以親密關係的成分、親密關係的表達形式、以及親密關係的感受等三

部分來探討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本質。 

一、親密關係的成分 

    「關懷」、「共同性」及「欣賞」為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主要成分。「關

懷」是一種持續的付出，願意為對方所需付出自己的心力，「共同性」是一種同

質的體會，彼此有相同的特質而更加親近，「欣賞」是一種喜愛與崇拜的感受，

在相處中看見對方的美好。基於「關懷」、「共同性」及「欣賞」三種成分，讓兩

人的親密關係走的久、走的近也走的好。 

「關懷」可分為男方主動付出、雙方互相付出、女方積極付出等三面向，且

具有性別差異：男性付出的關懷是被放大的；而女性付出的關懷則帶有些許「強

迫性的利他主義」。當男性主動從事原先應由女性承擔的家務及照顧任務時，男

性的付出易被女性加權感受；而女性易以照顧之名，行與他人連結之實，滿足自

身的情感需求。「共同性」是指受訪者與男友在地位、語言、信念、興趣及處境

有相同或相似之處，因相同或相似而接近，因接近進而更培養出彼此的共同及共

有，兩者相輔相成讓兩人關係愈益親近。「欣賞」則指受訪者在相處過程中對男

友的善良大方、幽默親切、見多識廣等特質及能力，萌生欣賞甚至崇拜之情，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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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感受到兩人關係的美好。共同性及欣賞均反映出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同中求

異的色彩：前者是指因對方與自己同質而感到親近；後者則指因對方與自己異質

而萌生欣賞，基於與自己相似價值的共同性，能讓彼此關係穩固；而基於與自己

相異特質的欣賞，讓兩人關係更加豐富。 

二、親密關係的表達形式 

    「一個人孤單」及「兩個人有伴」是單身老年女性重新作伴的原因，而在作

伴時的兩性交往上，男女在主動或被動上是有別的：當女性被男性追求時才能顯

現女性的身價，這樣的女性才是「高尚」的；女性在性愛上的被動，配合男性的

需求，亦是一種高尚的表現，可見在親密關係的表達形式中，從一開始抽象的想

要親密到後續具體的表達親密，女性都欲保持被動地位以彰顯自身高尚。而當親

密關係中出現第三者時，親密關係仍有走下去的可能，因為「承諾」在單身老年

女性的親密關係中呈現「彈性大」、「篩孔粗」的變化式，在單身老年女性重新作

伴的親密關係中，承諾不像年輕人的戀愛以結婚為依歸，也不如婚姻關係中對親

密及永恆的誓約，因為她們身處老年，受迫於生命時間的有限性，在乎的是「此

時此刻」，而身為女性，無奈於可交往的男性已相對稀少，重要的是「有伴就好」。 

親密關係的表達形式可分為日常生活的內容及具愛情或性意涵的言語及行

為，前者表現在生病照顧、關心協助、安全保護、談天說笑，其中有受訪者的談

天說笑還會分享以前彼此的人生經驗（我的前夫及前男友，你的前妻及前女友），

而且是帶著坦然、釋懷的心情看待，他們是為了滿足彼此需要而在生命中這一點

交會，女方需要有家人以外的對象可以聊天，男方需要一位可以讓他傾訴他是多

麼愛他老婆的對象；後者表現在言語中的思念、撒嬌、承諾，或是行為上的牽手、

搭肩、按摩、親吻擁抱、一起洗澡，甚至發生性行為，其中亦有受訪者與男友之

間是無性行為的親密關係，或因關係認定的不同，或因前段婚姻的陰影，使其親

密關係雖無性行為的表達形式仍保有親密。 

整體而言，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表達方式是多元的，不論是日常生活的

舉動，還是具情感及性意涵的綿綿情話及柔柔碰觸，都可傳達彼此的親密；從前

者來看，老年男女的親密關係表達形式更像年輕的彼此，女性也擔任起保護者的

角色，男性也擔任起照顧者的角色；從後者來看，單身老年女性的性愛是異質的，

如同年輕人或成年人的男女關係中，有的伴侶性生活頻繁，而有的則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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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親密關係的感受 

「談戀愛的浪漫」、「過日子的平凡實在」及「交朋友的恩深義重」是單身老

年女性在親密關係中三種主要感受，三者正可對應到學者整理出愛情類型的其中

三種形式，依序是：浪漫之愛、伴侶之愛及朋友之愛。除此之外，也有受訪者表

示她們的親密關係非關愛情感受，而是有人作伴可以證明自己存在，使老年時期

的自我得到統整，生命有所意義。 

依年輕人或成年人從戀愛到婚姻的交往過程來看，關係的感受通常是由朋友

之愛到浪漫之愛再到伴侶之愛，但在單身老年女性重新作伴的親密關係中，有感

於來日不多，將上述的過程在有限的時間內經歷，一經壓縮使她們對親密關係的

感受可說是同時交雜著浪漫、平凡實在及恩深義重。換句話說，在她們的關係中

不僅只有一種感受，而是相互交雜的感受，就像大茂黑瓜經典的廣告情境－老先

生和老太太到老都還要牽手提醒「老ㄟ～明天吃菜喔」的背影，畫面雖然簡單，

卻充分蘊含「執子之手，與子偕老」的浪漫、平凡過日子中不平凡的幸福、以及

不離不棄的情義，正好為上述單身老年女親密關係之感受作了最佳的寫照。 

綜上所述，以親密關係的成分、表達形式及感受來探討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

係的本質可知：（1）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本質是多元且交雜，重點在此時此

刻的同在：如同婚姻關係一般呈現多樣的面貌，也隨著交往時間改變，但有感於

時間的有限性及關係的未預期，重視的是此時此刻的作伴，性、愛、承諾都是其

次，重要的是光是「在一起」這件事，就足夠呈現並感應彼此的親密。（2）性別

角色影響親密關係的成分及表達方式：關懷具有性別差異；男女交往也因性別呈

現主動被動的不同；性別角色分工在老年時期亦漸趨模糊。（3）關係本身影響親

密關係的表達方式及感受：親密關係的表達方式與兩人關係的深淺有關，樣本 F

及樣本 Y 的親密較無情慾上的表達內容，這和她們與男友非同居的居住方式、

雙方關係較屬「LAT」的交往有關，反觀同居的居住方式與關係，讓彼此有較全

面的相處，親密的表達得以涵蓋較豐富的內容。而親密關係的感受也與個人對關

係的認定有關，樣本 F 因對關係的認定本就約定為「友情」，因此自覺沒有愛情

的感受。（4）以生命歷程觀點看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差異：個人身處不同世

代即擁有不同的生命歷程，另因經歷不同的生命事件亦擁有不同的生命歷程，前

者如日本教育對親密關係的保守教誨，使樣本 F 和樣本 U 與其餘受訪者相較之

下，較為不同之處在於她們不輕言說愛；後者如因前段婚姻的影響，使樣本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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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親密關係中有新奇感的成分、樣本 S 的親密關係中無性行為的表達方式、樣本

U 的親密關係中無愛情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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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發展 

前節探討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本質，本節欲瞭解她們重新作伴這段親密

關係的發展：從兩個獨立的個體到在一起，到在一起卻能擁有各自的獨立，再到

獨立卻依然能持續在一起的過程。並在此過程中發掘有何不同的脈絡引導著關係

發展的路線。接下來將分三部分來討論受訪者親密關係的發展，依序為（1）從

獨立到結合；（2）從結合中求獨立；（3）從獨立中找到契合。 

壹、從獨立到結合－關係的緣起 

    單身老年女性如何與重新作伴的男友相遇？她們之間的親密關係是如何展

開的呢？認識一個人不是被動地經由他人的介紹就是主動地自己的尋求，再不然

就是因緣際會的遇見，由受訪者回憶自己當初與男友相識的過程，可發現比較不

是自己主動尋求而認識對方，主要是「旁人促成」及「機緣巧合」所致。 

一、旁人促成 

    所謂的「旁人」意指個人社會網絡中的成員，包含親戚、朋友、鄰里及工作

同事等，而促成的方式從消極到積極有以下四種：除了一般的「介紹」，讓雙方

認識之外；也進一步到主動的「出意見」，說服受訪者進入親密關係；周遭成員

更有默契地共同「製造氛圍」－大家都覺得我們是一對的，我們彷彿就是一對的，

促進雙方進行「一對一」的交往；周遭成員甚至故意「藉機撮合」，有意無意暗

中協助增加彼此互動的機會，在頻繁的互動中滋生情意。 

（一）介紹 

    受訪者透過朋友介紹而認識男友，而該朋友的身份對受訪者而言也不盡相

同，樣本 K 和男友是透過兩人共同的朋友牽線，樣本 T 和男友是透過不同的朋

友介紹（男女介紹人並非同一人），樣本 U 則是透過工作場所附近的同事認識男

友（男女介紹人為同一人）。 

1.共同朋友的牽線 

「朋友介紹說去他公司，我就去啊！那個朋友是我們都認識的，阿就帶

我去啊！就跟我約說：來去啦！來去啦！他的公司，我就去啦！」（樣本 K，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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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不同介紹人的引介 

「我們是人家介紹的，他帶孫子出來晃晃，我也帶孫子出來晃晃，那邊

就大家都在做事，撿檳榔，人家介紹他沒有太太我也沒有先生，這樣子認識

的。他是我隔壁的鄰居認識介紹給我的，我是我朋友常常去福利中心，他住

那邊嘛，常去那邊買東西就認識他，把我介紹給他。」（樣本 T，8－11） 

3.同一介紹人的媒合 

「我以前在那個餐廳啦，就是現在的遠東百貨公司，他前面現在不是一

個空地嗎，以前也是一個百貨公司，叫作○○○，剛剛人家介紹我到那個牛

排，洗那個盤子，他是清潔工，在那個地方認識，認識不是我同他怎麼要認

識，大家怎麼樣，是一個那個日本料理的歐巴桑同我介紹，她說唉呀～你找

一個嘛，那個時候他就也想要追我，慢慢慢慢大家打招呼啦，大家互相都有

連帶關係，我是洗那個盤子，他是那裡清潔的嘛，清潔工，後來是這樣子接

上的。」（樣本 U，7－13） 

（二）出意見 

    雙方認識之後，是否進入親密關係，旁人「勸進」的意見可說是一組推進器，

樣本 M 的鄰居及樣本 U 的同事即以有伴的好（要去哪裡都有伴、男人可以幫忙

存錢）說服她們「姑且試試」－只是作伴而已、找一個伴嘛；樣本 T 則表示大家

對男友「佳評如潮」，給她交往下去的信心；反觀旁人因對方貧窮「勸退」樣本

S 不要跟男友作伴，卻提供一股反作用力，讓樣本 S 有感而發「雖千萬人吾往矣」

的堅定，執意要與男友作伴。 

1.姑且試試 

「隔壁鄰居就說，好啦！只有作伴而已，有一個伴也是很好，要去哪裡

我們都有伴，不會說一下要去女兒中壢那邊，台北那邊，自己一個人去，好

可怕耶！」（樣本 M，43－45） 

「就是那個時候就想說沒有錢，只有賺那麼幾塊錢，是那個歐巴桑勸

我，你靠這個幾塊錢到什麼時候才能夠存錢呢？找一個作伴嘛，人家女兒都

嫁出去了，看看有沒有男人可以幫忙一點點啊，你就存一點點錢，就這樣。」

（樣本 U，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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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佳評如潮 

「我是覺得說，介紹的人說不錯，有聽人風聲說他做人很好。…我是有

聽別人說他之前就愛自己的老婆漂亮，從來也沒罵過她老婆，也不曾打過小

孩，我聽人家講說，我就有自信說阿好啦，這個給他交下去應該沒問題。…

大家都知道他很好，每一個人都說他很好。」（樣本 T，100、257－259、372） 

3.雖千萬人吾往矣 

        「○太太說，他那個朋友說，這個人很令人感動喔(足感心)，顧太太

16 年，很痛苦耶，政府要救濟他，一個月領 6 千這樣，你跟他跳舞沒關係，

阿你不要跟他作「男女朋友」（加重語氣）喔！…我聽到這句就覺得說：ㄟ

ˊ！你這個人很現實耶，你的意思是說他過的很苦，難道他輩子就交不到朋

友嗎？我一剎那就是想說：我絕對喔...他如果不嫌棄我，一直追我，我就

是要跟他作朋友！」（樣本 S，46－52） 

（三）製造氛圍 

    在不討厭對方的前提下，當受到旁人以「你們是一對」的方式對待時，身處

其中的受訪者及男友即漸漸感染這樣的氣氛，而以「我們是一對」的方式思考及

行動，如此「一對一」的氛圍就像一種催化劑，加速兩人「一對一」相處模式的

形成，原本「應觀眾要求」的做作樣子，也隨時間久而久之化為一種「自然而然」

的真情流露。 

「…是上課的時候在一起，（下課後）他回他的家我回我的家。久而久

之喔，人家都認為我們是一對的，其實我們根本也還沒有，人家都就以為我

們是一對的。而且年齡他也不見得顯得老，看起來就很合適。」（樣本 H，

27－29） 

「我們去玩的時候，大家都說我們兩個是夫妻，他對我是很好，照相啦，

他在福利中心有團體出去嘛，去台東啦去花蓮啦，都是出去，他很喜歡照相，

我們就兩個人 14 年中間都很好，就一天一天這樣過。」（樣本 T，15－17） 

（四）藉機撮合 

    另有當事人在不知情的情況下，由周遭朋友故意將兩人「送作堆」，樣本 S

的男友請託朋友協助製造彼此相遇的機會（打電話通知他），樣本 T 則是鄰居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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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安排兩人互動的機會（同作一份工），藉由頻繁的接觸讓彼此更加認識熟悉，

進而滋生愛意。 

「他就跟他朋友說，○先生○先生，如果你知道這個小姐（樣本 S）要

出來跳舞，你就趕快打電話跟我說喔，我一定要再來遇到她。後來很奇怪，

○太太不論帶我到哪裡，這個人就會出現，奇怪呢，我才知道他有跟他們相

通。」（樣本 S，54－57） 

「每一天晚上他下班，我是沒在上班，他下班就去載他兩個孫子來我家

樓下，我就把我兩個孫子洗澡好就去樓下，到了樓下一推太太，大家都在考

慮講話....就在抽那個青仔莖，就弄一桶給我們兩個人在那邊扯來扯去，我

們不知道（他們在撮合我們），就想說要幫忙他們，他們就暗中要幫我們牽

線啦，我們就不知道，就扯來扯去邊做邊笑，就說吼～我要扯你也要扯，就

這樣邊做邊笑啦，越接近越認識。」（樣本 T，101－106） 

二、機緣巧合 

    除了旁人促成之外，所謂「相逢即是有緣」，我們中國人常講的「緣分」也

是受訪者用來詮釋與男友相遇的起因之一，有的表示因為「彼此有緣」一起跳舞

所以認識；有的描述兩人相識的邂逅，說是偶爾之中或覺得有趣極了，表現出對

「時空巧合」的驚喜。 

（一）彼此有緣 

    樣本 Y 參加晨間運動，因老師帶著去舞廳跳舞而認識男友，她覺得兩人的

相識算是彼此有緣分。 

「我們去跳舞，那就認識人了，如果老師不帶我們到舞廳去跳舞，也不

會認識人，你運動其實運動回家了嘛，也算是有緣啦，後來天天跳舞天天認

識啦，以後就互相交換電話啦，大部分都是他約我。」（樣本 Y，227－229） 

（二）時空巧合 

    樣本 S 因朋友之邀第一次去舞廳，男友也是第一次踏進那家舞廳，竟然就這

樣認識；樣本 M 和男友則是不約而同參加遊覽活動，在遊覽車上因好心給他糖

果而認識，兩位受訪者都對這樣的不期而遇有一種「怎麼會有那麼巧的事」的反

應，並對該次邂逅感到是種意料之外的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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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我跟你說，我實在是真的是很偶爾（輕笑），偶爾就是說，我們

的鄰居，○太太，她說：阿～春子（日語）！你自己一個人都一直蹲在家裡，

不好啦，我帶你出去哪裡，她要帶我去哪裡也沒跟我說，結果把我帶去○○

○舞廳啦，阿～糟糕啦！我又不會跳舞，她說你如果不會跳舞就聽歌啊，結

果遇到○伯伯（指男友），那天也去○○○舞廳。他就學那個站起來，看到

我就鞠躬伸手「請」（受訪者示範邀舞貌），我就對他搖手（表示不要），他

又再一次，我又搖手，他第三遍又請我，我還是搖手，第四遍的時候剛好我

朋友的男朋友，他就說○先生（指男友）你今天怎麼會來○○○，他說我就

剛好去圓山運動，一個朋友跟我說○○○舞廳現在有一些女性，一些歐巴桑

小姐，氣質不錯，他聽到他那天才去，不然他也從沒去過。」（樣本 S，26

－35） 

「第一次見面喔...真的是要笑死囉（哈哈），大概是民國 87 年吧，去

旅行喔去遊覽就對了，遊覽車上面認識的的啦，遊覽車上面那個老阿婆啊，

我上家的啦，她是每次去旅行去遊覽她就會拿那個糖果啦什麼東西吃啦，她

就發，我在我朋友的後面，她發糖果嘛，她不認識他嘛，隔壁的有，我也有，

只有他沒有，唉唷～我說伯母你怎麼這樣發糖果，只有他自己一個人沒有

啊，不好意思啦，乾脆你給我的我就給他，給他後來就講一講、講一講就認

識了。」（樣本 M，6－11） 

    綜上所述，單身老年女性與男友發展親密關係的緣起主要是由「旁人促成」

及「機緣巧合」，旁人促成從消極到積極係透過介紹、出意見、製造氛圍、藉機

撮合等方式；機緣巧合則是受訪者自覺與男友的相遇是彼此有緣及時空巧合所

致，由此可知： 

1. 雙方的共同性是親密關係緣起的契機 

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緣起不論是旁人促成還是機緣巧合，可以發現都帶

有「共同」的意涵，有的由共同朋友介紹，有的屬於同一社群，有的參加共同活

動，有的工作於同一場所，因為雙方具有共同性，讓彼此生活有了交集，也因為

生活有了交集，更容易促發旁人的促成的可行性，或增加機緣巧合的可能性，前

節曾歸納出共同性是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主要成分之一，在此更呈現共同性

是她們親密關係緣起的關鍵契機，可見共同性是其親密關係中一直存在且一脈相

承的重要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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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網絡及社會參與對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建立是重要的 

年輕人交友管道很多，可以經由朋友介紹、自己尋找、機構媒合，現在還有

網路交友，只要願意嘗試，不怕沒有機會認識。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緣起則

多是透過朋友－社會網絡成員－的介紹，或在公共場合中參加共同的休閒及從事

相同的活動－社會參與程度－而認識，自己較無積極的尋求，反而是旁人主動的

介紹、出意見、製造氛圍、藉機撮合來啟動、推進、催化、激發雙方關係的進展，

就算是自己因緣際會認識對方，之後旁人的促成還是雙方關係進展的一大動力。 

樣本 U 和樣本 K 現雖為獨居老人，其社會網絡及社會參與較非獨居者為少，

但前者曾入職場又現為元極舞的一員，後者中風前喜歡跟朋友唱歌，之前建立的

社會網絡及社會參與成就當初與男友的相識，進而形成今日的親密關係，由此可

見社會網絡及社會參與對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建立的重要性，早年建立的社會

網絡到晚年即發揮其功能；另一方面，社交活動的頻繁有助於增加認識異性伴侶

的機會，而認識異性伴侶之後亦有助於提高社交活動的參與，兩者相輔相成。 

貳、從結合中求獨立－關係的發展脈絡 

    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有了開端之後，是如何發展下去？歸納受訪者的陳

述可以發現她們親密關係的發展脈絡朝著兩種路線邁進－「自主」及「自由」。

自主（autonomy）的意涵包括自我決定（self-determination）、自我規制（self-rule）、

自我管轄（self-governance）、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個人控制（personal control）、

獨立（independence）及自由權（liberty）。Cicirelli（1992）將個人的自主性界定為

「個人有能力依據符合其價值觀的方式去選擇並做審慎的決定，以滿足需求和達

成目標」，此一定義突顯「自主」此概念的中心要素是個人有能力且有自由去做

決定（引自呂寶靜，2001）。在此歸納的自主及自由兩條路線並非平行無交集，

而是互為表裡的關連，自主包含自由，且多了實踐自我決定之意味（我決定且我

承擔），自由則呈現自身親密及獨立需求之調和（要親密也要獨立）。 

一、自主－我決定且我承擔 

   自主指的是因已完成身為妻子及母親的職責，讓自己在重新作伴這件事情上

顯得理所當然；而在交往之後，也因有自身的安排、或子女沒有意見，或覺得我

們開心就好，讓自己得以掌握交友的主權；但關係中難免發生齟齬，更因當初是

自己的選擇，故萌生一種自我承擔、概括承受的想法，皆有一種「自主」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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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其中。 

（一）妻職已盡，母職已了 

    傳統社會對已婚女性的期待即是要能稱職地扮演一位賢妻良母，克盡妻職與

母職，她們重要的任務即是「相夫教子」，當先生背後偉大的妻子及推動搖籃的

那雙手。對單身老年女性而言，單身意味著先生已過世（或離去），老年意味著

子女已養育成人，一方面女性終於完成妻職及母職的角色，可以理所當然關照自

身的需求；一方面以前對子女付出的辛勞現在轉化為子女對她的敬重，使她們擁

有一股自主的力量：先生既然去世，我把小孩拉拔長大，長大後小孩不能陪我，

交友有何不可？ 

1. 先生已經過世 

樣本 M 提到又不是丈夫還在，自己卻另外找伴，丈夫既然去世，與夫家的

關係也較不緊密，親戚亦無置喙餘地。 

「我先生那邊我也沒有來往，去世了就沒有去了，他們也沒有來。他有

兄弟，他的哥哥以前有來過，他就看過（男友）了，他自己弟弟沒有啦，我

交往怎麼不可以，是說我還有先生又來帶一個，這樣子就不行。」（樣本 M，

359－361） 

2.我把小孩顧大 

對年輕即喪偶的樣本 S（42 歲喪偶但其間前夫癱瘓 6 年）及樣本 T（37 歲喪

偶）來說，獨力把子女拉拔長大更可謂功德圓滿、鞠躬盡瘁。年輕時為小孩受盡

艱辛，年紀大了自己享受清福也是理所當然。 

「不知是我的福氣還是不是，我對丈夫，雖然我丈夫倒下去那麼多年，

我都把他顧得很舒適，小孩都顧到大家長大成人，這樣才能放心，50 幾歲

才能遇見他。」（樣本 S，128－130） 

「那時候已經孩子大了啦，我要做也好，沒有做也好，孩子他就會賺錢，

會錢給我用，我也是做很多事情啊，給人家帶小孩子啦，給人家煮飯啦，做

苦做來是很多啦！」（樣本 T，12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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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孩又不在家 

樣本 M 及樣本 Y 則認為小孩又不陪我，那我需要人陪，當然可以找伴，樣

本 Y 表示就算小孩反對也無所謂，頂多不在小孩面前提起就好。 

「像我兒子喔…他也不會說怎樣反對啦，他也不敢反對啦，因為他沒有

常在家啊！他是說常在家，有跟我在一起，我有伴我就不會去交啊，他們倆

兄弟一個買房子買在中壢，一個買在台北，那麼遠，所以我說我沒有伴我就

交一個。」（樣本 M，354－357） 

「我提了怕他們不高興，也不提，你曉得隨便你曉得，反正你們也不在

家，我也要出去，我一個人在家裡甚至也是很無聊的，沒有人講話嘛！」（樣

本 Y，280－281） 

（二）交友主權，盡其在我 

    踏出交友的第一步後，接下來要怎麼走下去，受訪者仍握有主導權，有的內

心自有安排；有的覺得子女沒意見，也不必理會其他人；有的自己沒想太多，也

不管別人想些什麼，一切自己和男友兩人開心就好。 

1.我自有安排 

    樣本 S 在兩人關係進展到同居時，即打算買下男友的房子後才同意搬入，一

方面便於探望自己的母親，一方面也不願讓別人說閒話，對於親密關係的投入是

有經過自己的考量及安排。 

「本來只是認識，後來就是我跟他買了這間房子，我跟他說如果你這間

房子賣給我，你孫子如果賣給我，我就來跟你作伙。我有一個媽媽 80 幾歲

了，住在台北橋那邊，我時常會想到媽媽，如果住在這邊比較近，可以回去

看媽媽，我就有這個心。…他啦！他叫我搬過來，我才想說你如果要我搬過

來，你房子就要想辦法叫你孫子賣給我，我如果買這個房子才可以（住在一

起），不然男女授受不親，我如果來這裡住，人家會說什麼這個女人長的不

錯，人家這麼說不是我說的，那麼有氣質，阿這個那麼老了，也不是說長的

怎麼樣，也沒錢，怎麼會想要跟他在一起，一定是說是這間房子的關係，我

不要給人家說這些，風風雨雨有這些話可以說。所以我一生很乾淨這樣，很

勇敢啦！很堅強啦！」（樣本 S，298－301、31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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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子女無意見 

