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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老人與老人福利老人與老人福利老人與老人福利老人與老人福利 

 

一一一一、、、、我國之社會安全制度我國之社會安全制度我國之社會安全制度我國之社會安全制度  

探討我國高齡化下的社會安全制度，「必須建立全民退休養老

年金制度，使各行各業的退休人員，既不必依賴子女奉養，亦無需政

府救助」(徐立忠，1989：234)，而高齡化社會對我國總體經濟、財政

稅收、就業所帶來的影響，參考美、英、日、韓、歐盟等國外相關作

法，比較我國高齡化社會對策的推展原則與對策，針對此一原則與對

策，我國之社會安全制度，早已行之有年的社會保險制度是一項重要

指標，對確保全體老年人口的安全與福祉，積極迎接高齡化社會的來

臨也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一)、在社會保險方面 

社會保險或社會保障，指一種社會保險或保障機制，幫助公

民面對某些社會風險如：失業,疾病,事故,衰老，死亡等，或是保障基

本得生存資源如：教育,醫療等。現代社會保險是由奧托·馮·俾斯麥

（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於 19 世紀在德國創立的。(維基百

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1、會保險的目的 

社會保險是一種政策性的強制保險制度，係屬於權利義務相

對的社會福利措施。以往在台灣，只有勞工保險（勞保）、農民保險



（農保）、公務員保險（公保）等，沒辦法照顧到無上述保險的人。

因此於 1995 年 3 月起，開始實施全民健康保險，主要法源依據為《全

民健康保險法》。 

其主要目的在於提供國民的基本經濟安全與醫療照顧，基於

連帶責任理念的共識，透過大數法則的應用與費用共攤的方式，來達

成預期的保障目標。然其整體制度的建構基礎 , 是以需要決定供給

的原理來運作，並以民意（人民的需要）為依歸，需要越多，供給項

目的給付支出自然也會增加，而所需費用負擔亦會相對的提高。換言

之，社會保險是以保險給付的需要面來決定保險費負擔的成本，而成

為社會保險財務運行的基本原則。社會保險雖不以營利為目的，但仍

須維持財務收支平衡為原則，才能使制度健全的永續經營，確保被保

險人的應有權益。 

2、人性與公平性的觀點 

但是從人性與公平性的觀點加以探討，一般被保險人通常都

以值得（worth）與否的價值觀來決定制度的選擇偏好，並以貨幣對

價值（money’s worth）的方法來評估其偏好傾向，這種心態在各國

社會保險制度裡均普遍存在。美國經濟學家佛里曼 (Friedman)，2005)

曾說過：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中國人也有所謂的天下沒有不勞而獲

的好事及「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說法。但在現有社會保險制度裡

卻常出現類似歐式自助餐所標榜「物超所值」的另類現象，而含有「只

問耕耘，不問收穫」的福利服務思想。 

顯然，這種物超所值的超利得現象乃是誘導人類的利己心及

道德危險情事發生的根源所在，而此種人性的貪念在健康保險裡更顯

露無遺。因此在健康保險裡，常基於非自費性的消費行為會超過其本



身的需要量，導致誘發需求的增加，以及人類的撈本心理，所造成部

分醫療資源不當使用及費用增加，相對的保險費亦會提高。 

(二)、老年年金(或稱國民年金)保險 

在老年年金保險(保險法第一百三十五條之一)方面，亦因採

用隨收隨付制的財務處理方式，導致被保險人所領受的老年年金金

額，均超過其所繳納的保險費總額，呈現其超值的利得而具有白吃的

午餐意味，使得每個退休老人都感到划得來；同時亦透過世代間的移

轉功能，進行資源的再分配，將其財務負擔的風險責任予以轉嫁，加

重了後代被保險人的財務負擔與代間費用負擔的不公平問題。 

然而以上兩種保險的給付形態並不相同，而其超值利得效果

的「因果關係」亦互有差異；其中健康保險係以醫療給付為主，老年

年金保險則是現金的給付形態。前者的超值利得效果乃起因於人性的

貪念，而後者則因財務處理方式的不同，所導致費用負擔不公平的結

果。 

二二二二、、、、老人福利安全政策老人福利安全政策老人福利安全政策老人福利安全政策    

「歸納我國憲法、政府政策及執政黨政綱三種重要方針，我

國計劃推行的社會副利制度範圍，可概括為八大類別：(1)社會保險；

(2)社會救助；(3)副利服務；(4)國民就業；(5)衛生保健；(6)國民住宅；

(7)社區發展；(8)社會教育。」（林顯宗，1985 : 58） 

「老人福利之發展，是因為老年人本身的需要，以及高齡社

會中的社會因素和個人因素所導發的各種問題所促成」(徐立忠，1989 : 

61)，隨著社會環境的改善、醫療進步，人們的平均壽命已愈來愈長。

根據內政部資料顯示，一九八一年時，國人平均壽命約七十二歲；而

今在經過二十幾年當中，男性壽命已延長四歲多，女性也可多活六點



五歲(台灣人口平均壽命皆已超過七十五歲)，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

臨，退休老人群所期待的退休後生活品質 , 生活適應與晚年的老人

生涯發展，都需要及早做好理財規劃，才不會讓自己退休後「既老又

窮」跟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成為高齡化社會的邊緣人。  

大家都知道，完整的老人福利安全政策，應由全民健康保

險、國民年金以及長期照護三大體系共同來組成，使得老年人的基本

醫療、生活費用及照顧等需求都可以獲得保障，並能提高其社會地位

與尊嚴，同時配合銀髮產業的建立，使其擁有良好的生活品質，此乃

政府在推動老人福利方面應思考的重要目標。    

(一)、老人福利與服務方面 

「社會福利必須透過行政組織之運作、政策與立法的制度、

經費籌措及專業人力之運用，才能執行各項老人福利措施。」(江亮

演，2000：181) 

1、我國福利制度 

由於各國國情不同、社會福利制度不一、勞動參與率有別之

下，「先進國家，老人福利機構的發展趨勢，所獲得的經驗，可做為

利弊得失的參考」(林顯宗， 1995 :3)，在高齡化社會中，雖有青壯年

扶養老人比率逐漸升高之議，但財政支出的負擔並未完全因為老人增

加而急速上升。 

臺灣社會已逐漸走向人口負成長，且已邁向高齡化社會，以

醫護專業來說，如何儘速培育照護老人的醫護人力、參考老化指數多

加興建老人安養機構、落實老人居家護理、擴大護理專業服務範圍、

建立老人服務人力銀行、普及老人衛生保健知識，則是目前醫護專業

應思考之主軸。 



當前政府面對的挑戰不只是研究如何獎勵出生率，而是在國

家政策方面：教育、產業、社會、財政、農業、住宅、醫療政策等面

向重作因應，尤其高齡化社會來臨針對老人的社會問題，如：老人安

養、居住、照護、醫療、休閒、教育 …..等等政策思維，都需要全面

調整，及早因應高齡化社會來臨的老人社會問題。 

2、社會福利政策相關法令 

「社會福利政策牽涉許多爭論而影響了許多人。國民健康保

險計劃是否應予建立以含蓋所有國民？設若如此，它應如何取得財源

與管理？醫生、醫院和民間衛生機構在此一計劃裏應扮演何種角色？

衛生服務的傳達應如何改進？在美國引起主要的爭論。」(林顯宗，

1985：66) 目前關於老人福利服務方面，法令部分有「老人福利法」、

「老人福利法細則」、「老人福利法機構設立標準」、「老人福利法機構

設立許可辦法」、「老人長期照護機構設立標準及許可辦法」、「私立老

人福利機構接管辦法」可供諮詢，以上法令重點在老人年齡及福利措

施的界定，老人津貼、年金、住宅、保護等需求的規劃及專責人力等，

這些服務與保護雖具前瞻性，但對具體因應人口老化所帶來之醫療照

護問題，未做完整規劃，值得重視 。 

3、老人居住問題 

在「老人的居住需求」一文中特別提到(詹火生，1993：

736~742)：「在工業先進的社會中，老年人口的增加，老化速度的提高，

已成為一個不可避免的社會事實，也是現階段社會福利政策中最難解

決的一個問題」而在現今社會所面臨的就是老人的居住問題，以台灣

地區來看，此一部分的人口將來必成為我們社會福利事業中，最主要

的消費人口，因為老年人從事生產的工作是越來越少。從西方發展過



程來看，整個社會福利發展的重點，是走向老人福利。同時如何及早

規劃老人福利服務事業，使老年人退休或不再從事經濟生產工作之

後，能夠有安養的保障，讓老人不用擔心退休之後的經濟生活、健康

生活、居住、養老等各方面都得以保障。 

目前我國的社會安全制度，雖然已有勞工保險（勞保）、農

民保險（農保）、公務員保險（公保）、全民健康保險(健保)等等社會

福利措施，但這些福利政策僅能提供國民的基本經濟安全與醫療照

顧，對於高齡化社會大多數的退休老人來說，仍無法達到較好的生活

品質，因此研究者對於老年人退休或不再從事經濟生產工作之後，如

何才能夠擁有安養的保障，也是本文極待探討的議題。 

三三三三、各主管機關安養制度之具體措施各主管機關安養制度之具體措施各主管機關安養制度之具體措施各主管機關安養制度之具體措施    

為維護高齡化社會生活品質的安養制度，目前各主管機關有

以下之具體措施 :   

(一)、高齡者消費生活問題探討與對策之研究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消委會)鑒於我國已逐步加速邁入

