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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檢查老人身體功能狀況與其生活滿意度的關係，並進而探討在控制

身體功能狀態後，社會支持系統是否會對老人生活滿意度產生影響，並檢驗工

具性與情感性社會支持對提高生活滿意度的相對重要性。研究中使用的資料為

高雄市衛生局於 2000 年所進行之「高雄市老人衛生福利服務供需調查」，以

65 歲以上的老人為調查對象，經過簡式心智狀況評估問卷（Short Portable 

Mental Status Questionnaire）篩選樣本後共計 4,894份具代表性之有效樣本。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控制身體功能狀況後，社會支持系統對老人生活滿意度有

正向影響；情感性社會支持較工具性社會支持對於老人的生活滿意度更具解釋

力與影響力。面對台灣逐年增加的老年人口與獨居老人，政府相關單位應儘早

針對精神層面的情感性社會支持系統與居住安排的設計，進行政策上的規劃並

提供協助，以確保未來台灣老人的生活品質。 

關鍵詞：老人、社會支持、生活滿意度、日常生活活動、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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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on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elderly 
population after controlling functional status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In addition, we also 
examined the relative effect of instrumental and emotional social support on life satisfaction.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was used to collect data from 4,894 elders. We use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to analyze the hypotheses and attain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controlling functional status, the social support is a strong and positive 
predictor of life satisfaction. Particularly, emotional social support explains larger proportion of 
variance than instrumental social support does.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older adults should 
live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friends to enhance their social interactions.  

Key Words: elderly people, social support, life satisfaction,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 
institution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IADL). 

壹、緒論 

台灣近年來的經濟與社會的進步有目共睹。隨著國民所得的提高、醫藥科

技的提升，使得台灣社會變遷快速，台灣人民平均餘命的延長，人口結構有著

相當顯著的改變。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老人依賴人口比率

的逐年上升。老年人口的增加對於台灣社會的經濟面與政策面等皆具有全面性

的影響。 

身體老化是老人在老邁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自然現象，代表著身體功能的

衰退與失去，此時老人往往會因為擔心而產生不安，加上面對環境變異、退休

後社交圈子縮小，子女的長大離家，因而產生疏離感、寂寞與孤獨感，慢慢地

形成各種心理問題（彭駕騂，1999）。許多過去的研究探討了老年人身體功能

狀況與其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因素（劉淑娟，1999；Bowling, 1990；Bowling & 

Farquhar, 1996；Chen, 2001），這些研究指出老人的生活滿意度會隨著健康的

衰弱而降低。此外，老人的社會支持亦在近幾年都市化家庭結構的轉變以及老

人獨居問題浮出台面後受到重視。台灣社會都市化後人際關係疏離，小家庭取

代了往昔三代、四代同堂的生活型態，父母、子女各據一方，削弱了昔日村鄰、

家庭原有的支持功能，老人內心的疏離感不言而喻。許多研究發現社會支持為

預測老年生活滿意度與身體功能狀況的有力因素（李孟芬，1993；周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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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周玉慧、楊文山、莊義利，1998），亦有研究指出老人身體功能狀況為

預測生活滿意度與社會支持程度的影響因子（周玉慧、莊義利，2000）。然而，

同時探討老人身體功能狀況、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度三者之間關係的研究較少

（周玉慧、莊義利，2000；Martin-Combs & Bayne-Smith, 2000），由於老人的

身體功能狀況與生活滿意度的關係已普遍受到許多研究的支持（劉淑娟，

1999；Bowling, 1990；Bowling & Farquhar, 1996；Chen, 2001），目前，對於在

控制老人身體功能狀況之情形下，社會支持系統對於老人生活滿意度之影響，

以及在此種控制下，不同類型之社會支持系統對老人生活滿意度之相對重要性

仍所知有限。因此，若能同時考慮此三者變數間的關係，進一步考慮身體功能

狀況的控制，對於社會支持系統與生活滿意度關係的將能更為深入。 

因此，本研究除了了解老人身體功能狀況與其生活滿意度的關係外，進而

探討在控制身體功能狀態後，社會支持系統是否會對老人生活滿意度產生影

響；其次，進一步檢驗不同類型的社會支持對提高生活滿意度的相對重要性。

期望透過本研究將對老人健康、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度三者的關係有更深一層

的了解，並進而對未來的老人問題與解決方式提出看法與建議。 

貳、文獻回顧與假設 

一、台灣老人現況 

台灣地區老年人口比率早在1993年即達到7.1%，符合聯合國所定義之高

齡化社會國家(指老年人口占總人口達7%者)，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之國家行

列。根據統計，截至八十九年九月底，台灣地區65歲以上老年人口達190萬人，

占總人口比例達8.6%，顯示臺閩地區老年人口平均每年正以4.5%的增加率快

速成長（內政部，2000a）。老年人口比率增加的原因最主要還是死亡率的下降

以及生育率的減少所導致的平均壽命增加，這也反映了台灣在光復之後經濟成

長所帶來的財富與醫療衛生的進步。如同其他國家一般，面對逐漸增加的老年

人口，老年人口在生活上可能面臨的問題，從經濟、醫療及家庭層面，乃至老

人之教育、休閒、娛樂、安養、心理及社會適應等層面，正逐漸浮現出來，成

為政府與社會亟待加強規劃與重視的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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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宗義（1995）認為慢性疾病的激增與生活調適的困難是台灣老人面對現

