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中年男同志對老化的意義詮釋 

    在資料分析的部分，乃以三個章節來呈現研究之結果，首先探討的是中年男

同志在思考老化的議題時，自己如何詮釋、建構或界定老化的意義；其次，進一

步分析中年男同志對於老年生活的想像與期待；最後，則由行動、實踐的層面來

瞭解中年男同志現在是否有為將來的老年生活做規劃、準備，瞭解老年準備對中

年男同志而言的重要性，以及與中年的異性戀者是否存在著某些差異。 

    就第四章所探討的主題（老化意義詮釋）而言，要定義「老化」究竟是什麼，

並不是件容易的事，在不同的脈絡因素底下，每個個體可能建構出不同的意義；

本研究發現，中年男同志面對「老」這樣的概念時，大多數受訪者其實覺得「老

年離自己還很遠」、「還沒有那麼老」等等，但是也有人認為自己已經是個「老人」、

覺得「老之將至」，似乎自己不再年輕、不再有那麼好的體力了。       

根據受訪者的自我覺知，在層次上分為「老的意義」及「老的界定」兩個部分來

分析，分析的內容也特別關注到中年男同志與異性戀者之間的一些異同之處，另

外，由於許多受訪者思考老化的意義時，也表達了年輕男同志對他們（中、老年

男同志）的態度或觀感，在男同志族群老化態度的分析上具有重要的意涵，因此

也於本章做特別討論。 

第一節     「老」的意義 

    在思考「老」的意義時，受訪者大致呈現兩種思考方式，一種是經由反向的

思考來凸顯自己與「老」的距離，表示自己「還沒有老」，另一方面則是直接由

外貌上的特徵、身體健康或體力、心理層面、工作或行動能力等部分來談他們所

認知的老化意義。 

首先，有些受訪者並非直接形容關於老化的概念或特徵，而是直接經由反向

的思考，指出自己現在還沒有到那麼老，跟那個「老」似乎還有一段距離，例如： 

「…將來有可能讓我覺得老，可能是過幾年之後吧…我現在可能還在

那個平的曲線的階段，所以還沒有太大的感覺…老年生活，它目前大概還

沒重要到我覺得應該要作什麼樣的規劃…」（樣本 A，p.12、19） 

樣本 B在訪問當時更以肯定的語氣強調自己連「中年」的概念都不接受： 

「歲月將永遠不會對我造成威脅…我甚至還不接受『中年』這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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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 B，p.9） 

即使性能力有明顯的退化，但樣本 C 不認為這樣就是老了： 

「…我在四十五歲以後才有感覺，在很劇烈的做愛以後，下床以後整

個人都快昏倒了，也就是腳站不穩，要摔倒了…這方面體力會不一樣啊，

說都一樣是騙人的…其實我現在性的需求還是很強啊，只是跟四十五歲以

前有些不一樣，但沒有說我體力上一定是變老了…」（樣本 C，p.10） 

邱天助（2002：107-114）的研究指出，41-64歲的中年人在詮釋老化意義時，

偏向以「我還沒想那麼多，因為我還沒那麼老」作為其「防禦機轉」（defense 

mechanism），和 65歲以上老年人相較之下，那個「距離感」有所差距；本研究

亦發現，受訪者常以反向思考的方式來表達他們所知覺的老化意義，他們大多有

「自己還不是那種『老人』」、「自己離老尚遠」…等想法，即使在少數面向上可

能覺得自己是老了，但大體上又還沒老到「不能動了」、「無法工作」、「不能做喜

歡做的事情」的狀態。 

    除了以反向的方式表達老化的意義，受訪者仍具體地形容了一些他們對「老」

的認知，較重要的包括了外貌、健康狀況或體力、心態或價值觀、自主/行動能

力等等，以下舉出一些例子說明。 

（一）外貌上的特徵 

    外貌的特徵，最明顯的是觀察自己從過去到現在的改變，例如體型、皮膚、

五官容貌等部分，也有受訪者使用「外在的打扮」來描繪老化的意義。 

1. 體型改變 

樣本 H、L覺得，體型發胖就是老了： 

「老啊…我覺得外在的變化很明顯啊，第一個就是－發胖…退伍的時候

是六十五公斤，現在已經八十七公斤了。」（樣本 H，p.8） 

「…現在人家就會說，你真的是肚子越來越大顆，老了喔？我說，阿老

了就是這樣阿，老了肚子不大顆才苦命咧，老了沒有什麼不好啊…」（樣本 L，

p.13） 

2. 多了眼袋、皮膚多了皺紋 

「『老』…應該是外貌的改變吧…以前沒有眼袋、黑眼圈、皺紋等，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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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年前還沒有，現在就會有啦。」…（樣本 A，p.11） 

「…外表上就老啦……皮膚就沒以前那麼好阿，好像比較粗糙，多了

一點的皺紋…」（樣本 L，p.12） 

3. 白頭髮 

    樣本 K是個 40歲的已婚男同志（異性婚姻），他表示，因為經濟及照顧妻

子、年幼子女的壓力，使得白頭髮變多，看起來比較衰老了： 

「因為現在才開始有壓力而已－孩子還沒上學，你看我才結婚三年多，

本來沒這麼多的，現在白頭髮越來越多了，因為壓力一大就會影響整個生理，

比較會衰老啦。」…（樣本K，p.24） 

4. 會不會打扮？ 

在受訪者形容「老」的外貌特徵時，最特殊的概念是「打扮」： 

「如果說你年紀大，不一定要光鮮亮麗，但是打扮很得體，感覺還是

很有氣質的話，看起來就沒那麼老，年輕人還是會喜歡的，有些就是，已

經老了又還很邋遢，就很被人討厭…」…（樣本E，p.5） 

 