高齡化社會，為未雨綢繆，防患未然，喚起社會大眾對高齡者消費生

活之重視，提供高齡者消費生活所必須之資訊與妥善之生活安養規

劃，加強高齡者消費意識，減少與預防高齡者消費生活受害之發生，

促進高齡者之消費生活安全，培養高齡者獨立自主與有尊嚴之消費生

活，乃於民國八十四年間，開始著手進行「高齡者消費生活問題探討

與對策之研究」，並就所提對策措施中，選擇其中對高齡者較為迫切

需要，影響較為重大之項目彙整成「推動高齡者消費生活保護計畫」

(輔柏，1998)，提消委會委員會議討論定案，並納入消委會八十七年

消費者保護計畫中，同時並請各相關主管機關以高齡者的立場據以研



擬具體實施方案，使高齡者有具體的感受，俾有效保護高齡者，提昇

我國高齡者消費生活的安全與品質。 

(二)、研擬相關之具體措施 

內政部、教育部、財政部、經濟部、交通部、新聞局、衛生

署、退輔會、勞委會、省(市)政府等機關，依該計劃研擬相關之具體

措施，納入其八十七年消費者保護方案中，其內容大都著重在高齡者

之生活安養、看護、銀髮族產業之推動、消費者保護教育等方面。例

如 : 提昇安養服務人員之專業品質、研訂老人安養定型化契約範

本、規劃推展中低收入之老人生活津貼、加強老人便利設施與消費服

務、制定有關高齡者慣常使用或需要之產品標準、強化安養機構與看

護之品質…等等。 

1、修正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法規 

八十四年內政部社會司曾研修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法

規，其主要目的「在於針對現行老人福利機構設置實際情況的理解，

檢討我國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法規之內容，擬定一理想可行的老人

福利機構設立標準法規」(林顯宗，1995 : 2)，以確切因應社會之需求。 

消費者是弱者，高齡者更是弱者中之弱者，老年是每一個人

生命成長、繼續發展之一個必經的階段，尊重並保護高齡者，即為尊

重並保護我們每一個人之未來。政府負有保護消費者的職責，關懷並

照顧高齡者之消費生活，維護並促進高齡者之消費權益，更是政府責

無旁貸之天職。高齡化社會的來臨，更應結合各級政府、企業經營者

以及所有民間力量，有計畫、有步驟地推動高齡者消費生活的保護工

作，來共同為政府致力確保高齡者消費生活的安全，與提昇高齡者消

費生活品質而努力，並以實際行動來表達對高齡者的愛心與關懷，讓



高齡者能感受到「有所安、有所養、有所護、有所終」有尊嚴的生活，

使我國成為一個祥和、樂利並充滿活力之高齡化社會。  

2、法令規章必須符合老人的需求 

老人的消費生活問題，就廣義來說 : 都是與高齡者的生活品

質息息相關，而我們有那些因應對策，必須及早去規劃執行的 ?「如

何透過法令規章的修訂，結合可利用的資源，以使更多的福利資源投

入老人福利行列，適時提供老人的需求」(林顯宗， 1995 : 2 )，這些

對策都需要完備的相關法令才得以確保高齡者的消費生活權益、促進

銀髮族活絡之產業以滿足高齡者消費生活之需求、健全消費者保護的

行政體系以維護高齡者消費生活權益、建構完善社會安養保健之照護

體制以確保老人的生活安全與尊嚴、穩固高齡者之經濟安全體制得以

保障高齡者的經濟生活、建立高齡者之基本生活需要設施以滿足高齡

者基本生活需求、規劃並充實高齡者康樂休閒設施以豐富高齡者精神

生活、辦理高齡者之教育啟發與訓練以提昇增進複雜的生活能力。 

3、老人福利機構安養護之服務 

為因應高齡化社會之來臨，內政部針對老人安養護之需求，

繼續積極鼓勵民間興辦或採公設民營方式辦理老人收容業務，推行人

性化管理，給予安養、養護之老人親情溫暖，使其有一安全可靠之安

居場所。同時將繼續輔導各公、私立老人安養機構兼辦或轉型辦理老

人養護業務，協助充實或改善設施設備，俾使因年邁自然老化形成癱

瘓殘疾、生活自理能力缺損之老人，得以在機構就地安養、就地老化。 

政府有鑑於安養護機構的服務品質參差不齊，老人就養常有

不知有何機構適宜之困擾，加強督導公私立老人安養護機構之管理，

內政部辦理機構之評鑑，針對其缺失加以輔導改善，促進機構經營業



務之健全，以確保老人就養之安全。此外，機構之經營應有企業化之

管理才能永續經營，進而提供外展服務，加強與社區間之互動情誼，

加深民眾之認識、進而得以支持與參與，甚或以機構的資源提供社區

居民享用，達到資源共享互惠之目標。 

4、輔導未立案老人安養護機構合法立案 

為督促各地方政府因應解決未立案機構存在問題，並能落實

公權力之執行保障老人就養安全與權益，內政部除將各地方政府函報

之未立案機構違法收容院民基本資料函請財政部依相關法令規定，加

強查緝違規營業及逃漏稅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原則外，並邀集各地方政

府開會研商通過「內政部協助地方政府處理未立案老人安養護機構院

民緊急安置原則」，以協助地方政府強制對轄內未立案老人安養護機

構停辦及轉介院民至合法立案機構之安置。 

四四四四、老人安養老人安養老人安養老人安養之之之之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為增進敦睦親鄰提高教養，增進老人身心健康，辦理地區

性之老人活動與康樂及社會之交流等綜合性之活動為主要內容。」(徐

立忠，1989 : 195) 。 

(一)、老人安養方案之目標 

  依據 [老人福利法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 民國八十

七年五月七日行政院第二五七七次會議通過有關老人安養方案之五

項目標: (http://www.cfer.ncnu.edu.tw/laws/oldster_laws/o_16.html) 

1、保障老人經濟生活。 

2、維護老人身心健康。 



3、提升老人生活品質。 

4、充實老人照顧人力設施。 

5、落實老人居住安養服務。 

(二)、修正後之新方案同樣維持三年期程 

首期期程自民國八十七年五月至民國九十年六月止，期滿前

三個月進行檢討修正， 修正後之新方案同樣維持三年期程。實施要

項如下 : 

1、老人保護網絡體系。 

2、居家服務與家庭支持。 

3、機構安養。 

4、醫護服務。 

5、社區照顧及社會參與。 

6、教育宣導及人才培訓。 

7、老人住宅。 

8、老人年金、保險及補助。 

此方案所需經費由各主、協辦機關年度預算相關經費支應，

方案所規定各項目之考核則由各主(協)辦機關研訂具體實施計畫，積

極加強推行，貫徹實施，並自行研擬評估指標定期檢查。(輔柏，1998) 

五、老人安養設施之檢討五、老人安養設施之檢討五、老人安養設施之檢討五、老人安養設施之檢討    

高齡化社會的來臨，不僅是意謂著社會人口的老化，也同時

代表著國人生活形態與習性、工作與休閒模式，消費需求、生產及家

庭結構、社會價值觀、社會福利、安養醫療制度及資源配置將會隨之

急速轉型與改變。「隨著老年人口中其具有高教育水準或退休前較高

職位居要(如政府首長、董事長等) 或從事專業(如教師、律師等)的人



數愈來愈多，他們對於老年家庭生活的安排，與一般老年人口的想法

略有差異，這些老年人口反而較傾向於兩老獨自居住」(王隆三，

1996：64)，甚至已出現集合三五好友買地自力建屋，一同享受愜意生

活的退休家庭。 

理想的老人安養機構，宜設立在山明水秀能接近大自然的地

方，但是每一個老年人的想法，以及個案的狀況不同，更何況「現在

的福利機構主要是財團法人，今天有很多未立案的機構因為財團法人

的型態，因未能達到標準，則無法立案」(林顯宗，1995：31)，而「現

行公費安養，嚴格限定以留養無扶養義務之親屬，或扶養義務之親屬

無扶養能力之老人，使得一些遭到且被遺棄、或被虐待之老人，仍被

拒於門外」(王隆三，1996：65)；「財團法人的規定不易鼓勵業者加入」

(林顯宗, 1995：31)，對於當前老人之安養設施規劃實已刻不容緩。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高齡化與高齡化與高齡化與高齡化與老人生涯規劃老人生涯規劃老人生涯規劃老人生涯規劃 

 

一一一一、高齡化的意義高齡化的意義高齡化的意義高齡化的意義 

「所謂高齡化社會，就是一國的老年人口在全國總人數中所

占的比例增加到一定境界時，無容置疑，這是人口的結構將出現一個

新的局面，即已形成人口老化的高齡化社會」，此係「依據聯合國世

界衛生組織 (WHO)所界定之高齡化社會之標準」(徐立忠，1989：6)，

即是指一個國家六十五歲的老年人口超過其總人口數的百之七以上

之社會型態即是「高齡化社會」。而本文所謂「高齡化」係因生育率

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漸減少的少子化現象，同時代表著未來人口可

能逐漸變少，對於社會結構、經濟發展等各方面都會產生重大影響，

從相對的角度來看，少子化意謂著高齡人口相對變多，即稱為「高齡

化」。這兩個常常是指相同現象的名詞也有人將其合而為一，變成「少

子高齡化」。 

二、高齡化社會所衍生的問題二、高齡化社會所衍生的問題二、高齡化社會所衍生的問題二、高齡化社會所衍生的問題 

黃發典(1994：136)指出「我們認為老化與高齡的種種問題要

讓民眾完全瞭解這樣一來才能著手其他事項」。高齡化社會所衍生的

老人問題大多與安養保建、消費生活、居住有關，這正是高齡化社會

老人必須退休生涯規劃的主要因素。 

(一)、高齡者的保健與照護  

完善的照顧與安養制度是維護高齡化社會生活品質的重要

一環，也是老人生活適應之所需，因此應有那些完善的照顧與安養制

度？賴保禎(1996：91)對於健康的生活形態提到：「增進健康體能的問



題所在，在現代化的社會裡，生活中用聽、看、說、寫的情況似乎遠

比動手動腳的機會來得多」，已說明現代社會包括老人生活習慣已影

響到健康，而高齡化社會中老人所顯現出的困擾，徐立忠(1989)也指

出老人的問題焦點 :「身體(生理)上的困擾、精神(心理)上的困境、生

活(經濟)上的困境、社會(環境)上的困境」，綜合兩本著作之論述，對

於高齡者的保健與安養問題可歸納為三個層面來探討：一是無經濟能

力且居無定所者或無人供養者(如流浪老人)，其次為稍有經濟能力或

有人供養，但行動不便 (或殘疾)需有人照料者，再就是有自給自足能

力且行動自由者。 

一個完善的照護與安養制度，應同時兼顧以上三個層面之所

需，同時還要有一個自助餐式的配套政策及制度，依其需求各取所

需，得以達到照護與安養制度之最大效用。對此，王國裕(1993：473)

