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依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主題是中年男同志的老化態度與老年

準備之情形，在文獻探討的部分首先整理的是一般的老年態度與老年準備之文

獻，接著便說明影響老年態度及老年準備之因素的解釋觀點，從中檢視和中年男

同志較有關聯性的影響因素，最後則由中年男同志的生活脈絡中歸結出影響其老

年態度及老年準備的可能因素，而以生命歷程觀點及酷兒理論做為導引本研究之

理論視角，以呈現出中年男同志與異性戀者之間的差異，以及中年男同志的內部

異質性。 

 

第一節   異性戀者的老年態度與老年準備 

一、 老化態度 

（一）何謂「態度」？ 

    「態度」是個社會心理學中重要的探討概念，其定義有不同觀點的解釋，並

在不同觀點的整合之下逐漸發展出較一致的內涵。 

Allport（1953）認為態度是心理和神經的準備狀態，透過經驗組織起來，影

響個人對情境的反應；Kreck（1948）認為態度是個體對自己生活世界中某些現

象的動機過程、情感過程及知覺過程的持久組織，強調現在的主觀經驗；前者採

用行為主義觀點，後者則是認知學派的主張，至於 Freeman的定義則是目前大家

公認較好的解釋：態度是個體對某一特定事物、觀念或他人所持之穩定的心理傾

向，是由認知、情感和行為傾向三個成分所組成（侯玉波，2003：108）。 

Lippa（1994）指出，態度是對某事物的評價性反應與感覺，是經由學習而

得到的，一旦習得便持續影響個體對此事物的行為（引自張宏哲譯，2002：105）。

人們藉著對態度之對象物的評量，可以在某個層面上下判斷（例如：好/壞或正

面/負面），而且態度的對象物可以是任何的人、事、物（楊語芸譯，1997）。因

此，「態度」所指涉的感覺、想法或觀念，可能是正向或是負向的。 

    Ashford, J. B. et al.（1997）將評估個人（或案主）之社會功能的多層面架構

分為生物生理層面、心理層面及社會層面，其中，「態度」是屬於心理層面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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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之一，評估態度所考量到的層面主要包括了個人正負面的知覺、認為他人對自

己的看法、自己對他人的看法、比較對自己與對他人的期望、對現實狀態的知覺

程度等（張宏哲譯，2002：20）。 

    總括來說，態度的元素可區分為認知（belief、cognitive、knowledge）、情感

（emotion、affective、feeling）及行為（意向）（behavioral intention / image）等

三種成分（陳寶美，1995：18；張春興，2000：608；侯玉波，2003：108），在

此分述如下： 

（1） 認知層面：是指對態度物所抱持的信念、知覺等，是人們對外界對象的心

理印象，也是態度之其他層面的基礎。 

（2） 情感層面：是個體對態度物的肯定或否定之評價，以及依此評價所衍生的

情緒或感覺，例如：接受—排斥，喜歡—厭惡等不同的正負面感覺。 

（3） 行為層面：則是對於態度物在行為意向上的表現或反應。此成分會影響到

人們將來對態度對象物的反應。 

 

近代的研究已逐漸將態度與行為區分開來，認為兩者不盡相同（楊語芸譯, 

1997）。不過在許多關於態度的實證研究中仍將其面向分為認知、情感及行為三

個層面。 

 

（二）老年態度的概念 

1. 社會對於老年或老人的態度、刻板印象 

    在瞭解老年或老人態度的意涵及面向之前，必須先瞭解社會上一般人對於老

年或老人的態度或刻板印象。 

    以建構的概念來看，人們對於「老」的認知和反應算是相當複雜、多元的，

其客觀經驗和主觀意義更是千變萬化，受到歷史、文化、人口生態環境及政治經

濟影響甚鉅，然而人們對「老人」的印象卻往往具備了「簡單化」、「同質化」的

特質，例如把老人都看成是「智慧的長者」、「仁者風範」，或是體力衰弱的、脾

氣固執的等等（胡幼慧，1995：3）。 

    Saul（1983）認為社會對於老人的迷思可粗略分為兩種，正向的迷思認為老

年是一段平靜、和平、等待收成的黃金歲月，但事實上這段時間更是貧窮、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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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的老人的危機期；負向的迷思認為老人的思考與移動緩慢、沒有創造力、陳

緬於過去、不再改變與成長、難以擴展新的人際關係、受病魔侵擾、靜待死亡、

是家庭與社會的負擔（引自張瓊勻，2002：6）。 

同時，大眾傳媒對於老化形象的塑造也會建構出人們對於老化的態度，例如

Simon（1993：47）、Bradley et al.（2001）等人就指出，大眾傳媒的商業廣告常

呈現扭曲化的老化形象，藉由減肥、塑身的廣告強調「年輕化」的身體形象來「對

抗」老化，認為中年或老化的特徵是不好的；至於傳媒對老年的正面形象報導，

所描繪的通常也是那些保有工作角色、社經地位較高的人。 

由此可見，對於「老」的態度或刻板印象是趨於兩極化的，有正向的也有負

向的。從成年與老年人的老化或老人態度的研究中，可分析出正面或負面的老化

印象，以下分別敘述之。 

整理現有文獻，可發現一般人對於老年或老人的正面態度有：自我接納的、

對生活滿意的、調適良好的、友善的、慈祥和藹的、值得信任的、有智慧的、聰

明的、重視社交關係的、擁有友誼的、願意與他人分享的、有耐心教導後進的、

可愛的等傾向正面的人格特質（Weinberger & Millham，1975；陳智昌，1983；

Sander et al.，1984，引自林美珍，1993；胡幼慧，1995：3；謝麗紅，1996；洪

淑媚，1998；Mosher-Ashley & Bell，1999；陳宜汝，2002）。 

除了正向的態度之外，社會大眾的價值觀對於老化或老人仍持有許多負面

的、偏見的及刻板化的印象，大致歸納如下：保守的、固執的、囉唆的、自我中

心的、抗拒改變的、孤僻的、埋怨的、沮喪的、悲傷的、身體衰弱的、落伍的、

僵化的、不靈活的、缺乏性慾的、失去吸引力的、匱乏的、沒有意義感的、不快

樂的、沒有學習能力的、依賴子女的、造成社會負擔等負面的老化特性（陳智昌，

1983；Sander et al.，1984，引自林美珍，1993；胡幼慧，1995：3；謝麗紅，1996；

洪淑媚，1998；Hazen, 1994：28；Mosher-Ashley & Bell，1999；陳萍、王茜譯, 2001：

257；陳宜汝，2002）。這些傾向負面的刻板印象，不但強化了一般人對於老化的

錯誤認知，也常連帶影響老年人自己對老化的態度。 

Bridenstine & Quattrochi-Tubin（1986）指出，今日的人們除了對老年人仍然

有負面態度之外，這些負面態度也呈現了他們對自己逐漸變老的恐懼感。Atchley

（2000：434）指出，人們似乎不喜歡關於「老化」的概念，較喜歡的是隨著年

 8



齡而增加的智慧（wisdom）、溫暖（warmth）及良善（goodness）的特質。 

即使是老年人，對於老年期的到來也帶有抗拒的心理。一些研究顯示，雖然

老年人較直接面對生理老化的事實，但是其「自我定義」的年齡往往比實際的生

理年齡要更年輕，將近三分之二的老年人仍然覺得自己並沒有那麼年老，認為自

己是「中年人」而非「老人」（White, 1988；朱岑樓譯，1988：110；陳寶美，1995）。   

由此可見，雖然有正向及負向的老化態度同時存在，不過人們較喜歡的是和老化

有關的正向特質，且老年人較不願意接受自己老化的事實。 

 

2. 老人態度的概念與意涵 

    在瞭解了社會上一般人對老人或老化之態度後，必須說明老年態度之意涵以

及所涵蓋的向度。 

    老年學在談論關於老化（aging）的議題時，通常會將其分為幾個面向（徐

麗君、蔡文輝，1996：20）： 

（1） 年代的老化（Chronological aging）：表示一個人自出生以後到某一時刻所

累積的年齡。年代的老化告訴我們個人對環境適應力的降低以及老化的程

度，但不能精確測量整體老化的程度。 

（2） 生理的老化（Biological aging）：是指人體結構、生理層面的長期衰老。

較嚴重的是人體對疾病抵抗力的減退。 

（3） 心理的老化（Psychological）：是指個人行為上的老化。顯示了個人對於

老化過程的心理反應、成熟度以及對壓力的適應程度。 

（4） 社會的老化（Social aging）：因年齡老化而在社會角色上的改變，通常是

退出原本活躍競爭的角色，而扮演一個退縮的局外人角色。 

（5） 功能的老化（Functional aging）：因年齡增加而導致了工作能力降低。 

這些老化的面向使我們能夠更清晰地瞭解整體的老化內涵，不過由於年代的

老化只能知道實際的年齡，較無法精確測量老化的整體面向，而功能老化所指的

工作能力降低也不是本研究的重點，因此本研究關注的層面將著重在生理、心理

與社會層面的老化現象。 

    至於文獻中對於老化態度的定義，李倩華（1987：6）將老化態度定義為「對

年齡越趨老化及對老年生活所抱持的看法與接受的程度」。陳寶美（19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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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老年態度」是指個體對老化過程所產生生理、心理以及社會各方面轉變之

觀念、價值與信念等綜合傾向。 

    依據前述對於「態度」及「老化態度」的概念化定義，並考量老化的不同面

向，可進一步將「老化態度」（attitudes toward aging）或「對老人態度」（attitudes 

toward the aged）定義為：對社會上的老年人、老年生活或老化的過程所接受的

程度、抱持的信念或價值觀，涉及了個人在生理、心理及社會層面上的正、負面

態度評價。另外，有一些和老化態度較相近且易混淆的概念，例如對老人的刻板

印象（stereotypes）、年齡歧視（ageism）等，在此簡要地澄清這些相近的概念。 

一般來說，「刻板印象」指的是對一群可辨認之群體的成員之概括化信念，

通常會以對此群體的一般信念來對個別成員採取行動（楊語芸譯，1997），有的

定義則認為刻板印象是由信念及對他人之態度結合而成（Atchley，2000：412）。

「年齡歧視」是因老化而產生的系統性刻板印象與差別對待（Butler,1968,引自

Butler, 1989），較指涉個人因年齡而受到的他人不平等對待。同時，Fossbender

（1979）指出，態度與刻版印象常一起被討論，因對一群人的態度可能受這群人

的刻板印象所影響，故雖然老年學家較關心態度，但因刻板印象對態度形成的重

要性，所以也常研究一般人對老人的刻板印象（引自顏妃伶，1991：12-13）。 

本研究所要瞭解的是中年男同志對於自己將來逐漸變老的態度、對於老化的

認識，以及對老年生活所抱持的信念、想法，依據上述說明，選擇採用「態度」

及「刻板印象」的概念來作為本研究探討老化態度的參考架構。 

首先，「老人態度」與「老化態度」雖然在許多實證研究中常予以混合使用，

但由於本研究訪問的是尚未進入老年的人對老化的態度，故根據現有的文獻，在

此對於兩者的差異稍做區分。「老人態度」（attitudes toward the aged）指的是不同

的個人或群體對於整體或特定的老年人所抱持的態度，因此態度的對象物是在他

人；「老化（或老年）態度」（attitudes toward aging）是指個體對於老化過程、目

前或未來老年生活的看法或預期，是表達對自我面臨老化的感受，態度的對象物

是自己。 

    現有的文獻中，若以受訪對象來分，那麼老人態度研究的對象從兒童、青少

年、成年人到老年人都有，至於老化態度則幾乎是訪問中年人及老年人對於老化

的自我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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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老人態度的研究，多半使用態度量表的方式來測量不同的個人或群體對

