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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討論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是為編製老年人寂寞量表，以瞭解老年人的寂寞現況及在背景變項的

差異情形，並探討老年人之人格特質(神經質/外向性)、自覺健康狀況、社會關係數量、

社會供應（情緒共同感/價值肯定/社會共同感）與寂寞（情緒性寂寞/社會性寂寞）的

影響及路徑關係。根據研究的統計分析結論加以討論與建議如下。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結論，陳述如下： 

一、本研究所編製之「老年人寂寞量表」共區分為情緒性寂寞與社會性寂寞兩個分量 

    表，總累積解釋量為 58.09％，題數包括情緒性寂寞 7 題與社會性寂寞 3 題，共計 

    10 題。總量表與情緒性寂寞、社會性寂寞兩個分量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數分別.86、.87 與.62，量表亦具有區辨效度，適合運用於老年人寂寞研究。 

二、我國老年人的寂寞程度中度偏低，而情緒性寂寞與社會性寂寞亦屬於中等偏低，     

    其中社會性寂寞高於情緒性寂寞。 

  三、老年人寂寞之差異情形 

   1、75-84 歲與 85 歲以上的老年人在情緒性寂寞、社會性寂寞與整體寂寞的得分顯 

       著高於 65-74 歲的老年人。  

   2、男性老年人在情緒性寂寞、社會性寂寞與整體寂寞的得分顯著高於女性老年人。   

   3、單身老年人在情緒性寂寞與整體寂寞的得分顯著高於已婚老年人，在社會性寂 

      寞上則無顯著差異。 

   4、無參與社團的老年人在情緒性寂寞、社會性寂寞與整體寂寞的得分顯著高於有 

      參加社團的老年人。 

   5、獨居與安養機構老年人的情緒性寂寞顯著高於與家人親戚同住的老年人，安養 

      機構老年人的社會性寂寞與整體寂寞皆顯著高於獨居以及與家人親戚同住的老 

      年人。 

四、老年人寂寞及其相關因素模式 

    本研究假設與考驗結果如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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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研究假設與考驗結果 

假設 變項關係 結果 
3-1 
3-1-1 
3-1-2 
3-1-3 

「人格特質之神經質」與「寂寞」具有關聯 
「神經質」越高，「情緒性寂寞」越高 
「神經質」越高，「社會性寂寞」越高 
神經質對「情緒性寂寞」的影響大於對「社會性寂寞」的影響 

支持 
支持 
支持 

3-2 
3-2-1 
3-2-2 
3-2-3 

「人格特質之外向性」與「寂寞」具有關聯 
「外向性」越低，「情緒性寂寞」越高 
「外向性」越低，「社會性寂寞」越高 
外向性對「社會性寂寞」的影響大於對「情緒性寂寞」的影響 

 
支持 

支持 

支持 
3-3 
3-3-1 
3-3-2 
3-3-3 

「自覺健康狀況」與「寂寞」具有關聯 
「自覺健康狀況」越不好，「情緒性寂寞」越高 
「自覺健康狀況」越不好，「社會性寂寞」越高 
自覺健康狀況對「情緒性寂寞」的影響大於對「社會性寂寞」的影響 

 

不支持 

不支持 

不支持 

3-4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社會供應」與「寂寞」具有關聯 
「情緒共同感」越低，「情緒性寂寞」越高   
「情緒共同感」越低，「社會性寂寞」越高 
「價值肯定」越低，「情緒性寂寞」越高 
「價值肯定」越低，「社會性寂寞」越高 
「社會共同感」越低，「情緒性寂寞」越高 
「社會共同感」越低，「社會性寂寞」越高 

 
支持 

支持 

支持 

不支持 

不支持 

支持 

3-5 
3-5-1 

3-5-2 
 

「社會關係數量」、「社會供應」與「寂寞」具有關聯 
「社會關係數量」會透過「情緒共同感」、「價值肯定」、「社會共同感」 
間接影響「情緒性寂寞」 
「社會關係數量」會透過「情緒共同感」、「價值肯定」、「社會共同感」 
間接影響「社會性寂寞」 

 
支持 

支持 

 
3-6 
 
3-6-1 

3-6-2 
 

「人格特質之神經質」、「社會關係數量」、「社會供應」與「寂寞」具 
有關聯 
「神經質」程度會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價 
值肯定」、「社會共同感」，而間接的影響「情緒性寂寞」 
「神經質」程度會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價 
值肯定」、「社會共同感」，而間接的影響「社會性寂寞」 

 
 
支持 

支持 
 

3-7 
 
3-7-1 

3-7-2 

「人格特質之外向性」、「社會關係數量」、「社會供應」與「寂寞」具 
有關聯 
「外向性」程度會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價 
值肯定」、「社會共同感」，而間接的影響「情緒性寂寞」 
「外向性」程度會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價 

