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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寶靜＊

研究緣起一、 
在高齡社會裡，如何讓老人過著健康、安全、活力、尊嚴的生活成為政

策關注的議題 （林萬億等，2006），而呂寶靜等 （2007） 提出高齡社會對策之
總目標為：「建構有利於高齡者健康、安全的友善環境，以維持活力、尊嚴

與自主」，除了基本生活的保障外，還須致力於友善老人的環境之型塑，此

乃因友善老人的環境不僅讓老人可免受到社會上的年齡歧視，或不會因老年

而招致到社會排除，還包括支持性和使能 （enabling） 的環境之建立。至於活
躍老化 （active ageing） 之體現是以社會參與為基石，而老人透過社會參與，
建立社會連接關係以整合社會，增進身心健康及福祉。

本研究所提出的問題意識有下列三項：

（一） 社會參與的研究中未正視社區參與，也忽略社會參與可建立社會關係
連結

世界衛生組織 （WHO） 於 2002年提出活躍老化之概念時，針對健康、
參與和安全三大基礎原則中有關 「參與」 面向的主張為：提供民眾橫貫生命
週期之教育及學習機會，如基礎教育、健康教育及終身學習。另一方面，強

調當民眾逐漸老化時，亦應鼓勵個人依照其能力、偏好及其需求，積極的投

入經濟發展相關的活動與志願服務等工作；除此之外，也應鼓勵民眾充分的

參與社區及家庭生活；並透過提供良好交通運輸環境之建構、不分年齡人人

共享社會之打造、降低性別不平等、正向的老年圖像之型塑等策略，加強民

眾社會參與的動機與實際的參與行動。然現有文獻中有關社會參與的討論向

來側重在參與的活動類型 （如志願服務、休閒參與或教育學習活動參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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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關注在社區參與的分析 （老人退休後的社區參與卻是社會整合之一項重
要機制）；亦忽略了活動參與有助於個人社會連帶或關係連結產生之探究。

（二） 社會整合的關係網絡中，疏忽老人與社區人士或鄰居關係之網絡
國內有關老人社會關係的研究聚焦在家庭關係、家庭支持功能與家庭照

顧能力等主題之探究，但對老人和朋友及鄰居關係之分析，十分缺乏。其實

在老人的社會關係中，鄰居的關係一般來說係屬 「弱的連帶」 或 「橋樑的連
帶」，弱的連帶可透過制度式的設計安排而可能發展成朋友或發揮友伴 

（companionship） 的功能，因友伴的關係產生自共同從事休閒娛樂活動或共同
的興趣。誠如 Kelly （1987） 所稱，休閒活動可創造一個社會環境以發展新的
社會關係。而隨著生命週期的改變，結識新的朋友或加入新的團體，有助於

網絡發揮友伴之支持功能。因此，本研究關注在老人參與地方性社團對鄰居

關係、鄰居行動 （neighboring）、及鄰里凝聚 （或社區意識感） 的影響。又老
人與鄰居的關係或鄰居互助行為會受到哪些因素之影響？此外，老人的社區

生活參與和其身心健康之關係為何？

（三） 透過社區行動 （社區關懷據點的設立），以強化鄰居關係網絡之支持功能
近年來英國一些學者透過社區行動來建構友善老人的環境，透過方案或

行動計畫以加強鄰里連帶或提高社區感 （譬如：Austin et al. 2005）。反觀臺灣，
政府目前推動 「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藉由據點提供服務給老
人，期能促進老人生理、心理健康並拓展社會關係。爰此，社區關懷據點的