代化社會主要的困境之一。一般人到了五十歲左右就會出現老化的現象，而罹

病的情況亦會隨著年齡日益嚴重。依據內政部（2000b）的統計報告，六十五

歲以上國民之健康狀況比五十歲至六十四歲國民差很多。林宗義（1995）亦指

出都市化帶來的異質性文化的衝擊、複雜的都市生活所引起的不安全感、家人

與親友的支持系統弱化，以及生活空間的縮小與限制等等生活形態急劇的變

遷，造成老人生活調適的困難。探究老年人生活調適困難主要的原因乃在於社

會支持系統的弱化，而社會系統的薄弱來自於生活形態的轉變。以往農村生活

中家人、親人與近鄰之間關係密切，有著緊密的社會支持系統，隨著核心家庭

的增多，城市文明的發展，居民之間少有往來，弱化相互依賴的社會支持系統，

這種疏離的人際關係讓習於傳統農業社會的老人疏離了原有的支持系統，形成

支持系統薄弱的生活形態。 

值得注意的是，傳統家族主義的倫理與「養兒防老」的價值觀隨著社會的

變遷開始鬆動，在台灣老人和其子女共居的情形已有減少的趨勢（薛承泰，

1995），老人獨居的比例亦有逐漸增加的趨勢。依據行政院主計處（1998）統

計台灣地區人口所屬之家庭類型，以「夫婦及未婚子女」之組成居多，計占

55.8％；其次為「三代同堂」，亦達 22.3％。若按年齡觀察，65歲以上老年人

口則屬「三代同堂」家庭或僅與配偶同住之「夫婦」家庭居多，分別占 30.9

％及 24.0％，而獨居老人則占 14%，高於日本（1995）之 12%，低於美國（1995）

之 31%，人數計 23萬 6千人。換句話說，與配偶同住或獨居的老人，100個

人中即有 38個人。從歷年來「台閩地區老人狀況調查」的比較，目前國內老

人獨居或安置於安養、療養機構的比例亦從 1996的 13.2%微幅增加至 2000的

14.8%（內政部，1996；2000b）。齊力（1995）認為隨著台灣地區老人自身所

擁有的資源增加、健康情形的改善與子女數的減少，可以預期老人獨居的比例

還會持續上升。這樣的現象暴露出未來台灣老年人將逐漸缺乏家人親友的陪伴

與支持，薄弱的社會支持系統將導致老年人生活越來越孤單的困境。 

二、老人身體功能狀況與生活滿意度 

生活滿意度向來是最常被使用作為探討老人生活品質的一項重要指標（黃

璉華，1992）。Campbell（1976）指出生活品質包括主觀與客觀的指標，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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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指個人對生活主觀適應、快樂、滿足、安寧的狀態，即生活滿意度；客觀

指標則指生活內容的本身，但不易直接反映生活感受，主觀指標才是了解個人

生活品質的直接方法（引自劉淑娟，1999），因此影響老人生活滿意度之相關

因素逐漸成為老人學研究者極為關心的主題之一。。隨著年齡的增長，除了疾

病的罹患導致老人健康的惡化，正常的老化過程亦伴隨著各種身體功能的遲緩

與日常生活活動能力的退化及喪失，影響老年人健康狀態與生活品質（Bowling, 

1990；Bowling & Farquhar, 1996；Asakawa, Koyano &Ando, 2000）。 

強調客觀性功能衡量的日常生活活動（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簡稱 ADL）

與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nstitution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簡稱 IADL）的

運作情況往往成為評量老人身體功能狀態（functional heath）的重要指標之一。

所謂的日常生活活動意指個體進行包含進食、沐浴、梳理、穿衣、上下床、如

廁等不需使用工具便可自行完成的生活活動能力，一般又稱作基本日常生活活

動（basic ADL）；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則意指個體進行難度較高或需要工

具之日常生活活動的能力，包含膳食調理與善後、外出購物、打電話、服藥與

使用交通工具等。此種衡量日常活動的指標在臨床上乃是有別於傳統理學檢查

的角度，關心的是病人功能狀態的發展，屬於功能性健康評估（functional 

assessment）方式（楚恆毅、劉復康，1999），普遍用來測量日常生活活動的

獨立程度。 

研究發現身體日常生活活動與老人罹病的程度皆為影響老人生活滿意度

的重要因子。劉淑娟（1999）探討罹患慢性病老人之生活滿意度發現，生活越

獨立（以 ADL與 IADL為測量指標）的老人，其生活滿意度越高，生活態度

則越正向。周玉慧、莊義利（2000）以台灣老人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罹病程

度、依賴度（以 ADL為測量指標）越大的老人，其身心健康狀態越差（憂鬱

度、生活不滿度與自覺不健康越高）。Asakawa, Koyano & Ando（2000）針對

日本老人的研究發現，老人在身體功能性的退化將大幅降低其生活滿意度。

Bowling（1990）與 Bowling & Farquhar（1996）亦發現由於健康的惡化與身

體功能的衰弱使老人生活滿意度降低。Silveira & Ebrahim（1998）在比較少數

民族與白種人的老人在身體功能狀況與生活滿意度關係的研究中發現，不管是

少數民族或白種人，日常生活活動功能的喪失（ADL disability）與生活滿意

度呈現顯著的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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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唐憶淨等（1999）對老人健康狀態及其影響因素所作的研究指出，老

