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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整理關於本研究之重要變項之研究與理論，並從中歸納影響老年人寂寞 

之相關因素及變項之間的互動關係，其中第一節為介紹寂寞的定義、類型與理論，第

二節為探討老年人背景變項在寂寞上的差異，第三節為老年人寂寞相關因素之分析，

茲分述如后。 

第一節 寂寞的定義、類型與理論 

    為瞭解寂寞的概念，以下分別敘述寂寞的定義、類型與相關理論。 

一、 寂寞的定義 

過去學者根據不同的觀點而對寂寞有不同的定義，例如，Weiss（1973）認為寂寞

是個人缺乏特殊的社會關係所引起的反應；Perlman與Peplau（1981）認為寂寞是個人

在重要社會關係之品質或是數量不足時，所產生的一種不愉快的經驗；Young（1982）

認為寂寞是因為缺乏滿意的社會關係所伴隨著的心理痛苦。Peplau與Perlman（1982）

綜合寂寞的共通性為：（1）寂寞源自於社會關係的不足；（2）寂寞是一種主觀經驗，

與客觀的社會孤立不同，人們可能孤單但不寂寞，而在人群中亦可能感受到寂寞；（3）

寂寞是一種不愉快且讓人苦惱的感受。 

寂寞容易與孤單（alone）和社會孤立（isolation）混淆，不同的是，孤單是指客觀

情境的一個人，可能是寂寞的原因之一，但未必有負向情緒；社會孤立則常以社會接

觸的數量來評量個體的社會關係，重視的是關係數量的多寡。因此，孤單與社會孤立

是屬於客觀狀態，寂寞則較屬於主觀認定，且寂寞不只是社會關係數量多寡的評估，

更重要的是社會關係品質的不足。      

Peplau與Perlman（1982）除了綜合不同學者對寂寞的定義，亦區分與寂寞容易混

淆的概念，因此多數學者採用其看法，認為寂寞是個人主觀認為自己的社會關係缺乏

所產生的不愉快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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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寂寞的類型 

不同學者根據不同的理論背景或是實證性研究，進一步將寂寞區分為不同的類

型，茲列述如下： 

（一）Weiss（1973）以個人所缺乏的特殊社會關係為基礎，將寂寞分為兩類 

 Weiss認為不同的社會關係提供了不同的社會供應，以滿足人類的社會需求，失去

不同的社會關係將導致某些社會供應缺乏，進而產生困擾與寂寞。Weiss主要聚焦於缺

乏「依附」與「社會整合」此兩個社會供應對寂寞的影響，其中缺乏依附將產生情緒

性寂寞，會有類似小孩子分離焦慮般的焦急、慌張與空虛的感受，如剛歷經離婚、鰥

寡或分手的人可能經歷過此種寂寞，而缺乏社會整合則將產生社會性寂寞，即缺乏有

意義的友誼或是歸屬感，會產生無聊或是沮喪的感受，如最近到新環境者。Weiss認為

兩個寂寞雖有相關，但性質上是不同的情緒狀態。 

（二）Young（1982）依照寂寞維持的時間將寂寞分為三類 

Young將寂寞區分為短暫的寂寞（transient loneliness）、情境的寂寞（situational 

loneliness）及長期的寂寞（chronic loneliness）。短暫的寂寞，顧名思義，是指其寂寞

維持的時間較短，通常由輕微的生活事件所引發，例如人際衝突等，是最普遍且最常

見的寂寞形式；情境的寂寞是因為遭遇生活中的重大事故而產生，例如配偶死亡或是

結束婚姻，是暫時性的情緒低落，通常經歷一段時間之後，情境寂寞者能慢慢接受事

實而逐漸平復傷痛及減少寂寞，若一直無法調適，將影響整個社會關係，最後可能演

變成長期的寂寞；長期的寂寞是因為個體長時間無法發展滿意的社會關係，其人際關

係較情境寂寞者來的少，且恐懼溝通，容易引發個體生理或是心理疾病，因此常成為

預測身心疾病的重要指標。 

（三）Clamer（1985）將寂寞分為兩類 

Clamer將寂寞分為存在性寂寞與心理性寂寞(引自林美蓉，1994)。前者源自於出生

時離開母親子宮及與母親分離的共同經驗，是與生俱來的事實；後者為自我與社會的

疏離，與憂鬱有關。就經驗而言，前者較類以哲學的觀點，認為寂寞是人類存在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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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可提供人們內省的正向經驗；後者較類似心理學的觀點，認為寂寞與憂鬱等負向