於老年人的態度及刻板印象。在較常使用的老人態度量表中，以 Kogan（1961）

制訂的老人態度量表（old people scale）為例，是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

意」的 Likert式六點量表，題目的來源一些少數族群的問題，或來自作者及其他

人主觀認為在美國社會中對老人的刻板化印象及感覺；這 17對關於老人的正負

向敘述，可分為八類：關於老人的居住問題、與老人相處之問題、老人與其他人

的差異、老人與不同年齡個體間的關係、老人的依賴問題、老人的認知與能力、

老人的人格特質與外表、政治權力（引自陳智昌，1983）。 

    國內、外的老人態度研究，其態度量表主要都包含以下的描述面向：老人的

人格特質、生理狀態（健康、外貌）、心理健康、認知與智能、工作能力、自我

概念、性能力、家庭關係與社會關係等。 

至於老化或老年態度的研究，是探索關於老年人或非老年人對於自我老化的

看法，通常即根據態度的三個層面來建構老年態度的意涵：認知層面、情感層面

及意向（行為）層面。 

除了老年態度之外，也有一些研究使用的是老化知覺（perception of aging）

或是年齡認定（age identity）等概念，或是在老年態度的意涵中包含這些面向。

「年齡認定」是屬於自我概念中對於年齡的一種自我認同方式，年齡認同和年代

老化的年齡不一定是相同的。「自我知覺」是自我概念的一部分，是指個體把自

己當作注意對象時的心理狀態，是個體對自身形象、態度及價值觀或其他內在狀

態的「覺察」，故老化知覺是關於對自我老化之心理狀態覺察。 

關於老化知覺或年齡認定的研究，有生理或心理層面，每個研究者各有不同

的焦點。生理層面關注的是對於視力、聽力、牙齒、體力、頭髮、皮膚、身體外

型等健康或外貌上的變化，心理層面關注的是自己內在心理的感受與看法。 

Sherman（1994）將中、老年人「年齡認定」的轉變分為四種自我知覺的面

向：（1）比較性的自我：經由年齡同儕或代間親屬的社會比較而產生；（2）反映

性的自我：即他人對自己的反映；（3）回溯性的自我：對於自己外貌或體力等變

化的觀察；（4）成熟的自我：不和他人比較，也不和自己過去的身體特性比較，

而是看到自己的內在改變。 

國內的研究方面，一些研究將老化態度分為正向、中性、負向及有條件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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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向度，各個向度有各自的老化情形描述（徐立忠，1982；胡海國，1982：747；

李倩華，1987）：（1）老年是可憐、無用的，生活沒有任何的希望樂趣（負向）；

（2）老年無好壞可言，一切就是這麼順其自然地聽天由命（中性）；（3）老年的

時光是珍貴的，此時正可好好享受與體會人生的成果（正向）；（4）如果____（寫

出條件，如有錢…），則老年是有價值的（有條件性）。 

蘇耀燦（1978：34）以五項指標測量老人的老化態度：對自我能力的評價、

對生理老化的態度、對社會待遇的反應、對往事回顧的滿足、對年齡認同的態度

（引自陳寶美，1995：19）。 

    蘇文璽（1992）將老化認知與態度分為社交網絡、老化角色認同及老年自我

調適三個元素，測量每個元素的高低評價。 

    陳寶美（1995：21）依據態度的三個層面，將老年態度建構為五個內涵： 

（1）老年認知：個人對「老」的定義與年齡認定；（2）老年感受：對生理老化

的看法、對社會角色的聯想以及心理的憂慮與期望；（3）老年評價：老年生活的

優缺點、快樂的要件與生活滿意度的評定；（4）特定的老年觀：對價值、死亡、

時間及老年規範等各種觀點的看法；（5）老年適應：對生理老化、時間壓力及社

會變遷等方面的適應。 

    根據上述文獻，在此將「老人態度」及「老年∕老化態度」兩個相近的研究

主題進行比較，整理如下： 

表一  老人態度及老化態度之差異比較 

 老人態度 老年∕老化態度 

定義 

個人對於老年人所抱持的信念

與想法，態度的對象物是他人

（老年人）。 

個人對於自己的老化過程、現

在或未來的老年生活的看法或

預期。 

研究對象 

從兒童～老年人等各種年齡

層，或是其他的次群體（如大

學生、教師等）。 

對於老化有較多直接感受者，

因此以中年、老年人的受訪者

為主。 

內涵/面向 

大致分為以下幾類對老人的描

述，或者再分辨其隸屬於正向

或負向的程度： 
（1） 人格特質 
（2） 生理狀態、健康 
（3） 心理健康 

是種關於態度的自我概念反

映，文獻中提到的面向大致有

以下幾種： 
（1） 對自己生理變化、心理

層面老化的看法 
（2） 對於年齡的自我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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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認知、智能 
（5） 工作能力 
（6） 自我概念 
（7） 性能力與性生活 
（8） 家庭、社會關係 

（3） 老化的角色認同 
（4） 老年的生命回顧 
（5） 對社會待遇的反應 
（6） 自我能力的評價 
（7） 特定的老年價值觀 
（8） 老年生活適應 

研究方向 
（1） 對老人的態度 
（2） 對老人的刻板印象 
（3） 年齡歧視 

（1） 對老化的態度 
（2） 老化認知 
（3） 年齡認定 

 

（三）小結 

    依據上述文獻中所採用的概念，由於本研究並非計量方法的操作，因此不採

用態度量表，且研究對象是中年的男同志，研究目的是要了解其對於老化歷程或

老年生活的自我態度，因此以老化/老年態度的研究架構為主。不過本研究訪問

的中年男同志並非六十五歲以上的老年人，故將著重在對老化歷程（生理變化及

心理層面老化的看法）、未來老年生活的看法（優缺點、滿意度、價值觀或自我

能力之評價與想像），因此老年生活的適應、生活滿意度、生命回顧等面向不是

本研究關注的重點。 

    本研究對於老化態度的問題向度乃整理如下： 

（1） 對於老的看法：瞭解中年男同志對於老化的意義詮釋、自我覺知，以及對

於生理老化、外貌改變及心理層面的看法。 

（2） 對於未來老年生活的看法：瞭解中年男同志對於老年生活的評價、想像或

擔憂。 

 

二、老年準備 

（一） 老年準備的意涵 

在提到老年生活準備之前，需先瞭解一般人進如老化階段時通常會面臨的幾 

項問題：（1）身體器官和功能衰退，健康惡化的問題；（2）退休後收入減少的經

濟不安全問題；（3）新社會角色的適應問題；（4）孤獨、空虛、失落等情緒問題；

（5）自由時間增加，從事休閒活動安排的問題；以及（6）面臨死亡來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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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呂寶靜，1997）。而 Havighurst（1972）也列舉了幾項問題：（1）適應健康和

身體衰退；（2）適應退休和收入減少；（3）適應配偶的去世；（4）與同年齡之老

年人建立友誼的問題；（5）適應新社會角規範的問題；（6）找到合適的居住環境

（徐麗君、蔡文輝，1996：88）。對於後中年期的人而言，這些都是必須正視的

問題，從事越多的準備工作，對這些問題的因應能力就較強。 

徐麗君、蔡文輝（1996：57）也提到，老年社會化適應的問題大致有三類：

（1）退休適應問題；（2）獨居生活問題；（3）面對死亡問題，若一個老年人能

夠對這三類問題有適應的準備，那麼他的老年生活應比沒有準備者要安順。因

此，老年生活的準備對於老年期的再社會化（re-socialization）具有重要的影響。 

上述這些老年期適應的問題，就是在成年期為老年預作準備所關心的議題，

所以「老年準備」是一種在進入老年之前對老年生活角色的預期，對於老年生活

所面對的問題做妥善的規劃，以增加對老年生活的適應能力，減低危機的發生。 

呂寶靜（1997）將老年準備定義為：個體在成年期開始為老年期生活所做的準備，

預先瞭解老年期可能遭遇到的問題或生活變化，經由有意識、系統的準備，以避

免問題之發生，俾能在老年時享有安全又滿意的生活。 

    對老化預作心理上的準備，將可增進個人對退休與老化的正確態度，而對於

退休做進一步的安排與計畫，更能減少退休前後的心理衝擊，並有益於老年生活

的適應（Keating,1980,引自李倩華，1987：32），由此可見為老年作準備之重要

性在於它關係到老年生活的適應狀況。 

關於「老年準備」的文獻較少，在探討老年準備的議題時，通常須提及另一

個較相近、探討較多的概念：「退休準備」（retirement preparation）或「退休前計

畫」（pre-retirement planning）。「老年準備」與「退休準備」兩者似乎都有「準備」

的意涵，然而，究竟彼此之間有何不同？Atchley（2000：245）指出，退休（準

備）計畫方案有時也提供有關老化議題的資訊，例如：良好健康狀況的維持、保

持積極的心態、法律事務的資訊、對年老父母的照顧、長期照護，以及居住安排

等，但這些焦點本質上並非退休計畫的主要面向。兩者均具有社會角色的退出

（role exit）及生命週期轉銜（transition）的意涵，但「退休」並非意味著「進入

老年」，「進入老年」也並非表示「退出工作者角色」；退休準備是為了適應「退

休者」（retiree）的角色，而老年準備是為了適應「老年人」（the elderly）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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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較著重於工作角色的退出、經濟來源的改變等，而後者的準備則關切更多和