再分析 

    樣本 E在受訪過程中有提到，在周圍一些年紀較大的朋友中，有些人不但

年紀大了而且又不修邊幅、不會打扮，年輕一輩的男同志對他們的確有較大的負

面評價，覺得這種人「就是很老」、「根本不會去喜歡」，所以樣本 E認為「老」

代表的是「不會注意外在裝扮」、「看起來邋遢」；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般的

情況中，男、女兩性之間，通常是女性較長使用「打扮」的詞彙來描述她們在衣

著、臉部化妝等外在方面的整體觀察或評價，而樣本 E使用「打扮」這樣的動

詞來加以形容，除了顯示在老化意義詮釋上強調了對「美感」的注重之外，其實

背後可能還具有更重要的意涵－在男同志的文化特質中，普遍來說對於性別氣

質、性別角色的二元界線不若異性戀的男、女兩性來得明顯，甚至僵化，這並不

代表男同志在所謂的「性別認同」上一定認為自己是偏向「女性」或者是性別角

色混淆，而是他們打破了僵化的性別二元界線，除了男性氣質的部分之外，許多

人也自在於表達自己具有的中性特質甚至是女性化的特質（例如：個性較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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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較為細膩、較注重穿著或身材的修飾等），因此在男同志彼此間的互動中，

就常會聽到類似「要打扮得美一點」、「要穿得好看一點」、「我現在這個樣子太醜

了」這樣的形容。 

 

（二）身體健康衰退、體力下滑 

    除了外貌的部分，受訪者也表示，當「身體健康狀況」及「體力」方面的衰

退，尤其是生病、影響到行動能力時，就是個明顯的老化象徵： 

「身體健康的退化、或者影響到行動上的功能等，這些對我來說就是老

的一種象徵…」（樣本 E，p.13） 

「…如果他真的是生理的機能、身體健康都退化了，甚至生病了，沒有

辦法自我管理的時候，我會承認他是老了，可是如果他七、八十歲，他還是

像王永慶這樣子，我不會認為他老了…」（樣本 B，p.7） 

同時，在健康或體能方面，當自己感受到與以前產生明顯的改變時，更容易

覺得自己「開始老了」，例如： 

1. 骨質疏鬆 

    樣本 D、G 更進一步描述，當他們最近從事身體健康檢查時，得知自己的骨

質已經開始流失，令他們覺得自己的確是老了： 

「…我的骨質已經是 25歲時的 85％，我的骨質已經開始疏鬆了，醫生

已經跟我講說要開始補充鈣質了，這對我來講是天方夜譚，你知道嗎？」（樣

本 G，p.18） 

「…喝咖啡喝久了、抽煙抽久了，已經骨質疏鬆，沒有在以前就開始去

保養你的鈣質，我發現現在要追都來不及了，所以也只能這樣，的確那個東

西是掉得很快，是覺得老了…」（樣本 D，p.6） 

2. 體力不如從前 

「我覺得你如果要談到『老』，我覺得是在運動方面…以前跳得很高，

可以摸到籃球的籃框…現在，像打排球攔網時就沒有以前跳那麼高了。」（樣

本 A，p.12） 

「…現在出去，晚上上個班，下了班以後，叫我再去哪裡喝酒啊、玩啊，

我覺得我不要，寧願回家睡覺，再也沒有那個體力了，那個時候就覺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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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了…」（樣本 E，p.5） 

「有時候我覺得年紀大喔就是不爭的事實了…以前跑步跑三千沒什麼

問題，現在可能跑個一千都已經感覺體力上真的是差很多，好像老了。」（樣

本 H，p.8） 

 

（三）從心理層面來定義 

    一般在老年學所討論的老化面向中，「心理的老化」反映的是個人的成熟程

度以及個人對緊張壓力的適應程度，對新經驗的態度、變遷的適應能力、對生命

的看法等皆影響一個人的心理年齡（徐麗君、蔡文輝等，1996：20），當受訪者

思考老化的概念時，心理層面的老化是個重要的面向，他們就認為，從心態的調

適或對事物的興趣、價值觀等，可以影響或呈現一個人的老化程度。 

1.  心態上保持年輕 

    以心理層面來談老化的意義，許多受訪者提到，心態上若保持年輕，較不會

因為外貌的衰老、生理年齡的增加而使自己「加速老化」，例如： 

「心理健康是最重要的，心理健康..他不認為他老，他就不老啊…」（樣

本 B，p.7） 

「心理的年齡更重要，心理的年齡是可以加速、催化或者保持更年輕

的，其實心理的年齡可以影響生理的年齡，有時候生理的年齡也影響到心理

的年齡，可是對我來說是心理的年齡力量大過於生理的年齡。」（樣本 D，p.11） 

    學者 Peck（1968）也提到，中年人會逐漸重視心理健康的調適，而非以外

在形象的維持為首要的關注焦點（引自 Zastrow & Kirst-Ashman，2001：428）。 

    當他們與過去的自己相比較時，有幾位受訪者表示，自己的心態跟以前沒有

太大的差別： 

「心態上覺得自己沒有那麼老…我都保持很年輕的心態…自己不保持

年輕、愉快的心情的話，你就永遠不可能年輕。」（樣本C，p.9） 

「如果說心理上，不會覺得自己老到什麼程度，就是…我會覺得我現在

跟 20 年前的我，裡面那個我沒差阿，還是我阿…」（樣本 L，p.13） 

尤其樣本 B 更認為，不但不覺得自己「老」了，甚至還不覺得自己是在「中

年」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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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目前的心理狀態之下，我甚至還不接受『中年』這個字，勉強