在老人的居家照護生活一文指出「家庭扶助計畫 (Family Support 

Program 簡稱 FSP)是幫助家屬在家裡照護他們有障礙的老人的一種

計畫」，對於第一個層面的高齡者，我們必須透過社會救助來予以援

助、輔導；其次第二個層面，則必需提供完善之醫療保健及安養服務，

「FSP 為尋求更適當及能輔助家屬對其老人的照護的一種模型」，另

外如：推展到宅服務、安養社區化及家庭化、健全專業照護人才之培

訓、建立老人服務網；至於第三個層面，其所需的是一個符合高齡者

健全生活的環境，「房子的主要功能便是提供一個可供安歇的窩」(李

玉珍，1994：178)如居住在一個兼具自主性與自發性安養功能之社區、

有完善的高齡者之基本生活需要設施的起居環境、無障礙空間與到宅

服務的交通網等。 

(二)、老人消費問題 



我國已逐步加速邁入高齡化社會，為未雨綢繆，防患未然，

喚起社會大眾對高齡者消費生活之重視，設立「以免費或低額費用為

老人服務，包括各種問題之解答，增進健康，提高高教養及辦理康樂

活動等綜合性之服務」。(徐立忠，1989 : 192) 提供高齡者消費生活所

必須之資訊與妥善之生活安養規劃，加強高齡者消費意識，因為老年

人本身的需要，以及高齡社會中的社會因素和個人因素所導發的各種

問題所促成。 

為減少與預防高齡者消費生活受害之發生，促進高齡者之消

費生活安全，培養高齡者獨立自主與有尊嚴之消費生活，行政院消費

者保護委員會(消委會)乃於民國八十四年間，著手進行「高齡者消費

生 活 問 題 探 討 與 對 策 之 研 究 」 (1996 ， 內 政 部 社 會 司

http://sowf.moi.gov.tw/04/08.htm，老人福利相關出品版，5-26)，並就所

提對策措施中，選擇其中對高齡者較為迫切需要，影響較為重大之項

目彙整成「推動高齡者消費生活保護計畫」，提消委會委員會議討論

定案，並納入消委會八十七年消費者保護計畫中，同時並請各相關主

管機關以高齡者的立場，據以研擬具體實施方案，使高齡者能得到具

體的感受，俾有效保護高齡的消費者，提昇我國高齡者消費生活安全

與品質。 

(三)、老人的生活問題 

其次就老人生活的觀點來說，我國進入了高齡化社會後，在

老人生活上我們所必需加以關注的有那些問題 ?  

老人數量的增多，就已牽涉到要居住、要生活、要休閒，更

重要是由量會牽涉到質，住和誰住？住那裡？家庭或機構？二代三代

間的代溝如何撫平；要生活卻又因體力弱，知識退化而造成了如何獲



得適度收入，歲月的延增必然會增多病痛，誰來支付醫藥費？ (蔡漢

賢，1993：3~4) 解決問題必須先了解問題，期求老人福利的充實自無

一蹴而至的捷徑，可以達到社會需求的理想目標 。一般來說 : 銀髮

族之需求商品與服務嚴重不足、不當之行銷交易手法與複雜之契約內

容易產生損害的事件與日俱增、老人安養及照護的體制不夠完備、高

齡者欠缺經濟生活安全保障制度、基本生活設施與環境未能兼顧高齡

者的需要、高齡者的康樂休閒設施亟待充實、高齡者之消費生活資訊

缺乏、高齡者之教育宣導也未能切合所需、高齡者的受害申訴處理不

易、高齡者之監護制度尚未建立…這些問題都是銀髮族現實生活所面

臨之需求與服務，內政部曾對老人福利需求做過評估(83 年 4 月)，發

現老人感到最重要的需要是健康醫療，其次是經濟安全，再依序是教

育及休閒、居住安養、心理及社會適應，而老人也極需要家庭關係的

支持。(陳仕眉，1996：32) 

(四)、退休老人最理想的選擇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 2002 年調查發現(內政部社會福利業務報

告，2002)，台灣有 44萬名老人未與子女同住，人數較 10年前增加近

一倍，其中只有高齡夫妻兩人的家庭達 31萬人，獨居老人增加 5萬

人，住在安養中心頤養天年的增加 9萬人，顯示銀髮族選擇自主生活

的現象愈來愈普遍。 

儘管台灣退休的老人選擇與子女同住的比率逐年降低，但不

少國人在家養老、含飴弄孫的觀念仍然根深蒂固，且因為三代同堂能

一併解決奉養高堂與雙薪家庭養育子女的困擾，加上雙親若患病也能

就近照料、親人同住也有歸屬感..等優點，選擇與子女同住的確是退

休老人最理想的選擇。但是退休老人如果想選擇自主生活就必須先做



好「退休理財規劃」，否則即使想選擇自主生活也不容易。「退休理財

規劃」是為退休而進行理財規劃，而不是即將退休或甚至已退休再來

進行規劃。（黃建森 等，2000 : 325） 

三三三三、生涯規劃（生涯規劃（生涯規劃（生涯規劃（ Career Planning  Career Planning  Career Planning  Career Planning ））））的意義的意義的意義的意義    

生涯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概念，包括了一生當中工作與休閒的

活動美國生涯發展理論大師蘇伯(Super)的「發展理論，是以人類的發

展階段為基礎」(引自羅文基等，1995 : 39) 也曾指出：「生涯是生活

裡各種事件的演進方向與歷程，統合個人一生中各種職涯和生活的角

色，由此表現出個人獨特的自我發展組型。」生涯涵蓋範圍綜及個人

的一生，羅文基(1991：5）也指出「統攝工作、家庭、自我、愛 情、

休閒、健康等層面，可視為個人整體謀生活動和生活型態的綜合體，

亦即人生發展的整體歷程」。 

生涯（Career），根據《牛津辭典》的解釋原有「道路」之意，

可以引申為個人一生的道路或進展途徑 (引自朱芬郁，1998)。總之老

年退休後由於社會地位與工作角色的喪失，社會活動力降低，人際關

係改變，造成心理的孤立，產生被社會遺忘的感覺，透過生涯規劃再

就業或志願服務的方式，使生活經常保持活躍狀態，對生命具有潤

滑、鍛練的保護作用，有助晚年生活品質的提昇。 

西方學者 Mc Daniel 認為生涯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概念，包括

了一生當中工作與休閒的活動」（引自朱芬郁，1998）。有的人很懂得

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且過得非常愜意，美國生涯發展理論大師蘇柏

( Super) 曾指出：「生涯是生活裡各種事件的演進方向與歷程，統合個

人一生中各種職業和生活的角色，由此表現出個人獨特的自我發展組

型。」 另外生涯涵蓋範圍綜及個人的一生，「統攝工作、家庭、自我、



愛情、休閒、健康等層面，可視為個人整體謀生活動和生活型態的綜

合體，亦即人生發展的整體歷程」（羅文基，1991 : 5）。 

參照以上各學者論述，研究者對生涯規劃之定義認為，所謂

生涯規劃（ Career Planning ）即是一個人的生活過程安排與期望，在

這個生活過程中，其個人能依照自己期待而設計的各個計劃目標，在

短期內充分發揮自我潛能，並運用各種資源達到各個發展過程的生活

目標，以達到其所期望的理想生活境界，稱之為生涯規劃。而所謂老

人之生涯規劃，則是指即將退休或已退休之老人，為期待退休後之晚

年生活得以過得有尊嚴的快意人生，所做有系統的安排稱為老人生涯

規劃。由此可知，生涯規劃是使個人安排其未來生活發展的過程，亦

即設定個人期待而設計的各個計劃目標，並運用個體的潛能和生活環

境中可及的資源，設計完成生涯目標發展活動的過程。 

四四四四、退休老人生涯規劃退休老人生涯規劃退休老人生涯規劃退休老人生涯規劃的目的的目的的目的的目的    

退休老人的生涯規劃，主要是運用一般「生涯規劃」的理念，

作為退休人員在規劃離開職場後所應具備的一些觀念、生活方式和生

活適應。「退休之後，雖然肩頭千斤重擔放了下來，不必再為公務勞

神，不必再受上司督促，照講應該是心境清明，輕鬆愉快了，然而卻

有不少人反而無法適應」(吳東權，1993 : 132)，換言之，就是期望老

人有個「計劃性」的退休概念，思考具有前瞻性與未來性的生活目標，

在退休之前作好各種生活面向的準備，包括經濟生活安全、醫療保

健、心理自我調適和社會適應、再就業和社會的參與活動……. 等的

課題。 

「所謂的退休規劃，依 Newman & Newman（1987）的看法，

包括願意並預先思考退休後可能發生在經濟、家庭角色、日常活動以



及社會交往方面的變化，預先採取某些措施引導這些變化。老年期的

生涯規劃，最重要是在於選擇一種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安排自己滿

意的生活型態，進而促進個人成長，使自己的生涯具有意義」（朱芬

郁，1998）。退休以後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更應「做個『腦和性兩方

面都繼續保持成長的人』，就要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只要是自己

想做的事情，不但會越做越有趣，而且要做成功了，就能嚐到『我做

到了』的成就感。」(章蓓蕾 譯，1996 : 113) 

「退休本就是美夢成真，是最快樂的時期，不用工作就可以

生活」(黃發典 譯，1994 : 92)。就以上所述，退休老人生涯規劃的意

義略述如下： 

（一）、退休老人的生涯規劃是對個人退休生活所作的有目的、有計

劃、有系統的規劃與安排；是一種設計、準備、期望和力行的

過程。 

（二）、老人的生涯規劃是一種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和生活型態自我

調適的規劃。 

（三）、肯定老人是一個自主性、自發性及自決性的完整個體，可以

選擇其退休生活發展目標，以決定個體生活環境適應的生存方

式，並可運用各種方式予以達成。 

（四）、是個人自我認知、自我探索、自我實踐，持續不斷在個人內

在與外在環境社會變遷中，尋求其平衡點的生活歷程。 

（五）、經由生涯規劃的過程，退休老人將自我重新檢視自己的興趣、

性向、專長、人格特質等，並對外在之環境與社會資源作整體

性的評估，藉以增進個人潛在能力的發揮，掌握生涯發展的主

控權，達成自我實現的目標。 



五五五五、退休老人生涯規劃的重要性退休老人生涯規劃的重要性退休老人生涯規劃的重要性退休老人生涯規劃的重要性    

退休是人生過程中的一大轉變，這種轉變意謂著已失去固

定的經濟收入，以及一個原有秩序的生活習慣、自我認知與人際關係

即將隨之而改變，閒暇的時間將會更加充裕，來自工作的身分、地位

也將喪失 , 生活的目標也將隨之改變。「退休與退休之前是個人生涯

的一部份；這些時日有如其他任何時日，是充滿了焦慮的事件。絕大

部分的焦慮，就擁有工作生活者言，會環繞著一個可能性，即失去了

工作可能造成嚴重的調適問題」。（余鑑譯，1999：667） 

「當你無須工作時，休閒並非只是休閒」換言之，自由時間

變成經常性過多的狀態，是個人要去適應而非只是歡迎基本上由結構

化的時間，生活中時的解脫（余鑑譯，1999：670）「最好充滿希望、

充滿理想，去談論、去安排、去設計明天該做什麼」(吳東權，1993 : 