人在身體、心理與生活等方面皆對健康狀態有顯著的影響力，其中在身體層面

上，日常生活活動與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為最能預測老人健康狀態的因素。有

鑑於此，本研究將採用日常生活活動與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衡量老人健康狀

態，作為影響老人生活滿意的預測變數。此外，許多研究以不同的形式測量老

人罹患疾病的程度發現疾病的罹患亦會影響老人生活滿意度（劉淑娟，1999；

周玉慧、莊義利，2000；Bowling, 1990 ；Bowling & Farquhar, 1996）。因此，

本研究假設如下： 

H1：老人的身體功能狀況與其生活滿意度呈正相關 

H1a：老人的日常生活活動（ADL）能力越佳（即日常生活活動獨立性越

高），其生活滿意度越高。 

H1b：老人的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ADL）能力越佳（即工具性日常生

活活動獨立性越高），其生活滿意度越高。 

三、老人社會支持系統與生活滿意度 

自從 Cassel與 Caplan在 1974年同時提出社會支持這個概念以來，許多學

者積極投入此概念的研究與探索，包括社會支持的定義、構面，種類、來源及

其對身心健康的影響（周玉慧、莊義利，2000）。Lin, Simeone, Ensel & Kuo

（1979） 視社會支持為個人藉著與他人、團體或社區，透過社會互動關係所

獲得的一種正向結果。Kaplan, Cassel & Gore（1977）則認為社會支持體系為

個人與他人互動所構成的體系，透過與他人的互動，個人的基本需求可以獲得

滿足。這些需要可透過「情感性支持」（socioemotional aid）的提供而獲得滿

足，例如了解、接納及重要他人的認可與歸屬；這些需要亦可經由「工具性支

持」(instrumental aid)的提供獲得滿足，包括提供訊息與住所、財務支援、日

常生活活動的協助，例如交通與飲食。 

過去研究對於提供老人社會支持系統的體系來源大略分為兩大類：其一為

正式性社會支持，指專業性社會系統，包括老人相關法治、醫療及社會福利；

另一個是非正式性社會支持系統，指老人個人互動社會網路，包括其家人、親

戚、朋友、同事及鄰居。正式性社會支持的範圍較廣，可視為廣義的社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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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而非正式性社會支持系統範圍較小，而對象亦屬於較靠近老人生活圈的

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因此可視為狹義的社會支持。有些研究認為非

正式社會支持的來源不同對老人會有不同的影響，而將非正式社會支持再區分

為家人、親戚、朋友與鄰居做個別來源的探討（呂寶靜，2000；Chen, 2001；

Siebert, Mutran & Reitzes, 1999）；而有些研究則認為非正式社會支持的有無為

影響老人生活的重點，因而將社會支持定義為老人周遭所有可以提供協助的重

要他人（劉淑娟，1999；周玉慧、莊義利，2000；Thompson & Krause, 1998），

而不再區分其與老人的關係。 

研究指出社會支持在於個人面對生活壓力狀況時所發揮的保護功能可降

低生活壓力對個人身心狀況的損害度（Cohen & Wills, 1985）。當老人面對生

活的困難或危機時，老人社會支持的運作對於其晚年生活生活壓力與身心健康

上有所影響（張苙雲，1986；高迪理，1991）。周玉慧、莊義利（2000）亦認

為老人在面臨自然老化的體能衰退、心理壓力與社會角色退出等身心狀況的改

變下，儘管在相同的生活壓力下，有些老人較易生病、憂鬱，而有些老人則否，

因此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的社會支持等變項所提供的機制就成為重要的研究課

題。 

目前探討老人社會支持的研究重點集中於老人的居住安排、家人親友間的

接觸頻率與生活層面上的協助，例如經濟、財務支援對於老人晚年生活的壓力

調適、身心適應與生活滿意度的探討（呂寶靜，2000；劉淑娟，1999；Chen, 

2001&1996；Siebert, Mutran & Reitzes, 1999；Thompson & Krause, 1998）。Krause 

& Liang（1993）針對中國大陸 60歲以上的老人所作的研究指出，老人在面臨

經濟困難時，若接受家人、朋友的經濟與飲食支援等，對其情感性支持

（emotional support）有正向影響，並進而增強老人的快樂感與生活的享受。

Barrett（1999）針對老人在接受情感性社會支持後對生活滿意度影響的研究中

指出，情感性的社會支持（包括彼此的互動、正面支持、信賴感等）將提高老

人的生活滿意度。 

在居住安排方面，過去研究指出居住安排影響老人在質、量上社會支持的

獲得，而質、量上社會支持的獲得對於老人的生活滿意度有相當的影響力。劉

淑娟（1999）認為罹患慢性病老人若與人共同居住，尤其是與家人及子女同住，

住在一起的人越多，其社會支持較好，社會支持越強的老人生活滿意度越高；

其次，不管是正式、非正式或其他研究老人支持體系的研究都強調台灣「養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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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老」的觀念依然盛行，家庭所發揮的社會支持對老人生活有全面性的影響。

陳肇男（1993）針對台灣地區鰥寡老人之居住安排的研究中指出，「與子女居

住與否」為影響居住安排滿意之重要因子，亦即與子女同住之老人對居住安排

滿意的機率較大。Chen（2000）探討老人居住安排改變與影響的研究中，經

由長達四年的縱貫性研究發現，在所有居住安排的改變中以「與配偶同住」或

「與家人同住」兩種類居多，這兩種改變符合老人之社會規範，因此他們對於

情感與經濟支持的滿意度亦隨之增加。以上研究顯示出台灣文化中保有的家庭

觀念根深蒂固，間接影響到老人對於居住安排的偏好，進而提高其對社會支持

的接受與生活的滿意。此外，Chen（1996）指出由於老人於孩子或重要他人

居住，其所受到的經濟支援與日常生活活動（ADL）支援比起獨居的老人高

出許多，而接受到較多支援的老人亦較滿意其目前的生活；換言之，在相同的

日常生活活動功能條件下，他人在經濟、生活上提供較多社會支持將提高老人

的生活滿意度，與 Chen（2001）及 Thompson & Krause（1998）等人之研究結

果相符。 

由此可知，老人在老化的過程中伴隨著身心狀態的轉變，在此必然的過程

中，老人在工具性與情感性社會支持獲得的有無與程度對於生活適應、滿意度

等層面產生的影響是可以預期的。換句話說，在控制老人身心狀態，例如身體

功能狀況後，老人的社會支持系統會影響其生活滿意度。因此本研究假設如下： 

H2：在控制身體功能狀況後，有獲得社會支持的老人比沒有獲得的老人

其生活滿意度較高 

H2a：與家人親友居住與在社福機構居住的老人較獨居的老人其生活滿意

度高 

H2b：獲得經濟支持的老人較沒有獲得經濟支持的老人其生活滿意度高 

H2c：獲得飲食支持的老人較沒有獲得飲食支持的老人其生活滿意度高 

H2d：獲得交通支持的老人較沒有獲得交通支持的老人其生活滿意度高 

H2e：獲得越多情緒支持的老人其生活滿意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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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的研究將老人的社會支持系統與老人身心健康、經濟狀況、社經狀況