 
 
支持 

支持 



 77

 值肯定」、「社會共同感」，而間接的影響「社會性寂寞」 
表 5-1  研究假設與考驗結果（續） 
3-8 
3-8-1 
 
3-8-2 
 

「自覺健康狀況」、「社會關係數量」、「社會供應」與「寂寞」具有關聯 
「自覺健康狀況」程度會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 
、「價值肯定」、「社會共同感」，而間接的影響「情緒性寂寞」 
「自覺健康狀況」程度會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 
、「價值肯定」、「社會共同感」，而間接的影響「社會性寂寞」 

不支持 

不支持 

 

綜合研究假設的結果可知： 

   1、神經質對情緒性寂寞有正向直接影響，也可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 

      同感、價值肯定與社會共同感三個社會供應的間接影響。因此，高神經質的老 

      年人本身容易有高情緒性寂寞，而高神經質也容易有低的社會關係接觸數量， 

      進而缺乏關係所提供的三種社會供應，若缺乏情緒共同感與價值肯定，將容易 

      產生高情緒性寂寞。 

   2、神經質無法直接影響社會性寂寞，而是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 

      價值肯定與社會共同感三個社會供應的間接影響。因此，高神經質容易有低的 

      社會關係接觸數量，進而缺乏關係所提供的三種社會供應，若缺乏情緒共同感 

      與社會共同感，將容易產生高社會性寂寞。 

   3、外向性無法直接影響情緒性寂寞，而是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 

      價值肯定與社會共同感三個社會供應的間接影響。因此，低外向性容易有低的 

      社會關係接觸數量，進而缺乏關係所提供的三種社會供應，若缺乏情緒共同感 

      與價值肯定，將容易產生高情緒性寂寞。 

   4、外向性對社會性寂寞有負向直接影響，也可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 

      同感、價值肯定與社會共同感三個社會供應的中介影響。因此，低外向性的老 

      年人本身容易有高社會性寂寞，而低外向性也容易有低的社會關係接觸數量， 

      進而缺乏關係所提供的三種社會供應，若缺乏情緒共同感與社會共同感，將容 

      易產生高社會性寂寞。 

   5、社會供應中，情緒共同感與價值肯定對情緒性寂寞有負向的直接影響。越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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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共同感與價值肯定的老年人，越容易有高的情緒性寂寞，其中情緒共同感 

      的影響效果最強。 

   6、社會供應中，情緒共同感與社會共同感對社會性寂寞有負向的直接影響。越缺 

      乏情緒共同感與社會共同感的老年人，越容易產生高的社會性寂寞，其中情緒 

      共同感的影響效果最強。 

第二節 討論 

以下就研究動機與目的，將研究的結果討論如下： 

一、 老年人寂寞量表 

    本研究目的之一在於編製適合我國老年人之寂寞量表，研究首先以個別訪談與焦

點團體訪談方式探詢我國老年人的寂寞經驗，並根據訪談結果，參考中文 UCLA 寂寞

量表與 De Jong-Gierveld 寂寞量表，以及依據存在性寂寞與創造性寂寞之相關文獻與其

定義，進而編擬 29 題題目，其中 15 題為自編題目。經 187 位有效樣本的因素分析結

果顯示，量表可區分出兩個因素，共計 10 題，總累積解釋量為 58.09％。本研究根據

量表題目及理論概念，將「老年人寂寞量表」區分為情緒性寂寞與社會性寂寞兩個分

量表，其中情緒性寂寞的題目 7 題，社會性寂寞的題目 3 題。在信、效度方面，分析

結果顯示總量表與情緒性寂寞、社會性寂寞兩個分量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數

分別.86、.87 與.62，不同婚姻狀況（已婚／單身（未婚、分居、離婚、喪偶））與有無

參與社團的老年人在兩個分量表的得分上有顯著差異，顯示量表具區辨效度。 

    在構念上，本量表區分為情緒性寂寞與社會性寂寞，此兩個構面符合 Weiss 理論所

提出的兩種寂寞，也與 Van Baarsen 等人（2001）、 Green 等人（2001）、 Lopata（1969）、 

Russell 等人（1984） 的研究結果一致，認為寂寞可以區分為情緒性寂寞與社會性寂寞。

另外，量表無法區分存在性寂寞與創造性寂寞，除了概念抽象，此兩種寂寞是否屬於

寂寞也仍有爭議，兩者在概念上仍需要進一步澄清。 

    在題目上，「我覺得家裡很冷清」、「没有人關心我、在乎我」與「我常覺得無

聊」是透過訪談結果編擬而來，皆屬於情緒性寂寞之構面。相對於西方獨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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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t culture），我國是屬於相依文化（interdependent culture），是以親情為主