建立，提供我們一個機會去考察社區行動方案如何型塑老人的社區生活參與

或改變老人與鄰居的關係。又透過何種機制才能引發老人發展新的社會關係

或維持正向的連帶關係？除此之外，個人的社交技巧在社區生活參與上扮演

何種角色？

更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下列三項：

1. 分析老人社區參與對其社會關係轉變之影響，以及參與社區生活與福祉的
關係，而社區參與聚焦在社區關懷據點參與之探究，以瞭解參與據點活動

的老人和在據點服務老人的志工之生命經驗。

2. 討論促進老人社區生活參與之策略，探索藉由老人社區關懷據點之服務提
供來重塑老人鄰居關係以發揮社會支持功能之可能性，進而探究老人的社

區生活參與對其福祉或生活滿意度之影響。

3. 發展介入服務方案、執行介入服務方案且進行方案成效評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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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經過二、 
本研究之研究期程預定三年，第一年之研究重點為：為瞭解社區照顧關

懷據點對促進老人社會整合所扮演之角色和發揮的功能，舉辦五場焦點團

體，邀請臺南縣政府、新北市政府和西港鄉公所、板橋市公所之業務承辦人

員，以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負責人、主任、或志工隊長參與；此外，也赴七

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瞭解其硬體設備設施、提供服務與辦理活動，以及參加

者的特性等情形。

第二年執行完成的工作項目有二：（1） 老人社區生活參與對其社會整合
之影響，以臺南縣西港鄉及新北市板橋區兩個社區的老人為對象，共計訪談

11位老人；另也訪談 11名在據點服務的志工。（2） 拍攝 「關懷零距離」 紀錄
片：透過動態影像紀錄，呈現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舉辦老人活動的情形，捕捉

負責人的理念、志工的投入及參與老人的活力，展現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之功

能—作為社區老人建立社會關係或整合社會的平台。

而第三年執行完成的工作項目有二：（1） 執行老人懷舊團體介入方案：
採行前 –後測控制準實驗設計方法執行老人懷舊團體介入方案 「我們的人生
故事．港東村老人懷舊團體」，參與本研究之對象為臺南縣西港鄉港東村生活

滿意度較低的老人。（2） 進行問卷調查：為瞭解老人社區生活參與側重在社
區關懷據點的參與之情形，以及此類參與對其鄰居關係、主觀福祉的影響，

研究對象之選取擬有城市和鄉村之別，又兼顧區域的差異，故立意選定新北

市和臺南市。配合總組社區介入選定的社區，新北市擇定板橋區，臺南市則

是西港區，故先選取上述兩個鄉鎮市區為樣本，然後在同一縣市中擇定相同

的都市化層級的鄉鎮市區為對照組，故新北市選定中和區，而臺南市則選定

後壁區；每個區選取五個社區關懷據點，共計 20個據點。每個據點再請社區
關懷據點負責人推薦 20名老人成為受訪名單，總計完成 400位老人的問卷調
查。而問卷內容包括：個人狀況與基本資料、住屋與居住環境、鄰居關係、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參與情形、社會支持與社會參與、主觀福祉及經濟狀況等

七項 （呂寶靜，2012）。

研究成果三、 
（一） 老人參與社區關懷據點的情形

第一年之研究成果，透過參加焦點團體討論之社區關懷據點負責人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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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分析，吾人對老人參與社區關懷據點的情形有以下初步發現 （呂寶靜，
2009）：
1. 阻礙老人參加活動或使用服務之因素有：行動不方便；個性內向；工作或
照顧家庭；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對行為的限制 （如不能抽菸、喝酒、賭博）；
老人習慣在公園、廟前、大樹下相聚活動，到據點活動較拘束不自在。

2.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特色：（1） 有血壓計、跑步機、卡拉 OK等器材可供
使用；（2）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志工和老人就像是一家人，志工會提醒老
人家血壓、健康等問題，有什麼事情也會幫忙注意一下；老人對志工有信

任感，比較能夠放心的講一些內心的話；（3） 關懷據點固定都會有人在，
老人一方面可以找老朋友；另一方面可獲得許多新的訊息；（4） 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能夠提供老人免費的服務，包括：坐按摩椅、泡茶、餅乾糖果