等作為預測與解釋老人生活滿意度、士氣的解釋變項，不過國內將老人的社會

支持系統做更進一步分類的研究為數不多。在瞭解社會支持系統對於老人生活

滿意度的影響後，若能深入探討不同的社會支持類型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力大

小，對於如何提供老人社會支持系統之質與量將有莫大的幫助。周玉慧、莊義

利（2000）的研究中，即從接受與提供兩個角度來測量工具性與情感性的社會

支持對老人身心健康之影響，結果顯示工具性社會支持收授之多寡，不太影響

老人的身心健康，而情感性社會支持若收授越多，老人的憂鬱度與生活不滿意

度越低，自覺健康情形愈好。 

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乃探討在控制身體功能狀況後，社會支持對老人生

活滿意度的影響。本研究認為在老人身體功能狀況條件不變下，獲得情感性社

會支持如情緒支持，相較於獲得工具性社會支持，如居住安排、經濟、飲食與

交通支持，對老人的生活滿意度更具解釋力與影響力。因此，本研究假設如下： 

H3：在控制身體功能狀況後，情緒支持（情感性社會支持）對老人的生

活滿意度較居住安排、經濟支持、飲食支持與交通支持（工具性社

會支持）更具影響能力 

四、其他影響因素 

除了老人的身體功能狀況、罹病程度與社會支持系統會影響老人的生活滿

意度之外，研究發現老人的生活滿意度亦會受到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

程度與職業別等人口統計變數與社經變數的影響。一般而言，已婚、教育程度

高的老人生活滿意度較其他婚姻狀況、教育程度低的老人高（Pinquart & 

Sorensen, 2000；Chen, 2001；Gove, Hughes & Style, 1983）；而生活滿意度隨著

年齡增長而降低（Nehrk, Hulicka & Morganti, 1980），但是也有許多研究顯示

年齡與生活滿意度無關（Edwards & Klemmack, 1973）；性別上，年老女性較

易出現焦慮、孤單的感受因此男性較女性生活滿意度高（Spreitzer & Snyder, 

1974），有的研究發現並沒有顯著差異（黃璉華，1992）。由於目前研究的結果

分歧，尚無法下定論，但是可以確定的是老人個體的個別屬性對生活滿意度具

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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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樣本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使用之資料為高雄市衛生局於 2000年 5月至 2000年 10月，於

高雄市所實施之「高雄市老人衛生福利服務供需調查」資料，以設籍於高雄市

且年滿 65歲以上之老人為對象，採取分層隨機抽樣法，以每三人抽取一人的

方式進行樣本的取樣，形成抽樣名單。 

問卷之調查係由高雄市衛生局公共衛生護士根據抽樣名單，於 2000 年 5

月至 10月親自到府逐一訪談並填寫。參訪前所有的公共衛生護士接受為期一

天的訪員行前訓練，訓練內容包括訪談問卷的說明與調查研究所必備的專業知

識。訪談總樣本數為 6,376份，扣除未遇、拒訪、死亡或精神狀況異常等無法

完成調查之問卷共 1,209份，有效樣本共計 5,167份，經測試簡式心智狀況評

估問卷（Short Portable Mental Status Questionnaire，簡稱 SPMSQ）後，將回答

SPMSQ題目之錯誤題數達三題以上者予以刪除，最後研究樣本共計 4,894份，

因此本研究樣本的取得與數量具代表性。本研究樣本之年齡分佈與高雄市 65

歲以上老人之年齡分佈無顯著差異（χ2 =5.348, df=3, p= .148 ），而本研究樣

本之男女受訪者經卡方檢定後在「居住安排」無顯著差異，在年齡、婚姻、教

育程度、職業別、經濟支持、飲食支持與交通支持等變數上皆呈現顯著差異。

茲將本研究樣本之個人特徵、身體功能狀況與社會支持等特性分析列於表 1。 

表 1：變數描述統計分析（N=4,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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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架構 

根據以上文獻的回顧，本研究將在控制老人個人特徵後，檢驗身體功能狀

況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爾後，進一步了解在控制個人特徵與身體功能狀況

後，社會支持系統在老人生活滿意度上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本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研究架構圖 

三、變數定義與測量 

本研究採用高雄市衛生局於民國 2000年所設計之「高雄市老人衛生福利

服務供需調查」問卷，挑選其中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一輩子最

久的職業、罹患慢性疾病數量等個人特徵變數，以及日常生活活動（ADL）、

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ADL）、社會支持系統、生活滿意度與簡式心智狀況評

估測試（SMPSQ）等重要變數進行資料分析。以下茲將變數之定義與測量分

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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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人特徵變數 

老人之個人特徵變數如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與職業等，以

及罹患疾病等以往研究發現影響老人生活滿意度的重要因素，皆納入研究架構

內作為控制變數，以控制這些可能影響老人生活滿意度關係的變異量。人口統

計變數與社經變數中除了年齡為連續變數外，其他性別（1為男性；0為女性）、

婚姻狀況（1為已婚；0其他）、教育程度（1為識字；0為不識字）與一輩子

從事最久之職業類別（以公、教職為參考團體）等變數皆設為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罹患之慢性疾病包含中風、癌症、失智症、帕金森氏症與精神方面