132)；如果沒有事先妥善規劃或預作準備的話，都會造成生活上的適

應不良。會造成退休生活適應不良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事前準備，

針對這些變化建議對財務及社會活動的生活方式，應有另謀發展以及

一顆預備改變的心理準備，和擬好因應改變的計劃。如此，才能愉快

地邁向退休後的新生活。退休老人生涯規劃之重要性分析如下：  

(一)、避免發生「退休的震盪」 

所謂退休震盪（ Retirement Shock ），是指老人退休後，在

生理機能的迅速退化、生活結構改變的劇烈變動，因而產生衝突的矛

盾與不適，在心態與行為上所帶來的負面衝擊稱為退休震盪。面對老

人退休後要如何降低退休所帶來的負面衝擊？在心態與行為上應如

何積極地調適與面對？也是本文探討的議題。鍾國文在老人退休調適

之研究中研究發現，「退休的重要性顯現於避免退休震盪產生、適應



角色轉換與邁向成功老化，進而陳顯出退休老人面臨的問題厥在於：

健康問題、心理問題、社會適應問題、經濟問題與休閒問題」。(鍾國

文，1998)。 

此外徐立忠也指出「有人以為退休就是退出社會，離開社

會，站在人生的舞台上，社會遺棄了他，走出社會」(徐立忠，1989：

360)，其所認知的主要困難源自於經濟上的威脅感、同僚和朋友關係

的不足感、工作喪失所帶來的失落感以及無用感、和社會缺乏聯結及

無法獲得自尊的滿足感，加上閒暇時間的充裕無法因應（朱芬郁，

1998）。因此，如果進入退休階段的老人沒有事先妥善準備，退休後

必將歷經適應問題的衝擊，甚至成為老年生活的一種新的創傷。 退

休老人的生涯規劃即在於形成一種有意識、有系統的準備，提醒即將

屆齡退休或已到中年時期的職場男女，可以及早開始為自己打算，以

避免「退休震盪」的發生，減輕退休對老年生活造成的負面衝擊。 

(二)、肯定老年生命的價值 

「所謂老，簡單而直率地解釋；就是該從工作崗位上退休、

該從人生旅途上休息了」(吳東權，1993 :51)。 由於社會上充滿了對

老年的偏見與歧視，「老」總是與衰弱、退化、孤單、卑微、貧病等

聯想在一起。事實上，年齡與經驗、智力、成熟都成相對的增加，老

年人經歷了人生大半的歲月，累積了無法從書本上獲得的豐富經驗與

閱歷，且具有圓融的智慧與超脫的人生體驗，必定可以發揮生命的剩

餘價值繼續服務人群，對社會必定有所貢獻。因此，年老是我們耗費

畢生心力去追尋得來的成就，「老」應該是一種驕傲，而不是恥辱的

標記，所以年紀大是智慧與知識的累積，是社會價值希望的代名詞。 

(三)、達成「成功的老化」 



「所謂成功的老化（ successful aging ）是指個體對老化的

適應良好，生理保持最佳的狀態，進而享受老年的生活，坦然的面對

死亡，亦稱順利的老化」（朱芬郁，1998），「我們的生命就如同一張

多面的圖，由不同角度來審視，就可以得到不同的答案，繪上不同的

顏色，就有不同的感覺」。（羅文基等，1991：234）但是成功自然的

老化是不容易到來，它需要個人自動、主動的去追求、掌握才能得到。

退休人員有無作退休準備之規劃，會影響其老化認知態度及生活的適

應，亦就是有計劃的退休人員，他的老化認知態度較佳，同時退休生

活也比較容易適應。  

總而言之，要如何使自己在上了年紀之後，生活能成為一生

中最值得回味的美好時光，且在後段生涯的人生歲月裡 , 能過著無

憂無慮、無牽掛的生活，成為人生的第二個階段的快樂童年，可以遊

戲而沒有時間壓力，可以休閒而沒有財務壓力，可以隨心所欲的做自

己想做的事情，這就有賴自己是否能在退休前做好各種準備，包括各

種心理適應和生活安排等。 

六、六、六、六、少子化的衝擊少子化的衝擊少子化的衝擊少子化的衝擊    

老人生活適應之所需，應有那些完善的照顧與安養制度，現

今台灣隨社會型態的改變，當今的老人生活習慣已影響到健康(心理

與生理)，而高齡化社會中老人所顯現出的困擾。徐立忠指出老人的

問題焦點 :「身體(生理)上的困擾、精神(心理)上的困境、生活(經濟)

上的困境、社會(環境)上的困境」，解決問題必須先了解問題，期求老

人福利的充實自不能一蹴而至，雖然政府針對老人的消費生活問題透

過法令規章的修訂，在施政上提出許多方案，但面對社會不斷的變

遷，社會形態不斷的改變，老人的問題也不斷增加。  



在此情況下，如果老年人能夠事先做好生涯規劃自理生活，

且又想享受退休的人生，沒有選擇與子女同住的老人，仍有快樂老年

生活，大島清( 1996)提到小時候的夢想很多，但都只是夢想，直到退

休以後，一直藏在心裡的生命記憶才被喚醒；而在錢 money所編的「退

休規劃」亦指出：退休是面對一個嶄新且有活力的生活層面，充滿新

鮮的機會，擴大的興趣範圍、新朋友、以及內心深處的滿足。(李玉

珍 1994：23)這幾年來已有愈來愈多的退休老人選擇購買一塊農地種

菜、養雞、養寵物、過著怡情、悠閒的生活，尤其在東部地區及西部

走廊之鄉間，就有集合三五好友買地自力建屋，一同享受愜意生活的

退休家庭。這就是邁向高齡化社會老人在生涯規劃選擇的生活方式之

一 , 也是銀髮族期待能享受到有尊嚴而快樂的退休生活。面對社會

型態改變如何調適個人的生活方式，各學者也都有其一定主要論述。  

(一)、老年生活的規劃 

「退休理財規劃的步驟包括 : (1). 設定退休目標；(2). 蒐集

及整理個人資產負債及收支狀況；(3). 擬定退休前儲蓄／投資計劃；

(4). 回饋／修正計劃。」（黃建森等，2000 : 325）老人退休理財規劃

在資產配置上，必須要考慮易變現、有保障且能保值之配置，因此除

了現金、有價證券以外，運用商業保險或購買債券型基金之規劃做為

老年生活的保障，是一項不錯的選擇。 

悠閒享受退休的生活是許多人的理想，但面臨少子化與現代

社會子女奉養能力日漸薄弱的情形下，如何為自己及早規劃退休生

活 ? 羅尤美指出 : 財富是左右退休生活的重要關鍵，要怎樣的退休

生活先要怎麼規劃 ! 隨著年齡的增長、距離退休時間的不同，退休

理財的策略及投資方向也要隨之調整，羅尤美同時建議 50 歲以上，



在準備退出職場享受人生之際，宜考慮風險承受度低的理財策略，資

金之配置宜多元布局，如各類型債券基金以追求穩健的收益增加固定

收益來源，安享退休生活為主。(羅尤美，2006:36~38)  

(二)、選擇適宜的居住環境 

老人退休之後，無非圖一個生活安定與身體健康，因此居住

品質對老人來說非常重要，根據吳珮菱之研究：老人換屋率較年輕人

為低，主要因素是因為「老人對於現今居住環境非常滿意，想要終老

於此；過高的遷移成本會阻止老人遷移至較佳的居住環境」(吳珮菱，

2005：13)，對於老人在規劃上，退休後的居住環境往往不會特別在年

輕時加以重視，一旦退休後更不會特別去安排，因此如果老人準備享

有適宜老人良好居住品質的生活環境安養天年，在退休之前就要有選

擇未來退休後的居住地區及住宅。 

(三)、提前保險規劃退休生活無憂 

人生有二件令人遺憾的事，第一是「走的時候錢還沒花完」，

另一個就是「錢花完了卻還沒走」，對於一般市井小民來說不怕前者

怕後者，如何讓有生之年都衣食無虞，「年金保險」扮演著很重要的

角色。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資料顯示我國 2004 年國民所得每人平

均 413,786元(折合美金 12,381 美元) (2005 年台灣年鑑)，依此數字推

估每人每月生活費起碼約須二萬元。假如你希望未來退休後每個月至

少還有二萬元的收入，那麼此時你應該為自己規劃一個保額二十四萬

元的年金保險，如此才能使個人經濟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若以目前的利率水準及市場上的商品來看，「存款利息的收