老化歷程（aging process）有關的生命事件，例如身體健康的改變、心智功能的

衰退、家庭關係的轉變、喪偶的調適等。 

大體來說，老年準備與退休準備兩者的內涵有部分重疊之處，而退休生活的

調適亦屬於老年期的發展任務之一（Zastrow & Kirst-Ashman, 2001：581），不過

由於退休準備的實證研究較為豐富（呂寶靜，1997），因此本研究同時探討退休

準備及老年準備的意涵及操作面向，但較著重於和老年生活準備有關的部分。 

    在文獻中，除了老年準備或退休準備的概念之外，也使用一些較相近的概

念，例如：財務計畫（或財務準備）（financial planning）、退休態度（attitudes toward 

retirement）、退休前計畫方案（pre-retirement preparation programs）等。 

財務計畫著重的是經濟層面的準備內容，例如：個人儲蓄、投資、社會安全

給付的獲得等。退休態度較強調個人對於退休年齡、退休後生活、退休後工作意

願等方面的心理看法。退休前計畫通常較指涉特定團體或機構所辦理之個別性或

團體性的方案或研習課程。 

國外的研究中，關於退休準備的面向有以下幾類：退休計畫、早期退休意願、

預期的退休年齡、參與退休計畫的機會、退休態度、退休意向、預期的經濟資源

等，最主要的面向通常是退休計畫的參與程度以及計畫的項目，而退休態度通常

被視為是影響退休準備或退休計畫的預測因素，至於其他的諸多面向則是各個研

究所著重的不同焦點。 

國內研究方面，通常將退休準備分為退休投入及退休計畫兩個部分。退休投

入指的是針對退休所投入的時間，退休計畫則是比較實在的退休後的生活安排，

亦即前述所提的那些退休計畫的內容項目。也有研究將喜歡或預期的退休年齡視

為退休準備的面向之一。 

「退休投入」通常使用 Evans, Ekerdt & Bosse(1985)編製的退休投入量表：

與配偶討論、與孩子討論、與好朋友討論、與工作伙伴討論、閱讀報章雜誌。「退

休計畫」的量表通常包括：每日作息的安排、經濟準備、義務性工作或再就業、

居住安排、健康維持、參與退休計畫的研習課程等項目。 

呂寶靜（1997）則以「目前是否從事老年準備」作為測量方式，準備的項目

包括：存錢、買房子、參加人壽保險、養兒育女、學習過獨立的生活、注重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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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休閒嗜好、爭取政府看放老年年金保險等。 

另外，施教裕（1993）、辜慧瑩（2000）等人則以四個概念來測量退休準備：

心理準備、退休計畫、退休商量及退休指導。 

 

（二） 老年（或退休）準備的內容或計畫項目 

在關於退休準備的討論中，會發現常將退休或老年準備窄化為財務（經濟）

層面的準備（financial planning），同時許多人也較重視經濟準備的層面，而使得

其他的準備內容被忽略，容易使人以為進入老年期之前只要做好完善的理財規

劃、享有經濟安全的保障，就可獲得良好的退休及老年生活品質。不過，實際上

並非如此，老年（退休）準備的內容顯然不只是經濟準備而已，關於健康與醫療

照顧、婚姻或家庭關係調適、角色轉換、志工角色參與、休閒生活、社會關係或

社會參與、膳食、社會服務提供等，都是討論老年（或退休）準備時不可缺少的

內容。 

Ekerdt（1989）認為退休準備的方案應包括「計畫」（planning）及「諮商」

（counseling）兩部分，計畫是指實際的退休規劃內容，諮商則是針對個人的需

求提供相關的諮詢服務或建議；大部分的退休計畫方案都會關切下列的議題：所

得與財務、健康維持、居住安排、關係網絡、休閒時間的使用，以及老化過程與

心理社會發展等（引自 Bert & Paul， 1993：374）。Monk（1990：401）將退休

前計畫方案的內容歸納為下列七項：（1）財務計畫；（2）健康維持；（3）營養；

（4）改變的角色和態度；（5）志工角色的參與；（6）休閒活動；以及（7）居住

安排的方案。而 Ferraro（1990）則將退休準備的項目分為：建立個人儲蓄、夠

買房屋、瞭解關於年金及社會安全給付的資訊、培養嗜好及休閒活動、決定是否

遷居、預立遺囑、醫療照顧的獲得、是否和子女同住等八個項目。除了這些項目

之外，對於社會角色變化的適應亦是重要的準備項目之一（胡海國，1992：

749-750）。 

Zastrow ＆ Kirst-Ashman（2001：596-597）指出了為老年做正向心理準備

的導引：（1）建立親密的個人關係；（2）財務狀況的維持：不少研究指出影響老

年期生活滿意的兩個因素是健康和收入，因此為老年期存錢並學會投資理財是重

要的；（3）興趣與嗜好的培養：在成年期除了工作之外，還要培養興趣和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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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我認同的建立；（5）展望未來的態度：不要緬懷過去而是展望未來，預

先規劃退休生活；（6）具備危機處理的能力。可見除了親密關係、財務、興趣嗜

好等方面的實際準備之外，個人的心理態度也是不可忽視的層面。 

依據上述退休準備的內容或計畫方案，將退休準備的內容大致上歸類為：（1）

心理的準備：自我認同感的建立、正向的老化態度、老化過程的心理調適；（2）

實際的準備行動：財務準備、居住安排、培養興趣或嗜好、飲食與健康的注意、

休閒活動參與、家庭（代間）或親密關係維持、志願服務參與、醫療照顧等。 

 

（三）老年準備的實際情形 

Kremer & Harpaz（1984）訪問了以色列海法工業區 62-64歲的工作者，發現

大部分的受訪者希望退休後能繼續工作，對退休呈現較正面的意向，但是實際從

事退休前計畫的人卻很少。Beck（1984）的研究也顯示，在 60-74歲的中老年男

性中，有參與退休準備方案的低於 4％。 

Behling & Merves（1985）訪問了 913位 25-64歲的工作人口，欲瞭解其退

休前財務準備的情形，發現許多人均缺乏財務準備，尤其是波多黎各人（相較於

白人與黑人）及女性。 

陳毓璟（1989）的研究顯示，公務人員的退休準備情形中：（1）退休投入以

閱讀報章雜誌最多；（2）退休計畫程度以「維持健康」最多，「居住問題」最少；

（3）預期退休年齡的部分，有 27％的受訪者喜歡在 65歲以前退休，26％預期

自己實際可能在 65歲以前退休，平均來說，喜歡退休的年齡顯著比預期退休的

年齡延後。整體而言，公務人員的退休準備程度不高，大多屬於「偶爾想到（或

偶爾如此）」或「常常想到但未做計畫」的狀態。魏文瑞（1997）的研究將退休

準備分為「退休計畫」與「退休投入」兩類，發現國小退休前教師的退休計畫在

「傾向良好」的程度，而退休投入則在「偶而如此」的程度，謝榮茂（2003）研

究退休前國小教師也有相似的發現。蕭雪玲（1998）的研究則顯示國小退休前教

師的退休準備程度大多停留在「有時如此」的狀態中。這些針對公教人員退休準

備的研究結果指出，魏文瑞（1997）、謝榮茂（2003）等人的研究結果較傾向良

好的退休準備，而陳毓璟（1989）及蕭雪玲（1998）的研究則居於較中等程度的

退休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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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麗紅（1996）的研究發現大專輔導科系學生他們對老年生活及準備的預期

有以下的看法：(1)居住環境喜歡在較鄉下而幽靜的地方，且與老伴或親友共住；

(2)皆強調健康的重要性，並且在進入老年之前，就應預先培養興趣、保重身體、

存錢買房子、找個好伴侶等，並從事自己喜歡的事物及活動；(3)希望子女能給

予尊重及關懷，並給他們空間做自己喜歡的事；(4)認為自己比老一輩的人較懂

得規劃未來的老年生活與興趣培養，因此均表示老年生活應該會過得不錯。 

    呂寶靜（1997）則針對 1557位 20～64歲的台灣地區民眾進行次級資料分析，

瞭解台灣民眾從事老年準備的情形，結果發現：（1）在回答是否有為老年生活

進行準備時，有準備者佔 50.74%，約佔一半，其中準備的內容以經濟準備

為主；（2）前四項準備項目依序是存錢（31.9﹪）、注重保健（23.0﹪）、參加人

壽保險（22.2﹪）、培養休閒嗜好（16.4﹪）等。 

    章英華、傅仰止等（2002）主編之「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研究發現，

一般民眾對老年生活的預期，在「居住安排」的部分，有 53％的人希望年老時

是夫妻自己住，而 19.6％的人希望固定和一個已婚兒子同住；「生活費安排」方

面，多數受訪者希望年老時生活費能夠自理（69.8％），由兒子負擔或分擔則次

之（17.3％）。由此顯示，台灣民眾較希望老年的經濟生活及居住安排能夠較少

依賴子女，而有較大的自主性。 

 

（四）小結 

在瞭解老年或退休準備的意涵、面向及計畫內容之後，選擇以「退休投入」

及「退休計畫」作為本研究探討老年準備時的參考架構，再將主軸放在「老年」

而非「退休」，建構出本研究對老年準備的討論內容： 

（1） 對老年問題的關心：瞭解中年男同志對於老年準備之重要性的看法，以及

與朋友或伴侶討論老年問題的情形、頻率等。 

（2） 為老年生活作計畫：瞭解中年男同志在財務計畫、居住安排、健康醫療、

伴侶關係及朋友網絡、休閒活動與興趣、社會參與等方面的準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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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影響老化態度以及從事老年準備之因素 

一、老化態度的形成 

    關於對老人及老化的態度如何形成，至今並未有明確且為大家接受的理論架

構（Ramoth,1981, 引自顏妃伶，1991），只有少數的文獻嘗試以一些社會學或心

理學的理論觀點作為解釋。 

    在解釋態度改變的理論中，Festinger（1957）提出的認知失調理論（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定義所謂的「認知失調」乃是兩種認知或想法之間的不一致

所產生，但並非任何的不一致都會引起失調，而是在行動、思想與自我概念之間

不一致時才會引起這樣的不舒服感（李茂興等譯，1995：333）。而 Brubaker & 

Powers（1976：445）即使用認知失調理論來解釋對老人的刻板印象，認為對老

人刻板印象的產生和對老年的客觀定義、主觀定義及自我概念皆有關係，亦即個

人會從對老年的客觀指標（如工作角色喪失、身體健康衰退等）及與他人的參考

比較中形成對老年的自我定義，對一個自我概念較差的人來說，便會反映出較對

老人負面的刻板印象，但當他將此印象投射到老人身上時，反而能以較正向的態

度看待自己，取得心理上的平衡。 

    從需求滿足的角度來看，Maslow（1970）的需求層次理論指出每個人都需

滿足不同層次的需求，從最基本的物質需求開始，到最高層次的需求是自尊及自

我實現，也就是正向自我概念（self-concept）的展現。自我概念是我們如何看待

並感覺自己與外在世界的關係，對於我們如何感覺自己的逐漸變老有重要的影響

（引自 Neuhaus & Neuhaus，1982：87-88）。實證研究中發現，自我概念越強的

人，有較高的自尊及自我價值感，較能以正向的態度來看待老化的過程（Brubaker 

& Powers，1976；陳智昌，1983；Thomas,1980, 引自李倩華，1987：30），個人

的自我概念越佳，對於老化的適應就會較好（胡海國，1992：869）。 

一些文獻指出，對老年人的負向態度或刻板印象，其實是反映了個體對變老

的嫌惡，對自己逐漸變老後的無權力感、無用感的懼怕，擔心自己未來也有和老

人相同的特質或生活狀態（Bridenstine & Quattrochi-Tubin, 1986；Botwinick, 1984, 

引自顏妃伶，1991：14）。亦即，對老年人的態度反映了對自己未來老年生活的

態度或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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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認知失調理論、需求層次理論及上述的實證研究，再配合本研究的目