    除了自己的立場，對於旁人的意見受訪者多提及子女的態度：樣本 H 表示

子女能奈她何，就算她們有意見也不太具影響力；樣本 M 也提出子女都無意見

了，旁人的意見更無足輕重；樣本 S 則是因為想要「從頭顧到腳」的付出，對於

男友沒有小孩也就沒有意見，一切可以操之在我的情況甚為滿意。 

（1）小孩能講什麼 

「沒有沒有～包括子女都沒有（意見），他們能講什麼？我那朋友（男

友）說：天要打雷娘要嫁（哈哈），誰都沒辦法！」（樣本 H，568－569） 

（2）小孩都沒意見了何況其他人 

「他們問我啊，我說我要伴啊，不行嗎？有很多人問我，他們會說唷～

到你家的是誰囉又怎樣囉，這樣一直問，我說我的朋友啊，我要作伴啊，不

行嗎？沒有人敢講啦！我兒子都就不敢講了，他們還敢講什麼，交交 10 多

年了。」（樣本 M，100－102） 

（3）對方沒有小孩 

「他沒小孩啊，沒人會干涉，他一個人，我想要管他什麼他就可以給我

管，這樣我最滿意啦。如果有小孩要來干涉，我就不要，我就看破，如果他

的小孩或是親戚要干涉，那就給你們照顧，這個人就不用我顧啦，我就不要

啦，我要顧的人，我就是要付出，要顧他。如果有人要來干涉什麼事情，我

就不要了。我也有跟他說過，如果你的兄弟要來干涉什麼，我就不要了，你

就給你兄弟顧就好了。」（樣本 S，887－892） 

3.我們歡喜就好 

    樣本 K 與其男友皆為獨居老人，子女親友不太往來，對親密關係的經營覺

得你好我也好，兩人在一起開心就好，其他的都不是很重要。 

「不會啊！我不會怕別人知道，人家知道也不要緊啊！我們歡喜就好

了，哪有什麼要緊，何必怕別人知道？別人也不會來照顧我們啊！對不對？」

（樣本 K，50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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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己決定，自擔後果 

    兩人同行在親密關係這條路上，難免會遇到不順遂的地方，但念在當初是自

己一手主導，後果也需一肩承擔，也就萌生「選擇所愛、愛所選擇」的情懷，自

己選擇也就怨不得別人，結局演變如何仍是自己所愛。 

1.自己識人不清 

    樣本 S 與男友交往期間，男友曾經有別的女人，她覺得是自己識人不清，不

強求對方留下，另早些日子男友生活習慣不好，抽煙、喝酒、賭博樣樣來，還會

發脾氣趕她走，但當初是自己決定要和男友在一起，也覺得一切都是命，更曾信

誓旦旦說要照顧男友，故也不敢跟子女抱怨，不好意思向子女訴苦。 

「因為那個時候跟他認識是想說他對太太很好，因為我用錯誤的眼睛看

人，看到會有別人的他，所以我就不會捨不得，我就叫他去啊，去住她那邊，

這樣啊…嘿啊～我自己覺得說阿～我看錯人了，那就算了，我不會灰心，我

說那就算啦，你就去住她家，我自己一個人住這邊我很舒服。」（樣本 S，

779－784） 

「我也過了一陣子很痛苦的日子呢！是到這兩三年比較不那麼痛苦，我

怎麼會有這個緣，怎麼會找到這個，有話也沒人可以說，也不能跟女兒說，

兒子說，都自己默默受委屈。」（樣本 S，175－177） 

「有想過不要啦！但是我如果回去蘆洲住，我會被我小孩笑耶！我房子

都買下來了，我媳婦跟我兒子知道我跟他買房子，他還會趕我呢！我買的房

子你還趕我！…（你有想過回去？）對啊！我怕被我兒子和媳婦笑，我是要

管人的人耶，這樣很沒面子耶！」（樣本 S，742－744、751－752） 

2.自己選擇的他還是他 

    樣本 M 的男友現在年紀大了身體不好，但還是當初的他，是自己以前認識、

愛上的他，雖然對男友每下愈況的健康狀況有些埋怨，但還是歡喜作伴甘願受。 

「後悔有什麼用啊，就是他本人又不是別人，我以前認識他到現在，前

幾年還會去工業區那邊玩，每天晚上過去 9 點多 10 點才回來，現在他就不

會去了，身體不好，他會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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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由－要親密也要獨立 

   自由指的是因自己一個人生活沒人管，享有交友的自由自在；而在交往之後

卻發現自己的生活多少喪失了原有的自由，而產生親密及獨立兩難的困境；

「LAT」、放自己自由、或給對方自由的折衷相處模式逐漸發展出來，以兼顧關

係中親密及獨立的需求，皆涵蓋一種「自由」的概念。 

（一）找伴的自由 

受訪者多提到交朋友很自由，反正自己也沒人管，甚至說自己在家的地位最

大，學者亦指出女性地位在停經後的中老年期普遍提高，除因獲得子女的尊重及

報答外，其人生閱歷使她們得以免除許多行為限制進而指導別人（盧蕙馨，1999）

樣本 S 及樣本 T 對自身的自由即有此種地位提高的意涵。 

「我們都很自由耶，因為我在我家是這支的（比出大拇指表示最大），

我的孩子也沒人敢說話，我的長輩我爸爸去世啦，我媽媽也沒跟我住一起

啊，我沒有婆家，我嫁給我先生就沒婆婆，就都沒有啦！我先生 9歲就沒有

長輩的，所以都沒人管我，自由就是了啦（呵呵）！」（樣本 S，493－496） 

「那時候就很自由啦，我的孩子也沒在管我啊，我就愛唱唱歌，做什麼

做什麼，阿他也喜歡唱歌，有時候就約他去卡拉 OK 唱歌，然後我跟他出去

玩，也會去唱歌。」（樣本 T，108－110） 

（二）有伴的不自由 

    受訪者亦指出在交了朋友之後，生活上有些不滿意或不方便的地方，雖未直

言失去自由，但皆有回應到學者所言老年女性的約會關係除想要有人陪伴，也想

要保持獨立（Dickson et al.，2005），有人作伴後反而失去獨立的自由：有的想去

哪裡為了陪男友不能去、有的想作什麼就被男友嘮叨、有的想要休息又要陪男

友、也有的直接點出沒男友在覺得孤單，有男友在又嫌煩的矛盾心情，都呈現出

單身老年女性在親密關係中想要親密也想要自由的兩難。 

1.想去哪裡不能去 

「我有時候會想老母啊，但我們也是會想說如果我們出去他自己一個人

就沒伴，我說沒關係你放心繼續睡，我坐在這裡等你，你如果起來看你想要

去哪裡，我就陪你去哪裡。」（樣本 S，867－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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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想做什麼會被唸 

「不好他就是喔...他愛胡亂唸我啦，我就是不喜歡給他唸。…譬如說

我現在買東西回來，他就會唸說那個東西要怎麼弄怎麼弄，阿他是沒惡意

啦，我就聽到就想說我就會，你就不要一直唸，我聽到就很難過，很氣啦！

一直要氣起來就是了，我現在中風，脾氣變得比較差，一直要氣起來。如果

之前我是比較不會這樣啦！」（樣本 K，297－302） 

3.想休息又想陪他 

「現在我腳痛，他來看他說這樣來增加我的麻煩，我也說你不要來啦，

你來看到我痛苦你也痛苦，我自己一個人愛睡覺就去睡覺，這樣比較快活，

比較自由啦，有時候他來還要陪他聊天，他要看電視要陪他看電視，如果沒

陪他心裡又想說放他一個人看電視真沒意思，人家特地來到我們這邊我們還

放人家一個人看電視，我就會陪他一起看電視，他就說這樣我會太酸（腳不

舒服），他就比較少來。」（樣本 T，198－204） 

4.怕孤單又怕他煩 

「他有時候不在又想說感覺一個人孤孤單單，他在我又煩，合不來，個

性合不來，等一下又要吵起來。」（樣本 U，528－529） 

（三）親密又獨立的自由 

    受訪者為了調和親密關係中陪伴與獨立的兩難，於是衍生出一些相處之道或

相處模式，在一起後無法享有一個人全然的自由，但也無法忍受兩個人綁在一起

的不自由，在兩邊擺盪中產生折衷的自由：「放自己自由」及「給對方自由」，皆

是不強求雙方時刻黏在一起，但當自己需要時卻知道對方可以依賴的相處之道。

前者是顧及自己自由的需求；後者是顧及對方自由的需求，當給對方自由後，回

頭亦能發現自己的自由。另一方面也有因居住安排產生「LAT」（living apart 

together）的相處模式中，感受到在一起的親密，也可以享受一個人自由。 

1.放自己自由 

    樣本 S 和男友在一起後，仍與子女保持密切聯繫，但想要回去看小孩又捨不

得放男友一個人在家，在自由行動與陪伴男友之間面臨兩難，最後選擇滿足自己

想要自由的需求，她在子女及男友之間作選擇的心情就像年輕人在父母與愛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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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一般，把不同圈子的人硬放在一起，結果就是大家都不自在，不如放下另一半

讓自己自由一下；樣本 U 和男友在一起後即操持家務，就算兩人搬進國宅後分

屬不同住戶，到對方家就像進出不同房間一般往來頻繁，後來發現自己一個人想

吃什麼就吃什麼，不需為他張羅或吃他喜歡但自己不喜歡的飯菜，放自己一個人

也很自由自在。 

（1）我回去跟小孩快樂 

「像我星期日都會回蘆洲，我就會說：老公～我要回去蘆洲，我就吃完

中餐，晚上的東西就幫他弄好，叫他自己弄熱來吃，老公～對不起喔...我

為了看我兒子和孫子，放你一個人孤單我很捨不得耶，阿可是你也要忍耐，

如果我帶你去，我們就不一樣啊，你如果跟我們一起待在家裡，我們母子如

果要講話還是怎樣就不會開心，開心不起來啊，因為不是自己的爸爸也沒有

從小顧到大，大家就會回自己房間啦，不一樣啦，這樣就不熱鬧啦，你待在

家裡，我回去就好，我回去就和我兒子和小孩快樂。」（樣本 S，610－616） 

（2）我一個人吃我愛吃 

「我也沒有什麼需要他不需要他，我也是好像普普通通，也沒有說什麼

愛啊不愛啊，也沒有感覺說沒有你我就糟糕了，我反正沒有你我也是獨立過

慣了，像這幾天他出去，我也感覺一個人也算，你不要過來跟我擠在一起，

你不過來我還不囉唆，我一個人來買一點點東西我愛吃什麼，你說要煮給我

吃我都不喜歡吃，他錢輸掉了，一碗麻醬麵，天天都是麻醬麵。」（樣本 U，

300－305） 

2.給對方自由 

    除了偶爾放下另一半讓自己享有自由外，也有受訪者提到會暫時放手不管另

一半，讓他享有部分的自由，兩個人在一起許多生活習慣本就不同，何況是老年

人多年來已養成的固定生活習性，有些可以磨合，有些其實不必要介入。樣本 M

的男友喜歡下象棋、樣本 K 的男友喜歡三溫暖，她們就表示不會要求一起參與，

就讓男友自由從事各自的嗜好；樣本 T 則很有自信地說就算兩人沒有在一起，她

也能精確掌握男友的行程，心裡知道就好，人不需要帶在身邊一直看到；樣本 U

以前會管男友愛賭博、計較男友給錢持家，現在更提到不管對方，不計較那麼多，

兩人都可以自由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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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玩他愛的 

「我就不要去，他自己去，他是去玩象棋，我去我又不會玩，去又沒有

什麼意思，我就沒有去。有什麼活動啦，還是要去哪裡參加什麼活動，就會

兩個人去。」（樣本 M，156－158） 

「阿就愛三溫暖啊！他現在也是很愛三溫暖啊！我是不會管他去那

個，找他找得到就好了，有事情找得到他就好了。我是了解他是去哪裡，我

們就知道這樣互相，對嘛！？互相體貼，不是說要怎樣。…我們如果要找他

就打電話去叫小姐幫我們叫，他也不會怕我們知道啊！互相信任啊！互相

啦！就像我們如果遇到一個男人一直給我們管也很難受，我們就要知道會想

說不能這樣，現在男人和女人都一樣，平高平大，我們如果不對，他管我們，

我們就要承認，那如果我們沒有不對這個男人還胡亂一直管我們（笑），所

以要這樣才對。」（樣本 K，67－71、155－159） 

（2）知道他行程就好 

「我現在每天都沒想什麼，只想說ㄟ這個時間他在廟裡，我想到手機拿

起來就打電話給他，我說你在哪裡啊，他說在廟啊，我說你還沒吃飯啊，他

說還沒啊，等一下吃飽回去睡覺，這樣子啊，有時候我晚上，他要看「愛」，

他看完了我就打電話說睡了沒有啊，他說剛剛開始要準備睡覺。我都知道他

什麼時間作什麼事情，什麼時候他如果沒打來我就打過去。」（樣本 T，194

－198） 

（3）不管他我也自由 

「我一直想要分開他不肯啊，我就心軟，我有在跳元極舞啊，常常裡面

的人，我有苦處都跟裡面幾個比較知心的講，他們說既然這麼多年了啦，你

一個人也是沒有伴啦，大家互相作伴，不要計較，我們年紀那麼大了，錢方

面不要計較，苦一點過啦，他們說多少有一個伴啦，他的事情你不要去管他，

就是我也自由，他也自由，我也是很自由要到哪裡去就去，只要講一下我要

到哪裡去就這樣，他說我要去哪裡，你出去哪裡沒有關係啊，他現在出去怎

麼樣我也管不住了。」（樣本 U，11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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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AT 

    除了上述讓彼此自由的相處之道外，另有「在一起卻不住在一起」（Living 

Apart Together）的相處模式，也能達到「顧親密也顧獨立」的效果。樣本 Y 白天

外出和男友一同玩樂，晚上就回家和子女享天倫之樂；樣本 F 和男友同為安養中

心的住民，每天生活大多照表操課，一同吃飯、看報紙、散步、看電視，其餘時

間則在各自房間，這樣劃分與男友相伴、與子女相處或自己獨處的生活模式，不

至於顧此失彼，皆讓她們感到自在又愉快。 

「那退休以後碰到現在這個朋友，那就興趣相同，講話也講得來，大家

5點以後下班就各自回家，自自由由、自自在在的嘛，所以我們交往也好幾

年了。」（樣本 Y，27－29） 

「我覺得我這樣很快樂，因為白天我跟他一起玩，年齡相同，玩得起來，

談的起來，那晚上小孩在，我看到他們心裡也高興的。」（樣本 Y，217－218） 

「快樂過日子是好啦，去哪裡啊看夜景啦，他就會在門外喊說：散步囉，

我說好～你先去，我要吃藥喔，你先去！他沒有進來啦，阿，有，他現在電

視壞掉，7 點到 8 點來我這裡看電視，看新聞報導，8 點囉～回去！他就回

去了，我也沒有去他那裡啊！」（樣本 F，） 

由上述討論可得知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發展脈絡係依「自主」及「自由」

兩條路線邁進：「我決定且我承擔」及「要親密也要獨立」，可以說單身老年女性

在發展親密關係時亦在行使其自主：她們有選擇交友之決定權、有受他人尊重之

意見表示、有調和自身親密及獨立需求之自由權；而她們在關係中所行使的自主

亦呼應邱清榮（1997）的研究指出我國老年婦女自主性的內涵包含「獨立」、「受

尊敬」、「有決定權」、「有自由與隱私」之概念。 

除此之外，在受訪者談論與男友的交往過程中，亦可察覺她們為了維護自身

的自主及自由，有意地在某些地方「設立界線」，包括身體、空間、家庭、照顧

負擔、祭祀責任等，用來彰顯這是我的私人土地請你不要越界，或那是你的事情

我無需插手，劃清界限有助於保有自身的自主及自由，也能讓她們在彼此的交集

中較無後顧之憂地經營親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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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體 

    樣本 U 表示自己接受的日本教育教導「性」對男人而言是需要，但對女人

來說是受罪，但既然身為女性就有提供「性」的義務，而在男友嫖妓事件後，她

即不願再和男友發生性關係，拿回身體的自主權，在自己的身體上設立界線，甚

至為了不和男友一起睡而故意買單人床。 

「我說你讓我自由啦，我們不要來往，我們就切斷關係，好不好，他不

肯。我這個人個性很強喔，你有這種外面買賣的女人（性）接觸，我就不要

了，萬一你傳什麼病回來，不乾淨，我的體質是很愛乾淨，只要有一點點髒

東西還是什麼的我皮膚就會有反應了，我不要給他，他就不敢怎樣，這點他

好。」（樣本 U，251－255） 

「有時候他一個人不敢睡會跑過來同我擠啊，我這個床是「調皮」買了

一個人，一個人就是不給他過來睡。」（樣本 U，263－264） 

2.空間 

    樣本 S 在與男友同居時提出買下男友房子的要求，當初是為了不想讓別人說

她是為了房子才跟男友在一起，而在男友結交別的女人後，更可理直氣壯的表示

我的房子不歡迎你，彰顯自己擁有房子的主權（這是我家），在空間上設立界線，

另外樣本 U 為了擺脫照料男友的家務，故意登記一人一房的國宅（那是你家），

各自顧各自的家就好。 

「我有跟他說：阿○～你如果跟她有合，你就去她家住，你不要住在這

裡。那個時候我可以這樣說啊，房子我跟他買的啊，我說：你之前常常趕我，

現在我知道你有女朋友了，你可以去那裡住。」（樣本 S，768－770） 

「現在搬到這裡我「調皮」我一個住，給他隔開，我不再負擔這麼重，

我沒有那麼勤奮每天買菜，買菜我也很辛苦，故意分開他一家我一家。」（樣

本 U，140－142） 

3.家庭 

    樣本 Y 當初與男友交往時，男友尚有太太，子女也反對兩人在一起，因此

她對各自家庭的界線相當敏感，就算現在男友太太去世，屢對她提出再婚的請

求，她仍不為所動，依舊保持白天在一起，晚上各自回家的交往模式，認為不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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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介入彼此的家庭，不需負擔對方家庭的種種，在家庭上設立界線，白天在各

自家庭外交往，晚上回歸各自家庭，既有人陪又保有自由。 

「他女兒有幫他請外勞，他女兒現在出國去啦，家裡他一個人，他女兒

不放心給他請個外勞，那我說很好啊，你請個外勞有人照顧你。我不必要去

照顧他，交給他女兒照顧，所以我還是我，他還是他，那就白天來了我們就

見面，晚上就回家了，我也不會去他家看他，我們不介入到家庭生活。這樣

比較沒有心理上負擔，單純一點嘛，負擔就是我要怎麼樣，要到你家裡去囉，

你家裡怎麼樣囉，我家裡怎麼樣囉，這個是心理上的一種負擔，我們這樣行

動很自由的，回家就回家，出來就大家一起玩玩，我覺得這樣很好，白天也

不孤單，有人講話啊，晚上有自己的空間時間，你要作什麼都可以。」（樣

本 Y，234－242） 

4.照顧負擔 

    老年人終究要面對的健康問題，也是受訪者在兩人親密關係中相當重視的議

題，尤其單身老年女性在喪偶後，好不容易卸下照顧前夫的重擔，現在重新作伴

後，面對再次肩負照顧任務的可能性，確實需要仔細考慮。樣本 T 甚至在與男友

認識之初就約定好，若生病時的照顧負擔由各自子女負責，在照顧負擔上設定界

線，免除自己對男友的照顧負擔，而退居慰問的角色即可。 

「我們認識的時候就有講好了，我說我們住在一起是住在一起，以後如

果怎樣的時候，就各自孩子處理，有生病就各自孩子處理，他生病的時候我

們也會去看他，買些什麼給他吃，會去巡他一下，我不舒服他也都會來看我，

這樣就好了。」（樣本 T，291－294） 

5.祭祀責任 

    老年人需要面對的不只有「病」，還有「死」，上述已討論病的照顧，亦有受

訪者提到死的祭祀，國外文獻大多提到單身老年女性在親密關係中不願重操照顧

舊業，但未見祭祀責任的討論，應與傳統中國文化重視「慎終追遠」的觀念有關。

樣本 U 在與男友作伴之初即很慎重的向女兒提到，日後男友去世的事情交給他

子女負責，我們母女無需處理，在祭祀責任上設立界線，對中國人而言，死後有

人祭拜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釐清「誰拜誰」在老年人的親密關係中也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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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受訪者女兒）來找我的時候知道我住在中華路，我就同她講，

我說他（男友）這個是將來死的時候我們不用負責，他有兒女，我們也不要

給他負責，他們自己處理，就這樣條件，事實是這樣。」（樣本 U，511－513） 

綜合受訪者對親密關係中設立界線的考量歸納出以上五種面向，進一步從每

位受訪者的生命歷程角度來探究，亦發現個人重視的焦點不同，所設立的界線也

不同：樣本 U 認為女人的「性」是很高尚的，當發現男友不忠時，即鎖住身為

女人最珍貴的身體；樣本 S 認為當初是我有心容納你，當你不戀棧時，即關上為

你保留的空間；樣本 Y 最在意自己介入別人的家庭，就算男友太太已去世，仍

執意保持各自家庭的界線。 

再者，有子女的受訪者一方面對照顧負擔的界線多採各自子女自行負責的看

法，仍抱持「養兒防老」的觀念，一方面不希望增加自己負擔，不願重操「照顧

舊業」。但樣本 S 與子女關係良好，對於男友的照顧不僅不要對方子女干涉（故

男友無子女是她最滿意的一點），也不要自己子女介入（當自己無力照顧時就將

男友安置到養老院），因為她打定主意「自己的一生就是要奉獻出來照顧他」；而

樣本 K 的子女經濟欠佳，男友的子女從未理會父親，之前男友罹癌是她照顧，

後來她中風也是男友照顧，因此較抱持「我顧你、你顧我、互相照顧」一種「互

相取暖」的態度，可見界線得否設立，也與自身抱持的信念及擁有的資源有關。 

最後，受訪者對祭祀責任的界線一方面除顯示傳統中國文化對於「慎終追遠」

的重視，一方面也呈現單身老年女性在親密關係中針對彼此在不久的將來即將面

對死亡的準備心理。 

再分析：「同居不婚」的親密關係 

    單身老年女性與男友交往之後，兩人關係是如何達到「穩定」－即形成一對

一的親密關係？受訪者在訪談中並未具體提及類似戀愛中的告白行為或是婚姻

中的求婚儀式，但似以兩人「同住在一起」表示親密關係邁向另一個階段。不論

是女方搬進男方家，還是男方搬進女方家，這樣的同居關係在形式上代表雙方連

結的特殊性、在實質上則提供彼此歸屬感及共同性。 

本研究 8 名受訪者中有 4 名現與男友同居（S、K、M、T）；2 名曾與男友同

居（H 現與男友分手、U 現與男友當鄰居）；2 名不曾與男友同居（F、Y），僅維

持「LAT」的交往：樣本 F 與男友因身為安養中心住民，一人一房何來同居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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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 Y 則表示自己不結婚就不同居（我不要，我要住在一起就要跟他結婚，不

結婚就我就不住在一起，不結婚你跟他住在一起幹嘛呢？我不是害了我自己，害

了我兒子抬不起頭來）。餘 6 名受訪者為什麼要與男友同居？從她們對自身曾有

或現有的「老年同居」關係提出之看法中，可歸納出同居對單身老年女性有「表

示接納」的意涵、有「滿足需求」的功能、是「親密關係發展所趨」的結果。 

（一）表示接納 

    在本章前節論及親密關係關懷的成分，即以受訪者（樣本 S 及樣本 H）的「拯

救」之姿、「絕對要給他幸福」的氣勢，展現出亟欲照顧對方的關懷之意，歸納

出「女方積極付出」的面向。該兩名受訪者對與男友同居的目標，亦是懷抱著想

要照顧他人的接納之意，只是在作法上略有不同。 

1.是自己有心來容納男友 

    樣本 S 表面上雖然搬進男友家，但為了不讓別人說自己是貪圖男友的利益才

在一起，也為彰顯自己純粹是為了想照顧他而在一起，反客為主買下男友的房

子，轉換成男友住進她的房子，是她願意接納他才讓他住進來。 

「嘿啦～對，我就是這樣做（把房子買下來），我不要讓別人說，這就

是為了...愛他的錢啦，那麼老了才會...我不要！我絕對不要！如果有人這

樣說我會受不了。有耶，有人說：你怎麼這麼傻，你跟他一起住還買他的房

子，我說：唉唷～你怎麼這樣，你是說認識一個朋友就是要拿人家的東西？

我們人生在這個世間，不要想說沒什麼付出就想要白吃的午餐，不要這樣子

啦？這樣子就接受人家不好，不好啦，這樣不會平高平大啦。我自己覺得這

樣啦，我這個房子跟你買，就是我的，我有這個心來容納你。」 （樣本 S，

325－332） 

2.告訴自己就接納男友吧 

    樣本 H 曾與男友短暫分手，後來看他不會打理房子，凌亂到無法住人，又

重新接納男友接回一起住。 

「有一天他就說你要不要來，我就又去他祖厝，一看我真的是目瞪口

呆，他把人家祖厝喔，把拜拜的地方也全部都攤的是到處都是，把人家管理

員的、打掃的、每一個人看到他那樣都頭痛，他不管啦，他就是這樣子給你



 122

搞的一塌糊塗。我看他那樣就說好吧～走走走！去我家吧去我家吧，我又把

他帶回來。帶回來那個時候阿就是說，好吧！你就接納他吧！就住進來了。」

（樣本 H，145－150） 

（二）滿足需求 

    除了上述女方付出的接納之意，亦有受訪者提到與男友同居其實是基於男方

可以提供的功能以滿足自身的需求，包含「安全的保護」、「經濟的挹注」及「對

家的想像」，前兩者是實質的助益，可以說是一種助燃劑，有了動機起了頭，頭

過身就過，往往越住越久越近，漸漸就同居在一起了；後者則是理想的實現，相

較於前兩者的發動力，是屬於持久力，讓受訪者沈浸在精神層次的滿足。 

1.安全保護 

樣本 M 害怕陌生人入侵家中，故請男友留下來住保護她的安全，男友住久

了之後也就沒有回自己家住了。 

「我是修理這個房子的時候，門又沒有可以鎖，又只有我自己一個人在

家，不認識的人就跑進來，我怕的要命喔！那時候我們剛交往沒有多久，他

不敢說常在這邊，後來我發生這樣的事情的時候，我就叫他說你不要回去你

住在這邊好不好，他就跟他兒子說，他有事情，我不敢睡，晚上我不敢睡，

怕有別人來到這邊，他兒子也很開朗，也很開放，他說好哇！那你就去跟阿

姨住啊！他就住過來就一直住，就沒有回去了。」（樣本 M，133－139） 

2.經濟挹注 

樣本 U 為省房租，故搬去和男友一起住，並將男友不收房租住一起的建議

解讀為一種交友的暗示，自己住久了也就等於答應他交友的要求，既然已經答應

作朋友，也就從分層住到一起住了。 

「他就講說你在這個地方也是要房租錢啊，乾脆搬到我那裡來啦，你搬

到我那裡來啦！我不要拿你的房租錢，他也沒有講什麼，他的意思就是說年

紀大家都那麼大了，我對你什麼意思你大概也看得出來，不是像年輕人什麼

談戀愛啊，就直接大概意思說我也會感受到，意思就是你乾脆搬到我這裡來

住，我們來大家作朋友，你也不要去上班。後來就慢慢慢慢，起初我還有去

上班，後來慢慢給他講，就沒有去上班了。…阿就大家住在一起嘛，慢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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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答應他了，起初我是住樓上，因為跟他租房子嘛，後來就不管了就大家