等疾病，以同時罹患上述疾病之數量作為衡量罹患慢性疾病數量之指標。 

(二) 身體功能狀況 

本研究老人的身體功能狀況採用 Katz index（Katz & Akpom, 1976）衡量

日常生活活動（ADL）與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ADL）。日常生活活動用以評

估老人在日常生活活動中需要別人幫忙的程度，根據 Katz index的做法，將進

食、洗澡、穿衣、上廁所、走動與上下床等六項日常生活活動，依老人執行的

狀況區分為四個分數，由完全自主（0分）、需工具幫忙（1分）、需他人部份

幫忙（2 分）至完全依賴他人幫忙（3 分），逐項一一評分加總而成，因此，

Katz index之 ADL以總分（total score）的方式呈現老人身體功能狀況的依賴

程度，總分範圍為 0—18分，分數越低代表老人生活獨立性越高，越不需要依

賴他人生活。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ADL）則評估老人在輔助性日常生活活

動中需要別人幫忙的程度，包括膳食調理及善後處理、外出購物、打電話、理

財、遵醫囑服藥、使用交通工具等六項，量尺方式與日常生活活動相同，同樣

以總分的方式呈現，分數越低代表老人生活依賴性越低，越能夠自主，越不需

要依賴他人進行輔助性生活活動。本研究之身體功能狀況經由受過訓練之衛生

護士，透過面對面的訪談與觀察，由護士評估受訪老人的身體功能狀況，因此

屬於客觀性的身體功能衡量。 

(三) 社會支持 

本研究之社會支持意指老人周遭所有可以提供協助的重要他人，可能包含

家人、親戚、鄰居、朋友或福利機構人員等，主要以「居住安排」、「經濟支持」、

「飲食支持」、「交通支持」與「情緒支持」等五項衡量指標測量老人獲得周遭

重要他人社會支持的有無。「居住安排」中包含獨居、與家人親友居住（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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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親戚與朋友）與在社福機構居住（包括護理之家與安養機構）等三類，

本研究藉由劃分獨居、與家人親友居住與在社福機構居住等三種不同的居住安

排，作為老人獲得不同質與量之社會支持之替代變數（proxy variable），在設

定虛擬變數後，以獨居作為參考組。 

「經濟支持」、「飲食支持」與「交通支持」意指老人周遭所有可以提供協

助的重要他人是否分別在經濟、飲食與交通上的協助，其衡量則劃分為「沒有

接受支持」（編碼 0）與「有接受支持」（編碼 1）兩類。 

「情緒支持」則以「你是否有可以信賴或願意向他吐露心事的人」與「你

是否時常感到孤單」兩個題項加總後數值來衡量老人獲得情緒支持的程度。題

項採用 Guttman Scale尺度衡量法，將回答「是」者編碼 1，「否」則編碼-1，

加總後共得五種結果以作為衡量老人情緒支持獲得之程度。 

(四) 生活滿意度 

本研究之老人生活滿意度主要測量老人對於自己生活中在居住安排、經

濟、交通、飲食等各方面的總體滿意程度，以單一題項之五點尺度量表衡量總

體生活滿意的程度，由 1至 5代表滿意程度的遞增，分數越高者代表老人對於

總體生活的滿意度越高。雖然由單一題項之測量作為滿意度的指標較為主觀，

然而此種測量卻又非常可靠，因為測量結果是受訪老人對於總體生活滿意度最

直接的感受與回答。 

(五) 簡式心智狀況評估問卷（SPMSQ） 

為了過濾認知功能失調的老人，在進行分析之前，採用簡式心智狀況評估

問卷（SPMSQ）共 10 題之測試量表（見附錄），以錯誤題數達三題以上為篩

選標準，將不合格之樣本個數刪除，以確保訪視資料的正確性。 

四、統計方法 

本研究之統計方法主要採用描述統計、T 檢定(T-Test)、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one-way ANOVA)、皮爾森積差相關（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與斯皮耳曼等級相關（Spearman rank-order correlation）、迴歸共線性分析與層

級迴歸等方法進行資料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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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統計主要用來分析樣本各變數特性之表現，統計結果列於表 1。變數

間的相關性採用皮爾森積差相關與斯皮耳曼等級相關分析，以瞭解變數間的相

關性是否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相關係數表列於表 2。T檢定與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用於分析人口統計變項於變數上是否有顯著差異，T檢定結果以文字說

明於研究結果中，而 ANOVA的統計結果列於表 3與表 4。 

為了清楚的瞭解在控制老人身體功能狀況後，社會支持對生活滿意度的

影響，以及工具性社會支持與情感性社會支持等不同類型之社會支持分別對老

人生活滿意度之增加解釋變異量（incremental variance），本研究統計分析方法

係採用層級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以四組變數逐步進行

層級式的迴歸分析。四組變數分別為個人特徵（包括人口統計變數、社經變數

與罹患慢性疾病數量）、身體功能狀況（包含 ADL 與 IADL）、工具性社會支

持（包含居住安排、經濟、飲食與交通等支持）與情感性社會支持（情緒支持），

藉由人口統計變數、社經變數、罹患慢性疾病數量與身體功能狀況等變數進入

模型後，得知社會支持對於老人生活滿意度是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外，並

加以瞭解工具性與情感性社會支持分別對老人生活滿意度解釋變異量變化之

增量效果（cumulative effects），以分別驗證本研究之假設，統計結果列於表 5。

此外，資料輔以迴歸的共線性分析，包括變異數膨脹因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簡稱 VIF）與容忍度（Tolerance），檢驗變數間是否存有共線性

（multicollinearity）的問題。 

肆、研究結果 

一、相關分析 

表 2為本研究重要變數之平均數、標準差與相關係數分析表。其中，我們

可以發現罹患慢性疾病數、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經濟支持、居住安排、飲食

支持與情緒支持等變數與生活滿意度有顯著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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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檢定與變異數分析 

(一) T檢定 

本研究針對性別、教育程度與婚姻狀況對「罹患慢性病數量」、「日常生活

活動（ADL）」與「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ADL）」、情緒支持與生活滿意度等

因子進行 T檢定。結果得知，不同性別的老人在「罹患慢性病數量」（t =2.138, 

p=.033）與「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ADL）」（t =-3.819, p<.001）有顯著差異。

男性老人罹患慢性病數量高於女性老人，女性老人則在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的

依賴程度上高於男性老人。老人識字與否對於「罹患慢性病數量」（t =2.489, 

p=.013）、「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ADL）」（t =-4.700, p<.001），情緒支持（t 