的—瞭解中年男同志在目前的中年期階段對於老化過程及未來老年生活的自我

態度、感受或想法，可以確知所謂的「老化態度」在本質上乃是一種自我概念

（self-concept）的反映。依據這樣的脈絡，探討老化態度的成因時，將以自我概

念的意涵與形成要素作為（老化）態度建構的基礎。 

    C. Roger（1951）認為自我概念是指個體如何看待他們自己的一種理論性架

構，也是個人對自己多方面綜合的看法，包括了個人對自己能力、性格及與人、

事、物之間的關係等諸多面向，也包括個人從目標與理想的追求中獲得的成敗經

驗（引自張春興，2000：469）。 

    社會學家 Charles Cooley提出了「鏡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的概念，

認為我們對自己的定義會依據我們幻想、觀察他人對我們的行為做出的判斷，來

評價自己的行為，以瞭解自己是否會受歡迎、成功，或有良好的人際關係。George 

Mead的「概念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s）也有相似的意涵，運用了 Cooley提

出的觀點，指出人們對自我的認知常常來自於與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的

互動，在每個人扮演的角色上，我們經由他人對我們行為的期待來發現自我

（Smelser，1991；謝高橋，1994：224-226）。他們的觀點皆顯示了自我並非天生

固有，是隨著社會而發展的。 

    至於其他一些常見的名詞，如自我期望（self-expectation）、自我接納

（self-acceptance）、、認同（identity）、自尊（self-esteem）、身體意象（body-image）

等都可算是自我概念中的主要建構成分，不過本研究並不在此詳述這些概念之間

的差異。總括來說，關於廣義的「自我概念」的定義及相關理論相當眾多，不過

若依上述的內涵可以整理出，自我概念就試個體對自己多方面、整體性的看法，

這些看法所針對的對象可能包括了身體、心理、能力、性格、情緒、動機、信念

等各個不同的向度。 

    瞭解上述關於自我概念的意涵之後，可進一步瞭解自我的過程分為「自己如

何看待自我」以及「他人如何看待自我」兩種層面。自己對自我的看法，若以社

會建構的觀點，那麼在社會化過程中，自我態度的形成顯然是社會建構的結果；

而態度的社會建構大致可歸類為以下的途徑：（1）直接性的個人經驗：與對象物

的直接接觸經驗；（2）經由模仿或社會學習：如經由父母、同儕或大眾媒體等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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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來源（楊語芸譯，1997：236-242）。至於「他人如何看待自我」，誠如Mead

提出的「概念化他人」，強調的是與他人的社會互動的結果，是一種社會自我的

概念，同時，在Mead所述之「概念化他人」概念中已經預示了參考團體（reference 

group）的重要性（謝高橋，1994：146）。綜合上述，以個人及他人看待自我的

方式兩種角度，研究者嘗試以直接性的個人經驗、社會學習以及參考團體比較三

種途徑作為個人之老化態度的解釋觀點。 

 

（一）直接性的個人經驗 

    要對某些對象物或議題發展出個人態度，最明顯的方法是經由對象物評價的

個人經驗而來，例如：宗教經驗、兒時創傷、戰爭經驗等，這些事件都可以對相

關的議題或對象物產生強烈的態度（楊語芸譯，1997：237）。 

    因此，個人的直接經驗對於其後來的態度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若以「老年

人」或「老化經驗」作為態度的對象物，那麼直接的個人經驗意指著與老年人的

直接接觸及相處情形，包含與自己的老年父母、鄰居或朋友當中的老年人的接觸

經驗；這些接觸經驗增強了個人對於老化過程或老年生活的理解，個人會根據經

驗中的觀察而形成自己對於老化的想像與態度，無論是正面或負面。 

    在實證研究方面，與老人同住是較重要的接觸老人經驗，曾經與老年人同住

者，往往產生較正向的老化態度（陳智昌，1983；林美珍，1993；謝麗紅，1996；

陳宜汝，2002）。不過也有研究發現，與不曾同住的老年人接觸越親密，對老人

態度越正向，同住的經驗反而增加對老年人的厭惡及排斥感（劉慧津，2001）。

發現與老人有接觸交往經驗的學生有較正向的態度，尤其是是否曾經與老人同住

一項，而對於大學生的研究也有同樣的發現；林貴滿（2000）訪問護理及非護理

科系的學生，結果顯示，無論接觸老年護理課程前後，若和老人同住意願越高、

鄰居有老人居住、家中有老人居住、及與父母同住，則對老人態度越趨正向，劉

慧津（2001）的研究則發現與非同住老人接觸越親密，則對老人態度越正向。 

    至於一些文獻指出中年人比年輕人有較正向的老化態度，是由於中年人與年

老父母同住的情形較多，對於老化過程有較多的觀察經驗與瞭解（Bridenstine & 

Quattrochi-Tubin，1986；Rao et al.，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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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學習與模仿 

學習理論認為，在任何情境下每個人都會學習到某種行為，在多次學習之後

還會成為習慣，之後當相同或類似的情境再次出現時，個體將會採用慣用的方式

加以反應。 

    學習理論提出了三個人類的學習機制（侯玉波，2003：27-28, 116）： 

1. 聯結（association）：把特定的態度與某些事物聯結在一起，也就是一種古典 

制約（classical condition）的學習。 

2. 增強（reinforcement）：在學習經驗中對特定的事物或行為受到特別的激勵或

賞罰，以強化對某些事物的態度。 

3. 模仿（imitation）：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對他人的模仿經驗或觀察而形成態度。 

    學習理論在 20世紀 70 年代以來被社會心理學家 Bandura加以應用，提出了

社會學習論（social learning theory），對於人類社會行為的解釋具有很大的影響。

社會學習論基本上認為學習可以單靠觀察而發生，無須任何實作經驗。他人的行

為（楷模）是一種訊息的來源，可讓觀察者在稍後做出同樣的行為。（Bandura, 

1973,1977，引自楊語芸譯，1997：17）。 

    亦即，社會學習論和傳統學習論不同之處在於社會學習論認為聯結或特定的

增強物對態度的形成並無太大作用，重要的是「模仿」（modeling）的過程，模

仿的對象是一種楷模（model）的角色（侯玉波，2003），個人對學習的楷模不斷

地觀察並在其心中重複地產生印象，而逐漸形成自己的態度。 

    在學習理論的假設之下，後天的學習經驗具有重大的影響，因此，諸如家庭、

學校、同儕團體、工作場所或大眾傳播等社會化的重要媒介，都有可能影響個人

的學習經驗與觀察，而形成對於他人或事物的態度。 

    若一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所接觸的都是對老人的偏見、歧視與負面的刻板

印象，那麼藉由不斷地獲得資訊與觀察，將會使個人易於模仿他人或社會整體的

老化態度，而且會內化成為自己對老年的看法。謝麗紅（1996）指出，個人過去

接受的資訊會形成其對老人及老年生活的認知，若接觸的資訊越正面，則老化態

度與認知就越正向，且這樣的認知會影響他們對自己為來老年生活的看法。 

    在大眾傳播（如電視、廣告）方面，對於老人所描繪的形象一直是老化態度

產生的重要來源；以電視為例，電視節目中的老人常被形容為自私、頑固、性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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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孤單無助及古怪等特質（Waters, 1982, 引自林義男，1992：199），這樣的情

形反映出，傳播媒體本身對於老化也產生某種態度與刻板印象，而且還會影響人

們原有的態度。一些文獻指出，由於現今我們接觸老人的機會有限，甚至根本沒

有接觸，需依靠家人、同儕的訊息，若他們污蔑老人，便給予人們不當的角色示

範，加上大眾傳播對於老人扭曲、負向的描述，也就造就了對老人的負向態度

（Dangott & Kalish, 1979；Hooyman & Kiyak, 1988, 引自顏妃伶，1991：15）。 

    另外，專業知識的學習也是一種態度形成的資訊來源，例如醫療或護理科系

的學生在學習老人學的相關課程或實習的經驗時，會將課程的內容或課堂中實際

的接觸老人經驗內化成為自己對老人的瞭解。 

Mosher-Ashley（1999）發現職能治療科系的學生對於老化的態度較其他科

系的學生更為正向，這可能是由於職能治療科系平日的學習過程參與了較多和老

化議題有關的課程；林貴滿（2000）亦發現參與老年護理課程的學習明顯改善了

護理及非護理科系學生的老化態度。Seltzer（1977）的研究則發現課程內容的學

習並非是影響老化態度形成的因素，而是課程的教導者以及所塑造出的學習環境

影響了老化的態度。 

總之，以社會學習論的觀點，經由家庭、同儕團體或傳播媒體等社會化機制，

產生「觀察學習」或「模仿」的功能，在這些社會化過程中，是否有特定的角色

學習楷模、是否接觸過老化的相關知識或資訊，將會影響個人對於「老」的價值

觀，產生自我的老化態度。 

 

（三）參考團體比較 

前述已提及，透過「鏡中自我」及「概念化他人」的方式，個人將藉由社會

互動所瞭解的他人評價中瞭解自我，在這樣的思維之下，參考團體即是一種瞭解

自我概念的方式。那麼，究竟什麼是參考團體？ 

「參考團體」（reference group）係在做決定或進行評價時做為參照基準的社

會團體（Macionis，1996：109）。人們在評價自己的生活狀況或行為時，常會有

意無意地參考某個團體，評斷高下的標準，完全視被選為參考團體的對象而定。

參考團體的選擇並非臨時起意，是反映出他出身的社會團體，及這些團體的期望

水準，隨著用以比較之團體的不同，我們可能會感到有利或不利、滿足或不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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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差異，因此，參考團體具有比較的功能（林義男譯，1992：118-119）。 