睡在樓下，阿我高興跳舞幹什麼，我就帶菜回去，他就一個月給我 2萬元給

你負責家庭，我就這樣帶菜煮飯洗衣服喔！」（樣本 U，193－202） 

3.對家的想像 

    樣本 K 及樣本 U 提到無論如何，家裡需要有男人作主人，有男人才像個家，

與男友同居可以實現她們對「家」的想像，滿足精神層次上的需求。在此也突顯

現今單身老年女性對「家」的定義仍著眼由一男一女所組成，也隱含張娟芬（1999）

所指出受到父權、異性戀為主的文化觀念影響，女性認為只有透過男性的愛才能

達到完整和成熟的認同－有男人，家才完整。 

「最重要的是說有一個主人，家裡有個男人作主人，這樣不是很好嗎？

不然人家會欺負我們啊！」（樣本 K，529－530） 

「算是有一個依靠啦，我有一個家啦，不要說一個人單身漢，沒有依靠，

現在就像是有一個家這樣，有一個男人比較像是有一個家，就是這樣的想法

啦！」（樣本 U，525－527） 

（三）親密關係發展所趨 

    如同年輕人談戀愛時，從牽手到擁抱親吻、到愛撫、甚至到性關係的發生，

隨著親密關係的發展伴隨著上述行為的產生，有的受訪者對與男友同居的看法亦

隱含同居是兩人在一起「理所當然」或「自然而然」的事情。 

1.理所當然 

    樣本 K 與男友發生性關係之後男友就常來家住，兩人隨即展開同居生活，

親密關係中既已發生性關係如此關鍵的事件，順水推舟就到同居階段，同居也就

顯得理所當然了。 

「（兩人有性關係後）就這樣開始啦！他（男友）就常常來住啦，他（大

兒子）說你們這樣互相照顧是很好，不過你要多多指教喔，我這個老母脾氣

是比較壞啦，講話比較大聲，這樣跟他講。」（樣本 K，570－572） 

2.自然而然 

    樣本 M 則提到兩人都是孤家寡人，雖然男友與家人同住，但來去都跟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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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自由，乾脆就一起住互相有伴，她主動向他提出來她家住的建議，他接受；兩

人逛晚了就回女方家住，他也同意，同居就像一人提議一人附議般顯得很自然。 

「住在一起是說他自己一個人，他是和大媳婦一起住啦，他也一個人很

自由啊，我也一個人，他就想說沒伴就說，我跟他說不然你上下班看要不要

來這邊住，這樣引起的。…我想說我一個人啊，一個人看電視，他也一個人，

他吃飯跟小孩子吃，他一定要等他大兒子回來才一起吃飯啊，他有時候要去

廟，等的來不及就自己在外面吃，要去廟就到我這裡來，有時候就打電話來

說要去廟要不要一起去，我說好啊，你來帶我去，就過來帶我去，就去吃飯，

阿我已經吃飽了就陪他去吃，廟就差不多 11 點才回來啊，就住我家。」（樣

本 T，87－97） 

由此可見，不論是表示接納、滿足需求及親密關係發展所趨，「同居」在單

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上是一項重要的里程碑，呈現她們願意從一個獨立的個體結

合為一對特殊的伴侶之態度：我願意接納對方，也願意由對方來滿足自己的需

求，更願意和對方在親密關係中持續相伴。Browder（1992）研究指出：兩性在

同居中的主要動機不同，男性同居主要是為了「性」，視同居為滿足性的手段；

而女性同居則是為了表示「承諾」，視同居為掌握男性及維持與男性長期關係的

手段（引自吳至潔，2004）在單身老年女性上亦得到相似的應證：亦即前述歸納

的表示接納。 

 除此之外，葉肅科（2000）整理各學者之論述歸納出一般人同居的動機有

（1）不安全感：一為解決心靈寂寞感而積極尋求情感上能鼓勵與安慰自己的異

性伴侶，並與其共同生活、共組家庭的兩性關係新型態；二為有別於「約會遊戲」

之膚淺，並積極尋求與他人建立有意義的另類家庭生活方式。（2）解放：一為尋

求獨立自主，脫離教會或父母的拘束而尋求獨立自主；二為避免責任束縛，尋求

以情感為基礎的結合但又可免去傳統婚姻中的責任束縛。（3）便利：基於經濟或

互惠考量而共同居住、互相照顧（4）適婚：以結婚為前提，將同居生活作為一

種婚前測試，確定對方或婚姻生活是否適合自己，避免過早許下承諾或試圖探索

自身對婚姻的真正需求。 

而單身老年女性與男友同居的動機與上述相同之處在於不安全感中第一類

型：為解決寂寞，解放中第二類型：為免去婚姻束縛，便利之基於經濟或互惠的

共同居住、互相照顧，亦即前述歸納的滿足需求；不同之處在於一方面她們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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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生活為親密關係所驅，老年同居亦是一種老年時期的「居住安排」；一方面她

們並未將同居作為「試婚」的方式，因為「婚姻」並不在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

的規劃之中。 

本研究探討的單身老年女性之親密關係，是以不以結婚為前提交往的「重新

作伴」關係為原則，也就是說受訪者當初與男友在一起並未打算朝向再婚的方

向，有的一開始就約定不跟對方結婚，有的是男方提出結婚遭到女方拒絕，不論

是曾向對方表明立場的行動，或是自身既定的想法，在訪談過程中多數受訪者皆

有提到對於自身這段親密關係為何未朝向再婚方向的原因：主要是對名譽、子

女、照顧、財產、祭祀等議題之顧慮，進一步探討她們對「不婚」的看法，有助

於本研究從另一角度瞭解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面貌。 

（一）不名譽 

    離婚的女人比守寡的女人易被蒙上一層「被拋棄」的陰影，於是因離婚而單

身的樣本 U 認為與其結婚後再被拋棄，不如不要再結婚；除了因婚姻失敗易遭

受他人異樣的眼光，不符社會期待的結婚年齡及令人非議的介入別人婚姻也是有

違自身名譽，有辱家族門風的行為，因此樣本 Y 與男友交往時，男友尚有太太，

即打定主意不能影響男友太太的份量，就算後來男友太太去世，也因自己年紀大

了不打算結婚，因為年紀大、妨礙他人家庭而結婚，都是社會觀感不佳招致別人

議論紛紛的不名譽行為，對樣本 Y 而言，自己一生清白沒有必要在人生盡頭因

淌這渾水而弄髒自身名節，甚至牽連子女。 

1.如果再次離婚不好聽 

「人與人之間，你也是死了太太有子孫嘛，我是離過婚，我是不一定說

大家這個戶口再結婚，我說結婚萬一哪大家合不來又再離婚，不好聽。」（樣

本 U，23－24） 

2.年紀那麼大了還結婚 

「我講我不結婚啊，我不會講什麼，我講我不喜歡結婚啊，我老了，我

不想你破壞我的名譽，也不想妨害我小孩的名譽，人家講某某人的媽媽喔，

年齡那麼大了，還要結婚喔！」（樣本 Y，153－155） 

3.妨礙別人家庭多丟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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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這個（追求）意思，他接近我，我也不會擔心他啊，因為他有太

太，我不能影響他太太的份量，我也不想妨礙我自己的名譽，還有我小孩子

的抬不起頭來，我不喜歡這樣子。那我也是做公務員，報紙上登出來○○○，

多丟臉啊（笑）！」（樣本 Y，62－65） 

「那就是晚上我們都各自回家的嘛，不然他家要起家庭風波了，另外一

個女的說我要跟你離婚然後我跟你結婚，我不是這樣子的，我打定主意不跟

他結婚的因為他有太太。就算他現在沒有太太我也不跟他結婚，因為時間太

晚了，我不想結婚了，要結婚我年輕的時候就結婚了，老了不結婚。」（樣

本 Y，88－92） 

（二）子女有意見 

    相較於年輕人的約會關係受到家長的影響，老年人的約會關係則較受到子女

的影響，研究指出子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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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Bulcroft and Bulcroft，1991）。由樣

本 Y 的陳述即可得到應證。樣本 Y 是受訪者中唯一子女對其與男友交往持反對

立場者，依此來看雙方關係：她的確僅將男友視為白天可以陪伴的「玩伴」，維

持較不緊密的「LAT」相處模式，對於子女的反對採取「在他們面前不提，但我

還是出去」的消極應對，雖然一直強調因為自己年紀大了不結婚，但最後還是感

嘆自己當初（45 歲喪偶）為了專心養育子女未再婚，現在子女長大有意見也無

法再婚，言談中透露子女立場對其再婚與否仍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亦可察覺子

女對單身老年女性而言是生活中的「重要他人」。 

「那時候（認識男友）我已經是打定主意不想結婚了，所以那時候我們

住在宿舍裡樓下 3樓有個太太把我拉進去，我不曉得拉進去作什麼，結果你

知道他跟我說什麼，她講你要結婚現在就要結婚囉，你不要等到孩子大了才

結婚，我說她們還小啊，我一定要等到他們大了，跟他們弄好了我要結婚才

好結婚；現在我想想我這是錯誤觀念，你要結婚你就要早，小孩子才會聽你

的，你等他們大了，你要結婚小孩子有意見。所以我一直記住這 3樓太太講

話很對，當初我還想你哪裡會有這種想法，我還怪她呢！現在才覺得說要結

婚就要早結婚，那時候小孩子小他會聽你的，現在他們大他有主意啊，對不

對啊！」 （樣本 Y，258－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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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照顧問題 

    面對自己日益退化的健康，日後生病的照顧問題是受訪者相當重視的一件

事，「子女奉養」仍是她們期待的照顧模式，而且希望是由自己一手拉拔長大的

子女來回饋養育之恩，沒有想過由別人子女來照顧，因此當再婚嫁入別人家時，

就是別人家的成員，等於切斷與原子女的關連，擔心無法得到照顧；就算沒有子

女照顧，兩個老人在一起，自己都需要別人照顧怎麼照顧對方，遑論互相照顧；

另一方面樣本 M 更直接擺明不願意承擔對方的照顧責任，尤其男友年紀大，若

結婚之後身為妻子，無法擺脫照顧職責也讓她抗拒再婚。 

1.小孩不照顧妳 

「沒有必要結婚，只要作個朋友就好，你結婚你能存活多久？你又知道

你們健康多久，健康的考量是最重要的。就是說你一定跟他結婚，你孩子那

邊他就給你斷了，就是覺得你有人家照顧我幹嘛，孩子他就不理你了嘛！」

（樣本 H，521－523） 

「如果你要跟小孩子分開要自己去跟他兩個相處，我們年齡也差不多大

了，萬一有一天誰先走不知道的，發生這種情形的話，你的小孩能不能接受

你，他都不理你了，所以我沒有考慮到要結婚。」（樣本 Y，248－251） 

2.老了無法互相照顧 

「要是她哪一天生病，你要照顧她的話，你能照顧她嗎，不可能啊，你

只想說互相照顧，你想的好，風風雨雨，誰又知道誰會先走，不要以為現在

好好就永遠都好好，年紀大了喔…」（樣本 H，513－515） 

「我沒有考慮到要結婚，我就是想自己家庭裡就好了，這樣自己也沒有

負擔嘛，你如果考慮兩個人生活，你一定要去面對生活，我那麼老了還要去

照顧他，我自己都還要人家來照顧了。」（樣本 Y，251－253） 

3.我不要負擔照顧責任 

「最好不要（再婚），是我就不要，現在譬如說他是床上睡不會大便，

不會下床，我就送回家，叫他兒子帶回去都可以，那現在如果我結婚的話，

我要照顧他一輩子，我不要！」（樣本 M，258－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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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產問題 

    婚姻作為一種社會制度，經濟功能即為其中一種主要功能，婚姻的建立就是

財產的共享，也是維持家庭的基礎（葉肅科，2000），而對單身老年女性而言，

現有財產是在前次婚姻中所累積，當她去世之後也是子女的遺產，但若再婚嫁入

別人家，財產隨媽媽帶過去，子女會擔心對方是否另有意圖？媽媽是否落得人財

兩失？另一方面，對方的子女也會質疑她再婚的動機是否為貪圖財產？爸爸是否

被騙？受訪者自己不擔心，反而是擔心子女的擔心，因當兩人往生後，財產由各

自子女繼承，故會特別顧慮雙方子女對財產的想法，為了避嫌沒必要結婚。 

1.自己小孩擔心媽媽財產 

「那你已經有跟人家結婚了嘛！一方面還怕假使我們有錢會給對方吃

掉，孩子反而更擔心。一輩子結一次婚也就夠了，再來結婚都是多此一舉！」

（樣本 H，523－525） 

2.對方小孩擔心爸爸財產 

「免啦！這麼多歲了要結婚幹嘛？沒必要啦！他還要給他女兒懷疑，她

們（指男友的女兒）就說是我給他拐啊！她們現在就是說怨懟他和我認識，

她們就不要拿錢給他，怕給我花。」（樣本 K，104－106、377－384） 

（五）祭祀問題 

    結婚不僅是雙方個人的事，而是一整個家族的事，在中國社會中，婚姻只是

家庭的一種延伸，從傳宗接代及掃墓祭祖的重視可以感受到婚姻的家族意義，受

訪者身為老年人，一來易受到傳統觀念的影響，認為死後的祭祀是需認真看待的

事情，一來迫於自己即將面對死後的世界，也開始嚴肅思考自身的祭祀問題，另

一方面身為女性，在中國文化中更需靠結婚依附在男性家族上才有後代祭拜，因

此不輕易與前次婚姻關係切割，她們認為自己和男友都需要子女祭拜，且兩人各

有依歸，由子女各盡其責即可。 

1.我不要兒子背負祭祀責任 

「如果是結婚，他住在我們這邊永久都不走，後來他去世，我兒子是不

是要再背一個骨頭在這邊，不行，我去那邊，他也不行啦！」（樣本 M，260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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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不要他們家拜我 

「自始至終我們就沒有想過再婚，因為結婚麻煩啦，以後年紀大了老

了，上天堂的時候，那個時候就會比較麻煩啦，所以我們都不要啦。如果我

嫁到他們家，他們家要拜我啊，麻煩就是這裡啦，他們要處理這些就很麻煩，

這就多餘的啊，我們有孩子的人，孩子來處理就好。」（樣本 T，288－291） 

將她們不再婚的顧慮論點，對照前述維護自主及自由設立的界線，可發現在

家庭（vs.不名譽）、照顧負擔及祭祀責任上有重疊，也就是說界線的開不開放和

再婚的可不可行其實有關連，設立界線是為了訂出折損點，讓彼此關係維持「同

居不婚」，不再婚亦是為了維護個人的自主及自由，讓自己在親密關係中同享獨

立及親密。 

上述係從受訪者陳述再婚的不好而歸納出她們為什麼不再婚，除可看出子女

態度本身對單身老年女性不再婚的影響重大，另外再婚的不名譽帶有牽連子女丟

臉的疑慮；照顧問題也帶有子女不照顧自己的擔心；財產問題亦帶有對雙方子女

會憂心自己或男友覬覦彼此財產的顧慮；祭祀問題更帶有由雙方子女各自祭拜的

考量，在再婚議題上都或多或少思考到（雙方）子女的立場，誠如徐閤穗（2006）

針對 6 名 29 到 65 歲喪偶女性的研究指出：「子女」是她們進入婚姻與否的重要

原因，喪偶女性會希望通過再婚來解決諸如經濟、照顧、孤獨等實際問題，也可

能遭遇子女反對和財產劃分困難等現實壓力，「同居不婚」在單身老年女性的親

密關係中即是一種既可解決問題，又可免除壓力的生活及關係形態，這樣的關係

不一定要以婚姻脈絡來看待，同居不是試婚，且不婚並不是特立獨行，她們「同

居不婚」的親密關係就是一種承諾表現、居住安排、設界方式及生活形態。 

    此外，徐閤穗（2006）的研究指出老年喪偶女性不再考慮再婚的原因在於丈

夫逝世及子女成人讓她們覺得現在的時間是完全屬於她的，能夠重拾一個人的光

陰，年輕時將自己奉獻給了家庭，生活中只有丈夫和子女，現在，她們也學著為

自己而活。本研究受訪者於前段分析表示妻職及母職角色已完成，不用再「相夫

教子」，能夠自主展開親密關係；於此段分析亦呈現不願再做男人的錢包或護士，

支付或照顧其生活，可以自由享受獨立生活，因此，她們「同居不婚」的親密關

係更可呼應其親密關係的發展脈絡存在自主及自由的意涵。 

反觀，有原則就有例外，本研究 8 名受訪者中，有 1 名受訪者（樣本 S）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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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友交往 11 年後於去年到法院辦理公證結婚，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受訪者對老年

再婚的顧慮（名譽、子女、照顧、財產、祭祀等問題）對樣本 S 而言反而有不同

的詮釋及解讀，也有其因應及準備。 

☉名譽 

對樣本 S 而言，雖然她前段婚姻也算被前夫背叛（外遇後自殺未遂），自身

年紀也不小（66 歲），依其他受訪者的說法，再度受到婚姻的傷害或老年結婚的

非常態會招致名譽的受損，但這些並非她顧慮之處，反而較在意旁人對她們不結

婚卻在一起的議論紛紛，使她覺得自己蒙受不白之冤，故認為結婚不但不會損及

名譽，反而是彰顯清白。 

「我們現在是有去法院公證結婚啦，不然我會覺得我們這樣在一起會被

別人覺得我們很「賤」，有的說那麼老了還找男人，沒水準的人會這樣說啊，

他們要知道我們的關係是怎樣啊，我們是很清白的啊，我們不是很賤才來在

一起的啊，才想說不然好啦，那去公證結婚好了。有些人思想跟我們不一樣

啊，有的人認為結婚就認定他們是夫妻啦，如果說是逗陣（台語），就會說：

他們是逗陣（台語）的啦！說的人家很沒人格，會這樣想我們這樣好像被人

家想成很那個，其實我們也不是想說我們這樣就是要給人家批評，事實真的

是這樣耶，現在人家就不會說話啦，我說我們去法院公證結婚啦，然後就把

照片拿出來。」（樣本 S，939－947） 

☉子女 

    其他受訪者多表明自己反對再婚的立場，及顧慮子女照顧及祭祀問題，較無

進一步提及子女本身的態度，僅樣本 Y 透露子女反對的意見是她不再婚的重要

因素，反觀樣本 S 的子女非但沒有反對媽媽再婚，反而是鼓勵她們再婚的推手，

也認同媽媽全心全意想要照顧男友的決心。 

「嘿呀～我們現在也是朋友呢！只是說去年有去辦公證啦！我女兒和

女婿說：媽媽你年紀已經那麼大了，阿伯沒有小孩，需要你關心，你去公證

結婚好了。害羞到...老了才去公證結婚，這就是說...我們就做這個形式，

也不一定要這麼做，就是說，兩個人若合得來，我顧你阿你顧我。」（樣本

S，11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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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 

    在生病照顧上，樣本 S 不像其他受訪者擔心子女不照顧他，自己更不會不想

照顧男友，但對兩人互相照顧的可能也考量到現實的不可行，男友生病的話，自

己有能力一定照顧，沒能力也不拖累子女照顧（送養老院），自己生病的話，不

想要麻煩他人照顧，就安頓在養老院，子女來探望就好。 

「萬一我倒下去我也跟他說你不用煩惱我，我如果可以醫就醫，不可以

醫就放在那裡死就好了。不要為我付出什麼，我有跟他這樣交代，人如果生

病死不了，我也很怕要被別人看（顧），行動不便那時候再打算，行動不便

的時候你就去養老院吧！我的話，我的小孩會來看我就好了。」（樣本 S，

910－914） 

☉財產 

    在財產處理上，樣本 S 不像其他受訪者顧慮雙方子女的擔心，很大的因素在

於男友家沒有子女，自己家權力最大，子女都聽她的話，故有主權設想自己往生

後相關財產應如何處理以利照顧男友並避免日後的糾紛。 

「買房子我還有寫喔，寫說：如果我先死，我要讓我這個朋友住到百年

那時候，我的契約書還這樣寫喔，和我的小孩沒關係，我這個朋友如果往生，

我的小孩再來處理這間房子，我還寫成這樣呢！」（樣本 S，333－335） 

☉祭祀 

在死後祭祀上，樣本 S 不像其他受訪者擔心「在家族中有個位置有人祭

拜」的問題，豁達地表示：要位置，我來安排四個人的位置；要祭拜，有人

來拜就拜，沒人來拜至少我們四個在一起也不孤單。婚姻制度在中國社會

中，其實是附屬在家庭制度下的。簡單的說，中國傳統的家庭理面，只有縱

向關係的發展，較少橫向的聯繫，橫向關係是指夫妻之間的親密關係。在傳

統家庭中夫妻間的親密並不重要，重要的是在縱向關係裡，兒子、媳婦如何

遵從長輩的要求，和去滿足下一代的需要，透過婚姻關係如何將香火傳下

去，使家庭能夠穩定進而社會安定。西方文化深受基督教的影響，在基督教

的文化中非常強調夫妻之間的親密甚至教導人要離開父母而與親子結合，中

西詮釋婚姻觀點不同，本質上十分重視婚姻關係中的排他性、持續性和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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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王行，1999）。從其言談中可感受到她比較不執著中國傳統文化中縱向

發展的家族連帶關係，而較嚮往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橫向的夫妻陪伴關係，且

並非獨占地只允許自己和男友兩個人合葬，而是大方地讓兩人及雙方各自的

前任配偶等四個人葬在一起好互相作伴，又與西方文化重視婚姻關係中的排

他性不同，應與她年紀較輕，身處社會風氣漸開放的世代，能夠兼容並蓄接

受中西文化影響有關。 

「我就跟他說：老公～如果我有一天老了往生的時候，你的要跟我放在

一起嗎？兩個人的骨頭要不要放在一起？要喔！我要跟你在一起！現在這

樣說啦，說他要跟我在一起。我聽了就很安慰啊，我說好啊！我們如果兩個

人在一起的話，我放我的先生自己一個人要怎麼辦？不然我想辦法，我就買

四個位置，你的太太也來在一起，我的先生也一起，你啦，和我，四個人都

在一起啦，這樣啦～他說這樣很好啊！我們就要這樣弄，不能說我們兩個人

在一起，剩下那兩個人就放給它孤單，不捨得呢，你知道嗎？我就是這樣想。

他說：你這樣的想法很好耶，我說：本來就應該這樣啊，不然我們兩個有伴，

他們孤單沒伴，如果有人來拜我們就拜啊，如果沒有人拜，我們四個人也有

伴啊。在世的時候沒看到在一起，死的時候眼睛閉上就在一起啦，我想到這

樣就很開心。」（樣本 S，635－649） 

前曾提及婚姻與同居、試婚最大的不同，就是「法律的保障」及「社會的意

義」，尤其對女性而言，婚姻代表一種「名分」的取得，身為男人的妻子具有合

法地位及社會認可，可以名正言順、理直氣壯以夫妻的形象示人，他人也會以夫

妻的方式對待。以樣本 S 來說，當初與男友在一起並非為了取得「名分」，但相

處之後發現「名分」對其想要主導兩人關係的生活實屬重要，一方面是男友生病

時，她無法名正言順以家屬的身份作決定，一方面當旁人質疑兩人關係時，她無

法理直氣壯以妻子的身份反駁，因此既然可以交往 11 年，表示兩人應該有合，

那就結婚以正名也可「在其位，謀其事」，加上其子女贊同的態度更促使她「積

極任事」，在倆人親密關係中照顧、財產及祭祀等議題上，都已事先作了周全的

因應及充分的準備。 

參、從獨立中找到契合－關係的延續 

    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在發展過程中，既然有一股想要保有自由的推力，

但卻沒有讓她因此離開親密關係，想必同時也有一股拉力讓她心甘情願留在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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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中，加上與男友相處期間不可能一路順遂，失意時、跌倒時為何不會放棄，