的家庭社會，而「養兒防老」與「含貽弄孫」是傳統對老年生活的期待，老年人也會

因為依賴與親和需求的增加而期待子女的關懷與家庭的温暖。然而，社會變遷與居住

型態的改變，老年人獨立居住（僅與配偶住或是獨居）的比例增加，造成老年人的期

待與現實生活有所落差而產生親密與安全等情緒共同感無法滿足，包括「我覺得家裡

很冷清」與「没有人關心我、在乎我」，進而產生情緒性寂寞。另外，國人習慣將生

活重心放在扶養子女身上，老了反而因為子女長大離家而失去生活重心，會覺得無聊，

也會因為失去自我價值而感到空虛落寞，而有情緒性寂寞。這是與西方獨立文化不太

一樣的地方。 

二、 老年人寂寞現況及差異情形 

（一）老年人寂寞現況 

  本研究發現老年人的寂寞屬於中等偏低的程度，此結果與張素紅（1995）的研究

結果相似，而情緒性寂寞與社會性寂寞亦屬於中等偏低，顯示我國老年人的寂寞情形

並不嚴重。然而，老年人研究多有正向選樣偏誤（positive selection bias）的問題，原因

是年老老年人（old old）的樣本難尋以及健康問題嚴重的老年人無法參與研究，本研究

樣本以 65-74 歲的年輕老年人（young old）、已婚及參與社團的老年人居多，而這些特

質可能導致老年人的寂寞程度會有低估的情形。 

  另外，本研究結果顯示，我國老年人的社會性寂寞較情緒性寂寞高。就 Carstensen

（1991,1995）的情緒選擇理論而言，老年人為了立即性的情緒需求，多傾向於選擇與

自己熟識的人在一起，包括家人與好友。家人提供情感的依附，好友不只提供情感上

的親密與相伴，在互動的過程中，亦讓老年人覺得自己是有價值而且是被喜歡和被需

要的，關係中的安全與親密感較被滿足。相對的，老年人可能因為退休而降低團體的

歸屬感以及減少社會互動的人數與次數，以致於社會性寂寞昇高。 

（二）背景變項與老年人寂寞的差異情形 

       本研究結果顯示，老年人的年齡在寂寞上有顯著差異，經事後比較顯示 75-84 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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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歲以上老年人的寂寞，無論是情緒性寂寞、社會性寂寞或是整體寂寞，皆顯著高於

65-74 歲老年人。年齡越大越寂寞，此和 Anderson（1998）、Tijhuis 等人（1999）的研

究結果一致，而年紀越大其情緒性寂寞越高的結果亦與 Baltes 與 Mayer( 1999)的研究結

果一致。年齡越大越可能失去另外一半或是親密好友，且老年人年齡越大，其社會網

絡越來越小（Baltes & Mayer, 1999），這些因素皆可能導致較高年齡組之老年人的情緒

性寂寞、社會性寂寞及整體寂寞高過於 65-74 歲的老年人。 

    本研究結果顯示，老年人的性別在寂寞上有顯著差異，男性無論在情緒性寂寞、

社會性寂寞與整體寂寞，皆顯著高於女性，此與張素紅（1995）、Mullins、Elston 與

Gutkowski（1996）、Rokach 與 Sharma（1996）的研究結果一致。多數研究指出，社會

網絡大小有性別差異（Baltes & Mayer, 1999），女性較社會人際取向，有較多的親密友

誼（Hatch & Bulchroft, 1992；引自林美珍、黃世琤、柯華葳，2007）及社會支援，自

覺社會支持亦較高，社會關係的滿意度亦高，女性在關係的數量與品質上，皆較男性

來的多且好；再者，此世代之老年人多為「男主外、女主內」的傳統角色分工，以致

於女性老年人對退休的角色轉換較男性適應的更快；相反的，男性因為退休而導致社

會交往的頻率降低，社交圈也縮小，且退休後在家反而使得婚姻關係更為緊張而減少

依附與親密感，以致於男性在整體、情緒性與社會性寂寞皆較女性高。 

本研究結果顯示，老年人的婚姻狀況在寂寞上有顯著差異，單身者（未婚、分居、

離婚、喪偶）在整體與情緒性寂寞上較高於已婚者，此結果無配偶的老年人較寂寞

（Baltes & Mayer, 1999；Essex & Nam, 1987; Tijhuis et al., 1999），以及情緒性寂寞較高

（Van Baarsen et al., 2001）的研究結果相同。Bowlby（1964/1984）認為依附對象的離

開或是去世將是寂寞的主要原因（引自羅立人，民 88），Weiss（1973）依據 Bowlby 理

論，更進一步認為缺乏依附對象容易產生情緒性寂寞，因此單身者的情緒性寂寞高於

已婚者的研究結果亦符合理論。另外，婚姻影響社會關係，單身者除了缺少相互陪伴

與扶持的對象，其社會網絡也較已婚者較少（Antonucci, 1985），也因此寂寞感較高。

由於失去伴侶，單身者可能如訪談對象 1-A 所述（頁 44），會更積極培養啫好及參與團

體，因此社會性寂寞未必高於已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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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顯示，有無參與社團的老年人在寂寞上有顯著差異，無參與社團的老