接受『壯年』這樣的字，因為我心態上覺得自己還算年輕…」（樣本B，p.5） 

心態上覺得自己年輕，究其原因，主要與受訪者的社會接觸管道（如工作、

朋友網絡等）有關，例如樣本 B就提到：「…或者和工作也有關係吧，因為從事

的工作…是我的興趣，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工作，因為都不斷地在跟人接觸，然後，

做的事情也都是…雖然說辛苦的方面也有，不過基本上都是吃喝玩樂方面啦…

（p.5）」。樣本 B從事旅遊業的工作，不但是本身的興趣，也覺得工作上能夠接

觸很多的人、能夠到處「吃喝玩樂」，感覺上仍然充滿著活力、充滿著年輕的心，

而不覺得自己有老得那麼快。 

2. 對許多事物不再有熱情 

「…我覺得真正老囉，我覺得應該是你對很多事物不再有熱情，就是你

已經，對那種參與的意願越來越低，包括你對投資已經沒有什麼很大的興趣

了，然後你對運動也沒有很大的興趣了，甚至對追求一些事物你已經沒有很

大的興趣，包括你對性的那種需求如果降低、對所有事物的需求降低，我覺

得那就是你老了。」（樣本 H，p.25） 

    現年 43歲的樣本 H以對事物的熱情、參與度或興趣等態度來形容老化的意

義，再反觀自己，他在訪談時亦表示，對於他提到的這些事物（例如經濟財富上

的投資、從事運動、性生活的需求等），目前所投入的心力並無太大的改變，因

此不認為自己已經老了。 

3. 價值觀的改變 

「如果跟以前那種拼命工作賺錢的價值觀比起來，我現在其實已經在養

老了，因為我根本已經不想做那些事了，像我現在要接案子、談案子，我都

覺得非常不想做…」…（樣本 L，p.23） 

    回顧訪談當時，樣本 L一再表示，現在已經不會想要賺那麼多錢，只接一

些零星的企畫案子來做，一個月只有二、三萬元左右的收入，覺得足以供應生活

所需，而把生活重心放在做愛滋義工、參加成長課程等其他的事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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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或行動能力 

「老」所代表的也可能是「失去工作能力」、「沒有行動能力」，樣本A、G

認為自己還沒有到那樣的階段，所以還不算「老」： 

「我現在所說的『老』是指老到沒有辦法工作、老到動不了了，很後面

的階段…」（樣本A，p.19） 

「我覺得『老』真正的定義是－對我而言什麼都不能做了，那才算老，

那你說我六十幾歲時我還可以做一些事的話，就不算老。」（樣本G，p.9） 

 

再分析 

關於「工作能力喪失」或「退休」的想法，以角色理論的觀點來看，樣本 A、

G所覺知的老化概念，將「退休」視為「進入老年」的開始，是一種社會角色的

退出（role exit），是生命中很大的轉捩點，當他們不再能擔負「工作者」這樣的

社會角色，便覺得自己開始成為了「老年人」的角色，假如在生理年齡上的「老

年階段」（如六十、七十多歲以上）仍然是勞動市場中的「工作人口」，還有工作

能力，就認定自己還不算「老」。另外，在「失去生活自理能力」（老到動不了、

什麼事都不能做…）的部分，就樣本 A、G當時所指，它所象徵的「老」，除了

因生理健康狀況所影響的生活自理能力之外，也意味著生活上難以「獨立自主」，

甚至在生活或情感層面上可能產生對他人的依賴關係（例如失能時需要他人的照

顧）。同時，若在老年的階段從事工作而並未退休，有助於士氣及自我概念的提

升，即使周圍的親友認定他們已經「年老」了，也較不易影響他們對自我的信心

（例如覺得自己並沒有老、或者仍堅持自己是「中年人」的概念…）（朱岑樓譯，

1988：229-230）。 

更進一步分析，當樣本 A、G以「失去工作能力」、「沒有行動能力」來陳述

「老」的概念時，研究者觀察到，除了言談之外，他們的肢體語言中也透露了某

些負面的訊息－－老是不好的、老是沒有用的，「老」可能代表了社會地位或個

人價值的降低，正如邱天助（2002：134）指出，在「有工作、還能賺錢就不是

老人」這樣的論述中，往往更凸顯了新教倫理的「上帝選民」心態，以工作能力

作為生命的價值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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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結 