而能重新站起來繼續攜手往前邁進，維繫兩人親密關係的持續力是什麼？讓關係

中的一方能像風箏般自由地飛高，一方手裡的線可以放長卻能抓的牢的契合度是

什麼？從受訪者陳述對自身親密關係的滿意處，或不滿意之後回頭想想還是在一

起的原因中，可歸納出關係延續的重點在於「對方值得」及「自己想開」。 

一、對方值得 

    前節曾分析「關懷」是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中重要的成分之一，源源不絕

的關懷亦是維繫親密關係重要的關鍵之一，受訪者提到能讓自己不斷付出是基於

對方值得自己這樣做，而進一步探詢「值得」的意涵，可以發現是能讓她們覺得

「自己的付出是有意義的」，那快樂與否、辛苦與否就不足掛齒；或是「對方能

體會自己的好」，對方有感受到自己的付出；或是「對方能體諒自己的苦」，知道

我付出的苦，甚至反過來為自己付出，那麼一切就值得。 

（一）我的付出有意義 

    樣本 S 因感佩男友過去照顧太太 16 年的精神，故萌生自己要照顧男友 16 年

的心意，基於男友照顧太太的心，相信自己對男友的付出是有意義的，因此一直

持續堅定照顧男友的決心；反例則是樣本 H 認為自己對男友的付出沒有意義，

故萌生男友不值得自己珍惜的想法，因此結束兩人親密關係，可見她們皆不在乎

快樂或辛苦，只在乎自己的付出是否有意義。 

「我的小孩說：媽媽你很辛苦，你如果可以快樂就好。我說：媽媽不是

為了快樂，媽媽如果說有男朋友，是說這個男朋友「值得」，我才跟他作伴

照顧他，如果不值得我也不要。就是說他顧他太太 16 年，我有這個心說要

付出 16 年，我這樣跟我小孩說。」（樣本 S，496－500） 

「不要～不要了！趕快停～不要了！一方面他不值得我珍惜了，要是值

得我珍惜，就算受一點苦我也無所謂，像我老公我照顧了 3年，我根本就覺

得是應該要照顧，他沒有給我半點利益，我為什麼還要留他在我身旁幹什

麼！」（樣本 H，390－392） 

（二）對方體會我的好 

    就算自己覺得付出有意義，若對方沒有反應，一味的付出也有用盡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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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男友若能感受到她們的付出，體會到她對他的好，以「感激」及「稱讚」的

方式回饋，也是讓關係好轉，持續運轉的潤滑劑，她們不一定要求自己的付出與

對方的體會成正比，只要對方有所正向回應，對兩人關係就有正面效益。 

1.感激我 

    樣本 S 下了很大功夫「改造」男友，現在男友終於知道她很照顧他，還會向

她表達感謝之意，她就歡天喜地、謝天謝地了；反例則是樣本 H 照顧男友，男

友竟然不知感恩，自己的努力沒有受到肯定讓她感到心灰意冷。 

「像我們這個是現在才讓我很感恩。不然早先...真的男人是...有的是

壞透了，他還多我 16 歲，我們把他照顧的那麼好，他還不知道感恩，是到

現在人比較改了，現在會跟我說你實在是真好，顧先生、顧小孩，我也是你

的先生你把我顧到我也很開心。他現在也會對我說：感恩喔～老婆～感恩

喔！我聽到好開心，這麼番的人會說感恩，我們就要很開心了。我就覺得說

很感恩佛祖惜我，天公伯疼惜我，讓我現在的老公知道我是很顧他，這樣我

們就很開心了。」（樣本 S，828－834） 

「我發覺啊，我照顧他啊，而且我發覺我作很好的菜給他吃，他不見得

有很感激很感動的心態，好像他覺得以前吃的比較好的感覺。」（樣本 H，

99－100） 

2.稱讚我 

    樣本 K 的男友甚至在別人的面前稱讚她，表示她好的程度不只男友體會在

心，還值得男友對外誇耀，令她對自己、對男友及對兩人關係皆感到滿意。 

「如果我煮好，他就跟別人會說吃這些就好啦！這樣也比外面吃好吃，

他都會稱讚他老婆很會煮。」（樣本 K，247－248） 

（三）對方體諒我的苦 

    對方若能從體會自身的感動（受訪者的好）進一步到體諒她們的感受（受訪

者的苦），對關係的延續更是一大動力，表示男友除了只是站在自己的立場打開

自身的感動閥，還能設身處地站在她們的立場共同感受，男友透過勸慰她們「心

情要開朗」及關心她們「身體要健康」的表達形式，呈現出對她們的愛意及珍惜，

這樣的愛意及珍惜正是受訪者對男友的付出，當其回到自己身上產生感動時，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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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著受訪者對男友不間斷的付出，對關係不背棄的依存，如此循環讓單身老年女

性的親密關係在發展中找到著力的契合點持續向前。 

1.心情要開朗 

    當受訪者心情不好時，男友會勸她們「不要鬱卒」、「不要煩惱」，將她們拉

出憂愁泥沼，恢復開朗的心情。樣本 S 提到如果心情鬱卒想找人說話，男友可以

傾聽並勸她不要鬱卒；另外男友也會勸她不要煩惱讓她覺得很安慰，而樣本 K

亦表示男友會勸她不要煩惱兒子的事讓她心情比較好。 

（1）心情不要鬱卒 

「我就是心情如果鬱卒，想要說一些話給他聽，說一些過去事情的話給

他聽，我說我怎麼覺得很鬱卒，我想要說一些給你聽。聽聽他就說好啦，你

不要鬱卒了，說說就好了。」（樣本 S，878－880） 

（2）事情不要煩惱 

「他喔，他是會說我看你都會煩惱，你還是不要煩惱啦，放開一點，我

們也沒欠什麼，吃也是有得吃，你就不要煩惱了，會這樣說，我就覺得很安

慰了。」（樣本 S，608－609） 

「像現在我如果在講阿雄（某兒子）沒東西吃，他就會說你不用煩惱他

啦，你煩惱你自己就好了。這樣，他這樣說是沒錯，叫我們不要煩惱。他說

人家有那個...那個（居服員）幫他就好啦！那個也不會煮，就幫他掃掃地

買東西給他吃這樣。他都會跟我說你不用煩惱那麼多啦，煩惱我們自己就好

了！」（樣本 K，434－439） 

2.身體要健康 

    受訪者在兩人相處過程中有其主責之例行事務（例如：照顧及操持家務），

當男友能夠體諒其中辛苦，因而顧及她們身體健康，以「藥不要一直吃」、「家事

不要一直做」示意保重身體較要緊，也會讓受訪者感到欣慰。樣本 S 即提到平常

都是她在照顧男友，現在男友也會關心她的身體健康，勸她藥不要一直吃以免傷

身體；也提到平日都是她在煮飯，現在男友竟然會體貼她家務辛苦，提議到外面

吃飯不需開火身體才不會熱壞，樣本 K 亦表示自己中風之後，男友也會體貼她

打掃容易跌倒，叫她無須費心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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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藥不要一直吃 

「他現在知道說萬一有一天我先走，他該怎麼辦？他會痛苦，所以現在

會關心我：春子，你藥不要一直吃，我在吃心臟的藥（拿出一大盒藥）。他

叫我不要一直吃藥。」（樣本 S，531－534） 

（2）家事不要一直做 

「不過現在會說老婆～現在夏天囉，怕太熱不要煮飯，我們去外面吃，

我說好啊～老公喔～感恩喔～。他現在知道啦，知道萬一有一天我生病走

了，那他怎麼辦？」（樣本 S，1013－1015） 

「現在常常會跌倒，今天早上兩個打掃家裡的時候，他就說你不要理

啦，不然再跌倒怎麼辦？」（樣本 K，357－358） 

二、自己想開 

    對於老年人來說，人生路走到此，過去風風雨雨的歲月，也紮紮實實地經歷；

現在逐漸流逝的時光，是要及時把握當下的美好；未來所剩無幾的日子裡，似乎

也無須再去計較陰晴。單身老年女性在親密關係中也是以此態度看待兩人相處，

尤其是在兩人有衝突之時，或對親密關係失望之際，她們累積許多人生的智慧，

以「想開」的方式，練就一套「面對生老病死，沒什麼好計較」、「看淡得失」、「轉

換念頭」的澹泊功夫，使自己仍能在親密關係中游刃有餘，維持兩人的親密情誼。 

（一）面對生老病死，沒什麼好計較 

    樣本 U 年紀較大（82 歲）對死亡逐步靠近的感受較深，當與男友發生口角

時就想到自己都要向閻羅王報到了，也沒什麼好爭了；樣本 T 則是因自己膝蓋開

刀常到醫院，看到人們因病痛受苦，感慨人生不用太計較。 

「我有時候會開導給他聽，他就忍不住說你怎麼那麼囉唆，所以我現在

都不管了，唉～都 82 歲了嘛，講一句比較不好聽的話，已經在排隊了嘛，

已經在排隊要報到了嘛，所以跟他一起看開了。」（樣本 U，127－129） 

「經濟方面夠用就好啦，不要說怎麼樣啦，現在的人喔，有的很年輕，

像我去醫院開刀兩次了，看到心都開了，人生喔，隨隨便便就好，不用太計

較，錢存很多身體不好也沒用啦，身體健康最重要啦！」（樣本 T，24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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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看淡得失 

    對單身老年女性而言，在離婚或喪偶之後，本來就沒有期待「有伴」的發生，

或是預想「有伴」之後會是如何，因此，「有人作伴」就值得慶幸了；沒有辦法

作伴也可以釋懷，頂多就讓一切回到原點罷了，因而產生「有伴就好」，可以走

就一起走；「沒男人也不要緊」，能留則留這般不計算得失的心態，尤其曾在前段

婚姻被前夫背叛所傷的受訪者，更看淡男人對自己的重要。 

1. 有伴就好 

    樣本 S 及樣本 K 認為老了本來就是需要一個伴；樣本 T 則表示有伴很好；

樣本 M 覺得有人願意疼我跟我作伴就夠了；樣本 U 雖然和男友吵吵鬧鬧，覺得

兩人在一起沒有什麼好或不好，但還是知道兩人就是作伴分不開；不管她們覺得

「有伴」是種需要，還是種奢求，皆透露出光是「有伴存在」這件事情本身就值

得慶幸。 

「我們老了就找老伴啊，他也是找老伴啊，…人啊，人生就是這樣啦，

老來就是要一個伴啦！」（樣本 S，690－692） 

「大家都要一個伴啦，甲卡老啦，像如果生病，你怎麼敢去叫兒子。」

（樣本 K，141－142） 

「我們兩個是好像說，老來伴老來伴，是真的很好啦，不會發脾氣啦，

發脾氣是我比較多啦，有時候我不高興的時候會比較念幾句啦，他都給我念

去就好（哈哈）。」（樣本 T，363－365） 

「唉唷～我覺得人生海海，疼我就好了，肯跟我在一起就好了，作一個

伴。」（樣本 M，299－300） 

「唉！既然那這麼多年了，年紀大家都大了，姊妹大家也勸我一個伴

嘛，不要計較，他要出去就讓他出去，什麼都不要管。…現在就像是朋友一

樣，他的錢我也沒有管他，我有錢他也不管，還是知道兩個人就是離不開這

樣，我們一對就是情侶這樣。」（樣本 U，162－163、531－532） 

2.沒男人不要緊 

    樣本 S 及樣本 U 的男友皆曾在交往期間發生外遇，然而她們都抱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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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丟掉，回來像撿到」的心態，不強求也不挽留。樣本 S 及樣本 U 皆因前段婚

姻曾遭前夫背叛，早已看淡男人的重要性，樣本 U 甚至感嘆如果當初沒和男友

在一起，自己還可存錢自立，不會像現在錢都被男友拿去賭博。 

「我這個人很阿莎力，如果能留則留，不能留就不要了。因為我就是想

到我丈夫傻傻的被騙到走上那條路，我就很堅強了，看淡輸贏，不會說一個

男人要愛我們，我們沒有他會死，我不會這樣。」（樣本 S，796－799） 

「我也不管他啦，我就想開了，不要把一個男人當作很重視，因為我們

有婚姻失敗過的女人喔，我同我女兒孩子講，你也不是我親生的，我是妳阿

姨，我經過很多苦，尤其現在的社會比以前的社會更不好找好男人，叫妳不

要嫁人又不行，其實最好不要嫁人，我們自己年輕的時候好好混，把房子買

起來弄一點基礎。」（樣本 U，504－508） 

（三）轉換念頭 

    轉換念頭又可簡稱為「轉念」，就是在看待某一件事物時能以另一個角度或

想法來思考，使困境或心態都能夠轉變，這樣的作法可以使人加強慈悲心，以平

衡的心態面對自己與他人，也可發揮積極的思考模式，將負面的情境轉化為心靈

成長的契機。從受訪者的陳述中亦發現她們透過「原諒別人就是善待自己」、「當

作自己在做好事」的轉念，在親密關係中培養智慧與慈悲心，使既有的相處困境

或存在已久的負向心態不僅得以化解，也讓自己想開，更令親密關係得到延續的

力量。 

1.原諒別人就是善待自己 

    樣本 S 與男友相處屢生摩擦，還會把慈濟的書籤墊在桌墊下提醒自己：「原

諒別人就是善待自己」，不去執著對方的過錯，而是進到另一層次選擇原諒，放

對方好過也讓自己好過，得以轉化相處困境與男友繼續走下去。 

「對啊！跟他就是皺眉頭啦，說話就皺眉頭，說話還會大小聲，告訴自

己要忍耐，有時候桌子下都會擺一些話來看，像這個『原諒別人就是善待自

己』，不要和別人計較。」（樣本 S，987－989） 

2.當成自己在做好事 

    樣本 U 一想到男友拿錢去賭博心中就有氣，但轉換念頭想說就當自己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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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不去計較誰是誰非，而從善念出發，讓自己找到一個正向積極的力量，轉化

心態還是與男友在一起。 

「同情是同情說他也是同我同病相憐，兒女也沒有在身邊照顧他，唉～

就不計較了，總是當作我是義工，做好事嘛，這樣想。」（樣本 U，542－543） 

以上歸納出在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中，維繫兩人親密關係的持續力及讓

雙方不至於離太遠的契合度在於「對方值得」及「自己想開」的想法。李良哲（1999）

探討在不同成年階段，維繫婚姻關係的重要原因是否會有不同，研究結果得知：

（1）年輕成年人強調溝通良好、表達情愛、性生活美滿，說明他們重視彼此「熱

情」的對待；（2）中年人強調為了孩子、責任感，說明他們重視對家庭的「承諾」

與對孩子的「責任」，也看出中年人負有生產繁衍的任務；（3）老年人強調相互

照顧、彼此感恩、男主外女主內，說明他們較重視彼此的「感恩」，感謝對方長

久時間在經濟上的提供與生活上的照顧，以彼此扶持的心境來相互對待。 

本研究分析結果中「對方值得」的概念亦回應其研究結果，顯示維繫單身老

年女性親密關係的重要原因確實包含「彼此感恩」，就是「對方體會我的好」而

向她們道聲感激或說出稱讚；再者，「相互照顧」也可說是「對方體諒我的苦」

而關心她們心情開朗或身體健康；另外，本研究分析結果提出「自己想開」的概

念亦為維繫兩人親密關係的重要原因之一。 

親密關係的延續基礎與個人生命歷程及雙方相處模式有關，「對方值得」及

「自己想開」此兩面向又涵蓋了不同的內涵，進一步探究可以發現個人對關係得

以延續的考量其實和自身所經歷的生命歷程有關，每個人在意的重點不同，若能

找到各自認定的意義及價值所在，就能建造自己認為適當的親密關係堡壘，及依

靠自己認為穩固的親密關係根基。 

在「對方值得」部分，樣本 S 及樣本 H 在本研究一路分析上，皆屬於一種

積極想要付出的撫育角色，因此她們在乎的是「自己的付出是否有意義」、「自己

的好對方能否體會」；而樣本 K 自幼身為童養媳，歷經兩段婚姻皆喪偶，第一任

丈夫去世後獨立養育子女的辛苦，第二任丈夫結婚後整天被罵的心酸，是這樣苦

過來的心路歷程，因此她在乎的是「自己的苦對方能否體諒」。 

在「自己想開」部分，樣本 T 因自身的看病經驗，想到面對生老病死，其他

不不足掛齒，「沒什麼好計較」。樣本 S 及樣本 U 皆歷經失敗的婚姻，遭到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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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的傷害，當再次面臨傷害時，即傾向採「看淡得失」的心態，又兩人的男友

都有不良嗜好（例如：賭博），當與對方相處產生衝突及對關係萌生失望時，則

較採「轉換念頭」的心態。樣本 M 及樣本 K 在生命中皆曾面臨雙重喪失，在兩

人的前夫去世後，也死了一個兒子，因此對一個人的空虛無助感受更為強烈，因

而對兩個人可以在一起的陪伴甚為渴望，「有伴就好」。 

除此之外，親密關係的延續基礎也與雙方相處模式有關，樣本 F 及樣本 Y

在訪談中較無透露出對於關係延續的看法，在與男友相處中也沒什麼滿意或不滿

意的感覺，應該和她們的親密關係屬「LAT」之交往模式有關，她們與男友白天

在一起，晚上各自回家的交往模式，本來就享有自由，每天的見面都是關係的另

一種開始及結束，也就較無進一步思考兩人會不會離太遠，或關係要不要再繼續

的問題。例行性聚首或約會的交流和互動，比起朝夕相處的同居或結婚，畢竟難

以激盪出摩擦或火花，依她們的說法，與男友的親密關係就是有玩伴一起玩玩、

有友伴一起過過日子，因此較無考量到像其他受訪者感受在親密關係的獨立中求

契合之深刻，及思量親密關係的起伏、甚至延續之意涵。 

再分析：當關係因死亡而終結時 

    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既然沒有婚姻的法律約束力把雙方綁在一起，她們

卻也願意抱持上述的想法讓彼此關係得以延續，但隨著年紀漸長，親密關係無可

避免會走到終結的一天－「當一方去世時」。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會不經意提到

面對這種非自願性的關係結束，她們的心情會「孤單」、「難過」、「捨不得」，但

其中亦可察覺因彼此關係中情感厚薄而有程度上的不同，受訪者雖難過，但不比

前夫去世時難過；雖捨不得，但不比前任男友捨不得；另有受訪者更進一步想好

在男友去世後，就在養老院安頓自己吧。 

（一）孤單 

    樣本 M 男友的年紀與自己差距甚大（80 歲 vs. 62 歲），現在會開始擔心男友

的身體健康每下愈況，尤其想到男友走了之後，自己一個人該怎麼辦？言詞中透

露出對男友去世後只剩自己的孤單感，尤其對喪失前夫又喪失兒子的樣本 M 來

說，面對再度喪失男友的痛，令她的擔心是如此沈重。 

「他身體有時候會不好，不好又要帶他去醫院啦，又要哪裡去，那時候

就很擔心，我是擔心說他已經年紀那麼大，要是走掉又放我自己一個人，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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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辦？會喔，有時候會擔心喔。因為 80 歲了嘛！」（樣本 M，105－108） 

（二）難過 

    樣本 F 的男友已經 91 歲了，談到若男友先走的話，自己對他還是有感情，

也是會難過，但強調一方面對方身份的不同（男友 vs.丈夫），一方面雙方相處時

間長短不同（結婚幾十年 vs.交往 3 年），難過的程度當然不同。 

「（如果男友先走）剛開始會一點點難過，時間過了就好了，哈哈哈哈，

過去就好了。不是我老公，結婚幾十年我難過，每天每天我哭喔，來三年我

兩年都哭啦，想到他就哭，有感情有真正的愛情。這沒有啦，開玩笑過快樂

就好。…人不是沒有人性啦，多少有一點感情啦！」（樣本 F，74－76、140） 

（三）捨不得 

    同樣是「捨不得」的感受，但受訪者表達不捨之意的同時，也解釋了不同的

捨不得之原因。樣本 S 提到自己先走或男友先走都會感到不捨：自己先走捨不得

留下男友沒人照顧，但也捨不得男友先走，惟經歷過前男友的去世，現任男友對

她的好不比前任男友，不捨程度會較輕微；樣本 T 則寧願自己先走，這樣就不會

感受到男友先走的不捨。 

1.我先走捨不得你痛苦 

    樣本 S 想到如果自己先走，捨不得男友沒人照顧，故如果可以，她走的時候

也要帶他一起走。 

「我說我就是捨不得這個人，他顧他太太 16 年，我也想要陪伴他 16

年。我有這個心，我現在就跟他說，阿○～我如果先走的時候，可能喔，如

果我有靈性，我也要帶你走，因為你會活的很痛苦，因為都是我在照顧他，

要吃什麼啊，冰箱要吃水餃我也包很多呢！」（樣本 S，488－491） 

2.你先走我也會捨不得 

    樣本 S 反觀如果男友先走，自己也是會捨不得，但程度不比前男友去世時傷

心，因為前男友對她比較好。 

「那天我送完○○（前任男友）走出門突然昏倒，後來我小女兒看到這

個阿伯（現任男友）那麼老了就有跟我約定，你找朋友沒關係，這個人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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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歲了，萬一他死了，你不要像○○阿伯那樣傷心喔，我們會很捨不得。我

說媽媽現在不會了啦，不會像以前那樣捨不得了，我有答應我小女兒說阿伯

萬一比媽媽先走一步，我也是會傷心，會捨不得，不過我不會像他那時候昏

倒讓你們煩惱，…因為我和他 10 多年他都那麼壞，都欺負我，最近才比較

沒欺負我，所以我不會傷心。…她說那樣就不要緊，你如果想的開就好。」

（樣本 S，1083－1088、1090－1091） 

3.我要比你先走不然我會想你 

    樣本 T 則表示希望走的話是自己先走，因為走了之後就沒有感覺，可以不用

感受男友去世的不捨，不然會想他。 

「我會想說要死的話我要先死不行他先死，我先死他知道啊，假如他先

死啊～唉唷～捨不得啦，我先死不知道就好啦，我睡著了什麼都不知道，他

先死我會想他。」（樣本 T，385－387） 

（四）我去養老院就好 

    樣本 S 更未雨綢繆想好如果男友先走，她也已經老到沒有辦法再照顧人了，

也就不再交新男友了，自己去養老院就好。 

「因為我老了嘛，我老了還有這個負擔，還要再找一個朋友，要來關心

他，負擔他的...那我沒辦法。之前我 50 多歲的時候，比較有辦法說萬一怎

樣，我比較有辦法照顧人，現在不行了。現在他如果走了，我就想去養老院

了，我就不要了，不要再接受男朋友了。」（樣本 S，468－474） 

以樣本 S 的例子來說，她對雙方去世的想法又再次呈現其擔任撫育角色的積

極－「我走了誰來照顧男友，我交男友就是要來照顧他」，故會因自己先去世，

男友沒人照顧而捨不得；若男友先去世，亦擔心自己老了沒有辦法再照顧新男友

而不再結交伴侶，前節「過馬路時牽著男友，這樣被車撞就可以兩人一起走」的

特殊想法，這裡也出現類似的「如果可以的話，我先走也要帶你走」的驚人之語，

背後除了與樣本 S 想要照顧人的強烈心態有關，男友無子女的現實考量、家中她

最大的權力結構也是增強她主責照顧的動力。另一方面，她對男友去世後自己去

養老院的安排，也如同喪偶者面對配偶去世後即喪失妻子角色，需適應新角色，

樣本 S 即打算藉由環境的轉換調適角色的轉變，也有種身懷照顧武功擬退隱江湖



 143

的準備心態。 

    單身老年女性因對方死亡導致親密關係的終結，亦屬一種喪失至親的悲傷事

件，曹桂榮（2005）針對 9 名 34 歲到 58 歲喪偶 1 到 4 年的婦女之研究指出，她

們歷經喪偶此悲傷事件時，都會出現眾多學者提到的生理、心理、認知、行為、

心靈方面的悲傷反應，其中心理方面悲傷反應有哀傷、難過、焦慮不安、恐懼、

擔心害怕、無助感、寂寞、孤獨、沮喪、絕望、疲憊、否認、震驚、麻木、茫然、

罪惡感及自責、生氣、矛盾、困惑、遺憾、懊惱、失去感官的感受、不存在的被

掏空等。 

本研究受訪者同樣提到「無助」及「難過」，但多了一種「捨不得」的感受，

因為單身老年女性已歷經過前夫的逝世，自身對於喪失另一半的反應及調適已有

前例，加上倆人現都邁入老年，死亡是可預期事件，心裡早有所準備，因此另一

半的逝世不是一種被奪去的生命；而較是一種需歸還的生命，所以會有一種「捨

不得」的感受。除此之外，她們陳述時是以一種預想未來的心態，喪失男友的悲

傷事件並未真正發生，故悲傷反應或許較不如喪偶般強烈，這是與喪偶感受較為

不同之處。 

蔡文瑜（2001）針對 4 名年齡 35 歲到 45 歲喪偶 1 年的婦女之研究指出，喪

偶者與逝去者的關係影響其認知，導致不同的悲傷反應；而可得性資源則是喪偶

者悲傷調適歷程的助力。本研究亦有相同結果：男友畢竟不是配偶，在男友去世

後，樣本 F 不比前夫難過，樣本 S 不比前男友不捨，呈現單身老年女性對親密關

係終結的感受程度，也會因雙方在親密關係中感情厚薄（身份、交往期間、相處

品質）有其差異性。另一方面，樣本 M 及樣本 S 的男友如果比她們先去世，兩

人皆是遭遇「三度失去」（樣本 M：前夫、兒子、男友；樣本 S：前夫、前男友、

男友），觀察兩人在設想自己面對男友的失去時，卻有不同的反應，可以感受到

樣本 M 的沈重，而樣本 S 的豁達，因為樣本 M 的社會網絡不似樣本 S 緊密，兒

子都在外地工作，社交活動都是與男友一同參與；經濟挹注也不如樣本 S 豐沛，

仰賴兒子寄回的生活費用入不敷出，可見單身老年女性擁有資源的多元及豐富，

對其在面對親密關係終結時的感受深具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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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研究以單身老年女性與男友交往過程中「從獨立到結合」、「從結合中求獨