情緒有關，是一種負向的經驗與感受。 

（四）Anderson（1986）將寂寞分為三類 

情緒性的疏離（emotional estrangement）所造成的寂寞，是指經驗到親密性的缺乏； 

社會性的疏離（social estrangement）所造成的寂寞，是指經驗到與社會關係的缺乏；存

在性的寂寞（existential loneliness）是指人類的有限（如死亡）以及與根本孤單所產生

的必然結果。 

（五）吳靜吉（1994）將寂寞區分為四類 

    「存在性的寂寞」是指人本身就有許多無法控制的限制，寂寞就是其中一種，這

種寂寞就是存在性寂寞，死亡也是一種存在性的寂寞；創造性寂寞是指人一方面必須

學會跟自己相處，在相處的過程中，才能真正了解自己，才不會陷入群眾中的寂寞而

迷失自我。另一方面，人在從事創造性的工作時，常需要自己耐得住寂寞，以完成創

作，這就是「創造性的寂寞」；社會性寂寞是因為人是社會性的動物，每個人在社會

上都有屬於自己的社會關係。當你生病、失意時，這些扶持你的網路就會發揮功能，

而一旦失去這個社會關係，你就會感到寂寞，這種寂寞就是「社會性的寂寞」，此種

寂寞亦包括缺乏親密的關係，有空虛迷惘和被拋棄的感受；「情緒上的寂寞」是一種

主觀、獨特的心理現象，一方面是缺乏快樂、情愛等良性的情緒，另一方面卻出現害

怕、迷惘等的負面情緒。上述「存在性的寂寞」、「社會性的寂寞」與「情緒上的寂

寞」，Anderson（1986）等國外學者也有類似的觀點；不同的是，吳靜吉將社會關係

缺乏所造成的寂寞，統稱為社會性的寂寞，而情緒性的寂寞則是個體情緒上缺乏正向

情緒以及多為負向情緒所形成的寂寞感受。 

小結： 

    上述寂寞類型中，Weiss所提出的情緒性寂寞與社會性寂寞是被較多研究者提及並

且驗證的寂寞類型，過去研究結果亦顯示兩個寂寞是不同的概念（Van Baarsen et al., 

2001; Green et al., 2001; Lopata, 1969; Russell, Cutrona, Rose & Yurko, 1984），例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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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性寂寞與UCLA寂寞量表中關於自我的題目較有關，而社會性寂寞則與團體中自我

的題目較有關（Russell et al.）。（2）兩個寂寞源自於不同關係的缺乏，如Russell等人以

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的結果顯示，情緒性寂寞是缺乏滿意的親密或約會關係、社會性寂

寞則是缺乏滿意的友誼；Vaux（1988b）研究結果顯示現在的親密關係與情緒性寂寞有

關、但與社會性寂寞無關；老年人寂寞的研究結果顯示，情緒性寂寞多與婚姻狀況有

關（Van Baarsen et al., 2001；Dugan & Kivett, 1994；Green et al., 2001; Stroebe, Stroebe, 

Abakoumkin, & Schut, 1996）、社會性寂寞則與其它社會關係有關（Van Baarsen et al.; 

Dugan & Kivett）；Dykstra與Fokkema（2007）以中、老年人為研究對象的結果亦相同，

包括情緒性寂寞源自於缺乏伴侶、社會性寂寞源自缺乏支持的社會網絡。（3）兩個寂

寞與不同社會供應有關，Letts（1997）以及Tiikkainen與Heikkinen（2005）的研究顯示，

老年人的情緒性寂寞與依附有關、社會性寂寞與社會整合有關；大學生研究結果大致

相同，唯社會性寂寞除了社會整合，亦與價值肯定有關（Kraus, et al., 1993; Vaux, 

1988b）。此外，兩個寂寞在不同時期有所差異，Green等人的研究顯示，老年人的情緒

性寂寞與親密伴侶間的相關高過於年輕人，而年輕人的社會關係大小能預測社會性寂

寞、老年人則是社會關係的親近度可以預測社會性寂寞。 

    綜合上述，情緒性與社會性寂寞是兩個不同的概念，且源自於缺乏不同的社會關

係與社會供應所致，其中情緒性寂寞主要與缺乏親密伴侶和依附有關、社會性寂寞則

主要與缺乏社會關係和社會整合有關。由於情緒性與社會性寂寞的因應方式不同（Weiss, 

1974），若能區分此兩個寂寞對老年人的影響，則能提供適當的因應與適應策略。 

    另外，Young依據寂寞所維持的時間所區分的三種寂寞類型，其中短暫的寂寞與情

境的寂寞是因為生活事件等環境變化所造成的，而長期的寂寞則是因為個體本身的人

格或是社會技巧不足所造成，後來學者將寂寞區分為因人格特質所引發的特質性

（personality）寂寞，以及因環境所產生的狀態性（state）寂寞（Furman & Buhrmester, 

1985）。Furman與Buhrmester認為狀態性寂寞者較特質性寂寞更善於表逹，也更積極因

應以降低寂寞感；相對的，特質性寂寞因為社會關係少，且恐懼溝通，容易引發個體

生理或是心理疾病，因此最受心理及醫學所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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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多數的寂寞類型與負向情緒有關，對身心健康亦有負向的影響，唯存在性與創

造性寂寞，可以在面對寂寞的過程，領悟生命的有限，進而提昇生命的意義，對個體

而言是一種正向的經驗。過去存在性寂寞研究是以癌症（Sand & Strang, 2006）或是愛

滋病患（Mayers & Svartberg, 2001）為對象，探討病友們如何面對生命的有限及存在性

寂寞的產生。老年人們同樣面對存在的議題，然而此時期為 Erikson 所提出的統整與絶

望時期，老年人會花較多的時間思考及重整過去，因此雖然有存在性的寂寞產生，但

也能從中得到生命的意義，因此探討老年人的存在性寂寞是有意義的。另外，老年人

不一定從事創作，但此時不再被許多社會角色所牽絆，會以全新的角度去認識自己，

並學習與自己相處，而跳脫群眾的寂寞，是所謂的創作性寂寞。由於創造性寂寞是創

新的名詞，王以仁（1991）認為獨處會帶來正向的功效，但創造性寂寞究竟是寂寞，

或僅是孤單，仍有爭議，需待進一步探究。 

三、寂寞理論 

    過去研究從哲學、心理與社會等學科觀點建立了包括心理動力學

（psychodynamic）、存在（existential）、認知（cognitive）以及互動（interaction）等寂

寞相關理論，茲將寂寞理論之摘要簡述如下： 

（一）心理動力學 

    心理動力學代表人物之一 Sullivan（1953）認為人類有親密需求，而早期親密需求

無法滿足的不愉快經驗將延至成年期，因此認為成年人的寂寞源自於兒童期；Bowlby

（1969）的依附觀點認為寂寞源自於幼年不適當的人際與依附經驗，進而影響個人日

後之情緒狀態與行為特質。故心理動力學著重在個人早期童年經驗對寂寞的影響，也

由於此學派起源於臨床工作，因此較以病態觀點探討個人的寂寞經驗與原因。 

（二）存在理論 

    存在主義認為寂寞是人類存在的本質。Moustakas（1972）進一步將寂寞區分為焦

慮性與真實性寂寞，前者是一種防衛機制；後者是人類必需面對出生、死亡等孤單經

驗才能克服對寂寞的恐懼。因此存在理論強調寂寞是與生俱來的，較不注重寂寞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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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原因，而是鼓勵人們面對寂寞。存在理論雖不否認寂寞的痛苦，但認為寂寞同時也