入，是否跟得上物價指數的上升值?」(吳東權，1993 : 286) 因此要獲

得這樣的保障自然需付出一筆不低的代價，消費者或許會因為每年這



樣高的保費而猶豫，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只要金額是可負擔

的，用現在確定的支出換取終身安定之生活保障是絕對值得的一 

件事，因為屆時你不再需要為將來身體健朗、活太久而擔心衣食無虞。 

(四)、運用保險規劃醫療保障 

目前政府在長期照護之社會福利方面，僅能達到老人健康

(保險法第一百二十五條及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一條)醫療之福利，但老

人隨著身體機能的老化，很難避免完全沒有病痛，而老年的醫療需求

又比年輕時來得高，如何運用商業保險(保險法第一百零一條)之預先

規劃，也是對保障高齡化社會來臨的一門重要課題(年輕時保終身醫

療，成本較高)，因此在做退休規劃時，對於醫療方面之保障絕對不

可忽略 。 

除了目前商業保險在市面上銷售之醫療保險，主要分為「終

身醫療險」與「一年期醫療險」二類，前者提供終身的醫療保障，活

多久保障多久，大部分屬定額型，有醫療額度限制(保費先收在前)；

後者雖為一年期險種，但一般可保證續保至七十五~八十歲，接著銜

接終身壽險提前給付，達到終身醫療，用比終身醫療更便宜之保費，

得到更完善之醫療保障(定額加實支實付)。若要讓自己的老年生活更

多采多姿，做一切想做的事，也別忘了從現在開始就要好好的善待自

己的身體，定期健康檢查與注重生活保健，同時儘早規劃老年生活，

讓自己有充裕的時間準備安養天年。 

本研究旨在探討老人生涯與生活適應，研究對象雖然並無設

限，但依常理來說需要做生涯規劃的人，宜以一般所謂的中產階層為

主，因為在上層社會階層的生涯之人，以其社經地位及既有的優異條

件與環境，做生涯規劃只是在確保其利益如何再擴充而已，這些人當



其成為老人時，只要在心理調適上做好適應即可，其他方面大都不必

費心，至於中、下層社會階層的人如果未能事先安排，退休後之生活

可想而知。 

本文針對少子化趨勢對高齡化老人生涯規劃的需求中，提前

保險規劃是為保障未來生活無虞，是退休前必須思考的重要課題。至

於選擇適宜的居住環境之議題，主要在探討老人退休之前對於居住品

質要求，有無考慮到退休後的居住需求，研究者以為老人退休後的居

住環境，除了環境清幽、空氣清新外，應該考慮週邊的生活機能，如

附近有市場可以方便購物，有大型醫院及小型診所能方便就醫，有社

區活動中心、公園利於參予社群交流及休閒活動，交通動線方便有利

老人進出方便…這些條件如在退休之前沒有事先規劃，等到退休之後

再思考這些問題，對老人來說可能相當困難，因此在退休之前如何選

擇適宜的居住環境做為未來居住的地方，對即將退休的人就顯得相當

重要。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生活適應生活適應生活適應生活適應    

 

老年主要理論有「退休老化階段理論」和「活動理論」(actvity 

theory)後者又稱「整合理論」(integration theory) 和「撤離理論」

(segregation theory)。隨社會型態的改變，當今台灣社會的老人與子女

共同居住者不到五成，而且呈現逐年減少的現象；「撤離理論」主張

「老人社會角色的喪失乃是老年人老化過程的必然結果」(沙依仁

等，1999 : 232 )，以國外盛行養生住宅的風氣來說，目前國內尚未形

成風氣，愈來愈多的退休老人仍然選擇與老伴同住。 

至於老人退休後適合何種生活方式，必須先要看個人生活型

態與身體狀況。「每個人都擁有各種各樣的過去，每個人都擁有自己

的原情景，同時過著自己的日子」(章蓓蕾，1996：151)，因此要如何

選擇就得視個人的情境而定；例如選擇與子女同住是可以就近照顧，

並能享受天倫之樂；但若能自理生活且想享受退休人生者，則可選擇

獨居或與老伴相互扶持，十分隨性自在；如果身體不適但有能力雇用

佣人照料，則可選擇住在方便就醫及親友探視方便的地區；至於想要

享受專業的安養生活又不想麻煩子女者，則可考慮住在專業安養中心

或養生村，面對社會型態改變老人就必須調適個人的生活方式。 

一、老人的心一、老人的心一、老人的心一、老人的心理與社會適應理與社會適應理與社會適應理與社會適應    

「退休後的生活與退休前的生活，有顯著的差別 (吳東權，

1993 : 149)。老人在老化的過程中，經濟、政治、社會地位將會因自

身的老化與社會環境的變遷，而有所改變。「老人的依存狀態之所以

突出，那是因為我們目前社會價值觀建立在生產力之上」(黃發典 



譯，1994 : 67)，老人一旦退休，其角色的扮演都會逐漸由主角地位變

成為配角，而且老人退休後，由於身分地位的轉變與角色的失落，人

際互動會逐漸減少，人際關係也會隨之而日益淡薄，致使老人常有被

遺忘而與社會隔離脫節的感覺，在心理上會恐懼權力的喪失，失去安

全感，形成精神上的孤立與心理、社會的危機感。 

對於退休老人的心理與社會的生活適應，最重要的是要「不

必去苛求社會各界與政府有關部門應該如何如何來處理老年的問

題，而是要靠自己如何如何去面對社會，調整自己的心理和行為」(吳

東權，1993 : 142)，對老化要抱持著一種健康的心態，了解老化不是

一種摧殘性的力量，也不是一種身心老朽的狀態，而是一種自然的演

化，況且心理的老化不一定和身體的老化作用平行。即使耳已不聰、

目已不明、經常健忘、動作遲緩、體力衰退，但老人由於歲月的歷練，

累積了豐富的智慧與經驗，仍然可以發揮自我生命的熱誠，彩繪出多

彩多姿的人生。 

因此，退休老人應在心理上抱持著積極樂觀的態度，坦然的

面對老年生活的來臨，雖然老人是從一個燦爛的人生舞台上退休下

來，但如果安排得宜，未嘗不是人生另一個黃金階段的開始。 

綜合以上所述，老人的生活適應可分為三個層面，即 : 

（一）、在生理適應之層面：注意健康維護、順其自然；坦然面對人

生的自然老化過程。 

（二）、在心理適應之層面：走出失落、從個人心理正向認知，抱持

著積極樂觀的態度、坦然面對未來死亡是一種必然的結果。 

（三）、在社會適應之層面：調整生活方式，朝向有規律、安貧自立、

主動參與社交活動、安身立命、知足常樂因應老人的生活等。 



二二二二、、、、老人的困境老人的困境老人的困境老人的困境    

徐立忠（1989 : 56~59）特別針對老人的困境點出問題 : 

(一)、社會（環境）上的困境 

老年人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健康，因為健康是人類生存的最大

資本，老年人的健康，可分為身體上的健康，和心理上的健康、以及

社會上的健康，有人說，老人的疾病，不純是生理上的，不是醫藥就

可以完全治療的，還有社會因素的病，必須用社會診斷的方式與醫藥

互相配合，才能「畢其功於一役」。所以說社會的健康，才是老年人

健康的主脈。 

因此社會角色、社會關係所給予老人的工作意願、個人興趣

與嗜好的表現。以及讓老人自由參加社團的表現，對老人的人際關

係，與外界親友往來情形太低。這些社會環境所帶給老人的困境，往

往影響老年人心理上的健康；而工業化的社會，人口密集，交通擁擠

也是社會環境所造成而給予老人的困擾。 

所謂社會的健康，其正面就是老人對社會的調適性，其反面

就是老人的社會病態，也就是社會的流動和衝擊所加諸老年人刺激和

遭遇所形成的困境。 

(二)、生活（經濟）上的困境 

在現代化的經濟時代，其發展的結果，就是提高了國民的生

活水準，增進了經濟生活的安全性，但對於老年人而言，他們生活上

的安全性，反而減低，在老人步調無法與時代進化並行時，不但未蒙

其利，已先受其害。就從家庭方面觀察：工業社會中老人失去了他們

生活的據點－「家」，核心家庭（以夫妻為中心）的興起，家族及大

家庭的衰落，使老人住的安全有了恐慌，因此老人需要的經濟自主性



就顯得更加重要。  

從收入情形和扶養的觀念上來看，老年人對自己依賴的責任

心會愈老愈輕，因為人愈老，收入愈少，年齡與收入成反比，真是人

愈老愈窮。從老年人就業情況來說：老人因身體殘障不能工作，到了

屆年退休的人，因身體健康許可，仍望獲得工作，但由於社會的原因，

使有志於工作的人得不到工作。從都市生活情形看：工業發達，人口

集中，都市化社會日益擴大，而且隨著高度經濟的成長，物價不斷的

上升，都市房荒物貴，尤其遠離鄉村流入都市靠租賃居住者，一到老

年收入減少，生活壓力自然就會加重。 

三三三三、休閒活動休閒活動休閒活動休閒活動        

休閒是調適生活的最佳活動，尤其老人退休離開職場之後，

充裕的時間如果沒有妥善的安排，不但會影響到生活適應，甚或還會

影響到老人的身心健康，因此「休閒活動」是生活適應不能欠缺的規

劃項目之一。 

「休閒活動」是指我們「對於工作與休閒所賦予的意義，以

及兩者之間互動關係」(余鑑 譯，1999 : 125)，「生命中的第二個四十

年裡的幸福是取決於我們如何運用休閒。」（湯曼琪，1994）由於多

數人在年輕時，將生活的重心致力於追求生涯的成就，與整個過去時

代的社會生活形態，對於休閒活動的不重視，不知如何利用閒暇時間

來安排活動或培養嗜好，以致於等到退休後成為老人，產生漫無目

標、不知所措的現象。因此本文所謂的「休閒活動」是指老人如果能

夠繼續參與社會活動，不但可以獲得愛與被愛、被尊重、達到自我實

現….等較高層次的需求滿足，也可以在無生活壓力下達到休閒活

動，進而發揮「退而不休」的精神，以及達到「老有所用」的境界。 



老人的休閒需求是因為退休後的自由時間增加，與社會接觸

的機會減少、職場角色的喪失….等，因此需要參與一些活動，藉由

活動來獲得生活上的滿意感與幸福感。休閒活動正可以培養老人的生

活情趣，也可以陶冶老人健康的身心、更可以擴充老人的生活領域，

同時還會使老人的老年生活愉快、充實。「要想活下去，就得『動』，

這『動』，除了身體上的運動之外，腦力也有激盪」(吳東權，1993 : 

171)。因此，休閒活動對老人來說是會有意義的，同時也會在活動中

得到快樂、滿足、創造力、學習以及身心上的成長，對許多老人來說，

更會在休閒中得到身心上滿足與健康、也會在人際往來與尋求宗教的

需求下，取得心靈上的滿足。因此，休閒對老人的意義相當重要，老

人在退休前即應檢視自己的興趣、專長、嗜好、體力、健康、經濟狀

況等，為退休後安排適合自己的休閒活動，以獲得充實、趣味且有意

義的休閒生活。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高齡化社會高齡化社會高齡化社會高齡化社會((((老人老人老人老人) ) ) ) 相關理論探究相關理論探究相關理論探究相關理論探究    