立」、「從獨立中找到契合」等三期間來分別瞭解倆人關係的緣起、發展脈絡、延

續以探討她們親密關係的發展。 

一、從獨立到結合－關係的緣起 

   「旁人促成」及「機緣巧合」是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緣起之因，旁人促成

從消極到積極係透過介紹（這位是某某先生）、出意見（你就跟他在一起）、製造

氛圍（你們就是一對）、藉機撮合（暗中將倆人送作推）等方式讓倆人近水樓台

先得月，越有機會接觸就越認識，越認識就越有可能接觸；機緣巧合則是受訪者

自覺與男友的相遇是彼此有緣（有緣份的相逢）及時空巧合（未預期的邂逅）。 

不論是旁人促成還是機緣巧合，其實都帶有「共同」的意涵，因為雙方具有

共同性，讓彼此生活有了交集，也因為生活有了交集，更容易促發旁人促成的可

行性，或增加機緣巧合的可能性，共同性是她們親密關係緣起的關鍵契機。而透

過朋友－社會網絡成員－的介紹，或在公共場合中參加共同的休閒及從事相同的

活動－社會參與程度－而認識對方，及自己因緣際會與對方相遇，則是雙方關係

進展的一大動力，可見社會網絡及社會參與對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建立的重要

性，早年建立的社會網絡到晚年即發揮其功能，另一方面，社交活動的頻繁有助

於增加認識異性伴侶的機會，而認識異性伴侶之後亦有助於提高社交活動的參

與，兩者相輔相成。 

二、從結合中求獨立－關係的發展脈絡 

    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發展過程可概述為：（一）從兩個獨立的個體到在

一起，（二）在一起卻能擁有各自的獨立，（三）獨立卻依然能持續在一起。在此

過程中係由「自主」及「自由」兩概念衍生的脈絡引導關係發展的路線，兩條路

線並非平行無交集，而是互為表裡的關連：自主包含自由，且多了實踐自我決定

之意味：一種「我決定且我承擔」的態度；自由則呈現親密及獨立之調和，一種

「要親密也要獨立」的需求。 

自主指的是（1）妻職已盡，母職已了；（2）交友主權，盡其在我；（3）自

己決定，自擔後果。因已完成身為妻子及母親的職責，讓自己在重新作伴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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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上顯得理所當然；而在交往之後，也因有自身的安排、或子女沒有意見，或覺

得我們開心就好，讓自己得以掌握交友的主權；但關係中難免發生齟齬，更萌生

當初既「選擇所愛」，現在需「愛所選擇」的想法。自由指的是（1）找伴的自由；

（2）有伴的不自由；（3）親密又獨立的自由。因自己一個人生活沒人管，享有

交友的自由自在；而在交往之後卻發現自己的生活多少喪失了原有的自由，而產

生親密及獨立兩難的困境；「LAT」、放自己自由、或給對方自由的折衷相處模式

逐漸發展出來，以兼顧關係中親密及獨立的需求。可以說單身老年女性在發展親

密關係時亦在行使其自主：她們有選擇交友之決定權、有受他人尊重之意見表

示、有調和自身親密及獨立需求之自由權。 

單身老年女性在親密關係中為了維護自身的自主及自由，有意地在某些地方

設立界線，包括身體、空間、家庭、照顧負擔、祭祀責任等，用來彰顯這是我的

私人領域請你不要越界，或那是你的事情我無需插手，劃清界線有助於保有自身

的自主及自由，也能讓她們在彼此的交集中較無後顧之憂地經營親密關係。另一

方面，單身老年女性維護自主及自由所設立的界線也近似於她們不再婚的顧慮：

在家庭（vs.不名譽）、照顧負擔及祭祀責任上兩者有重疊之處，也就是說界線的

開不開放和再婚的可不可行其實有關連，設立界線是為了訂出折損點，讓彼此關

係維持「同居不婚」，不再婚亦是為了維護個人的自主及自由，讓自己在親密關

係中同享獨立及親密；單身老年女性「同居不婚」的親密關係就是一種承諾表現

（表示接納）、居住安排（滿足需求）、生活形態（親密關係所趨）及設界方式（不

再婚的顧慮）。 

三、從獨立中找到契合－關係的延續 

    「對方值得」及「自己想開」是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延續的基礎，是親密

關係中一股讓她們心甘情願留下的拉力，足以抗衡想要保有自身自由的推力；是

一份維繫兩人親密關係的持續力，讓她們遇挫折時仍願意與男友攜手走下去；是

一種默契，讓倆人相互照顧而不彼此拘束。對方值得包含「我的付出有意義」、「對

方體會我的好」、「對方體諒我的苦」；自己想開包含「面對生老病死，沒什麼好

計較」、「看淡得失」、「轉換念頭」。 

本研究分析結果中「對方值得」的概念亦回應李良哲（1999）研究結果，顯

示維繫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重要原因確實包含「彼此感恩」，就是「對方體

會我的好」而向她們道聲感激或說出稱讚；再者，「相互照顧」也可說是「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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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諒我的苦」而關心她們心情開朗或身體健康；另外，本研究分析結果提出「自

己想開」的概念亦為維繫兩人親密關係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對方值得」及「自己想開」使單身老年女性「自願地維繫」倆人親密關

係，但當對方死亡時將使她們「被迫地終結」彼此親密關係，本研究受訪者在預

想伴侶死亡時，提到「無助」及「難過」的感受，回應曹桂榮（2005）的研究，

但多了一種「捨不得」的感受，因為面對死亡，自己已經歷過喪偶，自己與男友

也正迎向生命終點，較能以釋懷的心態看待另一半的逝世：生命不是被奪去；而

是需歸還，所以會有「不捨」之情，在此也再次呼應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在

乎的是「此時此刻」的「being」，較不是「無限可能」的「maybe」。 

綜上所述，以親密關係的緣起（從獨立到結合）、發展脈絡（從結合中求獨

立）、延續（從獨立中找到契合）來探討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發展可知：（1）

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緣起係以共同性為基礎，社會網絡及社會參與為助力；

（2）自主及自由是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發展脈絡的依循路線，可藉由設立界

線以調和親密及獨立的兩難困境；（3）「對方值得」及「自己想開」是單身老年

女性親密關係延續的基礎，前者即是親密關係成分中持續付出關懷的動力；後者

即是老年時期中懂得活在當下的智慧。除此之外，尚有以下 3 點綜合分析： 

1.親密關係中因個人解讀方式及擁有資源不同，使單身老年女性對相同事件有不

同感受 

關於「老年再婚」，樣本 S 雖然前段婚姻也算被前夫背叛（前夫外遇後自殺

未遂），自身年紀也屬老年（66 歲），依其他受訪者的說法，再度受到婚姻的傷

害或老年結婚的非常態會招致名譽的受損，但這些並非她顧慮之處，反而較在意

旁人對她們不結婚卻在一起的議論紛紛，使她覺得自己蒙受不白之冤，故認為結

婚不但不會損及名譽，反而是彰顯清白，可見對事件的不同解讀會採取不同行

動。相同例證亦呈現在關於「男友去世」，樣本 M 及樣本 S 的男友若比她們先去

世，兩人皆是遭遇「三度失去至親」但卻有不同程度的反應，樣本 M 沈重，而

樣本 S 豁達，因樣本 M 的社會網絡及經濟資源皆不如樣本 S，老年時期被認為

是一個喪失期，在這個階段會失掉金錢、健康、配偶等（王蕙玲，1994），而單

身老年女性擁有資源的多元及豐富有助於抵抗老年時期不可避免的不斷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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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親密關係中因個人在意焦點不同，使單身老年女性在設立界線及關係延續有不

同考量 

單身老年女性在自身親密關係中設立界線所考量之面向，進一步從她們生命

歷程角度來探究，亦發現個人重視的焦點不同，所設立的界線也不同；相同例證

亦呈現在個人對關係得以延續的考量其實和自身所經歷的生命歷程有關，每個人

在意的重點不同，若能找到各自認定的意義及價值所在，就能建造自己認為適當

的親密關係堡壘，及依靠自己認為穩固的親密關係根基。 

3.中國傳統文化對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發展有其影響 

中國傳統社會講究「母憑子貴」，對單身老年女性而言，子女是其生活上的

重要他人，在與男友親密關係的發展中，子女的態度實屬重要；但另一方面中國

傳統觀念亦講求「孝道」，子女因尊重及報答母親的養育之恩，使她們在家中地

位提高，對交友也有其自主權，親密關係即在兩方力量中推拉，雙方合意則親密

關係發展順利，雙方意見相左，則親密關係仍有發展可能，只是有需轉彎閃躲，

發展較曲折些（例如：樣本 Y 表示我還是跟男友交往頂多不在子女面前提及）。

再加上對「奉養」及「慎終追遠」的重視，不論是設立界線或再婚顧慮，單身老

年女性多數皆會強調照顧及祭祀問題，擔心自己子女不照顧自己或擔心死後誰來

祭拜自己，上述的動力及考量都是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而影響亦受到世代

不同而有所差異，年輕老人如樣本 S 就可接受養老院的照顧方式及與前夫、男

友、及其前妻 4 人合葬等較非傳統的安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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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發展的因素 

前節探討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發展，本節欲瞭解她們這段重新作伴的親

密關係在發展過程中會受到哪些因素影響？經歸納可分為五種影響因素：「雙方

的條件」、「前段婚姻的陰影」、「子女的態度」、「信仰的力量」及「社會的觀感」，

以下即分述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發展的五種影響因素。 

壹、雙方的條件 

    從受訪者描述自己與男友在初識期間的種種印象，可以發現雙方皆具備特定

條件，有助於兩人親密關係繼續往下一關發展，包含「對方條件」、「自身條件」

及「在一起條件」。不僅對方具備某種條件吸引著她們，其實她們自身也帶有某

種條件有利其迎向男友的吸引，進而接受男友的追求，而在兩人交往初期時，也

因有某種在一起條件的發酵，讓她們覺得兩人在一起是可行的。 

一、對方條件 

    每個人會被怎樣的對象吸引是因人而異的，有的喜歡男友可愛開朗的個性，

有的喜歡男友無不良嗜好（抽煙、喝酒、賭博），也有人考量的是自身的利益，

故看上男友可供應的經濟援助，更有人是在心中設定一個伴侶的標準，當男友符

合自己內心設定的條件時，即為重新最伴的最佳人選。 

（一）可愛開朗 

    樣本 S 提到自己初識男友的情形，一直強調他很「可愛」，從在舞廳認識時

的第一印象到介紹給自己兒女認識時的表現，男友這種人老但心不老，年紀大卻

不古版的開朗個性讓樣本 S 很喜歡。 

「他喔....覺得他很可愛，他如果高興他就會跳一下喔，舞廳就有開心

的跳一下了嘛。後來喔，我女婿在蘆洲嘛，我小女兒開車去蘆洲找我，我說

喔，我煮煮吃吃後，ㄟ阿妹仔、○○（女婿名），我下午有一個男朋友約我

跳舞啦，你載我過去，我女婿就說好啊，我女兒也說好啊，兩個人很開心呢，

然後就載我去中山北路那邊○○○，我說到了到了，他就站在那邊等喔，他

站的多可愛呢！他看到我下車就穿西裝喔，跳一下說噢～好開心喔！我女兒

和女婿也說噢～好開心喔！他們也說媽媽你交這個怎麼那麼可愛啊！老是

老不過好可愛喔，高興到還會跳一下。我就跟他說：老公～你還記得你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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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開心跳一下，你就是這樣讓我感動呢（哈哈哈哈）！不然你如果像 LKK

還是怎樣，我也不要，我一看也知道，我也要這種開朗的。」（樣本 S，1033

－1042） 

（二）無不良嗜好 

    樣本 T 即以男友不會抽煙也不會喝酒，判定男友應該是個老實人，並將男友

和前夫相比，不會賭博也讓她感覺好多了，言詞中透露出對前夫有不良嗜好的無

可奈何，故對能遇到無不良嗜好的男友帶有欣慰及肯定之意，讓她覺得是個可以

作伴的對象。 

「我男朋友是老實啦，沒有抽煙也沒有喝酒，我們就想說比較老實，我

是 37 歲就沒有先生啦，我就想說認識一個朋友作伴也好。」（樣本 T，11－

13） 

「…好像現在來說喔，比以前我先生好多了，我先生比較年輕人嘛，比

較喝酒啦，回來就是醉茫茫啦，喜歡去賭一下，打麻將啦，會這樣啦，現在

這個都不會啦！」（樣本 T，282－284） 

（三）有利可圖 

    樣本 U 則回顧自己當初會跟男友在一起其實有一部份原因是看上他的錢，

覺得可以拿男友的錢存起來成為自己的錢，現在覺察到因為錢而在一起的出發點

似乎有點佔人便宜、不太光明，所以在陳述時說自己「心歪」，但也多少透露出

對現實生活中經濟窘迫的無奈。 

「後來就那個歐巴桑一直講，我是貪他什麼，看他花錢給女人慷慨，我

是抓他這點，憑良心講，我那時候心歪，想說也給他拿一點錢給他存起來，

我是想這樣他能讓我存一點錢。」（樣本 U，502－504） 

（四）符合期望 

    受訪者因在生命歷程中所遭遇的事件不同，對於可能發生在親密關係中的特

定事件會特別在意，因此對該事件會有自身的期望：「不發生性關係」、「不招來

鄰里閒話」及「不再婚」，而當對方正好可以符合她們內心事先設定的條件時，

也就容易有加分效果，覺得男友就是那位「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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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不發生性關係 

樣本 S 因遭前夫外遇背叛，為了不讓自己再被男人欺騙，前夫過世後即不願

再和別的男人發生性關係，剛好遇見不善此道的男友，在性關係這件事情上，你

不行我也不願，兩人一拍即合符合她的期望，於是開始發展親密關係。 

「女人有的很需要那個，我就不要啦！我就覺得，男人都要騙我們，我

都這樣想，所以我的身體一定不要再獻給別的男人，我會怕，我的先生這樣

忠厚，我會覺得說女生不可以這樣，不可以再那麼傻。所以我有這個條件說

我不要，剛好（遇到這個男友），我就說：阿～我就是要找這種的人（哈哈

哈哈）。」（樣本 S，425－429） 

2.不招來鄰里閒話 

樣本 M 之前的追求者不是有太太，就是住在附近，她都拒絕他們的追求，

剛好遇見喪偶又不住附近的男友，考量男友沒有太太，不會惹人非議，又不住在

附近，鄰居不認識比較不會說三道四，因為受訪者住在鄉下地區，街頭巷尾大家

都熟識，也就相當在意鄰里之間的閒言閒語，在避人耳目這件事情上，男友的條

件符合她的期待，所以就接受男友的追求。 

「他們很多人要追我，我不要啊，他們有的有太太啊，太太還在我就不

要，不然還有上去的上面啦，下面的通通那麼近，同一個村我都不要，我要

遠一點，同一個村被人家發現，我就不好意思啦！大家都認識啊，現在我交

的他們都不認識，他回到家裡又不會出去，哪裡都不會去，就在家裡休息，

不會亂跑就對了。」（樣本 M，112－116） 

「鄰居不認識就不會讓人家說閒話啊，你是認識的，人家會說唉唷～

他又怎樣，他又怎樣，人家會說閒話，不認識的，他一回來門關起來他又

沒有出去，就在家裡啦，還有後面種一點菜，人家不會知道他姓什麼？是

誰？從哪裡來？我覺得這樣就很好。」（樣本 M，120－123） 

「我是覺得他又不是我們附近的人，來到我們這邊就很好，第二他又沒

有太太，我也沒有丈夫，兩個人在一起是不是很好，不會被人家說閒話。唉

唷～你是有太太的人，又跟別的女人在一起，人家罵都給人....，你覺得會

嗎？我不要這樣。」（樣本 M，12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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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不再婚 

樣本 Y 則考量自己喪偶後即不想再婚，當初認識男友時就知道他有太太，

她不避諱與男友交朋友，反而認為這樣一來男友有太太，就不會向她提出結婚的

要求，在不再婚這件事情上，剛好符合她的條件，兩人就玩在一起。 

「我們交往是因為我退休以後，我到公園去運動，那我們運動的老師教

我們跳舞，老師帶我們到舞廳去跳舞，就給他這樣子碰上了，一去他也請我

跳舞幹嘛，就這樣在一起玩玩起來。那他也是因為家裡有太太的，那我心想

也很好啦，他有太太的也不會向我求婚，我也不想再嫁了，所以一直就玩在

一起。」（樣本 Y，7－11） 

二、自身條件 

    相較於對方吸引自己的條件，受訪者並無直接表明自己具備何種條件有利於

進入親密關係，但從相關陳述中亦間接透露出因與男友認識之初自己「經濟寬裕」

及「身體健康」的條件，讓她們可以比較有資源或較無後顧之憂地和男友在一起。

經濟寬裕較是採正面的陳述，而身體健康則有感於現在身體隨年紀增長每下愈

況，故感慨那時候能夠自由自在與男友約會，一同從事娛樂活動的美好時光，也

可以從反面的陳述（今非昔比）得知受訪者身體健康對親密關係的形成有影響。 

（一）經濟寬裕 

    樣本 S 認為自己照顧癱瘓的先生、拉拔小孩長大，一路坎坷走至今，現在丈

夫去世、小孩也長大，自己有餘力可以付出就繼續付出，當初她會花錢帶男友看

醫生，也是因為自己有寬裕的經濟能力可以支持她付出愛心，有愛心又有資源，

兩人因此結緣。 

「我就是說喔，如果我們可以付出這個愛來關心人，都沒關係啦！因為

我那時候有比較寬裕一點，沒關係啦，我們用一些錢可以讓這個人身體趕快

好最要緊，我就有這個愛心啦，所以我們兩個人才會這樣結緣。」（樣本 S，

98－101） 

    樣本 H 也提到當初會和男友在一起，想到自己不需要靠他養，沒有誰虧欠

誰、誰依賴誰的問題，其實也顯現對自身經濟能力的自信及滿足，這樣的能力也

讓她無後顧之憂，兩人就很單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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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我也不需要他養啊，對不對？阿他單身我也單身，阿他老婆

也過世 1 年，假使兩個人在一起不也滿不錯的，阿就這樣慢慢慢慢…」（樣

本 H，34－36） 

（二）身體健康 

    樣本 T 想到自己膝蓋還沒開刀時，可以和男友自由自在去廟裡逛逛，現在開

刀復原期間都不能和男友從事兩人共同的活動，另一方面也呈現當初的身體健康

有助於兩人一同行動，促進兩人的親密關係。 

「如果是去廟裡，他都在廟裡嘛，他本來就在廟裡做（廟公）...他在

那邊 20 、30 年啦，我就想說人如果老了，有一個地方可以去，我們如果去

寺廟也是一種心靈的寄託也很好啊，所以我每天都有去啦，現在就是腳不舒

服，就不能去，不然我們都晚上去，差不多 11 點回來，我們都吃完晚餐去，

11 點回來。…現在我腳痛就沒辦法做什麼，就想說來姊姊這邊一段時間，

兩個月後看能不能趕快回去，回去他就（可以）過來了。」（樣本 S，190－

191、39－42） 

樣本 K 也提到自己還沒中風前，朋友都會約她去卡拉 OK 店唱歌，自己就帶

著男友一同去，現在中風了，要去哪裡都不方便，在此亦呈現當初與男友認識時，

身體健康可以自由行動對親密關係的重要。 

「以前比較有（跟朋友出去）啦，現在中風不會走，人家要我出去，我

也沒辦法，我以前多會唸歌呢！我跟他認識的時候也帶他去過卡拉 OK 啊！

他是不會唱歌啦！不愛沒興趣啦！都靜靜坐在旁邊看。」（樣本 K，115－120） 

三、在一起條件 

    兩人認識之初的印象不算太壞，相處之後的感覺也不算太糟，那就有進一步

交往的可能，受訪者對兩人在一起的條件比較著重在彼此是否「外表登對」及能

否「相處得來」，同一位受訪者對於外表亦同時提及一個以上的標準，整體而言

多注重對方的年齡（不顯老）、體態（不錯）、高矮（跟我差不多）、外貌（不難

看）等是否和自己登對，也就是說一般人覺得男的要高大，但她們反而覺得不要

太高，是要跟自己有搭；相處則著重合不合得來，在此亦呼應本章第一節曾提及

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具有「共同性」的成分，及第二節曾提及單身老年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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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關係的緣起係以共同性為基礎。 

（一）外表登對 

    樣本 H 的年齡為 66 歲、身高不高、身體硬朗，因此看男友年齡不顯老、身

高不太高、身體（材）不錯的外表，覺得與自己很合適。 

「年齡他也不見得顯得老，看起來就很合適。…高矮也是，沒有說太高

什麼的，年齡差 5、6 歲，而且他身體還滿不錯的。」（樣本 H，29、432－

433） 

    樣本 T 自己也不高，覺得男友沒有很高跟自己速配，另外也提到男友長相不

難看、整體而言還算不錯。 

「認識之後我是覺得說…阿人是普通啦，不會說很難看，看起來很老實

型的。…我對他的第一印象是說他這個「人才不壞」（台語），跟我有速配，

他也沒有說很高，我也不高。」（樣本 T，27－28、99－100） 

（二）相處得來 

    樣本 Y 則提到喪偶之後也是有人介紹很多對象給她，但她覺得還是要自己

相處過後才知道兩人合不合，介紹的對象只是看一眼，看不順眼不要就沒下文，

自己認識的對象有經過相處，兩人合得來才能作伴。 

「第一印象就是說不會討厭啦，講不出來，有緣啦，相處之後覺得還滿

相處得來，所以就一直玩在一起，那麼上班（當志工）我們也上班在一起，

是這樣子，但談到結婚我是老早就打定主意不想結婚的，那人家有地位的介

紹也有，有錢的介紹也有，國外的也有人介紹，可是我就想我不想要的，看

來看去就是跟他還玩得起來，我即使沒有相處也有關係可能，但是別人介紹

的你都是看一眼嘛，看的不順眼還是不要，有他一起作伴反正就這樣玩。」

（樣本 Y，35－40） 

    從上述分析可以得知雙方所具備條件是單身老年女性在親密關係中可否鎖

定對方－讓彼此能夠互相吸引的影響因素，其中自身具備的條件包含「經濟寬裕」

及「身體健康」，這兩個因素亦是影響老年婦女「自主性」的重要因素，經濟較

寬裕、身體較健康，生活中可選擇的範圍較大，自主性也較高（邱清榮，1997），

更可回應本章第二節曾提及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以「自主」概念為發展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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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論述，換句話說，寬裕的經濟及健康的身體使她們擁有發展重新作伴這段親密

關係的自主性。也就是說有錢（經濟）有老本（健康）才能有閒（不用汲汲營營

賺錢）有老伴（得以發展親密關係）。 

    前述自覺經濟寬裕的兩位受訪者（樣本 S 及樣本 H），在本文整個分析過程

中，從親密關係的成分（具女方主動付出的關懷），到同居的意涵（為表示接納），

再到親密關係的延續基礎（考量自己付出有意義及對方感受到我的好），兩人皆

依循一種積極想要付出的撫育角色之脈絡，在此更可看出她們有付出之心，亦因

其有經濟之力，可支持她們將自主權的行使，落實在想要照顧他人的想法上。除

此之外，學者研究指出影響老年女性約會可能性的因素之一即是擁有健康的身體

（Bulcroft and Bulcroft，1991），在此也間接獲得受訪者的應證，身體健康確實是

她們擁有親密關係的有利條件。 

另一方面，本研究除印證相關研究結果指出經濟寬裕及身體健康較有利單身

老年女性擁有親密關係，更進一步發現在擁有親密關係之後，寬裕的經濟及健康

的身體有助於維持親密關係的品質，換句話說：「有錢有老本才能有閒有老伴，

有閒有老伴還要有錢有老本」。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常提到針對「沒錢」及「身

體不好」的擔憂， 她們認為親密關係中「經濟要寬裕」：因為沒錢日子比較難過，

有錢生活比較自由，而且最好是「自己」有錢就更好；另外「身體要健康」：因

為男友走了自己就煩惱了、也擔心她和男友的關係該怎麼辦、更想到兩人身體都

不好也無暇顧及對方，或就算對方想來看顧自己，亦對其子女感到不好意思。 

一、經濟要寬裕 

    煩惱目前親密關係中經濟困境的 3 名受訪者中（K、M、U），2 名（K、U）

為列冊中低收入戶，1 名由子女提供經濟來源但常入不敷出，3 人皆較屬經濟弱

勢者，因此對親密關係中經濟的窘迫感受更深，對她們來說，親密關係中有伴很

好，甚至能稍稍舒緩經濟的不好，但若能改善經濟，則親密關係會更令人滿意。 

（一）沒錢日子比較難過 

    樣本 K 與男友皆為列冊中低收入戶的獨居老人，他們各自也曾有錢過，但

自己房子相關手續未完備被人收回、男友公司倒閉，現在只能領政府補助過日

子，覺得沒錢日子比較難過，但想到至少男友對她不錯，心裡就比較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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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沒錢比較難過，沒錢就要忍耐啊，我們人如果沒錢就是要忍耐