可以創造並豐富人生經驗，因此對寂寞持正向的看法。 

（三）認知理論 

    此理論以實證研究方式探討「寂寞」與「社會能力不足」的中介影響，主張認知

是兩者之間的中介因素。Peplau 以歸因理論說明個人對寂寞經驗的知覺將影響其寂寞的

強度與持續度，並認為個體知覺到「期望」與「實際」上的社會關係有落差時便會產

生寂寞。Peplau 與 Perlman（1982）認為個體知覺自身的社會關係在質或量上有所的不

足時，會產生不愉快的寂寞感受。認知理論除了著重於個人對自我社會關係的知覺與

評估，亦認為個人與外在環境因素，以及過去與現在因素皆是影響寂寞的原因。 

 （四）互動理論 

    互動理論代表人物 Weiss 認為寂寞並非個人內在特質或是外在環境因素所單獨引

起的，而是兩者相互影響後的產物。雖然個人內在特質與外在情境因素都是影響寂寞

的原因，但較重視外在環境對寂寞的影響。環境因素主要是缺乏社會關係，當社會關

係無法滿足個人之社會需求時，將會產生寂寞。Weiss 進一步將寂寞區分為情緒性寂寞

與社會性寂寞（如前述）。 

小結： 

不同理論對於寂寞之本質與形成原因的看法互有異同。在寂寞本質部分：存在理論

視寂寞為正向經驗，心理動力學視寂寞為病態，認知與互動理論則視寂寞為常態。在

寂寞形成原因部分：心理動力學重視個人內在與早期經驗，存在理論認為寂寞為天生

與終身的，認知與互動理論則兼顧個人與環境、過去與現在經驗對寂寞的影響。認知

與互動理論除上述對寂寞的本質與形成原因有相同的觀點外，亦認為寂寞是因為缺乏

社會關係所致；不同的是前者強調認知評估的中介效果，後者說明了社會關係對寂寞

的直接影響卻無法解釋寂寞的中介過程。認知與互動此兩個理論幫助我們更瞭解寂

寞，包括互動理論讓我們瞭解社會關係以及符合社會需求的重要性，認知取向則強調

知覺與評估個人的社會需求是否符合，以瞭解小的社會關係不一定寂寞，大的社會關



 18

係也未必不寂寞。此外，心理動力學認為人類的親密需求，而存在理論亦提供對於存

在性寂寞的瞭解，因此本研究依據上述之寂寞理論，進一步瞭解老年人寂寞的實際情

形。 

  第二節 老年人背景變項在寂寞上的差異情形 

寂寞有個別差異，要確認老年人的寂寞感受，需要考量背景變項對寂寞的影響。

過去關於背景變項之相關研究陳述如下： 

一、年齡方面 

過去部份研究顯示老年人的年紀越大越寂寞（Anderson, 1998； Tijhuis, De Jong  

Gierveld, Feskens, & Kromhout, 1999），社會性與情緒性寂寞亦然，尤其是情緒性寂寞

（Baltes & Mayer, 1999）；但也有研究結果顯示年齡與寂寞無關（Creecy, Berg, & Wright, 

1985；De Jong Gierveld, 1987；Dugan & Kivett, 1994；Mullins & Elston, 1996）。 

二、性別方面 

    雖然多數研究顯示女性比男性較容易感到寂寞（Weiss, 1989），但也有研究結果顯

示無性別差異（Rokach＆Sharma，1996），或是男性老年人較為寂寞（張素紅，1995；

Mullins & Elston, & Gutkowski, 1996）。若進一步區分情緒性與社會性寂寞，Green, 

Richardson, Lago 與 Schatten-Jones（2001）研究發現女性老年人有較多的情緒性寂寞，

Baltes & Mayer(1999)研究結果顯示德國 85 歲以上的女性老年人，其情緒性寂寞較男性

高，社會性寂寞則無性別差異。 

    Bowlby (1964/1984，引自羅立人，民 88)認為依附對象的離開或是去世是產生寂寞

感的主要原因，Weiss（1973）進一步認為缺乏依附對象容易產生情緒性寂寞。由於女

性平均壽命較男性高，女性老年人容易在晚年失去另外一伴而產生情緒性寂寞。 

三、婚姻方面 

    過去文獻發現未婚者（Essex & Nam, 1987；Iecovich et al., 2004；Tijhuis et al., 

1999）、鰥寡（Baltes & Mayer, 1999）較已婚者寂寞，婚姻滿意度低者較為寂寞（Perl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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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son ＆ Spinner, 1978），Van Baarsen 等人（2001）的研究顯示，失去伴侶或是鰥寡