年人，不論在情緒性寂寞、社會性寂寞與整體寂寞，皆顯著高於有參與社團的老年人，

此與張素紅（1995）的研究結果相同。參加社團可以與他人交往而不孤單，因此較不

會因為缺乏社會關係而產生寂寞。另外，無論是服務人群的志工團體，或是滿足求知

的學習團體，對老年人而言，在心理與社會關係上都是一種自我肯定而感到有價值感，

且團體中的温暖與被接納亦能滿足內心的親密感，團體中的歸屬感亦也滿足個體對外

在關係的需求，老年人能從參與社團中得到社會供應的滿足。相對的，未參與社團的

老年人可能無法從中獲得這些滿足，以致在情緒性寂寞、社會性寂寞與整體寂寞皆高

於有參與社團的老年人。 

本研究結果顯示，老年人的居住狀況在寂寞上有顯著差異，經事後比較顯示安養

機構的老年人在整體與社會性寂寞上皆高其它兩種居住狀況（獨居、與家人親戚同住）

的老年人，情緒性寂寞上亦高於與家人親戚同住的老年人；另外，獨居的老年人在情

緒性寂寞上亦高於與家人親戚同住的老年人。上述顯示安養機構的老年人是較為寂寞

的一群，此與 Pinquart 與 Sörensen（2001）及 Tijhuis 等人（1999）的看法相同，也與

住安養機構的老年人比住自家住宅者的老年人更為寂寞（Baltes & Mayer, 1999）的研究

結果一致。住機構的老年人除了與家人、朋友和熟悉的環境是隔離的，也缺乏親情連

結與天倫之樂的安全與親密感，亦缺乏對機構的認同與歸屬；住機構的老年人其社會

關係較小、社會參與亦較少（Baltes & Mayer），這些因素都是導致安養機構的老年人

在情緒性寂寞、社會性寂寞與整體寂寞皆高的原因。另外，獨居的老年人在整體與社

會性寂寞皆低於安養機構的老年人，唯情緒性寂寞上高於與家人親戚同住的老年人，

此與 Mullins 與 Elston（1996）研究顯示獨居老年人對寂寞的影響並不顯著的結果並不

全然一致。除了過去研究並未對寂寞進一步分類，且獨居的老年人可以自主參與興趣

或是社團活動，也有街坊鄰居與社工人員的訪視互動，以致於整體與社會性寂寞未高

於安養機構的老年人，然而，活動過後，獨居的老年人仍需獨自面對因為没有家人陪

伴，或缺乏親情連結所導致的缺乏安全、親密或是可依靠的感受，心理的空虛難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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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因此獨居的老年人在情緒性寂寞上高於與家人親戚同住的老年人。 