啊，不然要怎樣，對不對？…當然他現在如果有錢我會比別人更好命，怎麼

會比較歹命，我要做什麼也很自由啊！他也不會管我啊！也不會罵我啊！我

和他在一起 10 多年從來沒聽到罵過我難聽話。」（樣本 K，173－174、425

－427） 

（二）有錢生活比較自由 

    樣本 K 並未說明日子難過或好過的定義，或可依樣本 M 的說法，自由的生

活稱作好過，樣本 M 之前幫人帶小孩，現在人家都要請有執照的保母；男友年

紀大也無法工作，兩人經濟來源只能靠子女，子女要養家，能給的有限，自己沒

有掌握資源的自由，也就無法行使生活中的自由，因此她覺得自己賺錢，可以不

受限於他人的生活比較自由。 

「（關係中較困難？）就經濟比較不好，因為他老人家，他不會上班，

我又不會上班，兩個人生活就不是很好，要靠兒子拿回來，像我大的兒子有

兩個小孩，一個讀國中，一個讀小學，他國中是你們台北的私立的要很多錢

啊，不是很多錢拿回來，我們這邊鄰居那麼多，紅包白包又很多，經濟就不

好。…有賺錢生活比較自由啦，現在沒有賺錢要從哪裡來，小孩子一個月只

有拿 3000 塊要做什麼？電費就不夠用，有時候有病還沒有錢看醫生，只能

跟人家先拿，兒子拿回來再還給他。」（樣本 M，159－170） 

（三）自己有錢比較好過 

    樣本 U 的意見也類似樣本 M，但更強調是「自己」有錢，並不是以兩人親

密關係為基礎思考，因為當初就是跟男友在一起後，男友要她不要賺錢留在家裡

操持家務，後來發現男友會賭博，不給她錢就算了，還跟她要錢賭光，現在感嘆

還是靠自己比較實在。 

「起初還有上班，後來慢慢他一直不給我上班，我就放棄上班了。我是

不肯放棄，我是不知道這個合不合得來，會不會白首偕老，我們要賺一點錢

放在身邊啊，後來是他一直堅持不給我作，我就放棄了，所以我現在後悔了

嘛，不對！應該不要找男人，就是一個人慢慢作慢慢作，做到存一點錢在身

邊，現在比較好過一點。」（樣本 U，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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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體要健康 

    煩惱目前親密關係中身體健康的 3 名受訪者中（S、H、T），2 名（S、H）

為積極想要付出的撫育者，1 名為前陣子膝蓋剛開完刀的身體微恙者，三人皆面

對親密關係的挑戰，前兩者為照顧者，令她們擔心的是當男友倒下時，自己亦因

年老不勝照顧負荷，即將棄守照顧角色，親密關係需要新的維繫方法；後者為被

照顧者，令她煩惱的是男友身體也不好，「我怎麼好意思因為自己身體不好要他

來照顧我」，親密關係亦需要新的相處方式，惟受訪者雖有提及親密關係會因照

顧議題產生變化，卻未明確指出倆人關係可能的改變及因應之道。 

（一）他倒了我就煩惱了 

    樣本 S 對男友是全心全意的付出，男友的身體健康就是她的首要任務，但礙

於兩人都不斷老化的現實考量，她會煩惱如果有一天，男友病倒到自己也無力照

顧的程度，她就真的沒辦法繼續照顧下去了。 

「（關係中最重視的？）他身體健康啦，他如果倒了我就煩惱了，我會

煮給他吃顧他啦，但如果要抬他洗澡我就沒辦法了。」（樣本 S，909－910） 

（二）他倒了我們怎麼辦 

    樣本 S 並未言明「當她沒辦法繼續照顧下去」背後真正的擔憂，樣本 H 即

點出男友的倒下預告兩人親密關係的新挑戰，對樣本 S 來說她再也沒辦法用照顧

來傳達她的愛；而對樣本 H 來說，雖然她的愛也是想要付出，但在生病的照顧

上是切割給各自子女，當男友生病倒下的一天，就是送回子女照顧的一天，她就

退居慰問的角色，惟與樣本 S 同樣的是當男友倒下即預告兩人親密關係的新挑

戰。樣本 H 的「我們」怎麼辦？即是擔憂「兩人的關係」接下來該如何？ 

「（與年輕人）不一樣就是身體吧！年輕人是會一天比一天有進展，我

們是會一天比一天退化，假使說我跟這個男的話，他又不把身體鍛鍊健康，

都是靠吃藥，像我都不吃藥，我就發覺他不行啊，要是他哪天倒下來，我們

怎麼辦？」（樣本 H，366－368） 

（三）身體不好自顧不暇 

    樣本 T 與男友原先同居，男友年紀漸大身體漸差後，就讓男友回自己家住，

有小孩顧著比較好，現在自己膝蓋開刀暫住姊姊家，男友每天都來看她，她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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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慮男友身體及其子女感受勸他不要來。不僅點出身體健康對經營親密關係的重

要性，也看出單身老年女性在親密關係中因自己健康已自顧不暇，卻還要顧及對

方身體，甚至顧慮方子女感受之複雜心情。 

「（同居）有一段時間，差不多幾年有了，2、3年住我這裡比較多啦，

現在也是身體年紀比較大了嘛，比較差一點點，比較沒有來，就是白天來然

後就回家了。…我也不要（他來）啦，我身體不好，他身體也不好，他那邊

小孩會想說爸爸身體就不好還去看阿姨，我也不好意思啦，他小孩也對我很

好啊。」（樣本 T，164－166、208－209） 

「沒錢」多是在受訪者被問及親密關係中較不滿意之處，而「身體不好」則

多是被問及親密關係中最重視之處，針對上述問題，出乎意外的受訪者並非回答

男友是否忠誠、兩人溝通是否良好等一般維持婚姻關係中的重要因素，而是有沒

有錢或身體好不好等生活現實的問題。以經濟方面來說：年輕人的約會有可能因

雙方經濟地位不合遭家長反對而難以邁入婚姻；成年人的婚姻也有可能「貧賤夫

妻百事哀」而有離婚收場之虞。以健康方面來說：年輕情侶之間較無健康問題，

成年夫妻的健康若出問題，配偶也基於婚姻的承諾肩負照顧的重擔，雖然會有身

體、情感及經濟等種種壓力，但也有促進情感、表達感謝及成就感的好處（Stoller，

1992）。 

年輕人及成年人在經濟上尚有努力的時間，在健康上也有康復的可能，但對

單身老年女性而言，老年階段的經濟和健康是一點一滴的流失，只能把握當下，

生活中必須面對的就是沒有工作（自身無穩定收入來源）及老化（身體功能日益

退化），尤其雙方的身體都每下愈況，自己身為照顧者，因為並非對方配偶，也

有棄守照顧角色的一天；自己身為被照顧者，因為男友亦為老人，也不奢望對方

的照顧，倆人的親密關係終究是要面臨挑戰，故特別重視經濟及雙方健康。 

依 Erikson（1976）提出的「心理社會發展階段」中，對老年時期的發展任務

是自我統整，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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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只依物質的生產能力來衡

量老年，只會更加突顯喪失，因此，若能將重心轉移到情感關係的經營，有助於

達到自統整的完整性，也如前節分析能獲得生存的價值感。但無可避免的經濟及

健康就是老年生活品質的基礎，而建立在優質基礎上的親密關係也才較令人滿

意，可見前述所謂有錢有老本才能有閒有老伴，而有閒有老伴之後還需有錢有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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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也就是說經濟寬裕及身體健康有助於單身老年女性擁有親密關係；擁有親密

關係之後，更需要有寬裕的經濟及健康的身體才有利於親密關係的經營(引自張

宏哲、林哲立譯，2000)。 

貳、前段婚姻的陰影 

    本研究的單身老年女性指的是喪偶或離婚者，她們至少在年輕時都曾經歷過

一段婚姻關係，在老年時重啟另一段親密關係，而新關係必須放置在其生命歷程

中來理解，方可得知個人的生命故事及個人所在的社會周遭環境對親密關係的影

響。對她們而言，婚姻可謂重大事件，而在其身處世代的社會，亦以婚姻評價女

人的一生，因此受訪者中有人因前段婚姻的不美滿留下陰影，在她們好不容易因

喪偶或離婚走出前段婚姻後，若要再投入另一段親密關係，會對新關係產生猶

豫、加以設定或限制：有的因擔憂再次遇人不淑，於是裹足不前，猶豫是否進入

親密關係；有的因顧慮再次離婚，於是設定親密關係的發展方向為不再婚；有的

因擔心再次背叛及感念前夫；於是限制親密關係的樣態為不再發生性關係。 

一、再次遇人不淑的猶豫 

    樣本 U 的前夫有外遇對象，最後跟她離婚，樣本 K 的第二任先生對她很壞，

最後因病去世，前者對前夫有氣，後者則是鬆了一口氣，當她們有機會重啟親密

關係的大門時，皆曾停下腳步考慮：如果再像前段婚姻糟糕怎麼辦？前段婚姻的

陰影令她們遲疑，但也讓她們想清楚自己要的是什麼？對樣本 U 來說是男友可

資助她經濟（拿錢存起來），對樣本 K 來說是男友能對她好（學佛很實在），才

鼓起勇氣接受再次進入親密關係的挑戰。 

「我當初也是猶豫了好多，萬一不好怎麼辦，又是受罪，一個人自由自

在的存好多賺好多，賺好多存好多，這樣不是很好過日子，到最後就是被那

個歐巴桑一直講一直講，講說有一個人的幫忙你，拿一點錢給你，你可以存

一點錢起來，你將來你才有老本錢，不然你怎麼辦。」（樣本 U，212－215） 

「我那時候（第二任丈夫去世後），看到人家在路上相牽，我都很愛看

別人，一直給別人看，也沒說什麼，就一直看別人，阿就靜靜的看著別人。…

那時候就嫁到一個壞的啊，我想說如果再一個壞的怎麼辦？（遇到林伯伯會

擔心？）不會啊！我看他的人我就知道他這個人不會，他不是那種人啦！看

人就知道了。…他就是學佛的人啊！他很實在的啊！他這個人就很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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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樣本 K，191－201） 

二、不再結婚的設定 

    樣本 U 也因前段婚姻最終以離婚收場，於是就算重啟親密關係也設定不再

結婚，前段婚姻讓她認清兩人在一起，婚姻只是形式，實質重在有心，就算不結

婚，只要有心，也可以長久。 

「我說我不結婚，我說我既然離婚就我不再結婚，我們人與人之間，大

家有那個良心的話不需要一定要結婚，還是會白首偕老，我說我先生不是結

婚 20 年了，結果還不是離婚掉了，我說只要我們有這個心，人總是會長久，

你沒有心，總是會離婚，就是人一個心啦，所以我不跟他結婚。」（樣本 U，

20－26） 

三、不再發生性關係的限制 

    樣本 S 的前夫雖然也有外遇對象，後來自殺未遂癱瘓 6 年期間她仍不離不棄

照顧他，以致於她對前夫的感情很矛盾，一來氣丈夫背叛她，一來又可憐丈夫因

外遇對象自殺，而把氣轉移到外遇對象身上，帶有氣的情緒時，她說為了不再讓

男人騙，帶有可憐的情緒時，她又說覺得丈夫曾陪她，而回到自身需求則心平氣

和地說自己久沒發生性關係也沒慾望了，但最終立場都是不再和別的男人發生性

關係，有保護自己也有考量前夫的意味。 

「我對這個（性關係）...我就坦白跟他說，為了我先生那樣陪我，我

一生都會記在腦袋裡，我也不怨恨我先生，我就是說，我不要，我不要，就

是說沒神經（慾望）了啦，你如果沒神經了你跟一個男的在一起，沒意思嘛，

男歡女愛，是說我有愛你，你有愛我，我們做愛這樣才有意思嘛，阿如果說

神經就已經死掉了，你跟人在一起沒意思啦，不會快樂沒意思啦！」（樣本

S，568－574） 

從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前段婚姻的陰影是單身老年女性在親密關係中能否與

對方約定－願意與對方走在一起的影響因素，而為了避免自己二度傷害，則會有

條件的與對方相親相愛。在前段婚姻陰影的影響下，受訪者有的設定關係發展方

向；有的限制倆人交集程度，而其影響力可由其進入親密關係的猶豫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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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前段婚姻的陰影有其影響力？因為社會傳統文化根據男女性別的刻板

印象教育男女兒童，也以這套方式衡量兩性的行為和表現，意即男性從小即被鼓

勵往公領域發展、追求工作成就；女性則被鼓勵往私領域發展，表現持家成就，

從這角度來看，婚姻似乎是一場買賣，男人努力賺錢以便交換女性的家事服務和

獨享的性，這樣一來一個不會持家，丈夫有外遇、兒女不爭氣的女人，在社會定

義下就是一個徹底失敗的女人（林麗珊，2001）。為了避免自己在感情中，甚至

社會評價中受到二次傷害，因此有條件地與男友發展親密關係。 

在前段婚姻中，身在深受傳統社會文化影響世代的受訪者堅守婚姻堡壘，不

到最後一刻不棄守婚姻，離婚表示自己被拋棄，痛徹心扉，不離婚代表自己必須

忍耐下去，也遍體鱗傷。因此她們脫離前段婚姻後，在進入另一段親密關係時，

還是會擔心再次受到傷害，因此她們在是否進入親密關係時，有裹足不前的遲疑

（再次遇人不淑？）；就算進入親密關係後，也依自己在意前段婚姻的特定陰影，

做好確認或防護措施，掌握關係的發展方向（不再婚）及限制倆人的交集程度（不

發生性關係）， 皆是受到前段婚姻關係陰影的影響，她們意識到重新作伴的親密

關係將會是一個挑戰，她們也知道自己需要調整認知才能進入親密關係，亦需有

不同的因應之道才能讓親密關係走的下去。 

    雖然親密關係與再婚不能相提並論，但這種單身老年女性重新作伴的模式可

借用 Moss 和 Moss（1980）針對老年寡婦再婚的論述，她們認為老年寡婦的再婚

是一種三方關係，包含了老年寡婦、新的配偶及病故的配偶，這樣的關係不像第

一次婚姻那樣被看做是一個雙方關係般單純，新的婚姻關係被視為是透過第一次

婚姻稜鏡下的產物，是多變並且複雜的（引自劉秀娟譯，1997）。而本研究中單

身老年女性重新作伴的親密關係中，彼此交流及融入的程度雖不及再婚關係，但

亦受到前段婚姻的影響，也可說是透過第一次婚姻稜鏡下的產物，尤其對在前段

婚姻中有創傷經驗者，更是她們從觀望到決定作伴的重要因素，而她們也認知到

要為這樣的產物做好準備，找出新的關係定位。 

參、子女的態度 

    子女是單身老年女性生活中的「重要他人」，子女對她們重新作伴親密關係

的態度也影響她們交友的認真程度。對其交友採贊同或無意見的子女，有的更能

適時在其親密關係中扮演適當的角色，發揮恰到好處的功能，讓親密關係增色不

少；有的甚至會在關係發展的關鍵時刻或轉折處，主動地站出來或被動地請到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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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影響關係的發展。幾乎每位受訪者皆提到子女與她們親密關係有所牽連的相

關敘述，以下即從子女對關係的看法、子女在關係中的角色及子女對關係的影響

等面向來討論子女的態度對她們親密關係的影響。 

一、子女對關係的看法 

    概略來說，子女得知自己媽媽結交男朋友的反應不外乎「贊成」、「沒意見」

及「反對」。贊成之外也有子女獻上祝福；無意見之外也有子女覺得有人可以代

替自己陪媽媽；就算是反對，單身老年女性也自行「附帶條件通過」－反正我不

結婚，只想有個伴玩在一起。 

（一）贊成 

    樣本 F 表示自己和男友的子女都知道兩人作伴的事情，子女認為她獨自住在

安養中心，人生地不熟，需要有個伴可以互相照顧；樣本 S 則說子女都沒有反對

她交男友，而且體諒她一生辛苦，在人生最後能找個好人彼此作伴，她們都願意

給予祝福。 

1.作朋友可以 

「他孩子也知道，我孩子也知道，可以啊，媽媽就作朋友可以啊，相互

照顧啊，這樣子啦。他有太太唷，他太太也知道喔，大家相互照顧嘛，那麼

老了嘛，他 91 歲、我 88 歲，他有子孫、我子孫滿堂啊！」（樣本 F，33－

35） 

2.都沒有反對 

「我的兒子喔，我的媳婦，都沒有反對我，因為他們都說媽媽你一生那

麼受苦，你如果找朋友找到好人就沒有關係，找到壞人就不好，我們會祝福

你們。這樣，我的小孩是這樣。」（樣本 S，396－398） 

（二）沒意見 

    樣本 H 與兒子和媳婦同住，她和男友交往兒子也沒意見；後來男友搬進家

裡同居，兒子和男友互動也不多；樣本 M 自己獨居在鄉下，兒子對她交男友也

沒意見，覺得她一個人住，若有伴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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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兒子也沒意見 

「怎麼說，就是說，因為我們兩個常互動嘛，一起上課啊機會很多，反

正我兒子也沒什麼意見。…孩子也沒有話說，他早出晚歸，平常他也沒...

阿他住他的，孩子他們自己在房間裡面啊，阿我們在客廳，客廳看電視，他

們房間也有電視，就沒有互相干擾到，也就沒有什麼了，反正上班的時候上

班，吃飽的時候就各自回房間。」（樣本 H，64－65、275－278） 

2.我兒子說也好啦 

「見面我就跟我兒子他們講啦，我問我兒子說你有沒有意見，他說唉唷

～你要作伴喔，你交一個朋友作伴也很好啦，不然你沒有伴，叫你去跟我一

起住你又不要。」（樣本 M，82－84） 

（三）反對 

    樣本 Y 的子女因男方尚有太太而反對倆人交往，雖然子女反對，她仍釋懷

從另一角度詮釋，對方有太太也好，反正她也不想結婚，自己不會有破壞他人家

庭的問題，而且就算當初倆人不相識，男友也是每天都出來玩，自己並沒有勾引

他的疑慮，雖遭子女反對但兩人還是交往，頂多不在子女面前提到男友的事情，

惟子女的反對多少影響她較停留在玩伴的交往態度，亦採「LAT」的相處模式。 

「我跟他們（小孩）講的，我就講說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啊，很好啊，

家裡的情況啊，他們就不喜歡嘛，不好嘛。我那時候考慮他們說不好，不好

沒有關係，反正我也不想結婚，就跟他玩玩就好。…一般夫妻當然他們是一

天晚到住在一起的呀，毫無顧忌的呀，那我們這個是有顧忌的，顧忌什麼就

是我不敢在我小孩面前說他是我的朋友啊，我不敢這樣講，我也不給他們介

紹在一起，就是我們兩個在一起作作伴，白天出來了，有個伴啦在一起，上

班啦，下班啦，是這樣子。」（樣本 Y，56－58、108－111） 

二、子女在關係中的角色 

    在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中，子女不僅表達意見，有的對其交友表示贊同

或無意見的子女也付諸行動，藉由扮演「和事佬」、「主事者」、「氣氛營造者」及

「情感交流者」的角色以發揮為關係加分及增溫的功能，不僅是單方面勸慰她跟

男友和好，還跨越到看顧男友開刀；不只是平日送禮給男友促進情感交流，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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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年邀請男友出席營造團圓氣氛，從兩人情感的維繫到製造男友是我們家一份子

的感覺，子女在維持及促進她們親密關係上確實盡一份心力，可說是她們親密關

係的一股助力。 

（一）和事佬 

    樣本 U 的女兒充當她與男友的和事佬，勸說只是作個伴就不要管他那麼多。 

「我大女兒以前知道他愛賭錢叫我回去，叫我回到她身邊去，她要養

我，現在勸我說作伴啦，不管他了，算是一個伴啦！」（樣本 U，518－520） 

（二）主事者 

    樣本 K 的兒子還會幫她和男友安排大小事情，不論是男友住院的看顧，還

是兩人搬家的經費，他都會來主其事。 

「他都沒（跟女兒）來往，10 多年了（女兒）從來沒來看過他，也是

我的兒子在幫他那個，給他照顧，我的兒子是對他很好呢，他自己的女兒養

到這樣書讀到這樣也沒來理他，我的兒子，第二個兒子很有責任，聽我說他

要開刀，說幾點到，我說九點，他和他太太九點就到，站在外面等，我就說

你們去吃飯啦，你們整天都待在這兒沒有吃飯，夫妻都在那都沒離開，他就

跟他太太說我們現在如果走，如果發生什麼事情，我的第二個說的，我的第

二個是很有責任感的人，像我們搬家也是他借錢來給我們，我們也沒辦法。」 

（樣本 K，390－396） 

（三）情感交流促進者 

    樣本 T 的子女平日出國都會想到多買一份禮物給男友；男友的子女逢年過節

也都會來送禮給她，雙方子女對她及男友都有禮尚往來，讓她感受到晚輩對長輩

應有的敬意及情感。 

「我的小孩都對他很好，我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包括媳婦都對他很好，

我的孩子也會買衣服給他啊，如果他們有出國也會買衣服給他。他們那邊女

兒也對我很好，也是中秋節啦、過年啦都會過來送禮啦，阿他二媳婦也是很

好都有來。」（樣本 T，159－160、21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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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團圓氣氛營造者 

    樣本 S 的子女過年時都會邀請男友隨媽媽跟他們一起吃年夜飯，男友也沒有

子女，過年的聚餐與平日的聚餐在中國傳統文化注重「團圓」的意義下，多了一

層文化上的意涵，過年的邀約更可以突顯子女對男友的接納，營造「一家親」的

氛圍；而樣本 T 的男友家住附近，過年期間也像自家人般和子女打打牌，子女營

造的團圓氣氛可說是一種讓男友加持為家人最自然不過的文化儀式。 

「每年的過年，他們就會說爸爸，不是，說阿伯、媽媽，你過年來我們

這邊過年，他都跟我一起回去。」（樣本 S，405－406） 

「過年的時候一家人會打牌嘛，女兒、女婿、我兩個兒子 4個人嘛， 4

個人嘛，有時候這個阿桑我朋友來，他們就會說阿桑來打牌，他不會打嘛，

他很慢嘛，我兒子就說等到歐吉桑打一張牌出來，我都可以抽一支煙了，很

好啦，大家都很好啦！」（樣本 T，83－86） 

三、子女對關係的影響 

    承上，對單身老年女性交友表示贊同或無意見的子女會採取行動，有些行動

甚至會促使她們的親密關係朝向關鍵性的發展方向。Cicirelli（1992）依老年人在

作決定時「他人參與程度」之向度將老年人的自主性的行使分為五種類型，其中

當老年人和其成年子女同時參與決策時，諮詢自主（個人諮詢他人以獲得訊息和

可選擇的方式，但最後自己決定）是最常見的方式（呂寶靜，2001）。子女在其

關係中本屬幕後人員，是提供諮詢的顧問，當她們有重大決定時皆希望找子女商

量或得到子女的支持，從傳統文化來看：「三從四德」中的「三從」為儒家對女

子的一些道德要求，即：「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說明女子未嫁時服

從父親，出嫁後服從丈夫，若丈夫亡故則服從兒子。從親屬關係來看，丈夫去世

後，子女成為她們最親的親人，生活的重要他人。因此她們會特別重視子女，雖

不至於到服從子女，但仍需要徵詢子女的意見，最後再由自己做決定。  

但有些時候自己做出了決定，尚須要子女出面當代言人，有的情況是當她們

期待親密關係可以發生重大轉折時（例如：想交友、結婚、復合、分手），需要

子女出手推一把；有的情況是當她們在親密關係確實發生重大轉折時（例如：不

小心發生性關係了），期待子女的聲援作主。子女除扮演幕後諮詢的角色，也會

主動跳出幕前加入她們及男友的演出，或被動被她們請去軋一腳，在子女關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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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身之後，都讓她們的親密關係發生重大轉變，皆可看出子女一出手，有可能