受訪者談論到「老」的意義時，多半都和先前研究（關於異性戀的老化態度

研究）的發現相似，從外貌、身體健康或體力、心理層面、工作或行動能力等方

面來表達他們對於老化概念的想法與觀察，較特殊的則是關於「打扮」此用詞在

男同志社群中代表的次文化意涵，除此之外，並沒有受訪者以「實際生理年齡」

（例如六十五歲）來定義一個人是否老了，以社會建構的觀點來看，此乃顯示了

「老化」是由生理的年齡與社會認知、文化脈絡所交織而成的概念，而非以「生

理年齡」作為「老化」概念的唯一指標。 

另外，「老化」也具有不同面向的意義，例如樣本 D認為它是一種「轉化」

的過程：「那個老，對我來說是從生理上漸漸走向退化、老化的現象，那個老，

也是從心理上漸漸走向成熟、穩定、多采多姿（p.17）」；或者如樣本 E所提，在

外貌上沒什麼改變，看起來一直很年輕，不過體力上的下滑，又使他不得不承認

自己老了；正如 Sherman（1994）的研究所發現的：即使是同一個個體，在老化

的自我覺知上也可能具有正向及負向等多方面的意義建構；而且，當受訪者在看

待自己的「老」時，可能隨著生命歷程的改變，同時呈現動態或靜態的發展。 

Ward et al.（1988）指出，老年人關於年齡認定的自我評價或對老化的認知，

除了較常與自己同年齡層的人（age peers）相比較以作為對自我的反映之外，有

時候也會過去和現在的自己相比較（引自 Sherman，1994：400）；在「老」的意

義詮釋上，外貌、身體健康或體力等「生理老化」的面向，許多受訪者明顯看到

自己與過去的改變，甚至以那些「改變」來定義自己的「老」，這也表示，在「生

理的老化」上他們觀察到較明顯的動態歷程改變。 

    在「心理老化」的面向上，部分受訪者認為，不管自己的身體、外貌等有何

變化，重要的是心態、心境的調適，常保持年輕的心、多接觸新的事物、瞭解年

輕人在想什麼，就不容易變老；少數探討男同志老化態度、年齡認定的研究也顯

示，個人調適越好、心理狀態越健康，就越慢進入「老化」的階段（Minnigerode，

1976；Quam & Whitford，1992）。 

而關於「工作或行動能力」的部分，也有受訪者表示，「退出工作者角色」

或是「沒有自我行動能力」時才代表著「老年∕人」的象徵，因此，倘若他們將

來並不打算要退休，同時在「生活自理能力」上又沒有嚴重的退化，也許他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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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十、七十多歲的年紀仍然不覺得自己是個「老人」，尤其是「工作者角色」的

延續，往往使一個人在老年階段擁有較佳的自我概念，甚至不接受「老年人」的

身份認同，然而，就受訪者所表達的看法與感受，他們以「退休」作為「老年∕

人」的建構方式，可能也顯示了以工作為首的生命價值衡量。 

整體來說，這群 40-55歲的中年男同志，在老化的詮釋或界定上，較少有人

覺得自己已經是個「很老的人」；這樣的結果，偏向於「否定自己是老人」、「自

己離老尚遠」的「老年拒斥觀」，以「我還沒想那麼多，因為我還沒那麼老」作

為其「防禦機轉」（defense mechanism）（邱天助，2002：107-114），即使在少數

面向上可能覺得自己是老了，但大體上又還沒老到「不能動了」、「無法工作」、「不

能做喜歡做的事情」的狀態；如此的現象，可能是由於本研究的受訪者年齡介於

40-55歲之間，絕大多數目前從事穩定的工作，甚至正在努力打拼，處於事業的

衝刺階段，而且身體狀況或外貌的改變並沒有嚴重到會影響工作或生活上的自理

能力，基於這些重要的脈絡因素，可能使得他們對於老的概念大多是趨向於「還

沒有那麼老」、「離那個『老』還有一段距離」、「還沒有老到都不能動」等想法，

例如樣本 A提及：「嗯…除非要很老，才會意識到，老到單身、有疾病時…，因

為，我還沒有意識到『很老』這個事情，因為還有一段距離（p.17）」，也可以說，

這是一種「向年輕靠攏」的老化態度。 

 

第二節     「老」的界定 

    在第一節的段落中分析的是受訪者對於「老」所詮釋的概念、意義，那麼接

下來要思考的是，究竟他們所認為的老，是如何界定出來的？是站在什麼樣的基

準上來比較的？在本研究中發現，除了觀察自己過去到現在的動態歷程改變之

外，受訪者多半會從與他人的比較過程中來界定自己的老化情形，根據他們的描

述，主要有「同年齡層的比較」（包括中年的異性戀者和同志族群）以及「不同

年齡層的比較」兩種比較的層次，尤其在與同年齡層異性戀者相比的部分，更是

個特殊且值得探究的議題。 

（一）同年齡層的比較 

1. 「同」、「異」之間：中年男同志的年輕化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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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和自己同年齡層比較時，通常會發現自己顯得比較年輕，而且，他們