三、老年人寂寞模式的影響情形 

    本研究以 702 位有效樣本檢驗結構方程模式，LISREL 統計結果顯示模式的適配度

良好，唯「自覺健康狀況」對其它變項的直接、間接與總效果皆未逹顯著。為確認「自

覺健康狀況」並未影響整個模式路徑，刪除「自覺健康狀況」變項再進行 LISREL 的統

計結果與原先模式路徑方向一致，顯示模式不因「自覺健康狀況」而影響其它變項之

間的關聯。以下就本研究所提出之模式，討論變項之間的影響及路徑： 

（一）人格特質（神經質／外向性）對社會關係數量的影響 

本研究顯示高神經質與低外向性的老年人會有低的社會關係數量。由於神經質高分

者（高神經質）的特徵為多愁、緊張、情緒化、不安全感、自卑、慮病（黃堅厚，1999）；

Furnham（1992）認為高神經質的人容易感受不愉快的情緒，也比較容易有情感以及和 

他人互動上的問題，因此高神經質的老年人有低的社會關係數量。另外，外向性高分

者（高外向性）的特徵包括主動、長於社交、愛說話、樂觀與熱情（黃堅厚，1999），

而這些特質能增進人際交往及增加社會關係數量；相對的，外向性低分者（低外向性）

的特徵為保守、清醒、文靜、冷淡、工作取向、缺少活力、退縮等，而這些特徵可能

不易發展人際關係及維持社會互動，因此低外向性的老年人會有低的社會關係數量，

Kraus 等人（1993）研究結果亦顯示負向人際特質（害羞）可以負向預測朋友人數以及

與朋友之間的活動。 

（二）社會關係數量對社會供應的影響 

    本研究顯示低社會關係數量會降低社會供應，包括低情緒共同感、低價值肯定與

低社會共同感。由於社會關係中所接觸的人數與頻率較少，所能從社會關係中得到的

社會供應亦較少，容易造成低安全與親密感、低自我價值與低歸屬感。社會網絡成員

的互動聯繫有助於情感性支持的提供（呂寶靜，2000），朋友人數多且常與朋友接觸的

老年人，其友誼支持越好（黃郁婷、楊雅筠，2006），Kraus 等人（1993）研究顯示大

學生的朋友人數越多，所得到其社會供應也越多。相對的，社會關係數量越少，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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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社會支持與社會供應也就越少。 

 

（三）社會供應對寂寞的影響 

本研究依據 Weiss 社會供應理論，認為社會供應影響寂寞，其結果顯示： 

  1、情緒共同感負向影響情緒性寂寞與社會性寂寞 

        情緒共同感的概念與 Weiss 的依附概念相近，是指關係中所提供的親密、安 

    全與可依靠感，若個人缺少情緒共同感，將容易產生情緒性寂寞，此結果與 Weiss 

    理論認為缺乏依附將產生情緒性寂寞，以及過去研究顯示依附可以預測老年人的 

    情緒性寂寞（Tiikkainen, Heikkinen, & Leskinen , 2004; Letts, 1997）的研究結果相 

    近，因此低情緒共同感將產生高情緒性寂寞。 

        另外，本研究顯示低情緒共同感亦產生高社會性寂寞，此結果雖未符合Weiss 

    理論，但如同文獻探討中所述，若將六種社會供應區分為情緒共同感與社會共同 

    感兩類，可預測老年人寂寞的社會供應變項則多屬於情緒共同感，因此情緒共同 

    感是影響老年人寂寞的重要因素，且關係中缺乏安全與親密感，亦難形成有意義 

    的友誼或團體感，因而容易產生社會性寂寞。 

        再者，情緒共同感對情緒性寂寞與社會性寂寞皆有影響，但對情緒性寂寞的 

    影響較大，此結果與 Tiikkainen 與 Heikkinen (2005)研究結果相似，顯示老年人 

    的情緒性寂寞與情緒共同感較有關連。 

 2、價值肯定負向影響情緒性寂寞 

          價值肯定是指能力受到他人的認可，本研究顯示低價值肯定的老年人，將

產生高的情緒性寂寞，此與 Heikkinen、Heikkinen 與 Leskinen（2004）、Taylor

與 Lynch（2004）研究顯示缺乏親密依附與價值肯定會產生情緒性寂寞與憂鬱（引

自 Lyyra & Heikkinen, 2006）的結果相同。老年人面對統整與絶望的危機，常回

顧此生並尋求生命的意義，而一生中重要的是依附對象及家人，希望自己的價值

受到他們的肯定，否則容易產生不被關心或不被重視的空虛感，情緒性寂寞由然

而生。再者，過去研究顯示年輕成人的價值肯定與社會性寂寞有關，本研究則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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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老年人的價值肯定與社會性寂寞無關，可能是其它年齡層的價值肯定主要來自

於工作團體及共事者，亦重視工作團體的歸屬感，因此年輕成人的價值肯定與社

會性寂寞有關，相對的，老年人因為退休而降低工作上受到價值肯定的需求與工

作團體的歸屬感，以致於老年人的價值肯定與社會性寂寞之間並無顯著關連。 

3、社會共同感負向影響社會性寂寞 

        社會共同感的概念與 Weiss 的社會整合概念相近，是指個體與他人互動所感 

    受的參與歸屬及被需要感，若個體缺少社會共同感，將容易產生社會性寂寞。此 

    結果與 Weiss 理論認為缺乏社會整合將產生社會性寂寞，以及過去研究顯示社會  

    整合可以預測老年人的社會性寂寞（Hiikkainen, Heikkinen & Leskinen , 2004;  