=8.471, p<.001）與生活滿意度（t =8.227, p<.001）上有顯著差異。識字的老人

在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的依賴程度上較不識字的老人低，而罹患慢性病數量、

情緒支持與生活滿意度上則較高。婚姻狀況對於老人的「日常生活活動

（ADL）」（t =-3.014, p=.003）、「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ADL）」（t =-5.754, 

p<.001）、情緒支持（t =12.907, p<.001）與生活滿意度（t =6.814, p<.001）有

顯著差異。已婚的老人對日常生活活動與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的依賴程度上較

非已婚的老人低，而情感支持與生活滿意度則較高。  

(二) 變異數分析 

表 3與表 4分別為年齡與職業對「罹患慢性病數量」、「日常生活活動」、「工

具性日常生活活動」、「情緒支持」與「生活滿意度」的變異數分析與事後檢定。

由表 3得知，不同年齡的老人在「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ADL）」（F= 20.695, 

p<.001）、「日常生活活動（ADL）」（F=63.332 , p<.001）與情緒支持（F=16.552, 

p<.001）的表現上有顯著差異。81歲以上的老人，身體功能狀況（ADL與 IADL）

明顯較 65歲-80歲的老人不佳，而 76~80歲與 71~75歲的老人，身體功能狀

況（ADL與 IADL）亦分別差於 65~70歲的老人；此外，71~75歲老人在工具

性日常生活活動的依賴程度則大於 65~70 歲的老人。由此得知，老人身體功

能狀況隨著年齡的增長有逐漸衰退的現象。在情緒支持方面，65~70 歲較 71

歲以上的老人有較佳的情感支持，而 71~75歲老人亦佳於 81歲以上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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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年齡對變數之變異數分析與 Scheffe檢定 

 

 

由表 4得知，不同職業的老人在「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ADL）」（F=4.391, 

p<.001）、情緒支持（F=4.277, p<.001）與生活滿意度（F=10.274, p<.001）的

表現上有顯著差異。以公、教或商業為職業的老人所獲得的情緒支持與生活滿

意度皆高於以工業為職業的老人。主管家庭或退休的老人生活滿意度高於

以工業為職業的老人，而退休的老人生活滿意度亦高於主管家庭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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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職業對變數之變異數分析與 Scheffe檢定 

 

三、層級迴歸分析 

表 5為老人生活滿意度之層級迴歸結果。為確保預測變數間沒有共線性的

問題，所有的預測變數皆進行共線性測試。所有自變數中，變異數膨脹因素最

大者為 4.408，且變數的容忍度大都超過 0.5，顯示本研究並沒有共線性的問

題。模型 1中將影響老人生活滿意度的變數，例如男、年齡、已婚、識字、職

業別等人口統計變數、社經變數與罹患慢性疾病數量作為控制變數，結果顯示

人口統計變數、社經變數與罹患慢性疾病數量可以解釋老人生活滿意度 2.6%

的變異量，且達到統計顯著水準（p<.001）。變數中的已婚、識字、職業別為

工業與罹患慢性疾病數量等變數皆達統計顯著水準，表示老人的婚姻狀況、識

字與否、職業別與罹病數量皆會影響其生活滿意度，其中以識字對於老人的生

活滿意度最具影響力。由模型 1的結果可以發現識字、已婚的老人其生活滿意

度分別高於不識字、非已婚的老人，職業別為工業的老人其生活滿意度則低於

公、教職的老人，罹患慢性疾病數量越多的老人，其生活滿意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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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老人生活滿意度層級迴歸結果（N= 4,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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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2將日常生活活動（ADL）與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ADL）兩個預

測變數加入以驗證假設 H1a 與 H1b。結果顯示模型 2 整體解釋老人生活滿意

度 2.7%的變異量，並達到統計顯著水準（p<.001），然而迴歸方程式 F change

未達統計顯著水準，增量解釋變異量（△R2）為.001，顯示日常生活活動與工

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對老人生活滿意度解釋變異量的增量解釋能力不佳，且並未

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其中，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對老人的生活滿意度有顯

著的負影響（b= -.037, p<.05），表示越具有獨立完成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能力

之老人（計分越低者），其生活滿意度越高；而日常生活活動對老人的生活滿

意度不具統計上之顯著水準，顯示兩者中僅有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對老人生活

滿意度存有主效果（main effect）的影響。換句話說，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分

數越低的老人表示獨立能力越強，其生活滿意度則越高，因此，研究假設 H1

中的 H1b成立，H1a則否，後續將有詳細討論。 

在模型 1與模型 2的控制基礎下，模型 3與模型 4先後將屬於工具性社會

支持之項目包括居住安排、經濟、飲食與交通等支持與屬於情感性社會支持之

情緒支持加入模型，以驗證 H2與 H3的研究假設。結果顯示加入工具性社會

支持後，模型 3 可以解釋老人生活滿意度 3.5%的變異量，整個模型達到統計

顯著水準（p<.001），雖然解釋變異量增加不多，對老人生活滿意的解釋變異

量增加亦達顯著水準（△R2 =.010；F change= 8.192，p<.001），顯示居住安排、

經濟、飲食與交通等工具性社會支持因素對老人生活滿意度具有統計上顯著的

影響。當模型 4加入情感性社會支持後，整體模型對於老人生活滿意度變異量

的解釋能力大增，由模型 3 的 3.5%到模型 4 的 10.8%，並且模型達到統計顯

著水準（p<.001），解釋變異量增量達統計顯著水準（△R2 = .073；F 

change=332.07, p<.001），標準化迴歸係數為所有預測變數中最大者（b= .279, 

p<.001），顯示情緒支持對於老人的生活滿意度不但有顯著的正面影響，相較

於模型 3中居住安排、經濟、飲食與交通等工具性社會支持，其解釋變異量的

能力亦較強。在控制了模型 1的人口統計變數、社經變數與罹患慢性病數量，

以及模型 2的身體功能狀況後，由模型 3與模型 4的相互驗證後得知，情感性

社會支持較工具性社會支持對生活滿意度更具解釋力與影響力，因此，研究假

設 H3成立。 

此外，由模型 4之最終模型中可得知，居住安排中的「與家人親友居住」

（b= .038, p<.05）、交通支持（b= .037, p<.05）與情緒支持（b= .279,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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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老人生活滿意度有顯著的正面影響，此結果代表著與家人親友居住的老人較