較傾向於和中年的異性戀社群作比較－例如當年的同學、現在的同事或朋友，也

就是「中年男同志」與「中年異性戀者」之間的相對差異。這些受訪者表示，在

大多數的情形下，他們看起來都比周圍的異性戀朋友要年輕、比較有活力，老化

的速度比較沒有那麼快，例如： 

「…很多同年齡的、有子女的，到現在剛好都是最蠟燭兩頭燒的時候，

子女剛好是上大學，最需要花錢的時候，因為他們在事業上也剛好大概走到

中級主管的地位，也是相當忙碌，所以，跟他們比起來的話，在老化現象來

講的話，我們倒是佔了很大的優勢。」（樣本B，p.4） 

「跟我同樣四十歲的朋友、同事比較起來，我年輕了很多…我覺得同性

戀的這些人比較active一點，表現出來的感覺、活力方面，起碼比異性戀者年

輕個十歲、二十歲左右。」（樣本A，p.16） 

「比較起來，其實一般的同志跟非同志比起來的話，同志看起來都會比

較年輕，像我現在碰到我的五專同學，我的外貌上可能比他們年輕五到十歲，

也因為我比較沒有家庭壓力嘛！」（樣本 E，p.3） 

「像我以前的同學啊，覺得他們怎麼變得那麼老，跟我們在街上看到的

一樣，有著大肚子、一副那種…感覺上一看就知道是那個年紀的，那我是從

二十幾年前就這個樣子了…」（樣本 F，p.1） 

「像我小學同學有人當阿公了，看他的樣子就知道是阿公的樣子，不像

我們這種樣子，我們還可以騙人（笑）…我覺得老天爺對我蠻好的，已經四

十三歲還能活得看起來就像三十出頭一樣…我覺得已經比別人捉抓住青春的

尾巴十幾年了，也夠了啦。」（樣本G，p.9） 

「至於到老了跟異性戀有什麼不一樣，我覺得，真正的不一樣⋯不管身

邊有沒有人，gay跟非gay的人一個最大的差別是，因為gay比較會三八、比較

花枝招展，異性戀者他們⋯也不能說是一版一眼啦，他們比較受社會規範的

拘束。」（樣本G，p.10） 

「同學會阿或是跟以前的朋友見面的時候，我們會很明顯的年輕，大概

是我自己的感覺啦…或是看到很多同學就是，可能頭全部禿光阿，然後肚子

大得…」（樣本 H，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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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析 

◎ 「同」、「異」之間老化差異的原因 

    大多數的情況下都發現受訪者比自己那些同學、朋友看起來更年輕，為何有

如此的現象呢?究其原因，從生命歷程觀點來看，男同志在中年期的發展任務和

異性戀者有所差異，雖然有些異性戀者未必進入婚姻、未必擁有子女，然而以台

灣的情況來說，目前四、五十多歲的中年人（異性戀者）大多數擁有所謂的異性

婚姻或家庭生活，但本研究訪問的 12位受訪者大多數都並沒有進入異性婚姻關

係當中，他們在訪談當時都強調，這種不同的生涯規劃選擇是個重要的原因，例

如樣本 B就提到： 

「…可能因為我們沒有家庭的負擔、沒有子女的負擔，反而不像一般同

年齡的同學、朋友會把重心放在家庭裡面，他們老化的現象比我們嚴重得相

當相當多，每次同學之間的聚會時，我們都會成為他們調侃的對象，我就說

他們都是我的高中老師…」 (樣本 B，p.4) 

與自己的手足相較，樣本 F就覺得自己的弟弟比他多了照顧家庭的負擔： 

「不一樣，差很多啊，像我弟弟有結婚，他就會安排說要照顧兒子啊，

那我就沒有這個負擔，就多賺錢，反而經濟能力好就會讓自己過得更好，比

較不會去想說將來還要負擔兒子啊、老婆啊之類的。」…（樣本 F，p.4） 

不過也有人覺得不是因為有沒有結婚，例如樣本 C、E、G、H就認為應該

是其他的因素所影響： 

（1）心境帶出外貌的靈氣 

「其實是跟心境有關係，因為你的心境而帶出你外貌的靈氣，這是真

的⋯如果你身為一個同志，你沒有養小孩的過程，而你是很輕鬆的面對，那

麼你會很年輕，可是如果你身為一個同志，你雖然沒有小孩，可是你有很多

小情人，你會擔心你的小情人，一天到晚擔心我的小情人怎麼樣、我這個人

怎麼樣、他會不會偷人，這樣的話，他一樣是衰老得快啊！那麼，有的人太

縱欲，同志有很多人就是縱欲過度啊，所以他們也是老得快啊。」（樣本 C，

p.15） 

樣本 C認為，男同志雖然沒有養小孩，可是如果時常在焦慮感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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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是老得很快，重點在於如何讓自己的心境平衡，帶出那種年輕的活力。 

（2）男同志比較注重外表 

「跟他們比起來啊..我相信以我們gay的這種本錢，那麼愛美、注重身

材，到六十幾歲我們看起來還不是很老，還可以做很多事情…」（樣本G，p.9） 

「…而且，其實有些同志他即使是上班的時候穿西裝、打領帶，看起來

比較年紀大一點，可是當下班的時候他就會打扮比較年輕一點，讓自己看起

來比較年輕一點…」（樣本E，p.3） 

「…我不覺得說，因為我有結婚所以我不覺得說是因為結婚，會讓你

老，而是我覺得是根本上是因為gay，會比較…可能會比較重視外表吧－我們

大部分可能平常就會，不管在穿著阿、打扮上阿，多少會比較留意，可能比

較不會像別人變得那麼邋遢…因為你可能老到某一定的程度，太老了，可能

你這方面的生活就比較缺乏，那如果你都保持…中年的活力，可能都還有一

定的…市場吧，呵呵。」（樣本H，p.10） 

他們認為，由於男同志對於外表的相對重視，在老化程度上較沒那麼明顯，

甚至覺得「到六十幾歲看起來還不會很老」，也正如先前所討論過的，樣本 E、H

還同時使用了「打扮」的字眼來解釋中年男同志看起來為何比較年輕的原因（ex.