促成親密關係往哪走，其影響力不容小覷。因此當親密關係邁向下一境界或遇峰

迴路轉之際，單身老年女性需要一個可以依靠的人，確認她們這樣的決定是對

的，或出面幫她們代言並處理，就如同年輕人請出爸媽一般。 

（一）你們去結婚好了 

    樣本 S 原本就有意為擔負男友照顧責任及杜眾人悠悠之口，打算與男友結

婚，女兒的支持讓她更有勇氣實現老年再婚的計畫。 

「嘿呀～我們現在也是朋友呢！只是說去年有去辦公證啦！我女兒和

女婿說：媽媽你年紀已經那麼大了，阿伯沒有小孩，需要你關心，你去公證

結婚好了。害羞到...老了才去公證結婚，這就是說...我們就做這個形式，

也不一定要這麼做，就是說，兩個人若合得來，我顧你阿你顧我。」（樣本

S，112－115） 

（二）你們好聚好散啦 

    樣本 H 交往期間曾經與男友短暫分手，因思念對方想要挽回，男友說當初

趕他走是在兒子面前，現在要他回來亦要由兒子出面；後來實在相處不來，男友

又說當初是兒子出面他才回來，這次要他走也要兒子出面。似也意味著丈夫死後

兒子即成為一家之主，在倆人親密關係中，復合也由他說情、分手也由他逐客。 

「因為我們分開的時候他有說我是在他兒子面前罵他，他覺得很丟臉，

他是說一定要我兒子講叫他回來他才能回來，那次我是真的是沒辦法，我就

叫我兒子跟他講，我兒子就跟他講說，說我媽媽雖然怎樣可是他還是有幫夫

運啦，結果他就真的回來了。他說現在你要叫我走一定要你兒子叫我走我才

會走，好啦～那天早上我兒子 7點他就要上班，起來了，我就跟他講說我要

跟他分開了，我兒子就莫名其妙，因為昨天晚上還去吃飯好好的，為什麼要

分開？他結果他也沒講什麼，我就進到房間，我就說我跟你講喔！上次是我

叫我兒子叫你來的現在我也是叫我兒子叫你走！我兒子就趕快進來怕我跟

他吵架，他說你們好聚好散啦，吵什麼！結果他就沒話說就走了。」（樣本

H，198－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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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兒子我該怎麼辦 

    樣本 K 認識男友時，同時有一名男友的同事也對她有好感，她還帶兒子去

鑑定，兒子即幫她出意見說男友比較好；兩人交往時發生性關係後，她也打電話

向兒子商量對策，兒子就登門親自拜訪，在倆人面前媒合一番，讓木已成舟的兩

人關係能夠順水推舟地發展下去。 

「我就是帶我大兒子去跟他們認識啊！去公司和他們認識，我大兒子出

去打電話進來，不知道走到哪裡打電話進來說：老母～那兩個人喔，就是那

個林董的看起來比較好，他說那個姓王的感覺不太好，那個王的就看起來比

較不好，乾癟瘦小其貌不揚，沒什麼頭家樣。…我的兒子就給我建議啊，跟

我說那個比較好啊，我後來就帶他去那個我的那個朋友那邊認識啊，就是那

個開報社，叫我大姊那個。」（樣本 K，547－553） 

「（兩人發生關係後）我兒子是說這樣很好啊！我說就不是好還是壞

啊！就不是好還是壞怎麼可以說現在是好還是壞，我是說那你現在怎麼準備

怎麼說，他說我會想辦法要怎麼說比較好，阿那天他看到就說：林叔叔啊！

你現在和我媽媽在一起喔！這樣是很好啦！阿我這個老母是比較固執啦，脾

氣比較不好啦，阿你要多多指教，這樣講，就很有禮貌的說話。」（樣本 K， 

564－568） 

再分析：自然而然的知道不如刻意安排的介紹－引介的正式代表對子女的重視 

    由前述分析可得知子女的態度是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重要影響因素，而

她們的子女是透過怎樣的方式得知倆人的親密關係，繼之產生態度，進而影響親

密關係的發展？ 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亦多少提及子女如何知道自己有男友，或

男友的子女是如何知道有自己這號人物，另亦提到身邊的朋友或其他周遭的人是

怎麼知道她們的親密關係，比較子女及朋友知悉的方式可發現兩者有明顯不同：

不管是當自己這方要介紹男友，還是男方要介紹自己給子女時，雖然也有「自然

而然」的方式，但原則上還是會由自己主動邀約子女，刻意安排一場正式告知的

形式；至於朋友或其他周遭的人怎樣得知倆人的親密關係，多數受訪者都提到這

是一種自然而然、「大家一看就知道」的非正式默契，換句話說，因為子女對她

們的重要性及對關係的影響力，引介的正式即代表對子女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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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子女 

    在子女得知倆人交往的方式上，有的受訪者並未特地介紹男友給子女，而是

「自然而然」大家就認識了，當子女在拜訪她們的時候，看見男友在場而知道她

們身邊有這樣一位具特殊情誼的男性相伴；有的受訪者則是邀集男友及子女，安

排雙方見面，以「正式告知子女結交男友」的方式表達自己生活即將產生重大變

化；「男友邀請自己認識子女」的方式亦同，兩者皆有點類似年輕人把男女朋友

帶回家見父母的情形，只是在權力上，老年人只是告知子女，年輕人多少含有請

示父母的意味。 

（一）自然而然 

    樣本 F 和男友同住安養中心，倆人常相約去中心內的公園散步，子女來拜訪

時看見倆人在一起，即有察覺倆人之間的特殊情誼；樣本 T 和男友家住附近，男

友常來家裡拜訪，甚至同住，小孩來拜訪，或自己託男友拿東西往來小孩家，雙

方接觸多了，也就瞭解媽媽和男友的親密關係。 

1.偶然遇到就介紹 

「小孩看到啊，我去哪理我會寫我去哪裡，小孩來看到就到那個地方找

我，就看到我們啦，就介紹這我孩子，這廖伯伯。他孩子來就說這是某某阿

姨就這樣子啊！」（樣本 F，119－121） 

2.來來去去就知道 

「小孩就自然常來常看就知道了，我沒跟小孩住啊，我自己一個人住

嘛，小孩來來去去就知道了，有時候我這邊如果有東西會託人拿給我媳婦，

就會託他拿過去，因為他要回家洗澡什麼的。」（樣本 T，78－80） 

（二）自己告知子女結交男友 

    樣本 S 把男友帶去給子女看，樣本 M 則是等子女回家過年期間把男友請來，

倆人都為告訴子女自己認識了男友，男友是怎樣的人，自己想要跟他作伴。透過

「自己告知子女結交男友」的方式，邀集男友和子女同時到場，由自己為雙方介

紹，也作一項正式的宣告，更為她們的親密關係揭開序幕。 

1.我現在認識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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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媳婦知道，我就有把他帶去蘆洲，我的女兒有看到都知道，我就

跟他們說：媽媽喔，現在認識一個某某什麼人，幾歲這樣，人很實在，顧太

太 16 年，我感覺說世界上沒有地方可以找到這種人，這麼好，我就講這些。」

（樣本 S，401－403） 

2.我想要跟他交朋友 

「他會來我這邊，我兒子回來的時候，我就跟我 2 個兒子講，過年的時

候通通都會來，我就跟大家講我說，我是叫他「阿爸」（客語）啦，他也沒

有太太，我想要跟他交朋友，我兒子說我又沒有意見，你又沒有跟我在一起，

又沒有跟我住在一起。（男友）後來就常來了啦！」（樣本 M，77－80） 

（三）男友邀請自己認識子女 

    樣本 H 及樣本 U 則提到男友如何介紹自己給他子女認識，樣本 H 說當時是

陪同男友參加婚宴的場合，她就是男友攜的伴，而男友的家人通通在場，雙方見

面後就等於認識他的家人，也讓他的家人都知道自己在男友的「地位」，能夠被

男友攜伴出席家族的聚會，有種「上的了台面」的意味，讓她感到備受重視；而

相形之下樣本 U 就低調許多，男友帶她一起去跟女兒吃宵夜，據她表示，三方

都沒說什麼話，但三方都心知肚明，就是大家見見面，知道有這麼一個人，瞭解

倆人有這麼一回事。 

1.我和他的家人就通通認識了 

「頭一次就是我跟他以前最初的那個女朋友，她的四弟的孩子結婚請

客，他就把我帶去給他們全部的家人...他還跟人家講說：這個是我最後的

女朋友，這是我最初的女朋友。…我覺得好像很有面子，就通通都他家人，

我們就通通認識了，就他很重視我的感覺。」（樣本 H，288－293） 

2.意思他爸爸要給他女兒知道 

「後來他同我認識之後，有一天晚上他女兒請他去吃宵夜，他就帶我去

跟她在一起，那時候他女兒把我看一看，我也把她看一看，我頭低低的也沒

什麼挾菜，我這個人在外面我不亂講什麼，盡量讓人家去那個，所以她看看

看看也不講話，我也不講話，意思他爸爸要給他女兒知道。」（樣本 U，492

－496） 



 170

二、認識的朋友及不認識的其他人 

    當受訪者及男友以「雙人模式」現身時，不論面對是認識的朋友，或身旁環

繞的是不認識的其他人，她們都有一套「大家一看就知道，根本不用多介紹」的

說詞，不像跟子女介紹時需要正式的安排，跟旁人根本談不上介紹，而是透過一

種「非正式默契」。 

（一）大家一看就知道 

    受訪者都提到「大家一看就知道」，那大家到底看到什麼而知道她們和男友

的關係就是不一樣呢？進一步瞭解可約略得知應是倆人在一起相處時所透露出

來給人的感覺，有的是倆人走在一起的樣子、有的是倆人說話比較隨便的樣子、

有的是感情很好的樣子，此外也有受訪者覺得大家（老人服務中心的老人）都是

過來人，你內心應該清楚我表現的明白。 

1.倆人走在一起 

「走在一起人家一看就知道，不用介紹人家都曉得，一看就知道了，根

本連介紹都不用，人家就曉得了。就說他是我朋友啊，這樣子。」（樣本 H，

531－532） 

「哪裡就帶著去怎麼不知道，一看人家就知道囉（哈哈）！有的也會問，

有個不用問他看就知道，聰明的人看就知道啦！」（樣本 M，97－98） 

2.講話比較隨便 

「別人我倒是不怕，我是顧慮到我的小孩，別人他不會講什麼，因為他

們都認識，大家都一起玩，大家都知道的，他們知道我們在一起嘛，同一班

嘛，上班一起、唱歌也一起，我比較講話隨便人家也看得出來嘛！所以有活

動都邀請我們兩個一起來參加。」（樣本 Y，180－183） 

3. 感情很好 

「認識的認識，不認識的人大家都說你們夫妻很好耶！我也都說對啊！

我先生對我很好，不知道的人我就是這樣講。很少問啦！因為大家都知道

啦！」（樣本 T，377－378） 

4. 大家都是過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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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老人服務中心的老人）都知道啊，大家看就知道啦！大家都是

過來人啊！」（樣本 K，590） 

    由此可知，在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中，面對子女及面對朋友時，雙方介

紹彼此的方式不同：面對子女時較會採取一種正式的宣告，一方面表示子女對她

們而言是重要他人，一方面也代表告知子女即象徵倆人的親密關係邁向另一個階

段；而男方在家人面前介紹自己時，讓她有種被重視的感覺，自己的身份被肯定，

倆人的關係被接納，雖然不到配偶的「扶正」，但也算女朋友的「承認」，雙方介

紹彼此給子女或家人，都為倆人的親密關係展開新的一頁。換句話說，單身老年

女性或其男友引介雙方給彼此子女的「過程」其實是有其意義及任務，突顯子女

與其他人份量是不同的，故向其揭露親密關係是慎重的。 

另一方面，面對朋友及其他人時，較會採一套非正式的默契，一方面朋友較

子女對倆人的親密關係影響不大，一方面「大家一看就知道」，老人族群都已心

有靈犀瞭解這是怎麼一回事，自己不用特地解釋，旁人也無需詳加過問；而「大

家都是過來人」似意有所指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此事其實普遍，但為隱性現

象，只在老人圈中流傳故不為外人所知；或此事確屬需求，但為潛在需求，只是

無法滿足故人人稱羨，而讓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成為隱性現象或潛在需求的

原因，即是本節所述的各影響因素及老人群中女多男少的現實因素。 

再分析：叫的正確不如叫的親切－稱謂的認可代表對自己的接納 

承上所述，自己或男友與彼此子女經過介紹而認識之後，在雙方接觸的過程

中，當她與對方家庭（長輩或子女）建立關係時，言詞中常以她如何「稱呼」對

方或對方如何「稱呼」她，來應證「對方是接受我的」、「我們的關係很好」、「對

方子女很懂事」，彷彿這樣的「稱呼」是一種「破冰」的儀式，適當的稱謂就勝

過諸如「自我介紹、請你接受我、我已接受你」等千言萬語。而對受訪者而言，

怎樣的「稱謂」為適當，有被稱呼就表示至少對方家人不排斥我，進一步探究可

發現，當非配偶的她們得以受到配偶般的親切稱謂之認可，比起以一般禮貌性的

正確稱謂，更具有被男友家人接納的意涵。 

親切的稱謂例如：樣本 K 提到「我叫男友母親『媽媽』」（不是叫伯母，而

是以男友配偶身份稱其為媽媽）、「大家叫我『伯母』」（不是叫歐巴桑，而是相對

於男友被稱伯父對等稱其伯母）；正確的稱謂雖不及親切的稱謂之接納程度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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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烈，但亦表示不被排斥，仍讓受訪者覺得自己有被接受（他對我很好）例如：

「男友的兒子叫我『阿姨』」、男友的孫女叫我『姨婆』」，皆表示兩人的親密關係

是受到對方家庭（長輩或子女）贊同及支持，甚至他人的肯定及祝福。 

1.我叫男友母親「媽媽」 

    樣本 K 表示自己稱呼男友的母親為「媽媽」（而非「阿姨」），稱呼媽媽即表

示自己是以「媳婦」的身份自居，對方也默許，等於得到男友長輩的接納，她覺

得這樣代表對方對自己很好，自己進而對她盡晚輩應盡的孝道（幫她洗澡）。 

「他自己說一直跟她（男友母親）說（我們交往的事）這樣，我之後回

去就是叫她媽媽～媽媽～，阿她就對我很好了。他就有朋友的老婆跟她說拿

來疼疼好了啦，洗澡都不給他（指男友）幫忙洗，我如果幫她洗，她也靜靜

的。她說：○○（樣本 K名）阿～我來你家住好不好，我也說好呀！好呀！

來去啊！我要回去的時候也對說：老母啊！那你現在要去嗎？她說：現在不

要，我現在要顧家。」（樣本 K，488－492） 

2. 大家叫我「伯母」 

    除了男友的長輩及子女外，樣本 T 的陳述也應證「稱呼」的意義運用在周遭

人身上也是一樣的道理，因為大家稱呼男友「伯父」，故稱呼她為「伯母」，這樣

對等的稱呼也代表大家認知到她們兩人是一對，對兩人關係特殊性的認可，甚至

男友的親戚也都以「配偶」身份才有的稱謂來稱呼她，她覺得自己能獲得這樣的

「殊榮」，大家都對她很好。 

「我到廟裡去，本來是沒有伯母（台語）嘛，因為他沒有太太嘛，現在

我去大家都叫我伯母，大家叫他伯父啊，阿我腳開刀大家也都會說伯母怎樣

啊，都會關心啊，大家信眾都會問他。她妹妹也叫我嫂嫂，我也叫他姑姑啊，

大家都對我很好啦！」（樣本 T，372－375） 

3.男友的兒子叫我「阿姨」 

    樣本 M 說男友的兒子對她很好，稱呼她為阿姨，她覺得因為他媽媽去世，

就把她當母親輩的阿姨對待。 

「他（男友的兒子）對我很好，他叫我阿姨，每次去到他那邊就阿姨你

來囉。…我去到他家，他說這個是我媳婦，這個是我兒子，他就會跟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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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孫子孫女那些也跑光光也沒有在家，年輕的就沒有在家，剩下老人家在

家。他就跟他兒子說我認識的啊，大家交一個朋友啊，他就叫我阿姨，他沒

有媽媽啊，他也是 85 年太太去世，他的 8 月我的 11 月。」（樣本 M，63、

70－73） 

4.男友的孫女叫我「姨婆」 

    樣本 U 提到不僅男友的女兒對她很好，男友的女兒還叫自己的小孩過年包

紅包給她，稱呼她為「姨婆」，她覺得男友的女兒很懂事，不但自己以身作則，

還教育下一代對她表示敬意。 

「他大女兒很好喔，對我很好喔，母親節也給紅包啦，生日也打戒指啦，

現在他大女兒的小孩我有錢給他紅包，現在他們會賺錢，他大女兒很懂事

喔，叫她小孩子每個人過年都要包紅包給我，叫我姨婆，她說：我現在會賺

錢了啊，不能拿妳的啦，我是一點點意思意思，現在景氣不好啊，獎金少啊，

一點點意思啦，我說：不是大小的問題，你們有這個心我就很好了。」（樣

本 U，514－518） 

如同本土連續劇中常會出現的劇情：當子女要認親生父（母）親時，或子女

對父（母）親有不諒解時，這時雙方四目相接，子女情緒激動地喊出一聲：「爸

（媽）」！所有仇恨頓時煙消雲散，變成親親愛愛的一家人；也讓研究者不禁想

到當晚輩去拜訪長輩時，父母一定會要子女看到長輩要「叫人」，例如：伯父！

而不是打聲招呼說：你好！因為把稱呼叫出聲來這個動作本身即具有文化意涵，

「稱謂」呈現出彼此的輩份，隱含我們是一家人的關係，因而在單身老年女性的

親密關係中，稱謂的認可更代表對自己的接納。這樣的文化亦在受訪者的親密關

係得到應證，也呈現文化對她們關係的影響力，更說明文化影響力的源遠留長。 

肆、信仰的力量 

    對單身老年女性來說，原本以為婚姻可以白頭偕老，奈何前夫早先一步離她

而去，後來鼓起勇氣重新作伴，原本以為親密關係可以彼此珍惜，怎料到相愛容

易相處難，對方積習難改，甚至有出軌行為。回首一路走來的過去、放眼近在咫

尺的未來，面對人生中諸多苦難，「信仰的力量」不僅讓她們在生活中找到寄託，

也支持她們在親密關係中繼續走下去，使親密關係能夠「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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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樣本 S 及樣本 U 而言，前者早年喪偶、後者晚年離婚，倆人都曾遭前夫

背叛，前段婚姻說不上美滿；而在重新作伴的親密關係中，倆人的男友皆嗜賭，

性格強硬，又曾出軌，親密關係也稱不上和睦，在訪談過程中常吐露她們一生走

來的艱辛，也因此粹煉出其性格的堅毅，探究堅強的背後其實都有信仰的力量支

持著她們，故也各自交往長達 12 年及 21 年，而她們的信仰分別來自「佛祖的教

誨」及「祖先的訓示」，前者讓樣本 S 抱持著一切都是自己的命之心態；後者則

讓樣本 U 覺得自己作好心作好人，菩薩自然會保佑。 

    前節曾論及「親密關係的延續基礎」其中之一即是「轉換念頭」，亦為上述

兩位受訪者（樣本 S 及樣本 U）對親密關係能夠延續的想法，在此更可深入瞭解

就是因為倆人有信仰的力量在背後支持：佛祖說「一切都是我的命」、祖母說「要

作好心作好人」，讓她們產生轉換念頭的想法：「原諒別人就是善待自己」、「當成

自己在做好事」，進而影響到其親密關係的延續。換句話說，當關係不順遂時，

信仰的力量影響她們的認知，使其能夠轉換念頭，改變看待關係的心態，故讓親

密關係得以延續。 

一、佛祖教誨－一切都是我的命 

    樣本 S 的朋友認為男友不好，不值得她付出，她自己則認為遇到男友是自己

的命，人要順天命，一切順天行事，佛祖自有安排。 

「朋友喔...朋友都說他不好，都說我很好，都稱讚我啦！我就跟他（指

朋友）說：我不能不理他，無論他變成什麼樣的人，我就是要在身旁照顧他。

因為我心裡有在念阿彌陀佛的人，我會想說一切都是我的命，一切都是我的

命，我不要說有什麼比較好的就把他放掉，我的心情會很痛苦。」。（樣本 S，

460－466） 

二、祖宗訓示－要作好心作好人 

    樣本 U 則是想到男友的不好就生氣，但又想到冥冥之中有菩薩在保佑她，

因為她尊崇老祖母的訓示我們不知道環境怎麼變化，就算再怎麼不順利，我們都

要作好心做好事，也就不要計較那麼多了。 

「…可是自己一個人躺在床鋪，胡思亂想也會想（男友的不好），想到

很氣，可是有時候再想說我是信佛的，那麼觀音菩薩（有在保護我）。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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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離婚的時候不認命啊，看到哪個地方有算命就去算命，有一次要去算命的

時候，算命先生說…有觀音菩薩跟在你後面保護你，所以你轉彎過來的時

候，我就聞到香味，一陣香的香味，他說你知道不知道？我說我不知道，我

是很信菩薩，但是我不懂怎麼拜，我是誠心不懂，我都叫祂原諒我，我不會

講話也不會擲筊，我說你就原諒我，我是誠心。我說我是老祖母傳給我的，

她在圓環救好多人啊，小孩子的時候她同我們講，冬天晚上睡覺被子蓋在大

家坐在那邊，她就說做人要怎麼做，那時候我們一碗飯剛剛要吃，門口有一

個乞丐來，我們趕快這碗飯就給乞丐，她說現在阿嬷還有飯給你們吃，我們

還有自己的房子住，算小康，但是一個人啊，台灣人說「一條尾巴長長的」

（台語）、「一條草繩長長的」（台語），我們將來一輩子要變成怎麼樣一個人

意想不到，環境要變化意想不到，不是說那麼順利，所以人要作好心作好人，

所以我從阿嬷傳下來的。」（樣本 U，166－179） 

伍、社會的觀感 

    人是社會的動物，不能離開社會而獨自生活，人的一切生活行為，都要受到

社會的影響及支配，我們透過與社會中其他人的互動，經由他人的反應回饋來型

塑自己的行為舉止，如此型塑的過程，並非一個口令一個動作，大多時候是我們

已預想到別人會怎麼樣看待自己，事先調整好再呈現出自己的行為，人們互動的

行為經由這樣的過程不斷地再修改調整，因此社會也隨之不斷地在變遷。 

這即是符號互動論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並非本能上的直接反應，而是經過

一番分析和理解後的反應，人們在行動之前總是先試著判斷解釋他人的想法與作

為，然後才決定如何行動反應（蔡文輝、李紹嶸，2006）。對單身老年女性來說，

她們的親密關係也會受到社會觀感的影響：別人會說些什麼？於是她們自有一套

對其他人想法的詮釋；她們亦對其他人想法有其因應之道，有的是預先準備，有

的是事後調整，以下擬分為「解讀他人的看法」及「合理化自己的行為」兩面向

來討論： 

一、解讀他人的看法 

    在單身老年女性擁有親密關係這件事情上，對於這樣的關係發生在這樣的身

份上並非社會常態，在關係上，社會必須允許並鼓勵，愛情才能滋生；在身份上，

社會對寡婦在服喪期間應有的表現有既定期待；在發生與否上，社區及家庭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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浪漫及婚姻的正確年齡有刻板印象。受訪者的確提到在親密關係中曾經接收到外

界的評論或旁人的眼光，而她們自己解讀他人的看法可分為：正向化詮釋－那是

大家的羨慕及讚許；貶抑性價值－說閒話的人自己沒知識；預防性準備－自己沒

聽過閒話卻怕別人會講閒話。 

（一）正向化詮釋 

    受訪者對於他人看待自身親密關係的的態度，傾向採正向的詮釋方式，有的

將自己正向的感受投射到他人身上再反射出來（我看到別人很羨慕我們），有的

將他人中性的反應加以正向的詮釋（他說的對啊），有的則將別人的看法再加權

感受（別人這樣說我們覺得也很好啊），言談中透露出她們對自身親密關係有其

自信，甚至因表現出自信而獲得自證預言的效果。 

1.人家在羨慕我們 

    樣本 H 及樣本 K 皆認為自己和男友走在一起，別人看到都很羨慕，樣本 H

強調老了兩人有伴還能夠親親愛愛，樣本 K 則強調老了兩人還能手牽手一起走，

亦透露出一般夫妻相處到老夫老妻的階段，彼此的愛意都已消磨殆盡，能夠像她

們這樣親密實屬難得，因此令人羨慕。而當陌生人對樣本 K 說你們手牽手一定

不是真的夫妻時，面對「不是夫妻」的說詞，一般人可能會因身份被質疑而感到

生氣，但她不以為意，還很得意兩人的親密。 

「反正人家都說唉唷～好像...就是這樣子，人家都很羨慕啊，對不對？

這樣子好像說老來伴，老來還能夠親親愛愛的不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嗎，看到

都非常羨慕嘛！…噢～我曾經看到一個大學女生好羨慕我們這樣子一對，就

是他想說這對情侶怎麼這麼好哇！」 （樣本 H，295－296、316－317） 

「...有一天我們在一起走的時候，阿我就走不太穩他就牽我，路上就

有人說，你們這就是不是真的夫妻，如果是夫妻，就不會這樣相牽。阿兩個

人就笑啊！他說這兩人就不是夫妻，看人就知道，如果夫妻就不會這樣牽，

夫妻都一個人走前面一個人走後面，不然就吵架啦！他說的對啊！他如果出

去怕我跌倒都會把我牽條條，他現在要出去都一直牽我。」（樣本 K，272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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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記得了啦！不知道誰跟我說的，他說好羨慕你們兩個喔！那麼