者的情緒性寂寞高過於社會性寂寞。上述研究顯示，婚姻狀況影響寂寞，尤其是情緒

性寂寞。 

四、居住狀況方面 

    過去文獻發現居住於安養機構的老年人較為寂寞（Baltes & Mayer, 1999；Tijhuis et 

al., 1999），Pinquart 與 Sörensen (2001)以後設分析的結果亦顯示安養機構的老年人較為

寂寞。獨居對寂寞的影響並不顯著（Mullins & Elston, 1996）。我國社會因家庭結構的改

變，老年人是否因為獨居或是住安養機構而容易產生社會疏離與寂寞感受亦值得探討。 

五、社會參與方面 

    過去對於老年人的社會參與有不同的理論：撤退理論（Social Disengagement 

Theory）認為老年人因為年齡增長而導致社會功能逐漸不彰，應此因從社會領域退出，

以更新世代交替，而維持社會穩定（周家華，1995），二來老年人必須減少社交活動，

避免情緒過度涉入，以留下時間安享晚年；「活動理論」學者 Havighurst（1963）為了

確認撤退理論正確與否，在堪薩斯市所做的研究結果發現，有活動的老年人比沒有活

動的老年人更容易感到滿意和更能適應社會，因此他認為老年人仍應繼續積極參與社

會活動，與社會及他人繼續保持互動與聯繫，以達自我調適。相對而言，減少社會活

動或社會退縮的老年人容易自我孤立，增加寂寞的可能。在寂寞之相關研究，Baltes 與 

Mayer（1999）認為社會參與是老年人寂寞的決定因素，張素紅（1995）研究亦顯示，

未參與社團的老年人較為寂寞。因此，有無參與社團的老年人在寂寞程度上有所差異。 

    為瞭解我國老年人的寂寞情形，本研究將探討年齡、性別、婚姻、居住狀況與參

加社團等不同背景變項的老年人在寂寞上的差異情況。 

第三節 老年人寂寞相關因素之分析 

    過去相關研究多將寂寞的原因區分為個人與社會因素兩大類，個人因素多指人格

特質、而社會因素則是指個人的社會關係，而社會供應亦是影響寂寞的社會因素之一，

健康狀況對老年人寂寞亦有所影響，因此，以下就人格特質、社會關係、社會供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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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狀況和寂寞之關係，逐一探討。由於老年人寂寞之相關文獻有限，本研究透過成

年人（包括年輕成人、中年人與老年人）寂寞之相關文獻，以瞭解變項與寂寞之間的

關係，進而提出適合老年人寂寞之路徑模式。 

一、人格特質與寂寞 

    人格特質區分了個人在行為與思考上的差異，因此學者們常用人格特質來描述與

解釋個體的心理與行為反應。人格特質就時間而言是相當穩定的，Ernst 與 Cacioppo

（1999） 認為寂寞的高穩定性促使學者們研究人格特質與寂寞之間的關係，過去研究

亦顯示兩者間的相關，包括：與寂寞呈現正相關的人格特質為焦慮（Fees, Martin, & Poon, 

1999; Long & Martin, 2000; Raiser, 1997）、神經質（Marangoni & Ickes, 1989; Martin, 

Hagberg, & Poon, 1997）、社會焦慮（Perlman, Gerson, & Spinner, 1978）、負向的自我態

度（Rokach & Brock, 1997）、對他人較無影響力（Perlman et al.）、低自尊（王以仁，1989; 

Kamath & Kanekar, 1993）、低自我概念（De Jong Gierveld, 1987）以及內向性（Marangoni 

& Ickes），與寂寞呈現負相關的人格特質為外向性（Fees et al.; Long & Martin; Marangoni 

& Ickes; Raiser, 1997）、社會冒險（Marangoni & Ickes）以及高自尊（Marangoni & Ickes）。

在預測變項上，Levin 與 Stokes（1986）的研究顯示外向、憂鬱、接受他人與低自尊能

顯著預測寂寞；Martin 等人的研究顯示神經質可直接預測美國人瑞的寂寞。上述可知人

格特質對寂寞的影響。 

    至於人格特質如何影響寂寞？De Jong Gierveld（1987）認為人格特質在寂寞感受

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是因為人格特質影響人們想要以及所達到的社會接觸；Kraus 等

人（1993）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的結果顯示人格可以預測社會網絡，害羞可負向預測

朋友人數以及與朋友間的活動：Perlman 與 Peplau（1981）認為低自尊、社會焦慮與害

羞的人很難維持或是建立人際關係，以致於增加寂寞的可能性；Vaux（1988a）認為自

我覺知、社會焦慮與社會情境不適等人格特質會阻礙人際關係的開始，而不信任、負

向評估自我與自尊將影響人際關係的發展與維持；Peplau 與 Perlman（1982）認為某些

人格特質降低了個人的社會吸引力而讓社會關係受限，其社會行為表現也可能導致不

滿意的人際互動模式；Levin 與 Stokes（1986）認為人格特質透過社會關係而影響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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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內向人格可能降低對社會關係的需求與動機或是形成不適當的社會行為而產生