比較會「打扮」自己），但一般異性戀男性對於外在形象的注重，卻較少使用「打

扮」這樣的字眼來形容；而且樣本 H 更指出，對於外表的重視，另一個目的是

為了讓自己在步入中年，或年紀更大以後，還能具有個人的「外在吸引力」，維

持一定程度的「市場價值」，不過換個角度來看，這種說法可能也意涵著「害怕

老了沒有人要」的心理焦慮。關於本段落及先前討論的「打扮」，也正是「外在

形象」與「老化」之間的連帶關係，關於這方面的議題，在第五、六章的分析中

將有更多的討論與詮釋。 

 

2. 同志圈內的比較 

不過，也有少數受訪者覺得，無論是和同志圈朋友或異性戀者做比較，自己

看起來就是比較年輕，例如樣本 E、F提到： 

「反正我覺得我還是很年輕，可是也老了，只是會覺得說，可能人家十

年的時間在我身上只過了七年、五年，不管是跟一般人，或者跟同志比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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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是這樣子，我覺得我老化好像比較慢。」（樣本 E，p.4） 

「如果跟我年紀差不多的那些圈內朋友啊，我心態上真的沒有他們那麼

老，他們就是把自己想得那麼老…」（樣本 F，p.8） 

進一步分析，和其他受訪者較不同的是，樣本 E、F 兩位在男同志酒吧從事

工作已有多年的時間，來他們店內消費的客人多半為二、三十歲年齡層的年輕男

同志，同時樣本 F還表示，本身喜歡或交往的對象就是比自己年輕的人：「我比

較喜歡玩年輕人的方式，譬如我喜歡去年輕人的 Pub啊…不是我們要去嘗試做什

麼，至少是瞭解，看看那些小孩子怎麼玩、怎麼穿著等等，這樣你的心態就會變，

不會每天在那邊看起來越來越老…而且我交的都是比較年輕的，我本身就喜歡比

較年輕的..（p.8）」，這些社會接觸的過程，使得他們較能夠保有年輕的心態與活

力，正如 Berger（1996：206）的研究發現，接觸年輕人，接觸新的資訊、觀念

或想法，是許多中、老年男同志對老化調適的最佳方法之一；另外，樣本 E還

提到，「家族的生理遺傳」也是其中的原因：「我覺得這跟家族在生理的遺傳上有

關，在生理的成熟上，我們家的人都很慢，是家庭的關係，所以也老得比較慢…

（p.9）」；基於社會接觸、家族遺傳等原因，使得這些受訪者即使與同年齡層的

同志朋友相較，一樣顯得年輕許多。 

 

（二）不同年齡層的比較 

    除了和同年齡層的同志圈朋友及異性戀者比較之外，受訪者也提及了和年輕

人比較以及與自己年輕時相比之下的感受，例如樣本 D認為，和年輕人相比，

性能力的退化意味著自己老了： 

「基本上來講，年輕人的性的能力就一般來說就是會比年老的好，年老

的多少有些退化了…」…（樣本 D，p.11） 

根據樣本 D在受訪當時的說法，由於自己喜歡的對象是年紀較輕的，因此

過去在性/親密關係的經驗中，和對方的性需求、性慾能力相較，的確因為年紀

漸長，而感到有明顯的差異，同時也私下表示，現在交往的對象比自己年紀小十

歲左右，最近也因為對方的感情及肉體出軌，愛上了更年輕的對象，使這段交往

十幾年的伴侶關係面臨瓶頸；文獻中也指出，喪失性的吸引力是許多中年男同志

所面對到的一種「中年危機」（midlife crisis）（Kimmel & Sang，1995：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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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性能力的退化」成為比較的基準之外，有些受訪者覺得，在人際網絡

中，若時常接觸或與年紀較輕的對象交往，容易感覺自己比較老： 

「…碰到年輕人的時候，譬如像碰到來店裡的那些二、三十歲的 gay，

在跟他們談話時，覺得自己老了。」（樣本 E，p.5） 

「…我永遠在這個圈子裡面都是老的，是因為我接觸的永遠都是年紀很

小的啊，之前交往的那個也是小我十歲的，對我而言都很小啦，比方說，Z

先生帶我認識的那些五十幾年次的，對我來說還是都很小啊。」（樣本I，p.7） 

 

再分析 

◎ 老化界定：參考團體比較 

受訪者在談論他們怎麼界定那個「老」時，無論是與同年齡層、不同年齡層

或過去的自己相比，其實反映的是一種「參考團體」（reference group）的比較過

程；基本上，「參考團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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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個人對年齡或自我老化的認知也

會經由與參考團體的比較而反映出自我老化的程度（Bultena & Powers，1978；

Sherman，1994）。上述分析的資料就顯示，我們所選擇的參考團體可能會影響我

們的態度形成或改變，對於中年男同志而言，若以二、三十歲年齡層的年輕人作

為參考團體的話，可能就會覺得自己是比較老了；同樣地，當年齡層相仿的異性

戀群體成為他們的參考團體時，比較團體特質之後，會發現自己是比較年輕、比

較好看、老得比較慢的。另外，較特別的是，樣本 E、F提到，因為社會接觸（樣

本 E、F接觸較多年輕人）或家族生理遺傳（樣本 E）的關係，使得無論他們的

參考團體是同年齡層的「異性戀者」或「男同志」，自己看起來就是比別人來得

年輕。 

 