    Letts, 1997）的研究結果相近，因此低社會共同感將產生高社會性寂寞。 

        綜合上述，本研究顯示社會供應影響寂寞，而不同的社會供應不足，將產不

同的寂寞；缺乏情緒共同感與價值肯定，將產生情緒性寂寞，而缺乏情緒共同感與

社會共同感，將產生社會性寂寞。本研究結果多數符合過去研究，亦與 Weiss 的社

會供應理論相互呼應。 

 （四）社會關係數量對寂寞的影響 

    本研究顯示低社會關係數量的老年人將降低其社會供應，進而產生高寂寞；其

中，低社會關係數量而造成情緒共同感與價值肯定的缺乏，將產生高情緒性寂寞，

而低社會關係數量而造成情緒共同感與社會共同感的缺乏，將產生高社會性寂寞。

Van Tilburg（1988）認為社會關係數量增加，也會增加情緒與社會支持的互換，進

而減少寂寞的程度（引自 De Jong Gierveld, Van Tilburg & Dykstra, 2006），而社會供

應是社會關係數量與寂寞之中介變項的研究結果，也與 Kraus 等人（1993）的研究

結果相同，認為社會供應是社會網絡與寂寞之間的重要中介因素，也與 De Jong 

Gierveld（1987）與 Creecy 等人（1985）研究結果相近，認為社會關係對寂寞是最

直接的影響是社會關係的主觀評估。 

       認知理論認為寂寞是個人主觀感受，覺得自己社會關係缺乏所產生的不愉快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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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強調個人知覺與解釋的重要性，本研究中，個人之社會關係數量會透過個人主 

   觀的認知的主觀評估，評估自身的社會關係互動是否符合其社會需求，不符合時將 

   產生寂寞。此外，研究結果亦與社會情緒選擇理論相互呼應，認為社會關係所提 

   供的社會關係品質，或是社會供應，對老年人是重要的，提昇社會關係品質或是社 

   會供應可以直接避免老年人的負向情緒與寂寞；本研究結果亦顯示社會關係數量的 

   重要性，老年人若缺少社會接觸人數與頻率，將會造成不同社會供應的缺乏，進而 

   產生不同的寂寞。因此，社會關係數量與社會關係品質對老年人寂寞而言，都是重 

   要的保護因素。 

（五）人格特質對寂寞的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人格特質對寂寞有直接影響，包括神經質正向影響情緒性寂 

寞，以及外向性負向影響社會性寂寞，但神經質對社會性寂寞，以及外向性對情

緒性寂寞則無顯著的直接影響。就人格特徵而言，高神經質的特質主要為緊張、

情緒化、不安全感與自卑感，研究多指出高神經質的人容易導致負面情緒及心理

問題 (Suls, Green, & Hills, 1998)，且神經質透過對自我及他人的負向認知評估，覺

得自己情感上是孤立的，也容易引發缺乏依附的焦急不安及空虛感，因此高神經

質的人本身容易有高的情緒性寂寞。至於外向性，過去研究顯示高外向性具有社

交能力、有活力、衝動的、少煩躁的、及少自省的（Watson & Clark, 1997），而這

些特質容易與他人交往，對自我與他人多正向評估，而高外向性也與正向情緒有

關；相反的，低外向性的老年人較退縮，評估自己的社會交往較為負向，覺得自

己缺乏有意義的社會網絡，因此低外向性的人本身容易有沮喪的社會性寂寞。再

者，Russell 等人（1984）研究結果顯示情緒性寂寞與個人內在自我較有關聯，而

社會性寂寞則與團體中的自我較有關聯；由於神經質是屬於個人內在特質、外向

性則屬於人際交往的特質，也因此可以瞭解神經質直接影響情緒性寂寞、外向性

直接影響社會性寂寞，但外向性對情緒性寂寞、以及神經質對社會性寂寞，並未

有顯著的直接影響。 

        人格特質對寂寞有直接影響，本研究結果亦顯示人格特質會透過社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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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社會關係數量與社會供應，進而間接影響寂寞。其中高神經質或是低外向性 

