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一）：訪談同意書 

親愛的○○○先生，您好： 

    我是國立政治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班三年級的學生沈志勳，我的論文研究主

題是『中年男同志的老化態度與老年準備初探』，我想要探索的主要問題是： 

（1）身為男同志，「老化」或「老年」對您而言具有什麼樣的意義？ 

（2）您現在對於老年生活是否有做什麼樣的安排或計畫？ 

     

    這份訪談將進行一至二次，每次大約一～二小時的時間，採用一對一的方式

訪問，訪問的地點將會顧及隱密性而不對外公開。訪談的全部內容將以錄音帶方

式錄製，以便於研究者事後的資料整理，但錄音帶的內容也予以保密，並在研究

完成之後加以銷毀。 

您所提供的任何資訊都將做為本研究論文之用，您的個人姓名及真實身份將

予以保密，在研究報告中將使用其他的暱稱來代替。 

    這份研究非常需要您的幫助，您所提供的資料除了有助於研究論文的完成，

使研究者及報告閱讀者對於您的生命經驗有更多的認識，同時也能喚起社會大眾

對於中、高齡同志的處境與需求有更多的關懷與協助。 

    對您造成的不便與打擾，深表歉意。煩請您填寫以下的同意書，決定您是否

願意接受本研究的訪問，非常謝謝您！ 

 

                            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研究生  沈志勳  敬邀 

                                                聯絡方式：0922751022 

                                                  民國 92 年 11月 27日 

………………………………………………………………………………………….. 

同  意  書 

1. 經由研究者的說明與介紹，我願意接受本研究的訪問。 

2. 我願意配合研究者的研究進行程序，但若遇到任何問題造成干擾或傷害，我

可以主動要求退出此研究關係。 

                                        受訪者  簽名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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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訪談導引及受訪者基本資料 

一、生命週期中的重要生命事件 

Issue 1.：性傾向認同及同志社群參與 

（一）您目前如何界定自己的性傾向？ 

Probe： 

1. 您覺得自己是男同性戀者、雙性戀者或異性戀者？您是如何確知的？有沒有

發生過什麼重要的事件使您開始發現或探索自己的性傾向？ 

2. 這樣的性傾向認同對您有什麼影響？ 

3. 您平常有沒有參與一些同志團體、朋友的聚會或活動？ 

Issue 2.：婚姻狀況、情感關係及原生家庭關係 

（一）您現在是否有異性的婚姻關係？是否有同性的伴侶關係？或是同時具有這

兩種的雙重關係？ 

Probe： 

1. 若有，那麼您是否滿意這樣的情感關係？（ex.覺得快樂、感到有壓力、困擾…） 

2. 若目前仍是單身，那麼您是否滿意於現在的單身生活？會不會希望將來能夠

擁有戀愛、交往的對象？ 

（二）是否能夠描述一下您跟原生家庭成員之間的相處情形？ 

Probe： 

1. 家庭成員有哪些？是否有住在一起？互動頻率如何？是否會常常談到彼此的

心事？ 

2…您是否有向家人「出櫃」(come out)，表明自己的性傾向身份？若有，那麼家

人的態度是（ex.接納、不接納、持保留態度….）？若無，那您是否會希望將

來能讓家人知道自己的性傾向？（ex.希望 v.s.不希望、感到害怕…） 

Issue 3.：個人社會經濟資源的獲得 

（一）您過去以來從事過哪些工作？ 

 Probe： 

1. 從事的是什麼樣性質的工作？對於所從事的工作是否感到滿意？ 

（二）那麼現在是否有工作？或是已經退休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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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1. 若目前仍有工作收入，那麼一個月的收入大約是多少？您的收入主要用在哪