 

研究退休老人的生涯規劃、生活適應也等於在研究老年學

（Gerontology）的一門科際整合的學問，也是一門牽涉到數種不同的

領域的學科。本文擬以生理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巨視觀點來探究退

休老人生涯規劃、生活適應的理論基礎。 

一一一一、生理學、生理學、生理學、生理學觀點觀點觀點觀點來來來來探探探探討討討討銀髮族相關的銀髮族相關的銀髮族相關的銀髮族相關的理論理論理論理論 

研究生理學所含蓋範圍很廣，包括動物生理學、植物生理學、

人體生理學....等。生理學乃是在研究生命的運作機轉，例如心臟怎麼

跳動、肌肉怎麼收縮...等，「人類老化一事不可以簡化為單純的生物

生理變化」(黃發典 譯，1994：2)，也不是要針對每個器官或組織的

名稱、位置、結構去做解說。 

「老年主要理論有退休老化階段理論和活動理論(actvity theory)」

後者又稱整合理論(integration theory)和撤離理論(Segregation theory)」

(沙依仁 等 , 1999：232)。而生理學則是窺探人體奧秘的入門學科... ; 

它包括身體各個系統的運作及其功能，通常包含細胞生理、、、、神經系

統、、、、肌肉系統、、、、心血管系統、、、、呼吸系統、、、、消化系統、、、、泌尿系統、、、、內分

泌系統、、、、生殖系統…..解剖生理學，而老人生理上的改變是無可否認

的事實，而這種變化就是 : 「外型上的改變、生理上組合的變化、

腦血管障礙所形成的半身不遂、慢性病的普遍發生」(徐立忠，1989：

49 )。 

所謂「生理」就是探討生命現象的道理，而老年期最顯著的特



徵就是老化。人類的老化，可以說是身心衰退的一種自然過程，也是

一切生物體隨著時間的消逝所發生的內、外在的自然變化。 

一般而言，生理老化的理論可區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受遺傳因

素（Gentic factors）的影響； 另一是受外在環境因素（ Environmental 

Factors ）的影響（ Hayslip & panek, 1989）。對於生理老化的理論在，

香光莊嚴期刊之一篇「退休老人生涯規劃初探」之研究中(朱芬郁，

1998)曾做過生理老化的理論是受遺傳因素與受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

之探討，本文就從這方面之理論分析如下 : 

(一)、外在環境因素理論 

「就外在環境因素而論， 主要是由於環境的汙染、病菌的感染

等造成（江亮演，1990）；其他諸如營養、健康狀況、生活經歷、環

境、活動以及壓力，對個體皆造成特殊且具個別性的影響。就健康狀

況、生活、環境、活動以及壓力方面進一步加以探討 : 

1、退休老化階段理論 

「退休老化階段理論則進一步提供銀髮族生涯規劃一個規劃的

時間性概念和規劃的階段性內容。這個理論將老年人的生活調適視為

一種過程，而非一種目標」(沙依仁 等 , 1999 : 233)。但是一般人來

說就必須要經由老化過程的社會調適，才能解決老年人晚年的適應問

題」(詹火生 , 1979 : 78)。這個理論以不同階段來說明老化的調適內

容，認為退休老化之過程可分為六個階段，就是：退休前期、蜜月期、

醒悟期、再適應期、穩定期和終止期。 

老年人在退休前期容易出現「忽略退休準備和退休計畫」; 而蜜

月期的老人在老化歷程是最值得退休者回憶人生的時期 ; 但到了醒

悟期常見的現象就是退休震憾，所謂「退休震憾」，主要困難是經濟



上的威脅感、同僚和朋友關係的不足感、工作喪失所帶來的失落感，

以及產生無用感與社會缺乏聯結感和無法獲得自尊的滿足感，甚至無

法過著規律化的生活 ; 老年者經過醒悟期後若能很快、且很順利的

進入再適應期，年長者即能很快且很順利的塑造出合乎實際生活的角

色，健全的社會互動關係，進而再往穩定期發展。所謂「穩定期」是

指較佳調適發展後的老年角色認同、價值肯定和行為的統整，依詹火

生(社會學，1997)之看法，這是老年人的「再社會化」後的結果，不

僅接受自我，同時也認同社會的角色期待和態度 (沙依仁 等，1999 : 

233~ 234)。 

2、活動理論  

「活動理論」或稱「整合理論」主要的在強調了老人參與社會的

重要性，因為老人參與社會「有助於現階段老年人流行的生涯規劃理

念」，而活動理論的主張：「老年人除了生理及健康之變化和中年人一

樣仍具有正常的心理和社會需求」(沙依仁 等，1999 : 232~234)。在實

際生活中，老年人只要不從社會關係網路中退縮，能多找機會參與社

會活動，老年人就可以從其社會角色所賦予的生活意義中得到滿足。

而從微視面觀之認為「活動理論」即使被接受到安養機構中的老年

人，與社會的連繫尚稱頻繁，又因身體還算健康，故在安養機構中的

活動，如何配合老年人在生理、心理方面活動的需要。(詹火生，1993：

738) 

3、撤離理論 

老人退休後從蜜月期到醒悟期，在這兩個階段過程中，會面臨

所謂的「退休震憾」所帶來的失落感，因此必須經過一段適應之後才

會再進入「再適應期」; 而「撤離理論」認為「老人社會角色的喪失



乃是老年人老化過程的必然結果」，一般學者大多數比較不接受「老

年生活是一種逐漸撤離的過程」(沙依仁 等， 1999 : 232) 而「撤離

理論」之主張認為在「退休震憾」的醒悟期時，老人生活定位是比較

退縮、被動和消極的。 

雖然老化現象涉及複雜的體系，包括生理、心理、社會的因素，

但無可諱言地，生理的老化是最顯而易見的特徵，亦是可預期的自然

現象。 

(二)、遺傳因素之理論 

「就遺傳因素來說，學者所提出的理論種類繁多，有損耗理論、

新陳代謝理論、免疫理論、突變理論、基因理論、細胞交互理論等等 

(朱芬郁，1998)。茲舉其理論之要點，列述如下：  

1、損耗理論 

所謂損耗理論就是認為人類的身體狀況，好像一部機器一

樣，隨著時光的流逝，機器長期運作，用久了零件終究會損壞。人體

就像一部機器，由於工作的壓力加上過度勞累、緊張，以及在生活過

程的喜怒哀樂折騰，器官自然的會逐漸耗損 。。。。  

2、新陳代謝理論 

「認為新陳代謝所產生的廢物是對身體有害的，在人體中累

積愈多，使細胞中毒越嚴重，這將會促使愈快老化或死亡愈早」(朱

芬郁，1998 )；媒體報導：科學家最新研究認為，新陳代謝加快有助

於延長壽命。新陳代謝速度是指身體燃燒食物，製造能量的速度。如

果這項新的研究理論成果實驗在人的身上成功，就意味著如果可以加

快人的新陳代謝速度，以使一個能活七十年的人再多活二十七年。這



一發現對傳統的理論卻是一個挑戰。過去人們認為高速新陳代謝的動

物會更早死去。但「科學家最新研究認為，新陳代謝加快有助於延長

壽命。如果高速新陳代謝可以延長生命，是否也同樣可以延長人類的

生命 ? 盡管有些藥物確實可以加快新陳代謝，同時增加身體中的某

種蛋白質，而這種蛋白質才是潛在的可以延長人壽命的因素」 (龍虎

網訊 2004-06-11)。 

3、免疫理論 

老化(aging)被認為一多元的現象，須藉有關生理學、醫學等

不同的理論來探討。(李開敏，1993：584~585) 免疫理論則是隨著年

齡的不斷增加，免疫細胞系統的自我調節能力也會隨之下降；身體防

禦能力亦會隨年齡增長而降低。免疫理論就是在說明人體的免疫系統

會隨著年齡的增加，免疫功能會隨著年齡的增加而逐漸喪失，所以疾

病的罹患率就會隨著大增。 

4、突變理論 

主張身體暴露在自然及人工刺激物（如輻射及化學刺激）之

下，經由聚外刺激易造成染色體的變性。日積月累便是造成人類在老

年期細胞突變而老化的主因。「生理學家分析，人的生理組合，是骨

骼、肌肉和水份，其中影響人運作和產生活力的就是肌肉，肌肉的組

合，又可分為脂肪和非脂肪，人的身體活動一切都靠肌肉收縮」(徐

立忠，1989 : 49) 。 

因此 Eliopoulos 指出認為人體細胞中的功能是受到遺傳因素 

DNA 的控制，當 DNA 發生突變時，繼起的細胞分裂會造成更多的

細胞突變，使細胞喪失應有的功能，而器官自然無用與衰退（ 陳清

惠譯，1990；沙依仁，1996）。 



5、基因理論 

人之所以老化乃是由基因所控制，在身體中的基因：一為使

人生長及充滿活力的基因；另一種為致老化基因。基因做為遺傳學上

最重要的概念，最初只是一個假想的理論建構。但是要從遺傳學的角

度定義基因，似乎已不可能，有人試圖改從發育生物學或進化生物學

的角度重新定義基因。但是基因仍然只能被視為是為生物學研究需要

而產生的理論建構。 (方舟子，2001) 

6、細胞交互理論 

細胞的蛋白質及糖類在自分解時產生交叉鍵。若交叉鍵日益

增加時，易造成蛋白質及糖類永久的相互串聯凝結一塊的結構及其功

能的改變。(朱芬郁，1998) 

由上述的各理論我們可以發現，人類生理機能老化的主要因

素，純是生理機能衰退所致，然而通常生理機能衰退伴隨而來的影

響，也將會使得老化成了諸多不便的說法。老化的程度從外觀上來

看，是可以明顯辨別的，從皮膚的皺紋增多到五官的不再敏銳，體內

的消化、呼吸系統的疾病問題，活動狀態都會大不如前。 

因此在老年階段必須調適自己，保持健康的身心，並能適當

持續融合在社會中，擔任適合自己興趣及能力的志工，追求充份發展

的可能，因為老年人的生活選擇和行為的關鍵在於他們的身心健康狀

態。Erikson將生命的發展分為八個階段，其中老年期即為最後一個

階段。Erikson 指出每一個階段均有其特殊的發展任務或發展目標。(李

開敏，1993：585)除外，Fries 指出良好的生活型態與醫學的進步，可

協助減緩老化的程度，Rossman 也建議運動是老化過程的解藥（朱芬

郁，1998）  



由此可見高齡者，伴隨著生理的老化以及各項身體器官和生

理機能的衰退、容易受病菌感染、疾病侵襲的機會增加…. 等。因此

老人生理的維護與健康的規劃，可謂退休生涯規劃的重要項目。  

二二二二、心理學、心理學、心理學、心理學觀點觀點觀點觀點來來來來探探探探討討討討退休退休退休退休老人之老人之老人之老人之人格人格人格人格的的的的發展理論發展理論發展理論發展理論    