寂寞，而外向人格正向看待且信任他人，也較有動機與他人交往。上述人格特質容易

造成個人社會關係不足而產生寂寞感受，是透過社會關係而對寂寞產生影響，亦可稱

為「人際特質」。另外，Watson 與 Clark（1984）認為焦慮、神經質等人格特質因為反

應過度而容易轉變為負向情緒，而高負向情緒者易有心理困擾且容易注意自身、他人

以及外在世界的缺點，對自我及生活亦有許多的不滿意（引自 Levin & Stokes），因此

Levin 與 Stokes 認為上述人格特質的寂寞是負向情緒的反應，是對自我與他人負向觀點

的延伸，反應的是負向的「個人內在特質」，所以寂寞可能是個人負向的內在認知歷程，

而非缺乏社會關係的結果；Ernst 與 Cacioppo（1999）也認為負向情緒的人格特質是寂

寞的危險因素，不僅個人的負向情緒容易產生寂寞，其行為也可能給人負面印象因而

無法建立友誼。所以，負向的個人內在特質可能因為自身的負向情緒與認知而直接影 

響寂寞，或是透過社會關係而影響寂寞。由上述可知，人格特質對寂寞有影響，包括

直接影響寂寞，或是透過社會關係而間接影響寂寞，且不同的人格特質會透過不同的

路徑而影響寂寞。本研究依據過去文獻，將影響寂寞的人格特質區分為人際特質與個

人內在特質，以瞭解不同的人格特質對寂寞的影響路徑。 

    至於人際特質與個人內在特質對情緒性與社會性寂寞的影響，根據 Weiss 對兩個寂

寞的定義，以及 Van Baarsen 等人（2001）認為社會性寂寞與社會關係相關變項的相關，

應高過於情緒性寂寞與社會關係相關變項的相關，以及情緒性寂寞與自我和內在安全

感等人格的相關，應高過於社會性寂寞與自我和內在安全感等人格的相關的說法，本

研究假設人際特質對社會性寂寞的影響較高，而負向的個人內在特質對情緒性寂寞的

影響較高。 

    對成年人寂寞的影響：過去研究顯示大學生的害羞與寂寞呈現高相關（Garnett, 

1991）；Long 與 Martin（2000）和 Raiser（1997）研究顯示焦慮正向預測中、老年人的

寂寞，外向性負向預測中、老年人的寂寞，但對老年人的影響較小；Fees 等人（1999）

研究結果顯示焦慮可以預測老年人的寂寞，且老年人年齡越大，焦慮對寂寞的影響也

越大；Martin 等人（1997）研究顯示神經質可以預測美國人瑞的寂寞。因此，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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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成年人寂寞，其中個人內在特質（焦慮與神經質）較影響老年人寂寞。 

小結： 

    人格特質對寂寞有直接及間接影響，本研究進一步將影響寂寞的人格特質區分為

個人內在特質與人際特質，前者是指對自我及外界採負向認知而容易產生負向情緒而

寂寞的人格特質、後者是指容易造成社會關係不足而產生寂寞的人格特質，並以 Costa

與 McCrae 所提出之五因素人格特質中的「神經質」代表個人內在特質、「外向性」代

表人際特質，且假設人格特質中的神經質與外向性會直接影響寂寞，或是透過社會因

素而間接影響寂寞。 

    除此之外，根據情緒性與社會性寂寞的定義及其相關研究，本研究亦假設人格特

質中對不同的寂寞類型影響不同，其中神經質對情緒性寂寞的影響較高，而外向性對

社會性寂寞的影響較高。 

二、社會關係與寂寞 

多數的寂寞定義與理論強調「寂寞源自於社會關係的缺乏」，過去研究亦多探討

社會因素對寂寞的影響，包括，失去某些社會關係、社會接觸的減少及社會關係品質

不佳等。由於不同時期之社會關係的發展與變化不同，因此本研究先就成年人相關之

人際關係理論，說明老年人之社會關係的特性與轉換，再就寂寞之相關研究，分別探

討關係對象以及社會關係的數量與品質和寂寞之間的關係： 

（一）成年期之人際關係理論 

1、社會護航理論 

    社會護航理論提出人們可靠著社會護航隊伍的護航以通過生命歷程的說法，而其

中的護航隊伍，是指個人可以依賴其提供幫助與社會支持的朋友或是家人。某研究以

8-93 歲為對象的研究結果顯示，人們的社會護航隊伍大致可區分為三個同心圓，最內

層是最親近也是最重要的人，通常為配偶、子女以及父母親。至於護航人數的多寡，

女性的護航人數較男性多，尤其是內圈；中年人的護航隊伍人數最多，老年人則減少。

雖然老年人的護航人數減少，但改變的是個人較外層、較不親密的社交圈，重要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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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仍穩定地維繫，因此社會接觸的減少並不影響老年人的幸福，與內圈關係的好壞，

才是影響老年人情緒與幸福的關鍵。 

2、社會情緒選擇理論 

    社會情緒選擇理論進一步就社會護航隊伍提出全人生的觀點，該理論認為不同人

生階段的社會互動目標不同，其中嬰幼兒的社會互動主要是為了情緒支持、兒童至年

輕成人以尋求資訊為主要目的、中年之後則再次以情緒支持為目標，尤其是老年人；

且進一步指出，不同的社會互動目標會有不同的社會行為，其中年輕人為了尋求資訊

而想認識更多的人、老年人則因為時間有限而偏好與能提昇其情緒支持的人相處，尤

其是親密家人、可依賴的人，以及熟識的人。因此，理論認為老年人的社會接觸更有

選擇性，可以提昇個人的自尊與帶來正向的情緒，亦較滿意自身的社會關係。 

    上述說明成年期社會關係的特性，而老年人的社會關係雖然減少，但會以親密他

人來補償其它的社會關係，其中友誼能為老年人帶來愉悅，家人則是情緒支持的主要

來源。因此，社會關係在數量上的減少未必影響老年人，重要的是社會關係品質的好

壞。 

（二）老年人的關係對象及對寂寞的影響 

    不同關係對象對老年人寂寞影響：老年人寂寞研究顯示，有配偶、子女、孫子女

（Mullins, Johnson , ＆ Andersson, 1987）與朋友者（Perlman et al., 1978）較少寂寞，

無子女（Mullins et al., 1996; Baltes & Mayer, 1999）、未婚（Essex & Nam, 1987; Tijhuis et 

al., 1999）與鰥寡（Baltes & Mayer）者較為寂寞（Perlman et al.）。Feldman（1987）訪

談顯示老年人寂寞主要是因為失去重要他人（尤其是配偶）。因此，朋友、家人與親

密關係會對老年人寂寞造成影響，尤其是親密關係。 

    若進一步區分不同關係對情緒性與社會性寂寞的影響，過去研究顯示，無論是年

輕成人或是中老年人，情緒性寂寞是缺乏滿意的親密關係，社會性寂寞則是缺乏滿意

的友誼或是社會關係，Van Baarsen 等人（2001）研究發現失去伴侶或是鰥寡者其情緒

性寂寞高過於社會性寂寞。上述說明不同關係對象對老年人的寂寞與及其類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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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     