 

※ 特別討論：年輕男同志的老人∕老化態度 

    本章節探討的老化態度，所呈現的是中年男同志對於「老」的意義詮釋或界

定方式，然而，在訪問過程中，他們不但表示了自己的看法，多數受訪者更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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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提到，較年輕一輩的男同志對於中、老年男同志（包括受訪者自己或他人）

常有一些負面的看法，就如同許多關於「代間態度」（intergenerational attitudes）

之老年研究所發現的，許多人對於老年∕人具有負面的態度或刻板印象（例如：

自我中心的、囉唆的、抗拒改變的、身體衰弱的、沒有性慾的、失去吸引力

的……），例如 Berger（1996：42-43）所做的訪談研究中就有受訪者表示：「…

他們覺得和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他們認為我們的性能力變很差」、「覺得我們

是應該放入櫥窗的『老古董』」…等，而本研究的受訪者在其人際互動中（包括

言語及行為表現上）也曾有類似的經驗，例如： 

1. 直接的個人經驗 

「我就曾經碰到過一個，他其實給我的打擊是滿大的啦，原本是他主動

要求說，他說他不喜歡一夜情、不喜歡怎麼樣，然後是他主動講說彼此留電

話，彼此蠻有好感的，後來他知道我的年紀之後，覺得，天哪，怎麼會那麼

老，然後就跑掉了。」（樣本I，p.6） 

「…我就遇過啊，當他看到我們這種五十幾歲的，就會覺得：『天哪！

你好像怪物喔！你怎麼會跑到同志網站上還在跟人家聊天？天哪，你憑什麼

有資格來交友？』，他們就會對那個『老』，在無形當中顯現一種疏離、排斥，

甚至有些不敬，覺得跟他無所相關，然後就不喜歡，覺得『那麼老人還要出

來釣人？』，就會覺得噁心..」（樣本D，p.18） 

2. 對他人的間接觀察 

「我在三溫暖裡面看到很多這種喔，齒禿髮微阿，而且每次都有，他們

就專門在那種比較暗處的地方，或者是蒸汽室裡面阿，就這樣子東摸一把西

摸一把，然後就被別人家踹開啦、踢開啦，他好像也好像滿樂在其中的，只

是通常很多人都會排斥，不客氣的…畢竟喜歡老的不多啦，大家都喜歡年紀

輕的。」（樣本 I，p.32） 

「我知道的是，像我跟那群打球的朋友，他們的年紀跟我有一段差距，

我就發現只要他們看到年紀比他們大的，就會說是老gay啊，會很排斥，在言

語上會很不客氣啊，反正就先設定了一個gap在彼此之間…像有一些人，偶爾

才來打球的，剛好年紀比較大的，他們就會說『那個糟老頭…』之類的，就

在旁邊批評，我想，應該背地裡我也會被這樣講吧。」（樣本A，p.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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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店裡來的人都是比較年輕的，有時候就看到，如果一個老的過來

跟你搭訕，可能那些年輕人就跑來跟我講說：『那個老頭子好討厭喔，還跑過

來這樣子搭訕，煩死了…』，他們說的這些老頭子應該都差不多在五十多歲以

上吧，感覺上老人在我們這邊是比較不受歡迎的。」（樣本E，p.5） 

Butler（1989）指出，「年齡歧視」（ageism）是指個人因年齡而受到他人的

不平等對待，上述受訪者提到的情況，多半呈現的是偏向負面的老化態度或刻板

印象，但較難斷定他們描述的內容是否可將其視為一種「年齡歧視」，不過，有

些受訪者的確「歧視」的字眼來形容他們所感受到的態度： 

「像有的時候，我上『摯愛中年』（註：中年男同志聚集的網站），看到

有年輕人上來，我去跟他打招呼，有的就會說：『你這老頭你來這邊幹嘛？』，

我就會說，怎麼，歧視老年人啊？第一，你得先看看你到的是什麼樣的一個

網站來，你到的是中年的網站，這裡本來就是年齡層比較大的，如果是喜歡

年齡比較大的就會進來，第二，我覺得不要這樣嘛，我說：『我是你未來的鏡

子！』，我已經講得很含蓄喔，不然有的人就會直接跟他們講：『你將來也會

老啦！』。」（樣本C，p.6） 

「…像我們店裡來得都是年輕的啊，就常常遇到這種歧視啊，如果在那

種老人吧裡面，這種歧視老年人的感覺就比較沒有那麼嚴重啊，因為大家都

差不多年紀啊，就不會覺得怎麼樣。」（樣本F，p.9） 

    樣本 F還將這種「歧視」的現象作了比較，因為在「老人吧」出入的男同志，

年紀多半在四、五十多歲以上，若有較年輕的男同志前來消費，主要也是由於他

們喜歡年紀較大的男同志，而「老人吧」是他們接觸的管道之一，因此與年輕人

出入的酒吧相比較，「老人吧」的歧視現象較不那麼明顯。 

    無論受訪者提到的是負面的態度、刻板印象，或者覺得是一種「歧視」，和

異性戀社會中一樣的是，在一些人際互動場合中常會形成「年齡區隔」（age 

segregation）的現象，正如樣本D表示：「尤其是二十到三十五歲以下的，特別是

在所謂的gay bar裡面，他們對於那個『老』好像覺得與他們無關，有點類似異

性戀社會在看待同性戀一樣，同性戀社會的族群劃分，覺得年輕一輩才是主流，

老的這一輩有點被認為已經退休到邊緣去，覺得『我們是孔雀，你們是麻雀，不

要來沾惹我』，大多數是這樣啦…（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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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為何年輕男同志對於「老 gay」會有負面的態度、刻板印象，甚至是