獨居老人之生活滿意度高；外出時有他人協助交通接送的老人較沒有協助的老

人其生活滿意度較高；而獲得情緒支持較多的老人其生活滿意度亦高於獲得較

少的老人。換句話說，生活滿意度較高的老人分別為與家人親友同住、每日出

外有人協助接送以及獲得情緒支持越多的老人，而獨居、獨力完成搭乘交通工

具與獲得較少情緒支持的老人生活滿意則相對較低。因此，研究假設 H2中的

H2a得到部份支持，而 H2d與 H2e則成立，其餘則否，後續將有詳細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在居住安排中「在社福機構居住」並沒有達到統計顯著

水準，亦即並沒有證據顯示「在社福機構居住」之老人較「獨居老人」有較低

的生活滿意度，此結果可能是本研究之樣本乃依據分層隨機抽樣抽取設籍高雄

市之老人，使得樣本亦包含社區老人，居住於社福機構的僅為樣本的 1.3%（請

見表 1），因此對於老人的生活滿意度不具預測能力。然而從其負向的標準化

迴歸係數所隱含的意義來看，值得進行後續更深入的探討。 

此外，由模型 2 至模型 4 的解釋變異量增量變化（△R2）來看，老人的

身體功能狀況（日常生活活動與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對老人生活滿意度的解

釋變異量增量（△R2 = .001）遠低於社會支持（住宿、經濟、交通、飲食與情

感支持）的解釋變異量增量（△R2 = .113－.030=.083），顯然老人所獲得的社

會支持對生活滿意度的解釋能力遠大於本身的身體功能狀況。 

伍、討論 

本研究除了瞭解老人身體功能狀況與其生活滿意度的關係，並進而探討在

控制身體功能狀態後，社會支持系統是否會對老人生活滿意度產生影響，最後

檢驗工具性與情感性社會支持對提高生活滿意度的相對重要性。研究結果有下

列幾個主要的發現。第一、老人的身體功能狀況對老人的生活滿意度有負向影

響，換句話說，老人的健康狀況越差，其生活滿意度越差。本研究中以工具性

日常生活活動（IADL）具有顯著的影響力，亦即若老人無法順利自行行使工

具性日常活動等行為程度越高，老人的生活滿意度越低。日常生活活動（ADL）

在研究中並未達到預測生活滿意的顯著水準，可能的原因在於本研究樣本中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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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身體功能狀況普遍不錯（日常生活活動能力平均值為 0.31），有 95%的老

人在進行日常生活活動（ADL）時並沒有困難，因此仍能自行運作大部分的

日常生活活動，使得本研究之日常生活活動（ADL）在預測老人生活滿意度

的能力上並不顯著。Silveira & Ebrahim（1998）在比較少數民族與白種人的老

人在身體功能狀況與生活滿意度關係的研究中亦有類似的情形，即日常生活活

動（ADL）與生活滿意度間沒有顯著關係的民族，其日常生活活動（ADL）

能力較佳，而罹患疾病的數量則較少。再者，本研究採用 ADL與 IADL客觀

衡量老人的身體功能狀況，並未使用自我知覺健康狀況（self-reported perceived 

health status）的主觀衡量，若是能夠兼顧客觀與主觀的衡量方式，或許更能顯

示 ADL在預測老人生活滿意度方面的能力。 

第二、在控制身體功能狀況後，老人社會支持系統中「與家人親友居住」

之居住安排、有交通支持與獲得較多情緒支持的老人生活滿意度較高。換言

之，當老人與他的家人、親戚或朋友一同居住，外出時有人陪同或提供接送，

以及身旁有人相伴談天給予情緒慰藉時，老人的生活滿意度相對於獨居老人、

獨自外出以及感到孤單寂寞之老人高。值得一提的是，在居住安排的類型上，

僅有「與家人親友居住」對生活滿意度具有影響力，「在社福機構居住」則否。

此種結果可能與傳統家庭觀念與重視家庭生活形態的東方文化有關，導致影響

老人對於與家人親友居住安排的偏好，進而提高其對社會支持的接受度與生活

的滿意度；此外，研究結果中「與家人親友居住」的老人其生活滿意度較「獨

居」的老人高，而「在社福機構居住」較「獨居」的老人對生活滿意度則不具

影響力，可能由於目前一般家庭還不太能接受老人「機構照護」的觀念，加上

目前台灣對於老人社福機構之規劃與執行仍屬初步階段時期。黃璉華（1992）

便指出國內影響老人生活滿意度重要預測變數中的居住安排所得結果與國外

文獻不盡相同，可能與中國傳統的文化特性與價值觀有密切關係，而 Chen

（2000）與劉淑娟（1999）的研究亦有類似的發現。由此可知，在台灣的老人

中，與家庭成員或與朋友同住的居住安排顯得格外重要。雖然如此，「在社福

機構居住」相較於「獨居」對生活滿意度呈現出負向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其背

後所隱含的意涵若能在後續的研究中加以深入的探討將獨具意義。 

此外，經濟與飲食支持在本研究中與生活滿意度並沒有達統計的顯著水

準，其可能的原因是台灣地區老人自身所擁有的經濟資源增加、生活情形逐年

改善有關（齊力，1995），老人經濟能力與飲食品質普遍的提升使得這兩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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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已逐漸不具決定老人生活滿意的能力；另外，若老人的居住安排屬於「與家