些花費上？覺得這樣的收入是否足夠您每月的花費？是否希望繼續從事目前

的工作？ 

2. 在老年生活的階段（目前或未來），您希望自己能從事有收入的工作，或是離

開工作職場而過退休生活？ 

（三）您目前的最高學歷是？（ex.國小、中學或大專以上……） 

Issue 4.：個人接觸老年人及老化資訊的經驗 

（一）您有沒有和老年人相處過的經驗？ 

Probe： 

1. 若有，那是什麼樣的相處經驗？（ex.和老人同住、談話……） 

2. 那麼你對這些曾經接觸過的老年人有什麼感覺？喜歡或討厭他們？ 

3. 若沒有此經驗，那麼您對於社會上的老年人的印象是什麼？（ex.覺得喜歡 v.s 

厭惡、有能力的 v.s.無知的……） 

（二）有沒有什麼特定的長者是您所喜歡、欣賞的？ 

Probe： 

1. 若有，那麼您是否知道他/她們的性傾向？（ex.同性戀、雙性戀、異性戀） 

2. 有什麼樣的原因或特質使您會喜歡、欣賞他/她？ 

（三）您平常如何瞭解關於老年人的生活或老化的知識？經由這些途徑，您對老

化歷程或老年生活有什麼看法？ 

Probe： 

1. 實際接觸老年人的經驗（如朋友、鄰居、父母或親戚等） 

2. 閱讀報章、雜誌或相關書籍 

3. 大眾傳播媒體（如電視、電影、廣告、網際網路等） 

 

二、老化態度的建構 

接下來，想要進一步瞭解您自己對於老化的想法…… 

Issue 1.：對於老的概念與定義 

（一）您覺得自己是否已經「老」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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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1. 在外觀、容貌上，和年輕時比較有沒有什麼不同？ 

2. 是否比以前更容易生病？體力是否比以前較為衰退？ 

3. 對於特定事物（如身體健康、死亡、時間、愛情等）的看法或價值觀，有沒 

有什麼改變？ 

4. 有沒有因為年紀而受到他人歧視的經驗？ 

5. 若您覺得自己還不是一個「老人」，那什麼樣的情形、或什麼樣的年紀，才會 

讓您開始覺得自己已經「老」了？ 

（二）在心態上您覺得自己現在是幾歲的人？ 

Probe： 

1. 你覺得自己在心裡面的態度、思想是比實際的年齡更老、更年輕，或者是差

不多？ 

（三）在男同志的圈子裡，什麼樣的人會被認為是「老人」？ 

Probe： 

1. 男同志圈子裡對於老年男同志有什麼樣的印象或描繪？（正面或負面印象…） 

2. 您覺得男同志和異性戀者對於老人的定義有什麼異同之處？又為什麼？ 

Issue 2.：對於老年生活的看法 

（一）當提到老年生活時，您有什麼感受？會立即想到哪些事物？ 

Probe： 

1. 您覺得老年生活有什麼優點？或缺點？（ex.快樂的 v.s.痛苦的……） 

2. 您覺得自己尚未進入老年，或者已經在過著「老年生活」了？ 

3. 是否覺得老年生活是愉快的？快樂的老年生活需要具備什麼樣的要件？ 

4. 對於現在或未來的老年生活，您是否會感到擔心、害怕？所擔心的是什麼？

（ex.健康狀況下滑、工作角色喪失、失去伴侶/親人或朋友……） 

（二）您覺得男同性戀者的老年生活，和異性戀者之間有什麼相同或異同之處？ 

1. 依您的看法，男同性戀者的老年生活是比較快樂的？還是較痛苦的？和異性

戀的老年生活是否是一樣的？ 

2. 若有相異之處，那麼若讓您選擇，你會希望自己過著哪一種的老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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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老年生活的準備 

（一）您是否會關心自己的老年生活？ 

Probe： 

1. 老年生活的安排對您來說是否是重要的？為什麼？ 

2. 您是否曾經和其他人討論有關老年生活的想法、問題或感受？若有，那麼討

論的對象是誰（ex.朋友、伴侶、家人或其他人）？討論的頻率、時間（ex.