這樣的團體對我們而言，不僅是因為它的份子影響我們扮演角色的方式，也

因為我們可能不是它的份子，或間接與它的份子有所互動，因而影響我們的認知

與行為（謝高橋，1994：146）。因此，我們原本的態度和參考團體之間可能有所

差距，但是經由瞭解參考團體的觀點及價值規範之後，會逐漸修正原有的態度，

而使自己的觀點與參考團體趨於一致。參考團體不一定是我們自己原本隸屬的群

體，重要的是我們所選擇的團體有何特定觀點會影響我們的態度形成或改變。 

    在老化態度的相關研究中，最常應用參考團體概念的就是「年齡認定」（age 

identity）的研究。Bultena & Powers（1978）以參考團體來解釋自我老化及年齡

認定，發現若和同一年齡群體進行比較，那麼健康狀況較佳、社會接觸越多、個

人獨立性越高者，對於自己的年齡認定是較年輕的。Ward et al.（1988）的研究

則發現，與健康狀況相近的人群比較，會影響個人的年齡認定，至於家庭狀況、

社會關係或經濟狀況則並無影響（引自 Sherman，1994）。同時，Logan et al.（1992） 

、Sherman（1994）等人指出，過去的實證研究多半發現個人的年齡認定和其自

評健康狀況有強烈的關聯性。 

    其他關於老人或老化態度的文獻指出，經濟水準、職業地位或教育程度較高

的人（無論是老人或非老人），有較正向的自我概念、老化態度或生活適應情形

(Harris, 1975, 引自李倩華，1987；Warren, 1980, 引自陳智昌，1983；許毅貞，

1993；Rao et al.，2000)，顯示不同的經濟水準、職業地位或教育程度者因著其

不同的社會位置而可能有不同的價值觀、生活態度等，若將這些屬性視為不同的

參照規範，那麼或許可以解釋：個人可以選擇某個社經地位的群體作為參考團

體，而決定要參照或否定某個團體的價值或觀點，若選擇或隸屬較高社經地位群

體者，自我概念較佳，對於老年的態度即較為正向，反之則較為負向。 

    根據上述文獻，可知若以參考團體的概念來理解個人的老化態度，那麼不同

的健康狀況、社經地位使個人處於不同的社會位置，個人將以某種健康狀況或社

經地位之屬性視作一種參考團體，對此參考團體的規範、價值觀的學習或比較，

產生自己對於老化的自我概念，如此一來，健康狀況及社經地位便成為影響老化

態度的預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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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經由上述對於個人之態度形成的解釋，可得知關於自我的老化態度是由不同

的社會化過程所建構的，並非與生俱來。 

    從認知失調理論及需求層次理論的角度，顯示自我概念與（老化）態度之間

有密不可分的關聯性，同時，老化態度也就是一種對於老化的自我概念、態度或

想法，因此「老化態度」的形成雖然沒有明確的理論架構，但研究者認為從自我

概念的角度出發可以解釋老化態度的可能成因。 

直接性的個人經驗，通常是最容易形成自我態度的媒介，個人經由對老人及

老化經驗的直接感受，形成對自己老化的態度。與老年人相處經驗越多者，對於

老化會有較多的瞭解，對於老年的感受較為強烈，至於是否曾與同住或非同住老

人有接觸，對於老化態度的影響方向不太一致。 

    社會學習論的觀點，強調了「觀察」及「模仿他人」的重要性，各種社會化

過程都可能是學習的途徑，經由學習的結果使得個人的態度產生，由此觀點思考

老化態度的形成，那麼在個人的社會化過程中，對於特定角色模範以及老化相關

資訊的學習，將形塑出個人老化態度的差異。 

    至於參考團體比較，則是立基於Mead的「概念化他人」，認為我們對自我

態度的理解是源於與參考團體成員的差異比較而進行的自我評價，並選擇是否跟

隨參考團體的規範以做為自我的態度。根據老化態度或年齡認定的的研究，發現

不同的健康狀況或社經地位形成了不同的參考團體規範，對於一個人對「老」的

自我概念可能產生重要的影響。 

 

 

二、影響成年人從事老年準備的因素 

    前述已提及，現有的著作當中關於老年準備的概念較少，退休準備的著作較

多，同時無論是老年或退休準備，對於影響的成因並未有明確的解釋性架構，在

此擬以角色理論的預期社會化概念來闡述老年準備的意涵及重要性，再以社會交

換理論的觀點透視經濟資源對於老年準備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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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角色理論：預期社會化與角色退出 

    「社會化」（Socialization）是一種人格與自我發展的過程，在當中個人學習

社會期望、文化規範以及不同的社會角色。在生命週期中，每個發展階段都會經

歷不同的社會化過程，當前一個階段所習得的價值規範到了下一個階段，角色行

為與價值皆產生極大的改變時，就是一種再社會化（resocialization）開始的過程，

由兒童期到成年期，以及成年期到老年期，都會經歷這樣的變遷。 

    而角色理論所提出的「預期社會化」之概念，強調的是下一個社會化階段之

前的預先準備或安排。「預期社會化」（anticipatory socialization）最早是由Merton 

& Rossi（1957）所提出來的，是與角色退出有關的概念，預先為個人實際進入

新團體而開路，不但指示個人邁向新角色，也幫助個人退出舊角色（朱岑樓譯，

1988：235）。Kremer & Harpaz（1984）指出，預期社會化的概念在一般文獻中

乃是描述人們對於某種潛在的未來事件產生自我態度之前，在情感及認知方面投

入預期式的思考過程；在此階段，人們藉由預期的改變、現有的個人資源等而形

成某些態度。 

    預期社會化藉由退休準備（計畫）的方式，能使個人逐漸適應且使一連串的

角色地位得以持續，它緩和了突發性的改變，並使未來的發展更易於自我掌控

（Monk，1990）。本研究欲探討的主題—老年準備，是為了對「老年人」之新角

色的適應而預作準備，顯然可用「預期社會化」的概念來詮釋老年準備之意涵。 

    依角色理論的主張，個人角色轉換的成功端賴兩種過程：一種過程是對新角

色的「預期社會化」（anticipatory socialization），預期社會化是指對未來所欲扮演

新角色的學習，對於老人角色的預期社會化則是指個體在未進入老年期即學習與

老人角色有關之權利、義務等規範和期待。另一種過程是心理上準備好捨棄舊的

角色，成年人的角色中最重要的角色是工作角色。因此，個人必須能接受從工作

崗位退休的不可避免性，並找出工作角色外個人存在的意義，方能適應老年的生

活（呂寶靜，1997）。 

    因此，老年準備一方面是要學習新的老年角色與生活，另一方面是要退出舊

成年期的工作者角色。在中年期為老年生活預作準備，有助於老年期能有良好的

個人適應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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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角色理論的預期社會化及角色喪失來看老年準備，顯示了為老年作準備計

畫的重要性，由於預期社會化的過程藉由預期的角色改變及個人的資源多寡而形

成某些對於退休、老年生活的態度（Kremer & Harpaz，1984），因此以下將以個

人資源的角度，探討成年期個人資源的多寡是否是影響老年準備的情形。 

 

（二）個人資源差異 

    由於現有的老年準備文獻，並沒有對老年準備的影響因素做出明確的理論觀

點解釋，但實證研究發現個人資源的多寡（尤其是經濟資源）是個影響老年或退

休準備的重要因素（McPherson & Guppy，1979；Beck，1984；Kremer & Harpaz，

1984；Campoine，1988；Ferraro，1990；呂寶靜，1997）。因此本研究也試圖以

個人資源差異的角度做為影響老年準備的解釋因素。 

關於個人的資源，可大致區分為經濟資源與非經濟資源（如社會環境、關係

網絡等）。辜慧瑩（2000：14）將影響退休者退休調適的資源因素分為經濟資源、

健康資源、社會支持與社會參與。本研究乃將個人資源區分為經濟、健康及社會

支持，作為影響老年準備差異的可能因素，並分別加以探討。 

（1）經濟資源 

    通常經濟資源的測量包括了工作收入、職業地位、教育程度等。收入可以顯

示個人是否有足夠的金錢儲蓄或做其他的投資，職業地位代表了個人在社會上的

某種社會聲望或成就地位，而教育程度代表了某種較高的社會地位以及社會資訊

來源，因此握有較多經濟資源者應該也有較多的老年（退休）準備。 

    研究發現，退休前個人或家庭的工作收入越多、職業地位越高、教育程度越

高，越有可能想到或實際為退休（老年）做準備（McPherson & Guppy，1979；

Beck，1984；Kremer & Harpaz，1984；Campoine，1988；Ferraro，1990；呂寶

靜，1997）。 

（2）健康資源 

進入老年期的過程，每個人都必須經歷生理的老化，其中大部分的人身體健 

康況都日漸下滑，因此擁有較好的健康狀況是良好生活品質的基礎。一般而言，

自評健康狀況越差者，由於對退休後生活困境或危機意識較高，較多積極投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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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的計畫，因而退休準備的程度較高，健康狀況越良好者，越期望能夠延後退休， 

因此對於退休計畫的程度也就較低（Campoine，1988；陳毓璟，1989；蕭雪玲， 

1998），但McPherson & Guppy（1979）、翁慧敏（1994）等人的研究卻發現自評 

健康狀況和退休計畫程度呈正向相關，即健康情形越佳者退休準備愈多。 

（3）社會支持 

    指由他人所提供的資源，通常來自家人、朋友及其他對個人具有特別意義的

重要他人。社會支持通常是個人幸福感的來源，得到社會支持越多的人，也有較

佳的自我概念及自我能力去面對即將到來的老年生活。有研究指出，屆齡退休人

員的家庭支持體系越強，則退休準備程度越高（翁慧敏，1994）。 

    另外，由於家人所提供的社會支持具有重要的影響，因此婚姻狀況也可能影

響社會支持程度的差異，一些實證研究發現，相較於離婚、分居或未婚者，已婚

者的退休或老年準備程度較高（Campione，1988；呂寶靜，1997），不過也有研

究發現離婚或分居者的退休準備程度較高（魏文瑞，1997）。已婚者的退休準備

程度較高，若以社會支持的觀點來看，顯然是因家庭成員的支持體系較為穩固，

至於有研究呈現相反的結果，該研究認為其原因乃是離婚或分居者的生活壓力較

大，對於退休投入所花的心力自然較多。 

    雖然較多文獻指出已婚者較有可能從事退休準備，但是由於單身者獲得社會

安全給付之所得替代率（約為 40％）通常比較低所得之已婚夫妻（約為 60％）

還要更少，因此單身者反而是更需要從事退休準備計畫的人群之一（Atchley，

2000：246）。 

 

（三）小結 

    本章節從角色理論的預期社會化之概念說明老年準備之意涵及其重要性，從

中年期到老年期的角色轉變與適應，有賴於老年期之前的準備；Kremer & Harpaz 

（1984）指出，在預期社會化的階段，重要的是應該針對個人提供退休的相關資

訊。不過，預期社會化的概念呈現的是老年準備的過程，預期社會化的結果所影

響的乃是退休後、老年生活的調適情形，此概念較難清楚地勾勒出影響老年準備

的預測因素。 

    雖然老年準備的研究未能提出較為有力的理論建構，不過個人資源的因素或

 28



許可以提供一些解釋：成年人的經濟資源、健康狀況、家庭與社會支持的程度將

會影響老年準備的差異。經濟資源、健康狀況可能影響的是中年男同志的個別差

異，不過社會支持的影響除了個別差異之外，是否也形成男同志與異性戀成人之

間的差異，值得進一步探討。上述對社會支持的定義包含了家人、朋友及社會關

係等範疇，在家庭支持的部分，一般來說，現身（come out）之後的男同志獲得

的原生家庭支持較為薄弱，大部分是來自於朋友網絡或伴侶關係的支持（Small，

1996；Hash，2001），而婚姻狀況的有無，對於男同志而言主要是凸顯進入異性

關係中的「已婚同志」和其他的男同志之間是否有所不同。因此，伴侶關係的有

無、朋友網絡的支持程度、及是否進入異性婚姻，較可能會影響到中年男同志從

事老年準備的情形—不但在中年男同志與異性戀者之間有所不同，在中年男同志

族群的內部也有個別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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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年男同志的生命經驗與老化歷程 