等，給老人免費的享受；再者，另一個賣點在於 「人」，亦即關懷據點的志
工，老人家來據點就會受到關懷的眼神、燦爛的笑容、親切的聲音，以及

溫暖的雙手；（5） 常常舉辦活動，讓老人有機會多出來走動，久而久之變
成習慣出來活動；（6）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提供額外的服務，方便老人家，
例如不識字的老人需要填寫資料時，會到據點尋求志工協助；（7） 許多據
點提供定時定點量血壓服務，做出據點的口碑，吸引老人在固定時間出來

接受服務。另有據點結合藥局提供血脂肪檢測、骨質密度檢測等較不常見

的服務，更是吸引老人的一大賣點。

3. 較能引發參加者彼此的互動進而建立友誼關係之活動或服務項目：獨居老
人慶生會；共同用餐；固定式活動 （譬如每個星期都有活動，且持續幾個
月）；一起外出旅行；老人同質性愈高、交集愈多，愈可能發展友誼。

4. 參加關懷據點舉辦的活動或接受關懷據點的服務對老人之影響：（1） 生理
方面：達到復健效果，改善行動能力；（2） 心理方面：包括充實生活、變
得較樂觀、較快樂、提高生活掌控感、及感受關心、溫暖等；（3） 人際互
動及生活方面：如認識新朋友、多一個地方可以走動、讓家人安心、及獲

取健康新知等。

（二） 社區關懷據點志工參與志願服務之經驗 1

依據生命週期的觀點，個體從成年人邁入生命晚期時，容易因為經歷一

1 此部分研究成果業已於 2010年 「高齡社會南區研究成果發表會」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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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轉換期 （transitions） 而導致社會整合的威脅。老人退休後主要的社會整合
之途徑有二：注重家庭連結及注重社區參與，而志願服務參與即為其中一項

促進社會整合的機制。本研究係以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為例，探討社區關懷據

點志工參與志願服務之經驗。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針對 11位年齡介於 58∼ 74歲的社區照顧關
懷據點志工進行訪談，主要的研究結果為：（1） 個人成為關懷據點志工係基
於 「天時地利人和的機緣」：「天時」 係指擔任志工的好時機，包括個人的生
命階段 （從工作角色退休、家庭責任減輕） 及外在的結構機會 （社區關懷據點
的成立），增進志工機會的可獲性；「地利」 是指地理的鄰近性，亦即社區關
懷據點對志工們的可接近性高；「人和」 則係指原先鑲嵌的社會關係網絡是帶
領人們加入志工行列的關鍵。（2） 個人參與志願服務的動機主要可歸納為：
服務他人或回饋社會的利他主義、找事做以避免生活無聊、增進社會互動、

感覺自己還有能力 （還有用）、代間的互助交換、及瞭解老年生活等六個面
向。而本研究即有幾位受訪者擁有多重動機，但有將近半數的受訪者都著重

在利他主義。此外，許多受訪者皆提到自己因為服務對象的回應而感到快

樂、高興、或是備受肯定，正是所謂的 「助人為快樂之本」，這也是受訪志工
持續服務之動力。（3） 擔任志工對生活的影響，主要包括：人際網絡的拓展、
主觀福祉的提升、生活有意義或有目標、及自我成長等四個面向；同時透過

志願服務之參與過程，人們也獲得許多人際接觸的機會，而對社會關係產生

影響。綜合言之，社區老人擔任社區關懷據點志工的參與過程和整體經驗其

實就是一種社會整合的動力與展現；且對退休老人而言，志願服務參與確實

是促進社會整合的一項機制。

（三） 懷舊團體介入方案對增進社區老人福祉成效之初探 2

近年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紛紛成立，期望藉由據點提供服務給老人，以

拓展其社會關係，並促進生理、心理健康，但社區中仍有許多老人從未與關

懷據點產生互動，其中有些可能是較孤立的老人。社會孤立對老人的主觀福

祉會產生負面影響，可實施一些介入方案來降低老人的社會孤立或提升主觀

福祉，而懷舊團體是其中的一類介入方案。爰此，本研究設計並實施 「老人
懷舊團體」 介入方案，以臺南縣西港鄉港東村的社區老人為對象，檢視介入

2 此部分研究成果業已於 2011年 「2011高齡社會北區研究成果發表會」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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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對於生活滿意度較低的社區老人之福祉所產生的影響。研究分析顯示，