「心理學主要以個人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可以增進對人的

了解，，，，幫助個人充分發揮潛能，，，，健全人格發展，，，，成為身心健全的人，，，，

進而使社會安定與繁榮，，，，人類生活品質全面提升，，，，增進全人類的福祉」

(葉重新 2000：3)。研究老人生涯規劃及生活適應，，，，對於心理學的認

識是不可缺少的理論基礎 。 

心理學所應用的範圍極廣，也是經緯萬端，更是研究社會科

學具有舉足輕重的科學之一。所應用的地方之廣，凡是人類的一切行

為都可以運用心理學來討論，例如人類的愛情、動機、犯罪...等等行

為，，，，都可以用分類過的心理學之科學來研究探討，進而提出很有力的

結論來參考。 

心理學對老人退休生涯規劃的解釋，通常都是由人格的成長

與發展理論所延伸而來的，茲分別就各學者之敘述，逐一闡釋如下。  

(一)、行為論 

「行為論起源於一九一三年 , 當時主張行為論的主要學者

有華森(Watson)、巴夫洛夫(Paviov)、史金納(Skinner)等人，他們主張 : 

一切行為決定於刺激與反應之後的聯結 , 改變環境就可以改變人的

行為，只有外在的行為才可以進行研究」(引自葉重新 , 2000：20)。

然而現在心理學所指的行為論，已對早年極端的行為主義做了修正，



研究重點在學習、行為改變與行為治療、動機及社會學習等方面(葉

重新 2000：3)，而老人退休生涯與生活適應，正是心理學所指的行為

改變、行為治療與社會學習之行。 

(二)、艾力克遜 ( Erikson)的社會心理發展理論  

艾力克遜(Erikson)的認同「危機理論」，基本上是將其師父佛

洛依德(Freud)的人格發展理論作進一步的申論，他主要是從社會適應

的觀點來探討人格發展的過程 (詹火生 等編著 1997：117) ; 艾力克

遜認為社會化是一個人從出生到老死的終生發展過程，他將全程的人

生分為八個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會面臨生理或社會改變所造成的個人

之不安、憂慮與壓力，這些都是變遷所產生的危機，稱之為「認同危

機」。艾力克遜認為每一個個體，在每一個階段都會經歷不同的危機

與衝突，危機是否能夠順利解決，將會影響往後的人格發展。其中第

八個階段是最終的階段，也就是「老年時期(old age)統整或絕望危

機」，也是個體重新評價其一生的時刻，「客觀地評價過去的遭遇，坦

然的自我接受，而達到自我統整的境界」(詹火生，1997：119 )。 

評價「老年人必須反省瀕臨的生命終結，並且思索其意義與

重要性。其主要任務是達到自我的整合（ self integrity ），對自己的

一生感到滿足，或對過去所作的選擇和結果感到後悔與失望，以便在

死亡來臨之前，仍願意對生活作一些改變，並持樂觀的態度，來設計、

安排一個有意義的、活潑的晚年」(邱天助，1993；徐麗君、蔡文輝，

1984)。 

艾力克遜認為社會化是一個人從出生到老死的終生發展過

程，，，，若能在統整中達到平衡，就會產生老年期的睿智，即可以坦然的



面對死亡的恐懼。  

(三)、、、、Havighurst 的發展任務論 

「Havighurst（1953,1972）的發展任務論，是以艾力克遜

(Eri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為基礎，他認為在生命的不同階段（時

期）各有其主要的發展任務，所謂「發展任務」是指在該階段應有的

發展水準或成就水準，亦即應發展或表現的若干心理的特質或行為型

態」（朱芬郁，1998）。在個體生命的特定時期，如果能圓滿完成自己

認同的期待，將使其個體感到快樂、幸福、滿足，如果失望則導致不

快樂、退化，不為社會所尊敬與讚許，而且會妨礙爾後發展任務的達

成。「他把人生的發展分為六個時期，最後一個時期——老年期發展

任務的重點為：（1）適應退休與收入的減少；（2）適應健康和體力的

衰退；（3）與自己的年齡群建立親近的關係；（4）適應配偶的死亡；

（5）負起社會和公民的責任；（6）建立滿意的生活安排，考慮自己

的經濟和家庭狀況，重新安排居住環境(邱天助，1993)。 

(四)、Schein 的成人發展理論 

「Schein(1978)將一個人的生涯發展細分為九個階段，每個階

段均有一些必須面對的共通問題和具體任務，Schein 的第六個階段乃

是中期生涯危機時期(35~45歲)，第七個階段分為非領導者的後期生

涯時期(40 歲到退休，很多人都停留在這一階段)，而領導者的後期生

涯時期(有些人很年輕就達到此一階段，但仍視為後期)，第八個階段

為停滯或衰退時期(40 歲到退休，個人生涯開始衰退的年齡不盡相

同)，第九個階段則為退休時期」(羅文基 等，1991:9~10)，「依 Schein



的論述，在人生的歷程發展中，六十歲到死亡的這段時期內會有一些

重大的改變，尤其面對退休後所帶來的衝擊。例如個體能否有完善良

好的心理建設以及周全的準備，則是能否坦然地面對自己的一生。」

(引自蔡培村，1996)  

(五)、Super 的生涯發展理論 

生涯發展理論學者 Super（1990）以長期縱貫研究並綜合差異

心理學、 發展心理學、職業社會學、人格理論等四個學術領域的精

義，建構其生涯發展理論。並將發展任務的概念引用至生涯發展上。 

人生的整體發展，通常是由三個層面所構成，這三個層面分

別是 : 時間(time)、廣域或範圍(breadth or scope)、深度(depth) 」(羅文

基等，1995 : 8)，在時間(time)這個層面，將人的一生依「照年齡劃分

為五個階段，分別為成長(growth)階段（○歲~十四歲）、探索(exploration)

階段（十五歲~二十四歲）、建立(establish)階段（二十五歲~四十四歲）、

維持(maintenance)階段（四十五歲~六十四歲）、衰退(decline)階段（六

十五歲以後）等五個階段新」(引自羅文基等，1995 : 39~40)。每一個

階段各有其重要特徵與生涯發展任務。其中最後一個階段又稱為退休

時期，在這個階段期間個體，因身心狀況逐漸的衰退，從原有的工作

角色撤離，但卻還有多餘的時間及精力發展去新的角色，尋求不同的

生活方式 , 以達到滿足其身心的需求。而其任務則是減速、解脫與

退休。 

此外，Super還指出 : 從一個發展階段時期過渡到另一發展

階段，需經歷一段轉型期，以準備發展另一階段的生涯任務與生活方

式（徐曼瑩，1997 ）。同時每一個發展階段內，各自形成一段小週期，



亦就是同樣的再次經歷「成長期、探索期、建立期、維持期、衰退期」

這樣的不斷的一個循環，這是基於各個發展階段的發展任務呈現的再

循環。（金樹人、劉焜輝，1989）。  

(六)、探索「死亡學」的熱潮 

「老人問題是世界性問題，對於老人福利的重視與研究，已

引起各國普遍的關切」(徐立忠，1989 : 6)，也是意謂著社會人口的老

化，「高齡孤單老人數目的與日俱增」(黃發典 譯，1994 : 39)，同時

代表著國人生活形態與習性、工作與休閒模式，消費需求、生產及家

庭結構、社會價值觀、社會福利與安養醫療制度及資源配置，將隨之

急速轉型與改變。 

「銀髮族」在台灣現今社會中迅速增加，形成社會上的新興

族群。而高齡化社會的現象所帶來的，是促進我們對人口老化的更進

一步的思考，如何健全老人社會福利及提高老年人需求相關的問題已

不容忽視，而除了醫療照顧體系、銀髮產業的建立是當務之急外，預

計對經濟成長、社會安全、產業結構以及財政稅收也將帶來衝擊，邁

入高齡化社會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就在高齡化社會來臨之際，台灣興起了探索「死亡學」的

熱潮。例如正中書局出版了一系列死亡學的叢書——由傅偉勳執筆的

《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1993），就是在探索生死問題，它看似

遙遠，卻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有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的；另外

有相關臨終關懷的翻譯書籍，如《最後的禮物》（王明波譯，1994）

主要是為安寧療護團隊建構出「生命雖無常、人生可無憾」的語藝視

野，並讓外界能一窺安寧療護團隊的世界觀。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安寧照顧基金會，為了關懷老人在臨終前



的恐懼感，積極倡導與推展有關與死亡教育，在內政部、衛生署及相

關專家學者與民眾的支持下，中華民國安寧照顧協會（ Taiwan Hospice 

Organization ）於民國八十四年十月七日正式成立，這也算是台灣實

施死亡教育的一個里程碑了！ 

高齡化現象與現代人的死亡問題有密切的關連。基本上，可

以經由不同管道來解決部分問題，例如社會福利或教育。對老人來說 : 