一、中年男同志的生活狀況 

    既然在文獻中對於中年男同志的老化態度或老年準備瞭解不多，國內也未有

相關的學術研究，在進入理論觀點的探討之前，將針對中年男同志的一般生活狀

況進行初步的瞭解，試圖從中找到一些和本研究主題有關的重要脈絡與線索。 

國外的中年或老年同志研究是從 1980 年代以後才逐漸增多，在所有的同志

研究中並非多數，而在中、老年的男同志研究中，以老年研究較多(Grey & 

Dressel，1985；Berger，1996)，專門針對中年男同志進行的研究或討論則較少

（Kimmel & Sang，1995：201），而且是在 1990 年代以後才有些微的發展。許多

關於老年男同志議題的研究（Kimmel，1978，1993；Berger，1982，1984；Gray 

& Dressel，1985；Quam & Whitford，1992）其樣本群已包含了部分的中年男同

志（40-65歲）在內，不過關於中年男同志的文獻通常較侷限於「純理論」(purely 

theory)層次的探討，較欠缺較實務(practice)、實證性的研究取向(Hash，2001)。 

Kimmel & Sang（1995：201-207）在其著作中以發展觀點（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討論了中年男同志必須面對的議題，因為他們沒有自己的小孩，因

此會放較多的重心在其工作上，可能也會比異性戀男性較晚才退休。同時也指

出，所謂的「中年危機」在男同志當中也會升高，這是因為他將面對到死亡的悲

痛、無法為家族延續後代、懼怕患上疾病、喪失了自己性的吸引力，或是已經損

失了一些死於 HIV∕AIDS的朋友。此外，「必須在廣大異性戀社群中尋找自己

生命的意義與整體性(wholeness)」也會增加其中年危機。另一方面，中年男同志

也可能因為處理過去危機的經驗(包括「出櫃」∕come out)，而能夠較理想地處

理中年時期的危機。不過整體來說，中年男同志的生活，除了關於愛滋議題（AIDS

∕HIV）的文獻之外，其他的相關著作顯然較少。 

    至於台灣中年男同志的生活呈現的是何種樣貌？這個問題必須回到九０年

代同志運動開啟之前的歷史脈絡加以觀察。在九０年代之前，保守的社會風氣對

於較多元化的性別及同志議題幾乎沒有平等、尊重的討論空間，早年較活躍的同

志族群通常以戲院、酒吧、新公園等公共空間為主要集結的據點，就地域性而言

以台北地區為多，其他地區的同志活動幾乎不見其蹤影，宛如一片荒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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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訪問的對象是目前四、五十多歲的中年男同志，屬於 1940-1960 年左

右的出生世代，在他們青少年、成年早期等性心理發展或親密關係發展的重要階

段，並沒有受到九０年代後同志平權運動的影響。這群中年男同志對於同志身份

的認同建構有很大的差異性，其中因社會期望、傳統觀念而壓抑同志身份進入異

性婚姻生活者較多，至於沒有結婚的男同志，表面上和「異性戀未婚者」處於相

同的社會角色，極少有人願意「現身」自己的同性戀身份或伴侶關係。 

從 1990 年至 2001 年止，可以說是台灣同志運動的「第一個十年」（莊慧秋

等，2002），在這段期間，同志的社會資源及活動空間比以往增加許多，不過，

參與其中的同志族群偏向於「年輕化」，中、老年同志的「能見度」不若年輕同

志那麼明顯。這樣的社會環境也影響了學術研究的發展，若以 1990 年做為台灣

同志運動的起始點，那麼迄今將近十四年左右的時間，運動者所關注的同志文化

與議題仍多以同志身份認同、現身壓力、同志伴侶關係、已婚同志的婚姻壓力、

歧視與污名、公民權保障（如婚姻權）…等層面為主，關注同志老化議題或以中、

老年同志做為研究對象的相關論述仍然非常少見。 

在這樣的歷史、文化脈絡下，想要從個人經驗的層面瞭解中年男同志的生活

面貌相當困難，因此有些研究便以同志族群較活躍的公共空間作為研究的場域，

在這些公共空間當中，情慾文化往往成為研究者關注的焦點（賴正哲，1997；吳

文煜，2002；張銘峰，2002），其他較零星的研究主題或著作尚包括家庭與婚姻

壓力、伴侶關係、同居的空間使用、生命歷程發展、非正式朋友網絡等。以下針

對國內的相關文獻進行整理，以便對中年男同志的生活現況及與本研究的主軸有

關之議題有初步的理解。 

 

（一）雙重角色：夾雜在異性婚姻與同性伴侶之間 

    吳文煜（2002）在訪談中發現，三十歲以上的男同志大多會選擇進入異性戀

婚姻的社會關係中；多數中年男同志仍在異性戀與同性戀關係的糾葛之下扮演雙

重的身份，在原有婚姻關係的維持或破碎之下仍然發展同性情慾的關係，與妻子

的親密關係顯然成為生活中的困擾（廖國寶，1997；張銘峰，2002）。由此可見，

在不同的性傾向或配偶（伴侶）關係之間的擺盪與矛盾，是許多中年男同志面對

的問題，不得已選擇進入異性婚姻的男同志，只能辛苦兼顧「家庭」與「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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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私底下在同志圈中尋尋覓覓，希望能找到感情的歸宿。 

    而選擇離開原本異性婚姻關係的男同志，雖然須面對龐大的周邊壓力，但是

在自我同志身份的實踐、同志伴侶關係及朋友網絡等方面都有了更自由的空間

（洪素珍，2002），不過即使選擇了同性伴侶的關係，最大的困擾仍是無法享有

法定婚姻及其帶來的各種權利義務；至於沒有伴侶的單身男同志，則將不斷面臨

同志感情高度的不確定性或同志身份認同的難題，常徘徊在穩定關係的邊緣（廖

國寶，1997）。 

 

（二）社會支持：家庭、朋友網絡、社會團體 

    由於同志身份較難得到原生家庭的接納與支持，有的甚至脫離與原生家庭的

關係，因此朋友網絡或社會關係對男同志來說就顯得更加重要。張銘峰（2002）

指出，當中年男同志坦露同性戀身份時，最難面對的就是原生家庭的父母親，或

者是在異性婚姻之下所生的子女。 

    中年男同志除了在公共空間的活動場域之外，也有非正式團體的存在，團體

成員所構成的朋友網絡，對中年男同志來說具有重要的社會支持功能，崛起於

1960 年代的「雨（糜）家班」就是個顯著的例子。「雨（糜）家班」是男同志圈

子內有名的「大家庭」，由一群三、四十歲以上的中年男同志所組成，雨伯伯是

這個團體的大家長，家庭成員在每逢農曆春節、端午、中秋及耶誕節等重要節日

時都會前來雨伯伯家中探望，而平時的週末假日成員之間也常會聚會，彼此感情

濃厚，且雨伯伯也常號召成員一同募款捐錢給有需要的社會慈善團體（鄭美里，

1997：188）。 

至於現在的中年男同志，其實已經比以前獲得更多的社會資源，除了特定的

非正式同志團體之外，網際網路、公共空間（如同志酒吧）、對同志提供的諮商

及志願服務等，都逐漸納入了中年男同志的參與，成為他們的社會支持來源。 

 

（三）社會學習：個人過去經驗 

    同性戀者在一個對同志充滿誤解、歧視與不接納的環境之下，對於同志傾向

的發展缺乏一個健全的成長環境及學習管道，因此個人性的經驗可能對於同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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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的成人發展有些影響。洪素珍（2002）使用質性研究訪問了一位五十多歲的中

年男同志，結果發現，受訪者由於父親的影響及家庭環境的特殊，成長過程中不

斷地擔任類似「照顧者」的角色，使其自我的能力感增加，並以正向的態度看待

生命的意義，另外，由於長期參與自我探索、自我成長方面的課程，使他培養出

更多的自我接納、信心及自我安慰的能力，這些自我照顧、自我覺察的能力，無

形中已成為受訪者的內、外在資源。因此，這些個人經驗中的學習，不但成為了

個人的資源，也使得自我概念得以增強，有更好的壓力調適能力。 

 

（四）小結 

    綜合上述可知，雙重角色的扮演使得中年男同志面臨了關係選擇的兩難，社

會支持則是中年男同志在原生家庭關係之外的重要資源，而個人在角色楷模及知

識層面的社會學習有助於增進自我的能力與意義感，這些都是中年男同志的重要

生活層面，且連帶影響他們的生活及社會適應情形。至於個人的經濟資源，由於

文獻中訪問的多半是社經地位中上程度的男同志，並未呈現個人經濟資源的差異

性；健康狀況的部分，雖然國外的研究均發現感染愛滋嚴重影響中年男同志的生

活品質，不過國內的愛滋議題研究針對的對象偏向年輕的感染者族群，對於中年

同志尚未有顯著的討論。 

    另外，對於老年生活的規劃，諸如營養、健康醫療、財務規劃（如儲蓄或購

買保險）、朋友網絡（自己的伴侶、同志或非同志的朋友）及興趣培養等準備要

項乃是中年男同志所重視的（熱愛雜誌，1997 年八期，頁 36-40）。 

整體而言，對於中年男同志的理解雖未有相當清晰的輪廓，但是藉著上述國

內文獻的回顧，即可加以推究，中年男同志是否進入異性婚姻關係、伴侶關係維

持、朋友或其他社會支持、個人社會化的學習經驗等，對於本研究探討的老化態

度及老年準備可能具有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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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異」之間的差異：理論觀點檢視 