    的老年人，其人格特徵可能導致低的社會關係的人數及接觸頻率，以致於缺乏社 

    會供應；若缺乏情緒共同感與價值肯定此兩種社會供應，則容易產生情緒性寂寞； 

    若缺乏情緒共同感與社會共同感此兩種社會供應，則容易產生社會性寂寞。因此， 

     社會關係數量與社會供應是人格特質與寂寞之間的中介變項，而人格特質會透過 

     社會關係而影響寂寞的結果與 Perlman 與 Peplau（1981）、Vaux（1988a）、Peplau 

     與 Perlman（1982）、Levin 與 Stokes（1986）、Martin（2000）等人的研究結果及 

     看法一致。 

         整體而言，本研究結果除了符合Levin與Stokes（1986）的說法，且更進一步 

     顯示，不同的人格特質對不同的寂寞類型有不同的影響路徑。此外，不同人格特 

     質對不同寂寞類型的影響力亦有不同，研究結果顯示神經質對情緒性寂寞的影響 

     力大過於外向性對情緒性寂寞的影響力，而外向性對社會性寂寞的影響力大過於 

     神經質對社會性寂寞的影響力，此結果與研究假設相符，亦符合Van Baarsen等人 

    （2001）的說法，即外向性較影響社會性寂寞，神經質較影響情緒性寂寞。 

         過去研究著重在個人或是社會因素對寂寞的影響，本研究結合兩種因素，探 

     討人格特質、社會因素與寂寞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社會因素是人際特質與 

     寂寞之間的中介變項。另外，模式中可以看出情緒性寂寞與社會性寂寞在人格 

     特質與社會變項上有不同的前因，且老年人寂寞與不同層面之因素有關。 

（六）自覺健康狀況在研究模式的預測力低 

          本研究之自覺健康狀況雖與情緒性和社會性寂寞的相關逹顯著水準（相關 

      係數皆為.27），但經 LISREL 統計結果發現「自覺健康狀況」對其它變項之間的 

      直接、間接以及總效果均未達顯著水準，顯示自覺健康狀況的預測效果微弱， 

      在整個模式中解釋力甚低。此結果與本研究假設不符合，亦與 Mullins 等人（1996） 

      和 Martin 等人（1997）認為老年人自覺健康對寂寞有直接的影響，以及 Creecy、 

      Berg 與 Wright（1985）認為老年人自覺健康對寂寞有直接以及透過社會因素而 

      對寂寞有間接影響的研究結果不同。可能本研究樣本以年輕老年人居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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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狀況較好也較同質所致。再者，除了自覺健康狀況，過去研究顯示老年人日常 

      生活活動功能的喪失以及疾病種類及數量亦影響老年人寂寞。因此，客觀的健 

      康測量亦是影響老年人寂寞的重要因素。 

          此研究結果雖然與本研究的假設以及與過去研究的結果不一致，但對老年 

      人本身以及心理學家而言，是項好消息。由於健康狀況會隨著老年人的年齡增 

      長而逐漸衰退，這是個不爭的事實，若健康狀況差將產生寂寞的話，則老年人 

      會因為健康狀況越來越差而日漸寂寞。然而，本研究結果顯示健康狀況並不影 

      響寂寞，健康狀況不好的老年人未必受寂寞之苦，心理學家也可以提供適當的 

      因應策略以改善老年人的寂寞問題。 

第三節 建議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與討論，針對實務工作及後續研究提出相關的建議。 

一、對實務工作的建議 

（一）國人應儘早安排老年生活 

 我國老年人常說寂寞就是無聊，由於國人習慣在年輕時為子女及經濟付出，較少

為自己著想或規劃老年生活，老年人甚至直言他們的日子只是在等待死亡而      

已。目前我國老年人的平均壽命已超過七十五歲，活到八、九十歲的老人比比皆是，

算算老年人退休之後還有一、二十年的自由時間。老年人在時間上是充裕的，老了之

後能做的事情實在好多，如果能培養自己的興趣，持續發展人際關係，退休後的生活

可以是多采多姿。因此如何教育國人儘早安排老年生活以適應老化是重要的，包括詢

問已退休之老友的生活安排，政府也可以安排適合老年人的休閒活動，使老年人不至

於寂寞。 

（二）重視寂寞的高危險群 

    本研究顯示年長的老年人、男性、單身、無參與社團以及住安養機構的老年人是

容易寂寞的族群，可以針對造成寂寞的不同原因進行改變。例如，安養機構的老年人

與外界較為隔離，支援網絡較為薄弱，Rokach（1996）認為住機構者會因為社會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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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增加活動而減少寂寞，因此包括加強社會活動及強化親友的探訪與聯誼，並維持老

年人的正向支持網絡與團體的歸屬感，使得老年不會因為進住機構而中斷其原有的人

際關係。此外，機構內除了設備，亦應重視照顧的態度，讓老年人感到被尊重及重視，

讓老年人像生活在家中，也可安排老年人得以發揮專長的活動，以增進自我價值。 

    此外，我國是「父子軸」社會，訪談結果亦可得知子女對老年父母的重要性；親

子關係是對老年人而言，是重要的情感依附，子女的真心關懷亦能減輕及去除老年人

的孤獨與寂寞。 

（三）區分不同寂寞類型的重要性 

    本研究顯示老年人寂寞可以區分情緒性寂寞與社會性寂寞，Weiss（1973）認為     

此兩種寂寞的產生原因及呈現在外的情緒不同，亦需要不同的治療方法；進一步認為

結束寂寞的明顯方法是形成新的人際關係，以取代原先人際關係的缺陷，其中情緒性

寂寞需要有提供新的依附關係、社會性寂寞則需要能提供社會整合的友誼網絡。諮商

師可在諮商的過程中評估個案的寂寞類型，再對老年人提出適當的因應與調適策略。 

（四）瞭解人格特質對老年人寂寞的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人格特質影響老年人的寂寞，因此在面對寂寞議題時，除了區分