探討死亡教育雖然不是去除「臨終前恐懼」的萬靈丹，但它確實是解

決問題的一種重要方式。主要目的在於喚醒大家對死亡教育問題的重

要性與急迫性的覺知，也是提供大家各種解決老人問題的方法做為參

考，以資運用。 

三三三三、、、、社會學社會學社會學社會學觀點觀點觀點觀點來來來來探探探探討討討討老人老人老人老人退休退休退休退休生活的理論生活的理論生活的理論生活的理論    

在社會學中，探討老年人社會生活的理論相當多，這些理論

基礎大都是以個人在社會裡的角色、地位…等等觀點出發，茲就其部

份主要理論分述如次：  

(一)、活動理論 

「活動理論（Activty Theory）是由 Burgress、 Harvighurst 與 

Yobind 等人所提倡，也是最早被用來說明老年人成功的適應，以及

成功的老化之老年社會學理論之一。」(朱芬郁，1998)活動理論(又指

整合理論)所主張的：「老年人除了生理及健康之變化和中年人一樣仍

具有正常的心理和社會需求。」(沙依仁 等 , 1999 : 232)其主要論點，

認為老人雖然面臨生理、健康狀況的改變，但與中年期一樣，有活動

的心理性和社會性的需求，而且主張高度的活動，可以為老人帶來滿



意的生活。這是「因為活動可以提供個人的角色支持，因而可以重新

確認自我概念，因為正向的自我概念可提昇晚年士氣，帶來高度的生

活滿意」。（葉俊郎，1994；呂寶靜，1996） 

由此觀之，退休老人應積極地參與社會活動，不斷持續建構

人際網路並維持社會關係，同時還要延續中年時期的種種活動和交

際，以增進生活的適應，獲取晚年的美滿幸福感。 

(二)、撤退理論 

撤退理論（ Disengagement ）係 Cumming 和 Henry 兩人在

一九六一年提出。其研究源自對堪薩斯市的二百五十七位，年齡在五

十至九十歲身體健康、經濟自足的老人所做的橫斷面調查分析，他們

指出：隨著老人健康與體力的衰退，變得愈來愈少參與組織化的社會

結構，逐漸退出社交生活（王麗容，1995）。但是撤退的形成並不是

老年人單方面的活動，而是老年人本身和社會大眾雙方面的撤退（a 

mutual withdrawal）。 

以老人本身來說，因為無法適應現存社會中的角色、人際關

係與價值體系…等，唯有採取逃避、撤退的策略來保護自己，認為這

樣才符合老化過程中的內在成長，進而得到以自我為中心的成熟與滿

足。「但從社會觀點來說，認為老人已無力對社會有所貢獻，就須要

退出社會，讓年輕人取而代之，以維持社會體系的延續（徐立忠，

1996）。 

簡單來說，撤退理論認為老人的退休生涯，應平靜地接受撤

離的事實。老人社會角色的喪失，乃是人類個體生命週期的必然循環



過程，也是人類個體生命週期老化過程中必然的結果，並認為適量的

減少社會互動是達成心理與社會調適的重要途徑。 

(三)、角色理論 

「角色理論（ Role Theory ）是 Phillips 於一九五七年提出，

是有鑑於撤退理論和活動理論各有所偏執所提出來的一種折衷理

論。Phillips認為撤退和活動並非二個極端或背道而馳，兩者兼具有相

輔相成的特色。撤退對老人而言，只能說是參與形式的轉變而已，其

原因是這階段提供了退休者一個「自由自在」的生活安排，尤其從繁

重的職業角色轉變為「無角色的角色」通常有「無事一身輕」之感。

但是基於現實生活中經濟生活的考量，以及個人追求人生的各種需求

滿足，「生理、安全、歸屬（含愛）、自尊和自我實現」，對老人而言，

只能說是角色參與的形式轉變而已。(沙依仁 等，1999：233) 

這些改變經歷兩種機制：「一種是拋棄成年人所扮演的典型角

色，代之以老年人的新角色。另一種是由退休前的工具性角色

（ instrumental roles ），如職位上的角色，轉換成退休後的情感性角

色（ expressive roles ），後者是為舒暢身心、怡情養性的情感方面的

角色，例如父母子女之間的角色（徐麗君、蔡文輝，1987；王麗容，

1995）」。面對這種角色的轉型，愈能調適其老年角色的改變，並認同

其老年角色的老人，會有較正向的老化態度與滿足的晚年生活。 

簡言之，角色論者認為老年人在角色的質與量上都發生了變

遷，退休老人若能對角色變遷作適當的調整、因應，則晚年生活會比

較成功和滿足。 



(四)、替代理論  

工業化的社會所建構的實施強迫退休的制度，致使老人自工

作崗位退休撤離之後，不再扮演生產者的角色，「對許多人而言，活

到『六十五歲』這個年齡，便彷彿警鈴響了，一切即將結束似的。」

(錢 money理財研究室李玉珍主編，1994 : 163) 因為每一個人佔有大

部分生活週期的職業 ，不僅是一種賺取生活的方式，也是一個人自

重的基礎，其工作角色更建構了個人的身分和社會的地位，也是生活

目標、自我認同與生活意義的主要來源，「原本喜歡他們工作性質的

人，可能會害怕退休之後的日子將不知如何打發、排遣。」(錢 money

理財研究室李玉珍主編，1994 : 101) 因此工作角色的喪失將會造成了

老人與社會的疏離。 

替代理論即主張老年人從工作崗位退休後，若無適當的活動

來填補心靈上的空虛和精神的孤立，就容易加速身心的老化，因此需

要尋求另一種替代的、有意義的角色，透過角色活動，來填補其主要

工作角色失去後，所造成的生活上的空白，及重建生活的目標與自我

的認同。。。。（葉俊郎，1994）從「替代理論」的觀點來說，老年人參與

志願服務就是退休後新社會角色扮演的形式之一，可透過參予社會活

動、服務人群，可以增進生活的意義與個人的滿意度。 

(五)、老人福利之相關研究 

面對著高齡化的社會，行政院研考會民國八十八年委託施能

傑主持，吳明燁、劉麗雯、林芳如、陳璟明等參予研究「老人福利

相關服務計畫」之評估，分析我國老人福利相關服務計畫的執行情

況，此所稱相關服務的內涵，乃是將以過去和目前實際上推動的工作



為評估主體，經由對執行結果的討論，再輔以老人福利政策理論，評

估計畫原初內容設計的適當性，提供計畫設計部門一些必要的反省。

研究分析的面向包括國內老人需求建構、老人福利服務經費配置分

析、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執行分析、老人照護、立案老人安養機構

分析、輔導未立案老人養護機構分析、老人保護網路分析等。(施能

傑 等，1999) 

此外在蘇美文(2004)的「影響老年人生活品質因素之研究」

之碩士論文中也在探討老人生活品質因素與生活品質之關係。蘇美文

更進一步指出研究分析中發現「影響老年人生活品質之因素，主要為

經濟狀況、是否從做的事中得到樂趣與是否覺得孤獨寂寞。顯示近年

來老年人為追求高的生活品質，心理層面、經濟等的影響力顯著，更

有助於老年人增加生活品質的機會」。因此建議：「1. 針對個別性給

予不同的提昇其生命意義的心靈講座，滿足老人靈性方面的需求。2. 

年金制度及如何提高年金制度之年金額度，藉以保障老人的經濟生

活。3. 加強老年人參與宗教活動、社區活動，並積極推動現有的老

人福利措施及醫療服務。」 

事實上政府在二十年前，就已將老人問題列入政策議程一

環，並提出因應老人問題的政策，民國六十九年制訂的老人福利法就

是第一個政策架構，民國八十四年內政部社會司委託林顯宗研究修正

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法規，該法於國八十六年首次再做修正，以因

應社會環境變動的需要，八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修正公布的老人福利

法，條文著重在老人年齡及福利措施之界定，老人津貼、年金、住宅、

保護等需求之規劃以及專責人力等，對於老人的各種服務與保護更具

完整性與前瞻性。 



在高齡化社會裏，如何讓老人維持尊嚴和自主的生活是一項

挑戰，也是整個社會包括老人本身、家庭、民間部門和政府的責任。

因此在這方面也有很多學者針對老人安養之相關研究，例如：民國八

十二年度內政部獎勵叢書--台灣省立彰化老人養護中心編印之「老人

養護論叢」(陳燕禎主編，1993)；就是面對著高齡化的社會來臨由專

家學者從政策福利、社會工作、社會適應、生活照顧、疾病醫療、住

宅安養等面向提出研究，其主要目的乃在因應高齡化社會老人問題之

研究。 

再者不論是以何種理論基礎皆可綜合其看法為 : 退休是人

生另一生涯的開始，也是享受自我的另一個新里程，退休老人的生涯

規劃、生活適應正可提供個人重新思考人生方向的機會，讓成功的生

活適應成為終生成就的生涯歷程記錄。 

四四四四、、、、退休老人的生涯規劃退休老人的生涯規劃退休老人的生涯規劃退休老人的生涯規劃之研究之研究之研究之研究 

「退休是指：面對一個嶄新且有活力的生活層面，充滿新鮮

的機會、擴大的興趣範圍、新朋友、以及內心深處的滿足」(錢 money

李玉珍主編，1994：23)。 

退休老人的生涯規劃，就是在期望老人有個「計劃性」退休

的觀念，思考前瞻性、未來性的生活目標，在退休之前預先作各種生

活面向的準備，包括經濟生活安全、醫療保健、心理和社會適應、再

就業和社會性的參與活動等課題。 

由於醫療、科技、衛生的進步國人平均餘命已逐漸延長，高

齡者退休後的生活更是成為一生中最漫長的時光，在如此悠長的生命

週期裡，退休人員要如何安排未來的生活，以期老年生活如何過得充

實愉快，得以充分享受豐富且有意義的老年時光，這就得有賴預先作



好退休生涯規劃的準備工作，對於老年生活品質的良寙，是能否未來

達成成功老化的重要途徑，值得再深入探討與研究。  

     「由於出生率下降、嬰兒死亡率減低，老年人口的增加已是一

種世界性的未來趨勢，不僅工業化國家如此，開發中國家亦然」(朱

芬郁，1998)。  

       高齡化社會來臨，針對老人生涯規劃之研究之相關議題相當

多，例如：吳珮菱(2005) 探討老人財務規劃方面之議題；(曾舉敏 1996)

「老人進住養護機構之家庭相關因素研究—以台北縣未立案養護機

構為例」就是在探討老人照顧之困境，這也是對老人生涯的一大隱憂

所做的研究；曾敏傑（2002），「中高齡退休生涯規劃與影響因素之研

究」就是在探討老人退休生涯規劃。 

此外國立編譯館出版之「終生之生涯輔導與諮商 (Career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Through The Life Spon)」(余鑑 譯，1999)對於

成人生涯行為的階段認為「會有四項共同的工作重複的要做：(1). 決

策；(2).執行計畫；(3).於可接受的層級達到組織 / 機構的水準要求；

(4).完成組織 / 機構的調適」(余鑑 譯，1999：144) 這四項共同的工

作對老人來說也是在退休前生涯規劃不可忽略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