懷舊團體介入方案，可降低參與老人的抑鬱程度並提高其生活滿意度，但對

於減少寂寞感之成效則未具顯著性。另外，團體成員對參加團體的感受相當

正向，都認為每週聚會是一段歡愉的時光，此係因有人可作伴講話，而團體

過程中相互性的溝通和分享是關鍵要素。

建議四、 
1. 依據內政部所訂頒的 「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成立的目標與功能係著重在社區老人的關懷與照顧，然本研究發現，社

區關懷據點其實也提供社區老人參與志願服務之機會。從受訪者的經驗可

知，在個人成為社區關懷據點志工的過程中，外在的制度或結構機會扮演

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志工機會的可獲性 （關懷據點的成立） 及志工機會的
可接近性 （據點的地理鄰近性或地緣關係），是促發個人投入社區關懷據點
志願服務的要素。誠如 Sherreden等人 （2001） 所強調的，人們在晚年從事
生產性活動其實同時受到個人能力與制度能力的作用；更具體來說，個人

要能夠從事生產性活動必須有社會制度所創造出的角色機會，故相關政策

應透過結構機會的創造來提升社區老人參與志願服務的可能性，譬如召募

志工的資訊更加廣為周知、廣增在地擔任志工的機會、透過表揚肯定志工

的貢獻、並提供志工訓練與支持等。

2. 老人懷舊團體過去的實施對象多半為機構 （長期照顧機構或護理之家） 住
民，用以協助老年住民因應生活的轉變 （住進機構）。但其實有學者指出，
懷舊團體介入方案的適用對象有：（1） 憂鬱的老人；（2） 認知損傷的老人；
（3） 面臨生命轉換的老人 （如入住護理之家的新住民）；（4） 失智老人及其
照顧者 （Ingersoll-Dayton & Bommarito, 2006）。本研究則證實懷舊團體對於
社區中生活滿意度較低的老人也具有成效，建議未來以社區老人為服務對

象之服務提供單位 （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日間照顧中心、老人福利服務
中心等） 也可針對缺乏社會接觸或主觀福祉較差的老人辦理懷舊團體介入
方案。

3. 老人參與鄰里組織 （社團），不僅可扮演有意義的角色和參與活動，且可促
進鄰居間的社會互動，型塑或維持鄰居關係，增強鄰居關係網絡之社會支

持功能，達到社會整合之目標。自 2005年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建立社區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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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據點，期能提供關懷訪視、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餐飲服務、健

康促進活動等服務；然而，此種活化社區組織的政策透過各類活動之辦

理、有意義的多元角色之創造等策略，對鄰居關係、鄰居行動、及鄰里凝

聚 （社區意識感） 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有待深入分析；又社區內的鄰居行
動與社區內老人福祉的關係也是值得探究的一項主題。

4. 有關老人志願服務參與之未來研究建議：現有文獻指出，老人志願服務之
自覺獲益存在著差異，許多研究也開始探討影響高齡志工自覺獲益之差異

的影響因素，側重在志願服務者的個人屬性 （如年齡、性別、社經地位）
或參與情境 （如：志願服務參與程度與服務類型） 對其自覺獲益的影響效
果 （譬如Morrow-Howell等人，2003；Morrow-Howell等人，2009）。換
言之，有關老人志願服務參與之效益 （或獲益） 與其參與經驗有關，故深
入剖析彼等之多樣性經驗是未來可研究的一項議題；另志工用人單位的人

力資源管理策略可能型塑個人的志願服務經驗而影響其參與，故擔任志工

的參與獲益與用人單位制度的關連性亦值得更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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