（三）社會關係的數量與品質 

    除了關係對象，社會關係數量是許多寂寞研究所探討的社會因素之一，包括探討

社會關係的大小、花費時間以及互動頻率等等。Russell、Peplau 與 Cutrona（1980）和

Stokes（1985）的研究顯示，親密朋友人數與大學生寂寞呈現顯著負相關；Perlman 等

人（1978）研究顯示，較少親密朋友，與朋友、子女接觸少的老年人較為寂寞；Mullins

與 Dugan（1990）研究顯示，較少與親密朋友接觸之機構老年人較為寂寞；Mullins、

Johnson 與 Andersson（1987）研究顯示，常與鄰居和朋友接觸者，較少寂寞；Eecovich

等人（2004）研究顯示，未與朋友或是親戚維持頻繁接觸的俄國與烏克蘭老年人，無

論已婚或是單身，皆較為寂寞。上述研究顯示社會關係數量與老年人寂寞有關。 

    社會關係數量的變項，雖能提供對個人社會關係的瞭解，但無法確定這些社會互

動之背後的意義以及對個人寂寞的影響。因此，學者們進一步提出社會關係的相處品

質對寂寞的影響，包括社會支持與社會關係滿意等。Long 與 Martin（2000）和 Raiser

（1997）研究顯示，與子女的情感聯結（affective solidarity）能預測老年人的寂寞；Mullins

與 Dugan（1990）研究顯示，較不滿意其關係品質的老年人較為寂寞；Perlman 等人（1978）

研究發現，對朋友與婚姻滿意度較高的老年人較少寂寞；張素紅（1995）以高雄 65 歲

以上老年人為對象的研究發現，社會支持和支持滿意度與寂寞有顯著負相關，社會支

持與支持滿意對老年人寂寞具顯著預測作用。 

    上述說明社會關係的數量與品質皆影響寂寞，但影響程度有所不同，如 De Jong 

Gierveld（1987）認為社會關係的品質與親密程度比社會關係數量更能有效減輕及預測

寂寞；Tiikkainen 與 Heikkinen（2005）認為老年人寂寞的重要因素是社會互動的主觀評

估；Pinquart 與 Sörensen (2001)針對老年人寂寞的文獻分析結果顯示，低的社會接觸品

質比低社會接觸數量更能預測老年人寂寞；Green 等人（2001）研究顯示相對於年輕人，

與老年人社會性寂寞較有關的是社會關係的品質而非網絡大小。上述說明社會關係品

質是影響老年人寂寞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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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過去研究顯示家人、親密關係以及朋友對老年人寂寞皆有影響，其中親密關係影

響老年人的寂寞，尤其是情緒性寂寞。再者，關係的數量與品質皆影響寂寞，依據老

年人的關係特性及相關文獻，顯示關係品質對老年人寂寞的影響更形重要。本研究測

量個人的社會關係大小與接觸頻率，用以代表老年人之社會關係數量，而社會關係品

質與後述之社會供應的概念相近（如註 1，頁 7），為避免變項間的共線性問題，本研

究僅以社會供應為本研究之研究變項。 

三、社會供應與寂寞 

    Weiss 從社會需求觀點（social needs perspective）出發，認為人類有一系列內隱的

社會需求必需透過社會關係才能滿足，社會關係所提供的社會功能，稱之為社會供應

（social provision），缺乏社會供應時將產生不同的寂寞與困擾。以下就 Weiss 所提出的

社會供應，說明其與寂寞之間的關係。 

（一）社會供應 

Weiss（1974）分析成年人社會關係中的特殊角色，認為不同的人際關係可以滿足

不同的人際需求，以及提供特殊的社會供應，並將不同的社會關係以及對應的社會供

應區分為六種：（1）依附（attachment）是讓人們感到舒適與安全感的人際關係，主要

由配偶或是親密伴侣所提供。（2）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是共同興趣所形成的

社會關係，藉由經驗分享與互動的機會而有社會參與的歸屬感，主要從友誼中獲得。

（3）價值肯定（reassurance of worth）是個人的社會角色能力受到他人的認可，共事者

是價值肯定的主要來源。（4）信賴同盟（reliable alliance）主要由親屬，特別是手足或

是直系親屬所提供，是確信困難時有可以依靠的他人可提供實質的幫助。（5）輔導

（guidance）是可靠及權威的他人提供建議與支持，例如老師或是父執輩。（6）子女

提供養育的機會（opportunity for nurturance）：包括對子女的責任與被需要的感覺，因

此子女能為個人生命帶來意義與力量。Weiss認為不同的社會供應是無可取代的；

Mancini與Blieszner（1992）亦認為某些社會供應是無法以一種或其它多種的社會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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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補償，例如依附。 