寂寞類型，亦需瞭解個案的人格特質，並與其探討人格特質對寂寞所產生的影響，例

如，神經質可能因為認知與情緒上有負向評估而產生寂寞，而人格特質也會影響人際

互動，而增加寂寞的可能。可以透過認知行為治療，修正對自我與他人的看法，並教

導正確的行為技巧與問題的解決方法，促使個體改變想法及增進社會互動，以減少寂

寞。 

（五）針對老年人寂寞之中介因素提出適合的諮商方案 

    人格特質與社會因素是老年人寂寞的決定因素，由於人格特質較為穩定，要改變

較為困難。本研究顯示社會關係數量與社會供應是人格特質與寂寞之間的中介變項，

因此諮商師可以針對中介變項提供適合的方案，以減少寂寞。其中社會供應對寂寞有

直接影響，且情緒共同感無論對情緒性寂寞與社會性寂寞而言，都是重要因素，因此

在關係中提升老年人安全、親密與有人可依靠的感受是重要的。此外，老年人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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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與社會關係的接觸人數與頻率有關，不同的社會關係可提供不同的社會供應，因此

學者們提倡老年人退休後更需要鞏固第一個社交圈（家庭）、保持第二個社交圈（同學

同事）及擴大第三個社交圈（泛泛之交），這樣才有可能在晚年得到更好的社會供應與

支持。且從活動理論之觀點來看，老年人積極主動參與社會活動，有助於成功老化與

減少寂寞。 

二、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在選取樣本時，雖然考慮樣本的異質性，但仍不足以代表全體老年人的族

群。未來若能以隨機方式取得代表性的樣本，將使研究結果更具代表性及推論性。另

外，年輕老年人與年老老年人在許多方面有相異之處，兩個年齡層的身體、心理與社

會因素對寂寞的影響及其路徑可能有所不同，因此可再區分此兩個年齡層，以進一步

比較不同年齡層的寂寞模式差異。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橫斷式研究，僅可以瞭解樣本在某一時間點的資料，但無法確認個體發

展對寂寞的整體影響。未來可以採用緃貫研究法，加入時間的脈絡，以瞭解寂寞的發

展歷程及決定因素。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編製之老年人寂寞量表，其信效度皆佳，唯「社會性寂寞」分量表之題

目僅 3 題，而題數太少可能影響信度的穩定性，未來研究可以增加此部份的題目，以

提升其信度。再者，反向題容易增加老年人填答的困難程度，未來以老年人為對象的

研究工具，應儘量直接、簡單為宜。  

（四）研究步驟 

    本研究因為時間因素，將翻譯及自編後之量表，合併其它研究工具經初試修改後，

即形成量表而進行一次施測，再將施測結果隨機區分為兩部份，一部份進行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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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量表信效度檢驗，另一部份則根據量表檢驗結果，刪題後再進行研究目的二與三

的統計分析。此步驟不符合研究程序，亦容易造成研究誤差。未來研究應先預試所修

訂社會供應量表與自編老年人寂寞量表此兩部份，再依據預試結果，結合其它研究工

具而形成正式量表，之後再進行施測及研究之統計分析。 

（五）研究變項 

    由於正常的老化會伴隨著身體功能衰退或是疾病與慢性疾病的增加，過去研究及

訪談結果亦顯示日常生活活動功能以及疾病種類及數量亦影響老年人寂寞。因此，未

來研究除了主觀的自覺健康狀況，亦可以加入客觀的健康測量，包括以日常生活活動

功能量表（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簡稱 ADL）評估老年人生活獨立或是依賴程度，

以及老年人罹病種類及數量等，以全面性探討寂寞與健康之間的關係。另外，未來研

究應考慮加入因應策略此變項，因為寂寞多是不愉快的經驗與情緒，如果没有適當地

因應，很容易造成情緒障礙，影響生理及心理健康。因此，除了瞭解老年人的寂寞經

驗之外，應該進一步探討寂寞時採取何種有效的因應策略，以協助老年人減少寂寞的

不快，增加適應的能力。 

（六）研究模式 

    本研究綜合文獻探討，進而提出本研究模式，經統計分析亦得到良好的解釋結果。

然而，有些變項的關係方向仍難以定論，例如，過去研究及本研究結果皆支持老年人

會因為缺乏社會關係而產生寂寞，但寂寞的人也可能更積極參與社會活動，亦即寂寞

亦影響社會關係；再者，過去寂寞文獻多顯示健康狀況影響寂寞，但寂寞感也可能會

降低個體對身體健康的評估，或是對健康狀況產生直接的影響，例如文獻指出生活壓

力也會影響身體的免疫系統，寂寞等負向情緒亦容易反應在身體健康上。上述部份尚

待進一步研究的證實。為了概念單純化及技術的可及性，本研究僅以遞迴模式考驗社

會關係對寂寞的單向因果關係，未來研究可以採非遞迴模式考驗與寂寞之間互為因果

的回溯關係，或是建構兩變項互為因果的競爭模式，以檢驗何種模式最為適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