歧視？進一步分析，可能與「外在吸引力」及他們本身的「社會接觸」有關： 

1. 「外貌協會」的成員：老了就會失去外在吸引力 

43歲的樣本 G覺得，50多歲以後才是那種會被歧視的年紀，同時他也指出，

年輕男同志對「老 gay」的歧視是由於外貌因素－外貌的變形，使得外在吸引力

隨之降低： 

「也許等到五十幾歲時對我來講才是一個會慢慢地被歧視的時候，那可

能是外貌的部分，因為gay大部分都是『外貌協會』的會員，當我的外貌開始

變形了，已經變得不再年輕的時候，就會被歧視了…」（樣本G，p.16） 

2. 缺乏接觸中、老年男同志的經驗 

有些年輕男同志，在他們的生活世界裡，還沒有機會遇見或認識年紀比較大

的男同志，甚至很難想像到「中年男同志」或「老年男同志」的存在，例如樣本

D就提到： 

「例如有一天我去游泳，那些小朋友有很多就說：『啊，我從來沒有看過

那麼老的同性戀！』，我就說，怎麼，好像同性戀到了某個時候就要變成『不

是同性戀』了嗎？…（p.10）」 

    除了外在吸引力的降低或缺乏接觸中、老年同志的經驗之外，其背後的意

涵，可能也意味著年輕男同志對於「老」產生的「抗拒」或「害怕」，Bridenstine 

& Quattrochi-Tubin（1986）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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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樣本 D就發現： 

「其實我看到很多年輕的gay是很怕老的，他們對待老的態度，多數的

時候，是有些無知的，所謂的『無知』是說，他們覺得同性戀好像只有年輕

的，我看到很多年輕的孩子，覺得同性戀只有年輕的，老的就不叫『同性戀』，

他們不知道要變成什麼來冠上個新的名詞…（p.10）」 

    樣本 D覺得很多年輕的男同志很怕老，因為「怕老」而產生一些對於「老」

的態度或印象，例如「同性戀只有年輕的」；而在本研究也發現，其實這些中年

男同志他們自己也會怕老，尤其在某些方面（例如：生重病、死亡、失去外在吸

引力等等）的恐懼感是更直接、更深刻的，而此部分也將是下一章（第五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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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重點之一。 

 

小 結 

在「老的界定」方面，受訪者分別和同年齡層（包括異性戀者及同志族群）

及不同年齡層者相比較，以界定自己老化的程度，若由「參考團體比較」的觀點

來分析，則因參考團體的不同，會使個人對老化的認知形成不同的態度，例如，

若和年輕一輩的男同志相較，受訪者會覺得自己老了，因為當自己與年輕人接觸

時，他們的青春活力（如：美貌、健康、體力或性能力等方面）可能是自己所不

及的，而顯得自己比較老，甚至這種感受成為男同志面臨的「中年危機」之一；

可是若和同年紀的異性戀者相較，在沒有婚姻家庭的情況之下，少了對家庭生活

所需付出的時間和精力，受訪者覺得反而比那些中年異性戀的朋友、同學有著較

「年輕化」的優勢，不過，研究發現，這樣的解釋也並非絕對，例如已婚的樣本

H表示，並非因為他選擇了「異性婚姻家庭」的生活，就覺得自己和那些中年異

性戀者一樣老得比較快，反而因為自己和某些男同志同樣具有的特質（ex.較注

重「打扮」，維持外在吸引力）而使他比其他的已婚異性戀男性看起來較為年輕。 

然而，也有受訪者認為自己的「年輕化」優勢是來自其他的原因，（1）心境

的調適：無論是否有家庭、有小孩，樣本 C都覺得因為自己的心態調適，而影

響了外在的年輕面貌；（2）男同志比較注重外表：如上段所提到的，以外在形象

的維持或修飾，延緩老化的速度（樣本 E、G、H）。 

然而，由於社會接觸及家族生理遺傳等其他方面之影響，也有受訪者（樣本

E、F）覺得自己無論和同年齡層的異性戀或同志相比，都顯得比較年輕。 

此外，研究中也發現，當受訪者談及老化的意義或界定時，他們還提到了許

多年輕男同志對於中、老年男同志（包括受訪者本身及周圍其他人）的負面態度

或刻板印象，甚至有的受訪者已使用「歧視」這樣的字眼來形容，這些現象的產

生，大致有兩方面的因素，（1）「外貌協會」的成員：樣本 G提到，許多男同志

相當注重外貌，而中、老年男同志相對來說在外貌上比年輕男同志來得衰老，較

注重外在吸引力的年輕男同志，就易對他們表現不友善的態度；（2）缺乏接觸中、

老年男同志的經驗：若年輕男同志在他們的生活經驗中沒有機會能接觸到老一輩

的男同志，他們對於中、老年男同志的描繪較可能趨向負面的、刻板化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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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年輕男同志的老化態度，某種程度上也反映出男同志族群「怕老」、「抗拒

老化」的心態，在第五章的分析中將進一步討論中年男同志對於老年生活所焦

慮、擔心或害怕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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