在回顧了許多老化態度及老年（退休）準備的實證研究之後，發現絕大多數

的文獻乃使用量化方法進行資料分析與詮釋，有明確的自變項、依變項，及清楚

的概念架構，然而，那些計量方法的操作化，將受訪者對於老化態度及老年準備

的理解限定在某些量表及封閉式問題的回答選項中，受訪者主觀詮釋的部分難以

有較深入的觀察與理解。 

至於具有影響效果的差異性因素，影響老化態度的因素有性別、年齡、教育

程度、居住地區、自我概念、接觸老化的相關課程或資訊、接觸老年人的經驗、

專業類別或社經地位等，影響老年準備的因素則有性別、年齡、教育程度、婚姻

狀況、社經地位或專業類別、經濟狀況（收入）、自評健康狀況、子女養育或家

庭結構、種族差異、個人態度因素等，在這些具有差異性的因素當中，大多數都

難以區辨出不同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之間的差異性，且「性別」（sex）也

只是在異性戀社會思維之下的二分方式，「婚姻狀況」(marital status)是個較具明

顯差異的因素。婚姻狀況的差異之所以明顯，乃是由於目前大多數國家或地區的

同志伴侶並無法享有和異性戀夫妻同等的法定婚姻權，所以同性戀者面對老年或

退休生活的過程，其實形同一般單身未婚者一樣，不過在絕大多數先前研究中，

成年同性戀者也只是隱藏在「婚姻狀況」變項中「單身」或「未婚者」屬性之下

的一小群人口，在研究分析中是「不被看見的」。 

這些針對一般成年人（異性戀者）的研究或著作，在研究對象上並未關注同

性戀者的狀況，因此無法在影響老化態度或老年準備之因素中呈現不同性傾向者

之間的差異性與相似性。 

    自 1980至 1990 年代以來，國外（尤其是歐、美地區）的同志研究逐漸增多，

也開始有一些老年同志研究探討同志的退休或老化調適議題。一些研究顯示，成

年同志的退休、老化過程或調適，與異性戀者之間有很多的相似性（Quam & 

Whitford, 1992；Quam, 1992），從受訪對象的特性，可以發現多數中、老年同志

研究訪問的都是屬於社經地位、教育程度、自我認同狀況較佳的同志族群，他們

除了同志的身份之外，在社會上未必一定是弱勢者，甚至反而處於較優勢的階級

位置，因此和成年異性戀者具有相似性是有可能的，相較之下，對於退休、老化

態度或準備情形的性傾向差異，以及中、老年同志之間的內部差異性，較少有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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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瞭解。 

在老化態度方面，無論是對老年的態度或者年齡認定，中、老年男同志的態

度較傾向正面，且與異性戀成人之間並無顯著差異，即使是個別同志之間，也因

著多數研究訪問的均是社經地位較高、同志身份認同較強的男同志，而無法凸顯

其差異性的因素，因此是相似性多於差異性（Minnigerode，1976；Berger,1982 

,1984；Quam & Whitford,1992）。 

老年（退休）準備的討論，Mock（2001）的研究是個少見的例子，他針對

同性與異性的同居伴侶或配偶的退休意向（retirement intention）進行比較分析，

將退休計畫分為退休的年齡、退休後參與志願服務程度及財務準備的程度。研究

結果顯示在計畫退休的年齡、開始執行退休計畫的時間、以及對健康照顧及住宅

需求的規劃程度等方面，同志伴侶和異性伴侶之間是相近的，然而，已婚的異性

戀夫妻退休後參與志願服務的程度明顯比同志伴侶較高，而女同志伴侶的財務準

備程度比男同志、異性戀夫妻要更低。對於此研究結果，Mock指出，同志伴侶

及異性的同居伴侶比起異性戀夫妻顯然較為弱勢（已婚夫妻的退休財務計畫程度

最高）；而女同志伴侶則可能認為自己有工作而可獲得年金給付而做較少的財務

準備，需要投入更多的退休財務計畫。由此研究發現可知：男同志伴侶和異性同

居伴侶之間的財務準備並無顯差異，而男、女同志伴侶之間雖有明顯的財務準備

差異，但此性別差異並非本研究關注的面向；至於已婚夫妻的退休財務準備明顯

高於男、女同志伴侶以及異性的同居伴侶，顯示婚姻所代表的法定權利可能是影

響伴侶之間的退休準備或計畫程度之差異的因素之一。 

    瞭解國內的中年男同志生活以及實證研究中關於「異」、「同」之間的相似性

或差異性之後，仍然要回到理論觀點的角度加以檢視。在此嘗試以生命週期與酷

兒理論的觀點，探討同志與異性戀者間的異同，以及同性戀者之間的內部差異，

分析這些差異當中是否有某些元素能夠影響中年男同志之老化態度與老年準備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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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命週期的發展觀點（Life Cours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在說明生命週期觀點之前，需先提及發展心理學的理論脈絡。傳統的發展理

論觀點，強調了個人在一生中的成長過程，確認出人們從出生到老年時期所面臨

的各種問題，將各階段的發展與社會的支持聯繫起來；發展過程中除了受到環境

影響之外，認為人們也有能力能夠為各階段自身的心理發展做出貢獻（郭靜晃、

吳幸玲譯，1994：42-69）。Erikson、Levinson、Havighurst…等諸位發展心理學

者提出了一些人類發展的理論架構，將個人的一生分為數個不同的階段，每個階

段各有其發展任務及危機，個人對於發展任務及危機的因應方式亦有所不同。無

論如何，這些傳統的發展觀點對於個人一生的人格及社會心理發展都具有各自不

同的貢獻。 

    一般來說，傳統的發展模式是以慣常性的社會及性別角色、傳統的家庭生活

結構、常態性的預期壽命為基礎，假定了生活轉銜階段（Life transition）的直線

性發展（Kertzner，2001），不過，隨著社會環境的快速變遷、各種多元文化及特

殊議題的浮現，使得傳統的發展觀點逐漸受限於其靜態、封閉的思考框架。 

    在這些多元、特殊議題當中，本研究所凸顯的「性傾向」議題便是個代表性

的例子。在近年來同志理論開始發展之前，早在二十世紀三０年代，Freud及其

後的其他理論家就已經試圖建立性傾向的發展理論，不過他們總是思索著關於兒

童早期扮演的角色、戀父或戀母情結、性別認同的衝突、早年的性經驗、受虐經

驗，以及發展同志性傾向過程中未被滿足的異性戀關係等問題（Kimmel，2000：

60），不斷地想要找到同性戀「形成」的解釋原因。 

    後來的研究逐漸推翻了這些早期對於同性戀成因的解釋，同時，後來的發展

理論及同志議題的論述開始對那些傳統的發展理論提出批判（D’Augelli，1994；

Brown，1995；Kertzner，2001）： 

（1） 以異性戀主義的觀點看待個人的生命發展，忽視不同性傾向間的差異性。 

（2） 對於發展歷程的直線思考，否認了發展模式的彈性、變動性。 

（3） 忽略社會文化因素對於生命結構形塑的重要影響。 

（4） 靜態的發展取向，無法解釋更多持續性的發展；過份重視早年經驗的影

響，較無關注到後來發生的生命事件對於心理功能的重大影響。 

（5） 認為「家庭」是人格發展中最主要的影響力量，並不重視鉅視的環境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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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帶來的影響。 

    有鑑於此，一些學者認為，「成人發展」（adult development）對於瞭解同性

戀生活並非是個有用的概念，「生命歷程模式」（life course model）反而是較適當

的，因為它減低了對於直線式發展的看重，而更注意歷史事件、社會脈絡、個人

故事敘說，以及生活的經驗（Kimmel & Sang，1995；Kertzner，2001）。 

    顯然地，生命歷程的觀點並不同於傳統的發展觀點，此觀點跳脫了發展觀點

原有的限制，使我們得以思考更多發展模式的可能性。D’Augelli（1994：121）

指出，這樣的觀點容納了許多個人的變異性，牽涉到個人發展過程中隨著時間變

化的多元因素之動態性互動形式之解釋。發展中的男性或女性，必須在特定的脈

絡之下來做理解。因而對個人的社會網絡、鄰里與社區、機構組織、及文化進行

描述時，也必須描繪個人之生理、心理的變化及穩定性。 

    所謂的生命歷程（life course）或是生命階段（life stage），是種地位與角色

的延續或轉變，也是人們於特定社會裡，隨著年齡增長而經歷的相當可預期模

式。在某個程度上也強調歷史文化脈絡在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Baltes，1987）。 

    較晚進的社會老年學理論也應用生命歷程的觀點針對老化議題提出一些解

釋。除了上述對此觀點的基本命題之外，年齡規範與非規範性（non-normative）

的生命事件，乃是此觀點看待老化的重要關鍵，同時也考慮到生命過程的角色差

異與角色變遷，因為發展並不限於生命歷程的任何部分，也不可能是相關穩定的

持續成長或變遷。反之，發展的特徵是角色獲得與角色喪失、持續與中斷同時出

現，因為晚年生活的成就往往取決於早年生活的功績（引自葉肅科，2000：95；

吳老德，2003：84）。另外，Hooyman & Kiyak（1996：69-70）也提到，老人團

體之間反映出相當程度的異質性（引自葉肅科，2000）。 

    由上述對於生命歷程觀點的陳述，可知以此觀點解釋同性戀者的中、老年發

展時，可以關注的焦點是在歷史時間、社會脈絡、社會關係及個人的生命事件等

的差異性。國外的文獻中，也逐漸有一些文獻使用生命歷程觀點去描繪同性戀者

的成長過程、身份認同、伴侶關係或是老化過程等，並批判傳統的發展理論對於

解釋同性戀者發展的侷限。因此以下將進一步討論生命歷程觀點之下的同性戀發

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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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理學家 D’Augelli 便以生命歷程的發展觀點的內涵去推斷出女、男同志的

發展實況，對於同志的發展模式建構具有重要的貢獻，在此簡要摘述如下

（D’Augelli，1994：123-131）： 

1. 個人會隨著其生命週期的全部階段不斷地發展與改變 

    意指著心理、認知、行為、及身體的變化並不會在達到社會定義的成年期之

後就停止，且發展的社會建構也不必然會支配著行為發展的改變；從嬰兒期到老

年期的功能發展，是被社會期望與生命週期的生理變化或其他因素之間的交互作

用而影響的。 

    採用終生發展過程的角度，認為一個人的性及情感是隨著生命週期而有不同

程度的改變，早年及後來的同性或異性情感並未有直接的關聯，同性情感有可能

因著社會期望而被壓抑，自我認同為同志的人在生命歷程中也可能經歷到異性的

情感關係或性的喜好，同樣地，並非每個人一生的發展都只建立異性的情感關係。 

2. 人類發展模式具體強調了發展的適應性（彈性） 

「適應性」（彈性）（plasticity）指的是人類具有的功能是個對環境狀態的回

應，以及生理與其他生物性因素所導致的改變。對於同志的發展歷程的意涵則

是，性的認同在某些生命週期的部分是流動的，在某些階段是較具體展現的。 

    另外，儘管社會對於身份認同的表達有所阻礙，許多同志的身份認同感仍然

形成於青少年早期的階段。而認同感較晚形成的人，也並非是發展較遲滯，而是

能引發強固的認同感之心理社會情境並沒有較早產生。 

3. 強調個人內在行為發展之個別差異 

    強調行為的變異性，每個男性或女性在自己生命週期中的發展都是獨特的，

這樣的個別差異，不只是生物性或心理性的事件，也是個人及其家庭、社區社會

網絡的結果。但了生命晚期，這樣的變異性會減少，差異性的減少部分是因為生

物性老化及社會環境的變遷所致。同樣地，同性戀者的行為發展也會具有個別差

異，因著個人心理認知、家庭及社會關係的互動而有所不同。 

4. 認為行為決定論的觀點是以傳統的發展模式來看待，低估了個人本身及其家

庭對自我發展的影響 

    個人及其家庭所產生的行動對個人及家庭單位的發展過程具有影響力，會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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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自我的發展及家庭的變遷。而男、女同志的發展，通常是在「必須」的路徑