Weiss認為社會供應對心理幸福很重要，一旦缺乏某些社會供應時，將產生不同的

困擾。例如，缺乏「依附」時將會有情緒孤獨的寂寞、缺乏「社會整合」時會有社會

孤獨的寂寞、缺乏「養育機會」則感到無意義；缺乏「價值肯定」將造成低自尊；没

有「信賴同盟」則覺得脆弱；没有「輔導」則易有焦慮與不確定感。Weiss主要說明缺

乏「依附」、「社會整合」與寂寞有關：其中失去「依附」將產生情緒性寂寞，會產生

類似小孩子分離焦慮般的焦急、慌張和空虛等感受；失去「社會整合」將產生社會性

寂寞，即缺乏有意義的友誼或歸屬感，會產生無聊或是沮喪的感受。    

Weiss（1974）理論中強調社會供應的必要性，以及缺乏時所帶來的困擾，但六種

社會供應的相關重要性，會隨著不同的情境，或是不同的生命時期而有所不同，可能

在人生的不同時期，或是目前所關心的事物不同，而影響對不同社會供應的評價。此

外，社會供應對每個人而言亦非同等重要，而不同的人格特質也會影響社會供應的評

估（Weiss）。例如讓人有距離、冷漠以及人際關係表淺的人，卻可能未經歷過任何一種

寂寞，至於原因為何，Weiss並未進一步說明。 

（二）社會供應與成年人寂寞的相關研究 

    在年輕成人部分：Cutrona（1982）以大學新生為對象的研究結果發現「社會整合」、

「價值肯定」與「輔導」可以預測 66％的寂寞；Kraus 等人（1993）以大學生為研究樣

本的結果顯示社會供應直接影響寂寞。在與情緒性寂寞和社會性寂寞的關係方面，

Russell 等人（1984）以大學生為對象的研究結果顯示「依附」對情緒性寂寞最具預測

力，「養育機會」也與情緒性寂寞有關，「價值肯定」最能預測社會性寂寞，反而「社

會整合」對社會性寂寞的預測力不強，其它與社會性寂寞有關的還包括「輔導」與「信

賴同盟」；Kraus 等人研究顯示對社會性寂寞具預測力的包括「社會整合」、「依附」與

「價值肯定」、對情緒性寂寞具預測力的包括「依附」與「養育機會」；Vaux（1988b）

的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的情緒性寂寞與「依附」和「價值肯定」有顯著相關，社會性

寂寞與「社會整合」的相關逹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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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老年人部分：Tiikkainen 與 Heikkinen (2005)以芬蘭 80 歲以上之老年人為對象的

研究結果顯示，「信賴同盟」、「社會整合」與「依附」能顯著預測老年人的寂寞。在與

情緒性寂寞和社會性寂寞的關係方面，Tiikkainen、Heikkinen 與 Leskinen（2004）將社

會供應區分為情緒共同感（emotional togetherness）與社會共同感（social togetherness），

前者包括六種社會供應中的「依附」、「信賴同盟」與「輔導」，是指感到親密、安全以

及有人可以依靠的感受，後者包括「社會整合」、「價值肯定」與「養育機會」，是指個

體與他人互動所感受自己對外是活躍的角色；Tiikkainen、Heikkinen 與 Leskinen 研究結

果顯示，六種社會供應以及總社會供應皆與寂寞呈現顯著負相關，而「依附」可以解

釋情緒性寂寞、「社會整合」可解釋社會性寂寞；Letts（1997）以老年人的研究結果顯

示「依附」可預測情緒性寂寞（包括親密與家庭寂寞），「社會整合」可預測社會性寂

寞。 

小結 

    不同時期的整體寂寞與社會供應間的關係：Cutrona（1982）的研究結果顯示「社

會整合」、「價值肯定」與「輔導」可以預測大學生的寂寞；Tiikkainen 與 Heikkinen (2005)

研究結果顯示，「信賴同盟」、「依附」與「社會整合」可預測老年人的寂寞。依據

Tiikkainen、Heikkinen 與 Leskinen（2004）將六種社會供應區分為情緒共同感（依附、

信賴同盟與輔導）與社會共同感（社會整合、價值肯定與養育機會）而言，大學生整

體寂寞與社會共同感較有關，老年人整體寂寞則與情緒共同感較有關。Tiikkainen 與

Heikkinen 認為老年人的寂寞雖與社會互動有關，但比起年輕成人，社會互動就不是那

麼重要了；也認為老年人可能因為健康狀況下滑，對依附與信賴同盟之社會需求相對

增加。 

    情緒性與社會性寂寞和社會供應之間的關係：過去關於老年人情緒性寂寞與社會

性寂寞之相關研究的結果大多支持 Weiss 的理論假設，例如，Tiikkainen 與 Heikkinen 

（2005）與 Letts（1997）研究顯示，「依附」可預測情緒性寂寞、「社會整合」可預測

社會性寂寞。至於年輕人情緒性寂寞與社會性寂寞之相關研究的結果則較為分歧，也

未必符合 Weiss 的假設，上述研究顯示年輕人的社會性寂寞除了與「社會整合」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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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與「價值肯定」有關。由於「價值肯定」是個人的社會角色能力受到他人肯定，因