好！…我們現在走在一起，不認識的人都會一直看我們，看我們這樣就對

啦！看你們兩個怎麼這麼好（笑）！相牽啊！像現在搬到這邊來，就去那邊

買菜，買很多次了，兩個人也都這樣牽啊，阿裡面跳舞的都忘記跳一直看我

們。」（樣本 K，289、318－320） 

2.大家都說我們很好 

    樣本 T 則表示不管是街坊鄰居，還是親朋好友，甚至不認識的陌生人，看到

她和男友的相處情形，都說她們的感情真好，周遭人對於她們對彼此的好都看進

眼裡，因此能夠打從心底稱許她們的親密關係。 

「我們出去的時候，他就很會照相，人家不知道我們不是夫妻就說：他

們那對夫妻感情真好！別人這樣說我們覺得也很好啊，很自然啊。有時候他

幫我照相的時候就教我擺姿勢啊，旁邊的人就會說他們夫妻倆真好！照相照

的那麼好。」（樣本 T，70－73） 

「他的人就很老實啊，我的嫂嫂都知道他的人很老實啊！…朋友大家都

很好啊，都說我們這對很好呢！…都沒有人反對啊！我住這條巷子裡頭，朋

友也沒一個反對，因為朋友都說我們兩個很好啦，歐吉桑對我很好，我也對

他很好。」（樣本 T，90－91、171、211－212） 

（二）貶抑化價值－人家講話沒知識 

    樣本 S 對於他人的負向批評選擇挺身而出，認為是對方沒知識，自己要教育

對方，除了對單身老年女性擁有親密關係的正當性有自己的信念，遇到他人挑戰

也勇於把理念說出來信服別人，但她並非完全不在意人家的閒話，因為人家的閒

話也是她再婚的原因之一，而也因再婚之後的名正言順，讓她更有力去主張單身

老年女性擁有親密關係的正當性之想法。 

「不要笑人家，說什麼老了就一定要伴，唉～那是你自己沒那個知識，

笑人家，老了死丈夫或死老婆就一定要一個人，不要這樣想。如果合的來就

在一起，如果不合，大家歡喜在一起，歡喜分開，找一個合的來的來在一起。」

（樣本 S，84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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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跟我這個認識，我如果在公園外面坐，人也是這樣說：唉唷～你

就美美，你這麼會找到那麼老的，像我，別人要來追我，我都說不要，叫他

去照個鏡子照看看，我都跟她回說：你講話就要有常識，沒常識也要有知識，

人家自己的自由，自己要找伴，是人家自己有這個緣啦，你不能這樣批評人

家，我就勇敢這樣跟他說，我說你以後說話要有修養，要有知識，不要說這

種話。阿那個女人又會抽煙還蹺腳，我跟她說完，我就趕快走了。」（樣本

S，183－188） 

（三）預防性準備－怕人家會說閒話 

    樣本 M 擔心自己和男友的親密關係被鄰居說長道短，惟進一步詢問，她卻

表示其實自己也沒聽過別人說些什麼，但她有預作準備的心裡，光是想像人家會

怎麼講她們，就讓她只在離開家附近的範圍，才會跟男友牽手，從她表示自己是

因「不好意思」而非「生氣」來看，別人說什麼應該比較類似開玩笑的話而非難

聽的閒話，讓她感到害羞而非丟臉，應與其住在鄉下地區，風氣較保守；鄰里之

間東家常西家短的情況較多，使她特別在意別人會怎麼說。 

「人家也不敢怎麼說啦，我就是不好意思，像去市場買菜我就不敢手牽

手，要出外就會了，出去外面旅行我又怕他丟，他也怕我丟，兩個都會手牽

手一起走，這邊就比較不會走牽走，我們這邊那麼多家，人家會講話啊，很

會講喔，就怕人家說閒話這樣子，其實沒有什麼聽過啦，自己會想說不好意

思。」（樣本 M，347－351） 

「就不好意思啊，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說閒話，有的會說，有的不會，我

也不知道他們會說什麼，我也沒聽到，自己覺得不好意思。」（樣本 M，363

－364） 

二、合理化自己的行為 

    對於單身老年女性擁有親密關係這件事情，受訪者除了對他人看法有自己的

一套解讀方式，自身也對這件事情有法律及道德層面的的詮釋之道，法律和道德

都是對人們的行為進行約束或鼓勵的行為規範，有的人認為在法律上沒規定不能

交友，以強調交友的正當；有的人則表示在道德上遵守男女交往的份際，以強調

交友的適當，進而發展出一些因應方式或是補救措施，最終目的皆是要合理化自

己的行為，呈現交友既沒有犯法也沒有失德，以符合社會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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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律面－法律沒規定不行交友 

    「犯法」對社會而言具負面觀感，對自己名譽而言是當然損害，故受訪者以

「交朋友不是作壞事」、「交朋友是正當的事」等法律沒有規定不行交友的說詞，

來突顯她們與男友的親密關係是一件清清白白、正正當當的事情。 

1. 交朋友不是做壞事 

    樣本 S 表示交朋友不是作壞事，她不是要拐騙他人，反而是自己有心付出，

既然法律沒規定不行，就不用感到丟臉，不用理會別人。 

「人到老了就是要這樣啊，不是說找一個不一樣的男人，我們是女人，

老了那麼多歲了，這樣會很丟臉怎樣，這沒有什麼丟臉啦，又不是做什麼壞

事情，大家互相關心，就是這樣而已啊，對不對？…我想說阿～跟這種人不

值得辯論，你如果說人家丈夫死了或太太死了都不能作伴，法律也沒這樣規

定啊，也不能說這樣笑人家。…之前這邊的鄰居會講話，這個美美的怎麼會

找個那麼老的啦，我都不理他們，我又沒去拐人家或是騙人家，這是我的自

由，我沒有先生我的自由，我要對誰付出這是我的事情，我自己這樣想，不

用怕！不要怕說人家看我們怎樣，不要理他們。」（樣本 S，21－24、189－

190、504－507） 

2.交朋友是正當的事 

    樣本 T 提到交友是正正當當的行為，又不是作賊犯法，既然子女也同意，兩

個人在一起開心就好。 

「（別人如果問起我們的關係）我就會跟他說這也不是做賊，正正當當

啊！我們兩個好就好了，小孩同意就好了，不要讓小孩說不開心就好了。」

（樣本 T，214－215） 

（二）道德面－男女交往的份際 

    相較於法律是國家制訂，道德則是由社會建構出來的，社會針對人們在生活

中應該做什麼、不應該做什麼，應該怎樣做、不應該怎樣做有一套約定成俗的道

德觀，對單身老年女性而言，在親密關係中她們重視的則是男女交往的份際，依

關係進展表現在「同居」、「同床」、「性愛」及「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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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居－我跟你只是朋友所以不可以一起住 

    樣本 S 認為她和男友只是朋友關係，孤男寡女怎麼可以共處一室，於是她換

個方式由自己買下男友的房子，以照顧之姿接男友一起同住，對她來說都是同居

形式，但實質意義大於形式意義，她也好向他人交代不是我想佔男友便宜，是我

有心容納男友。 

「我是說這個老人家也是需要我給他照顧，他叫我說到他家住，我說不

行！男女授受不親，我是跟你朋友而已，我不能到這裡跟你一起住，他問我

說：不然你要怎麼辦？我說：這個房子，他沒有兒子嘛！他都過給他孫子（弟

弟的小孩），他就跟他小弟說：我這間房子葉小姐說要賣給她。」（樣本 S，

131－134） 

2. 同床－我不敢說兩人同床睡只好編個理由 

    樣本 U 和男友是國宅的鄰居，旁人都知道她們關係密切，但遇到雙方關係

中敏感話題時，她仍會有意識的避開以免落人口舌，自己也尷尬。所以倆人同床

共枕的事情易引人遐想，起了個頭後續就難以向他人交代，不提也罷。 

「有一次他就過來同我擠（一張床），我就糟糕啦～我都沒有地方睡，

我就只能睡這個邊邊，我睡覺很乖的，就不會怎麼亂動，阿他晚上就會作夢

啊，腳踢啊，手揮啊，砰的一聲我給他倒一次掉到地上，這裡（臉）腫好久

喔，我又不敢講喔，去跳元極舞人家說唉唷大姊你的臉這麼這樣，我就說什

麼頭暈到廁所去碰到牆壁，他說你要小心喔！去給醫生看。」（樣本 U，264

－269） 

3.性愛－我沒想到會發生關係請孩子來作主 

    樣本 H 酒後和男友發生性關係，她覺得既然事情發生了就應該有個說帖，

由當事人自己說太難為情，於是私下打電話請兒子來家裡作個禮貌性的拜訪及儀

式性的宣告，對自己、對男友、對兒子都有個交代。 

「我那時候沒有想到兩個人會這樣啦！我就和他....他就睡我家住

啦！我就打電話給我兒子說：（小聲）ㄟ～現在那個林○○來這裡跟我住，

不知....跟我在一起啦，我兒子說沒要緊啊！我說不是要緊不要緊，現在你

如果來我家，看到他你要怎麼說，他說我會想辦法，阿後來就買一些茶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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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餅啊，後來就這樣，他說他會想辦法看要怎麼說，我現在也不是說要緊

不要緊，阿你現在看到了是要怎麼說話，他說我會想辦法啦！」（樣本 K，

555－560）  

4.專一－我不是要再交友所以叫男友一起來 

樣本 T 則是有了男友之後，若自己一人應邀唱歌，就會打電話向男友報備，

甚至希望男友到場，打電話是為了表達自己對男友的專一，希望男友到場也代表

自己是有伴的人，其他人非請勿入。 

「如果像是他沒去唱歌我自己去唱歌，我就會打電話給他說我現在在什

麼地方，你要來嗎，我就一定會這樣跟他說，我是想說我有去他沒去，我的

心過不去啦，好像說我們是要再交朋友還是怎樣，我會這樣想所以叫他一起

來，這樣我就跟他有伴。」（樣本 T，224－228） 

綜上所述，單身老年女性為因應社會觀感對親密關係的影響，採解讀他人的

看法及合理化自己的行為的方式，而「社會觀感」在她們親密關係上為何有其影

響力，一方面要從社會刻板印象來看，係因社會刻板印象認為老年女性是無性且

不具性吸引力的，她們已經沒有也不再需要浪漫的愛情；一方面要回到她們身處

世代去瞭解，係因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周朝宗法精神下的禮教文化：教以婦順、

男女有別、守貞盡節，日本亦深受中國儒家思想影響（林麗珊，2001），這樣的

文化在當時受訪者身處的保守社會仍盛行，教化著當代女性。因此，單身老年女

性在親密關係中因社會觀感的影響，對別人怎麼看待自己的親密關係相當在意，

故會預想社會觀感而決定個人行為，也會因個人行為受社會觀感的回饋而事後修

正個人行為。 

上述論及個人會因為社會觀感而調整其行為，樣本 M 即為一例，她顧慮到

鄰居會說話，所以不敢在自家附近跟男友牽手；而個人行為亦會型塑社會的觀

感，社會觀感再回過頭來強化個人行為，例如：樣本 K 與男友手牽手，她認為

倆人相牽是因為自己中風，走路需要人攙扶，本來是個中性的行為，或她以中性

來包裝的行為，卻讓她接收到社會對兩個老人相扶持的觀感是羨慕，也因為感受

到他人欽羨，更強化她們牽手的行為。 

這即是符號互動論所認定「觀點」及「互動」是人類行為的兩個重要變項，

個人對外界刺激所持的觀點不只一種；在不同的情境下，人民所持的觀點就可能



 182

不同，這些觀點被人們在反應時用來當作指導原則，它是動態的；因為人們在互

動過程中不斷地在修正觀點以適應當時的環境的需要；在人與人的互動過程，人

們不僅注意其本人的觀點，也需注意他人的觀點，以不斷修正、補充、詮釋其本

身觀點以符合當時的情境（蔡文輝、李紹嶸，2006）。因此，社會觀感在單身老

年女性的親密關係中針對她們對愛的需求與對性的慾望上有忽視或嘲笑之既定

框架，她們知道有此框架，但以解讀他人看法的詮釋權及合理化自己的行為來突

破社會的框架。 

單身老年女性的詮釋權是其親密關係的防護罩，她們有了詮釋權，就讓其親

密關係有了防護罩，外界的風風雨雨，經過防護罩的折射進來可以是甘泉玉露，

她們的所作所為經過防護罩的投射出去也是正當清白，即因對於他人看待自身親

密關係的態度，傾向採正向的詮釋方式，進而表現出自信而獲得自證預言的效

果，就算遇到負向回饋也能有勇氣貶低對方言論之價值，或有韌性給自己打上一

劑預防針，這樣一來就能夠對外抵抗壓力，擁有突破框架的力道；也因對於自身

的親密關係，傾向採合理化的詮釋方式，在法律面及道德面皆站得住腳，能夠對

內信心喊話，擁有站穩腳步的力量。 

除此之外，從上述受訪者在親密關係中合理化自己行為所採行的因應方式上

不難發現，其實她們合理化的同時也在向自己、外界、男友及子女交代倆人這段

親密關係，以「法律沒規定不行交友」的說帖，是給交友的自己信心，讓說閒話

的他人死心，有的考量符合「男女交往的份際」之道德規範，不論是「同居」、「同

床」、「性愛」及「專一」都各自隱含著說服自己、告知子女、讓他人信服、讓男

友瞭解的意涵。因此，在社會觀感對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影響下，她們更確

信自己要的是什麼故擁有詮釋權，進而為自身的親密關係辯護故關係擁有防護

罩，上述面面俱到的說法，也讓倆人的親密關係在防護罩下找到社會上安身立命

的位置，更讓單身老年女性安然自得於親密關係中。 

小結 

    本研究歸納出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發展的影響因素有「雙方的條件」、「前

段婚姻的陰影」、「子女的態度」、「信仰的力量」及「社會的觀感」，若從時間順

序的角度來看各因素對親密關係發展的影響可知：「雙方的條件」指的是雙方具

備的條件影響彼此能否互相吸引，讓倆人得以「鎖定」對方，親密關係開始萌芽；

「前段婚姻的陰影」及「子女的態度」指的是受訪者顧慮前段婚姻的創傷經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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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子女對其交友的態度，影響她決定是否與對方作伴，讓倆人得以「約定」在

一起，親密關係接著成長；「信仰的力量」則指的是當親密關係中出現困頓、衝

突、甚至讓她興起離開的念頭時，為了克服挫折、失望及讓她持續留在關係中，

藉由信仰的力量影響自己對關係的認知及看法，讓倆人得以「穩定」在一起，親

密關係繼續茁壯；「社會的觀感」則一直影響著關係的發展，讓受訪者一路過關

斬將能夠安然自若於關係中，其親密關係得以在社會上找到安身之處。 

一、雙方的條件 

    雙方的條件可透過「對方的條件」、「自身的條件」及「在一起的條件」三面

向對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發生影響。對方的條件是指每個人會被怎樣的對象

吸引是因人而異的，有的是男友具可愛開朗的個性，有的是男友無不良嗜好，也

有的是男友可讓自己有利可圖，更有的是男友符合自己內心設定的期待，對方若

具備該條件，即有可能是與自己作伴的最佳選擇。自身的條件是指因與男友認識

之初自己「經濟寬裕」及「身體健康」的條件，讓她們比較有資源或較無後顧之

憂地和男友作伴。在一起的條件則指彼此是否「外表登對」及能否「相處得來」，

若與對方認識之初的印象不算太壞，相處之後的感覺也不算太糟，兩人就有進一

步交往的可能。  

在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中，雙方所具備條件是讓彼此能夠互相吸引的影

響因素，其中在一起的條件比較著重在彼此是否「外表登對」及能否「相處得來」，

外型要跟自己有搭，個性要跟自己有合，在此即呼應本章第一節曾提及單身老年

女性的親密關係具有「共同性」的成分，及第二節曾提及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

的緣起係以「共同」為基礎。此外，自身的條件包含「經濟寬裕」及「身體健康」，

這兩個因素亦是影響老年婦女「自主性」的重要因素，更回應第二節曾提及單身

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以「自主」概念為發展脈絡的論述，另寬裕的經濟及健康的

身體使她們擁有發展重新作伴這段親密關係的自主性；在擁有親密關係之後，寬

裕的經濟及健康的身體有助於維持親密關係的品質。 

由此可知，自身經濟寬裕及身體健康的條件，有助於她們親密關係的開啟及

維繫，更值得注意的是，共同性及自主性是她們親密關係成分及發展的重要核心

概念，她們親密關係的經驗由共同性及自主性一以貫之，雙方所具備條件此一因

素即透過此兩概念對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發展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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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段婚姻的陰影 

單身老年女性因前段婚姻的不美滿留下陰影，在老年時期重啟另一段親密關

係時，前段婚姻的陰影使她們對於是否進入親密關係有猶豫（擔心再次遇人不

淑）；對於親密關係發展方向有設定（不再婚），對於倆人交集程度有限制（不發

生性關係）。在她們身處世代的社會中，以婚姻評價女人的一生，婚姻可謂重大

事件，為了避免自己在感情中，甚至在社會評價中受到二次傷害，因此有條件地

與男友發展親密關係。 

前段婚姻不美滿的單身老年女性意識到重新作伴的親密關係將會是一項挑

戰，她們也知道自己需要調整認知才能進入親密關係，亦需有不同的因應之道才

能讓親密關係走的下去，於是她們有的在進入親密關係之前，經過深思熟慮並衡

量得失，有的在進入親密關係之際，與對方約定做好確定程序，而有的在進入親

密關係之後，嚴守防護措施，皆是受到前段婚姻關係陰影的影響為保護自己也為

維繫關係的方式。 

單身老年女性重新作伴的親密關係，受到她們前段婚姻的影響，可說是透過

第一次婚姻稜鏡下的產物，尤其對在前段婚姻中有創傷經驗者，前段婚姻的陰影

更是她們從觀望到決定在一起的重要因素，前段婚姻的陰影對親密關係的影響不

一定導致她們不願再次擁有親密關係，而是讓她們認知到自己要如何為再次作伴

做好準備，找出新的親密關係定位。 

三、子女的態度 

子女是單身老年女性生活中的「重要他人」，子女對單身老年女性重新作伴

親密關係的態度也影響她們交友的認真程度。對其交友採贊同或無意見的子女，

有的更能適時在其親密關係中扮演適當的角色，例如：「和事佬」、「主事者」、「氣

氛營造者」及「情感交流者」的角色以發揮為關係加分及增溫的功能；有的甚至

會在關係發展的關鍵時刻或轉折處，主動地站出來或被動地請到幕前當她們的代

言人，例如：當她們期待親密關係可以發生重大轉折時（想交友、結婚、復合、

分手），需要子女出手推一把；或當她們在親密關係確實發生重大轉折時（不小

心發生性關係了），期待子女的聲援作主，因而影響其親密關係的發展。 

從雙方介紹彼此給子女認識的方式來看，自然而然的知道不如刻意安排的介

紹－引介的正式代表對子女的重視。她們大多邀集男友及子女，安排雙方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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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式告知子女結交男友」的方式表達自己生活即將產生重大變化；「男友邀

請自己認識子女」的方式亦同，相較於面對周遭人詢問的眼光以「非正式默契」，

子女對她們親密關係的重要性可見一般。除此之外，從雙方稱呼對方家人或子女

的方式來看，叫的正確不如叫的親切－稱謂的認可代表對自己的接納。當她們有

被稱呼就表示至少對方家人不排斥我，進一步探究可發現，當非配偶的她們得以

受到配偶般的親切稱謂之認可，比起以一般禮貌性的正確稱謂，更具有被男友家

人接納的意涵。 

另一方面，就算子女反對，該受訪者也自行「附帶條件通過」－反正我不結

婚，只想有個伴玩在一起；亦有的受訪者不論子女正反態度，並未特地介紹男友

給子女，而是「自然而然」大家就認識了。因此相較年輕人之於家長，老年人之

於子女，畢竟她們是子女的長輩，權力還是比子女大，她們仍希望得到子女的祝

福，但子女究竟服不服，會影響關係如何而非影響關係有無，最終決定權還是在

單身老年女性的手上，可說子女對她們親密關係的影響相當重要但非絕對必要。 

四、信仰的力量 

對單身老年女性來說，原本以為婚姻可以白頭偕老，奈何前夫早先一步離她

而去，後來鼓起勇氣重新作伴，原本以為親密關係可以彼此珍惜，怎料到相愛容

易相處難，對方積習難改，甚至有出軌行為。回首一路走來的過去、放眼近在咫

尺的未來，面對人生中諸多苦難，「信仰的力量」不僅讓她們在生活中找到寄託，

也支持她們在親密關係中繼續走下去，使親密關係能夠「穩定」。而信仰的力量

亦是本章第二節曾論及「親密關係的延續基礎」中「轉換念頭」的根源，因為有

信仰的力量在背後支持：佛祖說「一切都是我的命」、祖母說「要作好心作好人」，

讓她們產生轉換念頭的想法：「原諒別人就是善待自己」、「當成自己在做好事」，

進而影響到其親密關係的延續。換句話說，當關係不順遂時，信仰的力量影響她

們的認知，使其能夠轉換念頭，改變看待關係的心態，故讓親密關係得以延續。 

五、社會的觀感 

社會對老年女性有既定的刻板印象，認為她們是無性且不具性吸引力的，她

們已經沒有也不再需要浪漫的愛情，而中國傳統文化自古以來訓誡男女交往時應

有發乎情止乎禮的份際（例如：男女授受不親、孤男寡女共處一室的忌諱）。因

此，單身老年女性在親密關係中因社會觀感的影響，對別人怎麼看待自己的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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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相當在意，故會預想社會觀感而決定個人行為，也會因個人行為受社會觀感

的回饋而事後修正個人行為。 

單身老年女性為因應社會觀感對其親密關係的影響，採「解讀他人的看法」

及「合理化自己的行為」之方式，在解讀他人的看法上，有的採「正向化詮釋」，

認為人家說什麼是他在羨慕我們；有的採「貶抑化價值」，認為人家說什麼是他

沒知識；有的則採「預防性準備」，我怕人家可能會說什麼。而在合理化自己的

行為上，有的以「法律沒規定不行交友」的說帖，給交友的自己信心，讓說閒話

的他人死心，有的考量符合「男女交往的份際」之道德規範，不論是「同居」、「同

床」、「性愛」及「專一」都各自隱含著說服自己、告知子女、讓他人信服、讓男

友瞭解的意涵。 

由此可知，社會觀感在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中針對她們對愛的需求與對

性的慾望上有忽視或嘲笑之既定框架，她們知道有此框架，但以解讀他人看法的

及合理化自己的行為，獲得詮釋權來突破社會的框架。她們有了詮釋權，就讓其

親密關係有了防護罩：解讀他人的看法使她們能夠對外抵抗壓力，擁有突破框架

的力道；合理化自己的行為使她們能夠對內信心喊話，擁有站穩腳步的力量。因

此，在社會觀感對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影響下，她們更確信自己要的是什麼

故擁有詮釋權，進而為自身的親密關係辯護，故關係擁有防護罩，讓倆人的親密

關係在防護罩下找到社會上安身立命的位置，更讓她們安然自得於親密關係中。 

綜上所述，從影響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發展的五項因素可知：（1）雙方所

具備條件此一因素部分透過共同性及自主性對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發展造

成影響，共同性及自主性是她們親密關係成分及發展的重要核心概念，一以貫之

地貫穿她們親密關係的經驗；（2）前段婚姻的陰影對親密關係的影響不一定導致

她們不願再次擁有親密關係，而是讓她們認知到自己要如何為這樣的產物做好準

備，找出新的親密關係定位；（3）子女的態度會影響關係如何而非影響關係有無，

最終決定權還是在單身老年女性的手上，子女對她們親密關係的影響相當重要但

非絕對必要；（4）社會觀感對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有既定框架，她們認知到

框架，並且有勇氣及韌性獲得自身詮釋權以安然於親密關係中。除此之外，尚有

以下 2 點綜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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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單身老年女性所擁有資源對親密關係發展的影響係一脈相承 

   不論是樣本 U 及樣本 S 的信仰力量，還是樣本 S 和樣本 K 的經濟寬裕，都算

是擁有內在（精神）及外在（物質）的資源，使她們親密關係有往前邁進的助力，

支持她們親密關係的發展，而這樣的資源也是一脈向承地展現在她們親密關係的

思維當中，前節曾論及「親密關係的延續基礎」其中之一即是「轉換念頭」，亦

為前述兩位受訪者（樣本 S 及樣本 U）對親密關係能夠延續的想法，在此更可深

入瞭解就是因為倆人有信仰的力量在背後支持：佛祖說「一切都是我的命」、祖

母說「要作好心作好人」，讓她們產生轉換念頭的想法：「原諒別人就是善待自

己」、「當成自己在做好事」，進而影響到其親密關係的延續。而自覺經濟寬裕的

兩位受訪者（樣本 S 及樣本 H），從親密關係的成分（具女方主動付出的關懷），

到同居的意涵（為表示接納），再到親密關係的延續基礎（考量自己付出有意義

及對方感受到我的好），兩人皆依循一種積極想要付出的撫育角色之脈絡，在此

更可看出她們有付出之心，亦因其有經濟之力，可支持她們將自主權的行使，落

實在想要照顧他人的想法上。 

2.以生命歷程及文化觀點看單身老年女性親密關係的影響因素 

「前段婚姻的陰影」及「社會觀感」都是透過對單身老年女性的「生命歷程」

及身處世代的「文化規範」對她們的親密關係造成影響。一個不會持家，丈夫有

外遇、兒女不爭氣的女人，在社會定義下就是一個徹底失敗的女人，因此受訪者

脫離前段婚姻後，在進入另一段親密關係時，還是會擔心自己再次受到傷害，甚

至再次被用婚姻失敗來評價，故對親密關係有所顧慮及設限；而中國傳統社會及

深受中國儒家思想影響的日本教育之文化規範，要求女性恪守男女有別、守貞盡

節等三從四德的規範，於是她們對「社會觀感」，別人怎麼看待自己的親密關係

相當在意，因此，前段婚姻的陰影及社會觀感的影響在她們生命歷程及文化規範

的交互作用下，對單身老年女性的親密關係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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