之外（out of necessity），因為異性戀主義的文化沒有為同志提供慣常性的社會化

過程，他們必須從個人經驗及社會關係中建立自己的自我概念與認同感。 

    從 D’Augelli建構的同志發展模式，可知每個人一生的情感或性關係的發展

可能是異性也可能是同性的，同時個人的自我決定及家庭關係對於同志的心理社

會發展具有重要影響，例如當處於一個自我認同程度薄弱且家庭成員也不接納其

同志身份的情境下，可能會選擇進入異性戀婚姻關係中，或是難以有穩定的同志

情感關係，那麼對於生活的適應能力可能會較差，且缺乏對自我的肯定。而社會

化過程的確也對個別同志的發展有不同的影響，以中年男同志的成長經驗來看，

在九０年代同志運動尚未崛起以前，男同志的社會化方式主要是經由酒吧、三溫

暖或公園等公共空間，這些公共空間除了展現情慾宣洩的功能之外，也逐漸發展

出像「家」一樣的社會功能（張銘峰，2002），不過在性傾向的認同發展方面，

早期的社會化機制並未提供適當的角色模範；九０年代以後同志的生活空間逐漸

擴大，社會化的機制除了公共空間之外，網際網路、同志組織或非正式團體的蓬

勃發展為同志族群提供了更多自我認同及社會支持的資源。因此，個人的人格特

質及家庭環境影響了同志身份認同的選擇或情感的發展，而社會化的過程的學習

對於身份認同不但產生影響，也扮演了社會支持的功能。 

    以生命歷程觀點解釋發展任務與危機，Kooden（1997）的研究歸納出中年

男同志的心理社會發展任務，這些任務的達成與否將影響到老年生活（引自

Hash，2001），其中，解決內化的「同性戀恐懼」（homophobia）、對性傾向抱持

正向的態度、找到一個邁向成功老年生活的角色模式、以及伴侶關係的維繫等發

展，顯示了中年男同志的自我認同程度、同性戀之角色模範以及伴侶關係的有

無，將會影響到個人對老年的看法或老年生活的適應。 

    整理上述觀點，可見同性戀者的個人發展與適應受到自我認同、自我決定及

家庭成員態度的影響，至於社會化的機制中，角色模範的學習除了影響自我的認

同發展，對於中年男同志的老化適應具有顯著影響，而伴侶、朋友或社會網絡提

供的支持性功能，則關係到中年男同志的情感發展、生活適應與社會參與程度，

也可能使個人對同志及異性戀社群兩者之網絡聯結產生差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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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酷兒理論（Queer Theory） 

    從生命歷程的發展觀點能使我們瞭解同性戀者獨特的成長經歷，以及與異性

戀者相似或不同的發展模式，不過相較之下，或許酷兒理論的觀點更能呈現出同

志或性少數族群的主體性（subjectivittty）。在我們理解酷兒理論或酷兒文化之

前，需先澄清一下所謂「酷兒」的定義究竟為何。酷兒一詞是從英文的”Queer”

翻譯過來的，不過酷兒一詞並非完全等同於 Queer，因為雖然是翻譯，但是在不

同的語言情境中有不同的意義，「酷兒」原本的意義應回到歐美國家的發展脈絡

中加以觀察。 

    在國外，酷兒理論的發展最早是由 Segdwick（1985）所提出的，這位酷兒

理論的宗師在不同的脈絡下使用不同的說法描述酷兒，從字源的角度來看，她指

出：「酷兒是一個持續的時刻、動作、動機—不斷地重現、逆流、攪擾，『酷兒』

這個字的意思就是『跨』……」，放在社會整體的角度，她認為酷兒的意義是「當

任何人的性別或性的構成成分沒能夠劃一地指涉時，所形成的另類可能、鴻溝缺

口、相互重疊、彼此突兀、呼應迴響、流失偏離、氾濫蔓延……」（何春蕤，1998：

26）。這樣的定義看來似乎過於抽象，不過若更深入瞭解酷兒的意涵，便可知

Segdwick認為酷兒可以代表的是不跟隨社會主要的潮流、否定絕對的運作關係、

反對同化，是種更與眾不同的異議份子，具有著複雜交錯的身份認同，呈現出性

別、慾望的多重可能。 

    紀大偉（1997）對於「酷兒」提出了一個弔詭的定義：「酷兒是拒絕被定義

的，它沒有固定的身份認同」。 

    西方國家的同性戀運動崛起於 1970 年代，不過 1990 年代出現的「酷兒」可

說是新一代的同性戀運動，深受後現代、後結構、後馬克斯主義等思潮的影響，

也可說是一個最沒有正統教條觀點的學門，且不信任同性戀解放運動中一些和現

代性密切相關的概念（卡維波，1998；林文源譯，2002；Spargo，1999）。英美

國家的同性戀運動自 1970 年代蓬勃發展以來，由於同性戀恐懼（homophobia）、

反同性戀（anti-gay）的心態，使得一些對於同性戀族群的咒罵、輕蔑之用語不

斷地快速蔓延（如 queer、fag、dyke……等），可是這樣的歧視環境也逐漸使運

動者扭轉這種被醜化的角色，反而更勇敢地在其中壯大自己，因此 Queer就被用

來當作同性戀運動的另一種新的精神意涵，他們不像傳統的同性戀運動融入主流

 40



社會的路線，欲展現一種對主流文化的反叛。 

    不過，Queer一詞被引進台灣之後，便有不同的翻譯，例如「酷兒」、「變態」、

「怪胎」…等，最早出現「酷兒」字眼是在 1994 年<島嶼邊緣>雜誌的「酷兒專

號」中的音/翻譯並加以解釋，從此以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酷兒文本便逐漸

被本土具有「酷兒」認同的創作者視作為重要的依循（趙彥寧，1997）。使用「酷

兒」的翻譯並未能夠完全凸顯 Queer原來的意境，因為台灣的同性戀運動並未有

較長久的歷史，面對龐大的反挫勢力並沒有那麼大的自我力量，光是「現身」

（come out）對於多數同志而言就是個困難，因此難以用 Queer的自我醜化方式

來做為運動的精神（卡維波，1997,1998）。不過，這樣的翻譯在中文的語意上卻

也帶有另一種特別的意義：「酷」字在台灣文化中有種年輕人所具有的抵抗主流

文化的意味，「酷兒」一詞就較易予人聯想到：叛逆的、青春的、性文化多元的

等（紀大偉，1997）。在國外，原本酷兒理論和同志運動最大的差異在於，酷兒

文化尋求的是多元的差異性，同志運動目標在於協同合作，兩者之間存在著一些

張力。不過在台灣，酷兒與同志大致上是重疊的，兩者所擁有的資源同樣是相當

不足的。 

    總括來說，酷兒理論所強調的精神或內涵乃是（紀大偉，1997；卡維波，1998；

趙彥寧，2001：83-89）： 

（1） 自居於邊緣的、另類的次文化位置 

（2） 拒絕被主流文化所同化，堅持自身的另類性格 

（3） 一反過去同志運動對於雙性戀、反串、變性等的排斥，反而將這些邊緣性

愛視為反對異性戀體制的同盟軍，思考各種慾望流動的可能性，相當強調

同志族群內部的差異性 

（4） 酷兒不但要聯結所有被性壓迫的主體，也要聯結所有被社會壓迫的主體，

如階級壓迫、年齡和種族壓迫 

國內對於酷兒理論觀點的著作並不多，學術論著也很少將同志與酷兒做清 

楚的劃分，而且在使用酷兒理論觀點時，研究者強調的差異性之面向也各有不同。 

    本研究並非要探討酷兒理論的所有內涵，不過在瞭解中年男同志的老化態度

及老年準備情形時，酷兒理論的觀點更多關注的性傾向差異、同志族群的自我發

聲與自我充權（empowering），以及同志族群內部的差異性，提供了本研究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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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類的思考；本研究要凸顯的差異性不在於酷兒理論及酷兒文化最關切的性多

元、性壓迫等課題，由於酷兒觀點同時與其他的社會壓迫站在同一陣線，因此關

於年齡、社會階級等亦造成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不同社會位置，使得不同位置的

個人對於生活的適應與發展產生不同的觀點。 

    另外，酷兒理論具有的反叛、挑釁的特質，呈現一種自我醜化但又具有主體

性的表達，更是強調了同志族群並不屈服於異性戀者對於同志生活及發展的偏見

性詮釋。在少數與老化態度或老年準備議題相關的同志研究中，也可發現中年男

同志的自我老化態度、年齡認定或老化過程並不若想像中那樣的悲觀，特別是身

份認同程度較高、涉入同志生活較深、社會資源較佳的男同志，對於老年或老化

的態度其實是傾向於正面的，一反過去對於中、老年同志老化歷程的負面刻板印

象（Berger，1982；Quam & Whitford，1992）；Minnigerode（1976）的研究則發

現，中、老年男同志對於「中年」或「老年」的年齡認定其實和一般異性戀的研

究結果並無太大差異。 

 

（三）小結 

    經由生命歷程發展觀點以及酷兒理論的思考，使我們能以更寬廣的角度發掘

不同性傾向之間的差異性及相似性，對於中年男同志的老化態度、老年準備之成

因解釋，或許更能增添理論觀點的豐富性。 

    用生命歷程的角度檢視中年男同志的發展，吾人可知中年期以前的伴侶或異

性婚姻關係、同志身份認同、社會支持與社會參與、家庭關係、社會化過程的學

習等，對於其老化的生命經驗可能會具有重要的影響。 

    至於酷兒理論觀點，最著重的是同志（或廣義的酷兒）的個別差異性以及為

了抵禦異性戀霸權而建立的自我主體性，雖並未提供實證研究上明確的解釋性架

構，然而酷兒理論做為一獨特性的理論視角，對本研究的思考脈絡具有不一樣的

啟發。 

    文獻回顧至此，除了以老化態度及老年（或退休）準備的一般性架構及解釋

觀點為基礎之外，同時也選擇以生命歷程及酷兒理論的觀點做為本研究重要的理

論背景，期待能對所知甚少的中年男同志生活及其「逐漸老化」的生命經驗有更

多不同於先前研究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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