多久討論一次）？若不曾和他人討論過，那麼原因是？ 

（二）對於現在或將來的老年生活，您現在有沒有做了哪些安排或計畫？ 

Probe： 

1. 您有沒有為自己做理財規劃？（個人儲蓄、保險……）對自己目前的收入是

否滿意？會不會擔心自己年老時面臨經濟上的困難？ 

2. 目前的居住方式是否為獨居？若有與他人同住，那麼同住的對象是？這樣的

居住方式您是否感到滿意？是否想要改變為其他的居住方式？ 

3. 您平常都和哪些朋友互動較多（異性戀或同性戀朋友）？互動的頻率（多久

見面一次）？與這些朋友之間的相處經驗是否感到愉快？這些朋友是否帶給

您生活上或情感上的支持？ 

4. 目前有沒有經常從事的休閒活動？是否有培養個人的興趣或嗜好？有的話，

那麼是哪些？是否有一同從事休閒活動或興趣的朋友？他們是哪些人？ 

5. 是否有特別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狀況？（ex.進行健康檢查、閱讀有關身體健

康的書籍或資訊、從事固定運動…） 

6. 是否有參加關於老化知識、老年生活的相關課程、講習？ 

7. 若您現在沒有為老年生活作安排或計畫，那麼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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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基本資料表 

訪問日期：____ 年 ____ 月 ____ 日 
訪問時間：____時____分 至 ____時____分，共訪問___分鐘 
 
1. 姓名（或稱呼）：_____________ 
2. 性傾向：□ 男同性戀 □ 男雙性戀 □ 男異性戀 □ 不清楚或其他_______ 
3. 年齡：目前______歲 
4. 情感關係：□ 異性婚姻 □ 同志伴侶 □ 單身 □ 異性、同性雙重關係 
             □ 其他 ____________ 
5. 原生家庭： 
（1） 目前父母親是否還健在？□ 是 □ 否 
（2） 有幾個兄弟姊妹？兄弟____人，姊妹____人 
（3） 是否和他們住在一起？□ 是，和___________同住 
                          □ 否（跳問下一題） 
（4） 現在的居住型態為何？□ 自己一個人住 
                          □ 和朋友一起住 
                          □ 和（異性婚姻）的妻子（或孩子）同住 
                          □ 和同志伴侶一起住 
（5） 是否已經向家人 come out自己的同志身份？ 
□ 是，已經向____________ come out 
□ 否（跳問下一題） 

（6） 那麼將來是否有向家人 come out的可能？□ 是 □ 否 □ 不確定 
6. 學歷是：□ 小學 □ 國中 □ 高中（職） □ 大學或專科  □ 研究所以上 
7. 您目前從事的工作為____________ ，您的工作職稱為______________ 
8. 您目前工作的月收入為：□ 一萬至二萬元間 □ 二萬至三萬元間  
                         □ 三萬至四萬元間 □ 四萬至五萬元之間 
                         □ 五萬至六萬元間 □ 六萬至十萬元間  
                         □ 十萬至十五萬元間 □ 十五萬元以上 
9. 您目前較常互動的朋友是同性戀者或異性戀者較多？___________ 
10. 您覺得自己目前的健康狀況如何？□ 良好 □ 普通 □ 較差 
11. 您本身是否有宗教信仰？□ 道教或其他台灣傳統宗教   □ 佛教 
                         □ 基督教 □ 天主教 

□ 伊斯蘭教 □ 其他宗教 
□ 無任何宗教信仰 

12. 本次的訪問地點為：□ 受訪者家中 □ 其他地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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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研究進度甘特圖 

                時 間 

工作項目 
92.11. 92.12. 93.01. 93.02. 93.03. 93.04. 93.05. 93.06. 93.07.

聯繫訪問對象、取得同意 ＊＊＊＊＊＊＊＊＊＊＊＊＊＊＊＊ 

進行深度訪談     ＊＊＊＊＊＊＊＊＊＊＊＊＊＊＊＊＊ 

訪談逐字稿整理         ＊＊＊＊＊＊＊＊＊＊＊＊＊＊＊＊＊＊＊ 

資料的編碼與分析                                         ＊＊＊＊＊＊ 

資料的概念形成與建構                                                 ＊＊＊ 

完成結論                                                      ＊＊＊＊

進行碩士論文口試                                                          ＊＊

論文內容最後修改                                                            ＊

完成學位論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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