此年輕成人之社會性寂寞與「價值肯定」有關，顯示年輕成人在社會關係上除了需要

友誼與歸屬感，對追求自我肯定的年輕人而言，可能仍需要能力的肯定，這也顯示六

個社會供應，可能隨著不同的生命時期而有所不同。      

四、健康狀況與寂寞     

老年人寂寞與健康狀況關係：由於老年人生理機能衰退及身體活動能力降低，以

致於過去寂寞與健康之相關研究多以老年人為對象，研究結果亦顯示美國人瑞的身體

健康與寂寞呈現負相關（Martin et al., 1997）；慢性病以及自陳健康狀況與老年人的寂

寞有關（Russell, 1996）；其它包括老年人的聽力（Dugan & Kivett, 1994; Perlman et al., 

1978），以及日常生活活動能力（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與寂寞呈現負相關；

慢性疾病數量（Russell, 1996），以及身體失功能程度（Mullins & Elston, 1996）與寂寞

呈現正相關，失功能程度增加，情緒性寂寞也增加（Baltes & Mayer, 1999）。上述研究

顯示健康狀況差與身體活動能力降低和寂寞有關。 

健康狀況可區分為主觀與客觀評估兩種，主觀健康狀況包括自陳健康情形；客觀

健康狀況則是以經診斷後的罹病數目與標準化儀器的測量結果。至於對寂寞的影響，

Mullins 與 Elston（1996）研究顯示兩個健康評估都與較高的寂寞有關；Russell（1987）

研究結果則發現客觀的健康測量與寂寞無關，但是自覺健康狀況與寂寞則呈現顯著的

負相關；其它研究亦支持自覺健康狀況與寂寞有關（張素紅，1999; Long & Martin, 2000; 

Mullins et al., 1987; Perlman et al., 1978; Russell, 1996; Tijhuis et al., 1999）。由此可見主

觀健康評估的重要性。 

 健康如何影響寂寞：Mullins 等人（1996）和 Martin 等人（1997）研究結果發現

老年人自覺健康對寂寞有直接的影響；Creecy、Berg 與 Wright（1985）研究除了顯示

老年人自覺健康對寂寞有直接的影響，亦透過社會活動與社會滿足而對寂寞有間接的

影響；Dean（1962）提出老年人的寂寞與身體失功能而減少活動有關（引自 Pinquart, & 

Sörense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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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健康狀況差與身體活動能力降低是影響老年人寂寞的重要因素，由於寂寞的影響

主要是主觀的健康評估，而非客觀的健康測量，因此本研究以主觀評估健康的方式，

即自覺健康狀況，探討其對寂寞的直接影響，以及透過社會因素（社會關係數量與社

會供應），而間接影響寂寞。 

至於健康狀況對不同寂寞類型的影響，過去僅 Baltes 與 Mayer（1999）研究顯示

失功能程度增加，情緒性寂寞也增加；Tiikkainen 與 Heikkinen 也認為老年人可能因為

健康狀況下滑，對依附與信賴同盟的社會需求增加，由於需求增加也相對的較不易從

社會關係中滿足這些與情緒共同感有關的社會供應，進而增加寂寞與情緒性寂寞的可

能。上述推論老年人的健康狀況與情緒性寂寞的相關較高。 

五、寂寞模式之相關研究 

    經由文獻探討，本研究提出影響寂寞的變項有人格特質之神經質、人格特質之外

向性、社會關係數量、健康狀況與社會供應，而這些變項間的互動關係如何影響老年

人寂寞是本研究關注的焦點。以下將先探討過去之寂寞模式研究，再綜合相關寂寞文

獻，提出變項間的直接與間接互動關係，據以建構影響老年人寂寞的路徑模式。 

（一）人格特質、社會關係與寂寞 

    Vaux（1988a）以大學生的研究顯示社會關係與人格特質可以單獨預測寂寞；而

Stokes（1985）研究發現人格特質之外向性是透過社會關係的中介而影響寂寞；Long

與 Martin（2000）認為人格特質可能透過社會關係，間接的影響寂寞；Levin 與 Stokes

（1986）則認為不同人格特質影響寂寞的路徑不同，其中外向性人格會透過社會關係

的中介而影響寂寞，而憂鬱、自尊與神經質等負向情緒人格會負向評估自己及其人際

關係，亦負向評估自己的寂寞。綜合上述，人格特質可能會透過兩個路徑影響寂寞，

除了因為對我與他人的負向評估而直接影響寂寞之外，亦可能透過社會關係的中介，

進而影響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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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格特質、健康狀況、社會關係與寂寞 

    Martin 等人（1997）以美國百歲人瑞為對象的研究結果顯示，神經質可直接預測美

國人瑞的寂寞，也可以透過身體健康而間接影響寂寞； De Jong Gierveld（1987）研究

顯示，健康狀況透過客觀的社會關係數量以及主觀評估社會關係的滿意度，而進一步

影響寂寞；Creecy 等人（1985）研究顯示，自覺健康狀況會直接影響老年人的寂寞，

亦透過社會活動與社會滿足對寂寞有間接影響。基於 Fees 等人（1999）認為人格特質

與健康狀況的關係是相互影響的，因此本研究假設人格特質與身體健康狀況此兩變項

是相互影響之外，健康狀況除了直接影響寂寞，亦可能透過社會關係而間接影響寂寞，。 

（三）社會關係、社會供應與寂寞 

    社會關係對寂寞的影響可從上述 De Jong Gierveld（1987）與 Creecy 等人（1985）

的研究中看出，社會關係數量是透過社會關係的主觀評估而影響寂寞。Weiss（1974）

從社會需求觀點提出社會供應，認為社會關係可提供不同的社會供應以滿足個體的社

會需求，一旦缺乏社會供應，將產生不同的寂寞與困擾；Kraus 等人（1993）提出人格

與社會關係受社會供應中介而影響寂寞的假設，在以大學生為對象的研究結果中獲得

支持。 

小結： 

    根據過去文獻，老年人寂寞之相關因素及變項之間的相互關係為：人格特質（神

經質/外向性）、自覺健康狀況、社會關係數量與社會供應影響老年人寂寞，其中人格特

質（神經質/外向性）與自覺健康狀況可能對寂寞產生直接的影響，亦可能透過社會關

係數量與社會供應而間接的影響寂寞，其中社會關係數量透過社會供應，進而影響寂

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