人親友居住」，尤其與家人同住時，通常都會供應老人飲食所需，亦或提供經

濟支援，其所帶來的社會支持足以涵蓋經濟與飲食的支持，因而產生經濟與飲

食相對不顯著的結果。  

第三、相較於工具性社會支持，給予老人情感上的支持對其生活滿意度影

響更大，顯示老人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持而不是物質生活的享受，我們更須

正視情感性的支持在老人身心適應上的重大效用。張靜琪等（1999）在實際探

訪五十位獨居老人瞭解其對社會福利資源的需求後發現，以「探望訪視服務」

的需求最高，次為「電話問安服務」，大幅超過對「陪同就醫」、「到宅照顧服

務」與安排交通等。由此亦可說明獨居老人對情感性社會支持的需要高於對工

具性社會支持的需要，此結果與黃璉華（1992）、周玉慧、楊文山、莊義利（1998）

與周玉慧、莊義利（2000）等人的研究結果相符。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重要貢獻為驗證老人社會支持系統在控制身體功能狀

況後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進一步得知情感性社會支持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較

工具性社會支持大；亦即在老人身體功能狀況衰退的過程中，老人與家人親友

的居住安排，以及在交通上與情緒上之社會支持的給予將能確保老人在生活上

的適應與滿足，尤其以精神層面的情感性社會支持最能提供老人心靈的慰藉並

增進老人的生活滿意感。 

陸、結論 

本研究藉由抽樣與數量皆具代表性之樣本，探討在控制老人的身體功能狀

況後社會支持系統對老人生活滿意度的影響，以及工具性與情感性社會支持之

相對影響力。本研究發現在控制身體功能狀況後，「與家人親友居住」相較於

「獨居」之居住安排、交通支持以及情感性社會支持對生活滿意度具有正向的

影響力，而情感性社會支持亦較工具性社會支持更具影響力。在過去的文獻中

提及在台灣的文化中，與家人親友居住之家庭式居住安排的老人在生活層面的

適應、滿意度、經濟與情緒支持上，皆比非家庭式之居住安排佳，可見「家庭

式」的居住安排成為影響台灣老人生活滿意的關鍵因子。當老人以養兒防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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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觀念為其遵從的社會規範時，老人將偏好與家人親友一同居住，不但

有日常生活的協助，孤單時亦有尋求慰藉的管道，抒發情感的出處，而當身體

功能狀況衰退產生日常生活活動的依賴時亦較容易接受家人親友的幫忙，相較

獨居老人的孤單、快速老化之惡性循環形成強烈對比。此外，情感性社會支持

比工具性社會支持在影響老人生活滿意度上強出許多，顯示出老年人生活快樂

的來源除了物質上的基本滿足之外，更重要與需要的是親情、友情與溫暖。因

此，增加老人情感性社會支持的獲得，對於老人的健康與生活滿意度皆有全面

性的提升效果。 

目前台灣獨居老人的人數正逐年增加，在這股可預知的趨勢中，獨居老人

的社會福利政策應即早規劃，以因應未來獨居老人的需求。就老人本身而言，

識字與否是影響老人生活滿意度最大的因素，因此若能推廣社區大學，鼓勵不

識字的老人多多利用社會大學學習識字，對於提高他們的生活滿意度有莫大的

幫助。此外，雖然目前國內已有許多老人的相關福利及安養措施，但並沒有收

到真正的成效，最大的原因是這些措施僅重點執行，並沒有落實完善的制度。

在未來老人社會福利之規劃中，如何顧及具有「家庭式居住安排」之老人照護

環境，以及確保老人在情感性社會支持上的獲得不虞匱乏，當是提升獨居老人

生活品質之因應之道。依照台灣地區老人居住的情況來看，大部分仍在社區

裡，所以照顧老人的社福政策應當從重視老人的社區照顧。在每個社區中，以

鄰里長為首，配合政府的相關政策，形成第一線通報與照顧之機制，使福利落

實至真正需要關心的獨居老人；另一方面，宣導社會福利資源的提供，健全機

構照護制度，改善機構照顧問題提升服務品質，進而改變老人對機構負面的看

法，使機構照護發揮應有的作用。 

本研究藉由具代表性之樣本，驗證老人社會支持系統在控制身體功能狀況

後對生活滿意的正向影響，並驗證出情感性社會支持較工具性社會支持對老人

的滿意度具有較大的影響力。面對台灣逐年增加的老年人口與獨居老人，政府

相關單位應儘早針對精神層面的情感性社會支持系統與居住安排的設計，進行

政策上的規劃並提供協助，以確保未來台灣老人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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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研究限制與建議 

由於本研究缺乏老人自覺健康狀況的資料，亦缺乏老人自覺健康狀況此控

制變數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可能影響對老人生活滿意度的變異量解釋力。建

議後續研究可將老人自覺健康之資料列入模型分析中，以完整呈現老人主觀與

客觀健康狀況的測量。另外，文獻中對於像 Chen（2000）研究老人健康狀況

之縱貫性研究偏少，然老化乃為身體功能逐漸弱化的過程，本研究之資料蒐集

屬於橫斷面的探討，往後或許能像 Chen（2000）以縱貫性研究（longitudinal 

method）的方式，加入時間的因素，探討老人社會支持在長期身體功能變化下

對生活滿意度之影響，可預期對於老人問題可以有更深入的了解。最後，雖然

本研究之樣本採分層隨機抽樣，且樣本規模亦大，屬於具代表性之樣本，但由

於樣本來源限於台灣局部，因此本研究的推論（generalization）能力亦為限制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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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簡式心智狀況評估問卷（SPMSQ ） 

資料來源：高雄市衛生局「影響高雄市老人長期照護服務利用之相關因素探討」

計畫之問卷 

簡式心智狀況評估問卷 

      對     錯 

1.  □     □   今天幾號？     年     月     日 

2.  □     □   今天星期幾？            

3.  □     □   您現在身處何處？                           

4. □     □   您家的住址？                                    

5. □     □   您今年幾歲？                     

6. □     □   您的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或生肖      

7. □     □   現任總統是誰？                 

8. □     □   前任總統是誰？                 

9. □     □   您母親的本姓為何？                 

10. □     □   20-3=？-3=？-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