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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2012）統計資料顯示，我國65歲以上的高齡人口於1993年已
達到人口總數的7.1%，使我國邁入了聯合國所指稱的「高齡化社會」，更於2006年底突
破人口總數的10 %，依此成長速率，預估未來二十年後，亦即2026年左右，每五個人
中將有一位是高齡者。面對我國如此快速成長的高齡人口數，實應思考如何使高齡者
隨著年紀的增長，未來仍能持續地在原居住地實踐終身學習，充實其精神生活。
有鑑於在地老化（aging in place）全球化的趨勢，以及台灣地狹人稠的危機，為了
使機構的數量不至於迅速增加，促使高齡者在地老化的重要性不言而喻。此外，近年
來，政府對於社區高齡者的重視，也可從社區關懷照顧據點、樂齡學習資源中心的成
立及許多相關的各項政策推行看出。研究者基於對在地老化主題之興趣，加上瞭解社
會資本可用來達成個人或組織之目標，因此，為了瞭解社會資本與在地老化兩者間之
關係，遂成為本研究之動機。且基於以上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是：一、瞭解
高齡者所擁有的社會資本為何；二、瞭解影響高齡者在地老化的因素；三、探討社會
資本對高齡者在地老化之影響；四、提出具體建議作為社區為增進高齡者在地老化時
所辦理活動之參考。

二、社會資本要素與指標
曾琳雲（2006）將社會資本的內涵歸結出幾個共同的面向，亦即社會網絡、互惠
性、民間參與和普遍信任等。王雅鈴（2008）則將社會資本的內涵分成六大指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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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信任、公民參與、社會支持、社會網絡、連結度、休閒娛樂。另外，Bullen 與
Onyx（1998）在澳洲新南威爾斯（NSW）地區的五個社區進行社會資本的調查研究，
將社會資本的指標分成八個部分，即在地社區的參與、社會志願性、信任感與安全
感、與鄰里居民的社會連結、與親友的社會連結、對差異的包容性、生活的價值、與
工作的連結感。根據上述社會資本的內涵，以及 Bullen與Onyx 所發展出來的社會資
本測量指標與問卷，可得知測量社會資本的指標非常多元，也顯示出社會資本的不同
面向與概念。有鑑於上述社會資本的概念，本研究認為其與在地老化、成功老化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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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之「在地－對環境的熟悉感、信任度」、「社會參與－透過參與社區事務」等概念
有一定程度的相似性，因此，主張與在地老化相關的社會資本指標為：社會信任、社
會參與，並期望透過此兩種指標以瞭解社會資本對高齡者在地老化的影響。

三、在地老化相關研究
Pastalan（1990）認為對高齡者而言，在地老化是指不需要遷移的老年生活，不需
要為了保持必要的支持性服務與不斷改變的生活需求，而撤離原本所居住的地區。本
研究中所指的在地老化，是指高齡者能留在原來熟悉的家庭、社區中繼續享受其晚年
的生活，且能繼續保持生理功能獨立自主、心理安適與社會活動的參與，主要是強調
社會活動參與的部分，使其與高齡者之社會資本做連結，因此研究對象為參與下營地
區樂齡學習資源中心的當地高齡者。
Nicole（2004）指出高齡者能夠住在自己的家中擁有在地老化的機會，此機會提供
高齡者不同於住在機構中的老年人更獨特的個人經驗，並提出在地老化有以下七個優
點，包括：獨立性、對住家環境的熟悉感、社會網絡、持續進行家事活動、家庭是提
供歡樂的地方、家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所在地、家是一個地位的象徵。承上述，研
究者亦將高齡者在地老化之優點歸納為構成在地老化之條件，並分成三大部分：
（一）獨立性：意指在個人層面，高齡者能保有其個人的隱私與對環境的掌控，並透
過持續進行家事活動，在身體上持續保持活動狀況，在心理上獲得獨立完成事務的成
就感，以維持其生理及心理上的健康；（二）社會參與：意指在社會層面，高齡者透
過鄰居與朋友來構成其社會支持的力量，並透過與社區相互提供資源與經驗來持續參
與社區活動，形成高齡者與社區的社會網絡關係；（三）家的歸屬感：意指高齡者對
長期居住的地方所產生的「地方依附感」，其包含了社會和心理方面，因為「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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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家人、有其鄰里、更有其累積一生的回憶，家與社區的關係是密不可分的，擁有對
住家環境的熟悉感，能使高齡者建立社會信任，有足夠的自信並以正面的態度在地老
化。
高齡者無法在地老化的因素，包括了文化價值、環境、特殊事件、健康、個人，
以及經濟等因素（李孝陵、彭淑惠、吳瓊滿，2005）。綜合上述，以高齡者的社會資
本角度來看，可得知「社會參與」對其構成在地老化條件之重要性。而影響高齡者在
地老化之負面因素，主要是跟高齡者本身之生理健康、文化價值觀，以及其與社區環
境、家人、代間互動等有關係，因此，本研究擬透過訪談參與樂齡學習資源中心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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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者，以瞭解其所擁有之社會資本影響在地老化之正面因素為何。
Rowe 與 Kahn（1997）亦提出成功老化的重要模式，認為要達到成功老化必須同
時具有三個面向，包括：疾病或失能低風險（avoiding disease）、維持心智與身體的高
功 能 （ maintaining high cognitive and physical function ） 、 積 極 參 與 社 會 活 動
（engagement with life）。根據林麗惠（2004）對國內外學者在成功老化的定義歸納，
指出成功老化強調生理、心理、社會三個層面的重要性，認為高齡者在其生理健康的
情形下，欲在心理及社會層面皆達到成功的老年，就應該維持心理功能的正常運作，
且積極參與社會活動，維持其良好的晚年人際關係。張菀珍與蘇慧芬（2009）亦指出
在地老化的推動，可協助高齡者達到較成功的老化。綜合在地老化與成功老化之相關
研究可知，高齡者欲達到成功的在地老化，除了強調「在地」生活以外，尚必須在生
理、心理、社會參與三方面達到健康的狀態。此外，由Baltes 與 Baltes（1990）將老
化 的 成 功 與 否 分 成 選 擇 （ selection ） 、 最 適 化 （ optimization ） 、 補 償
（compensation），簡稱 SOC模式，可得知個體若具有較多的資源，將較能因應老化
過程中所造成的損失。上述說明了社會資本與在地老化之間的關聯性，且高齡者所擁
有之社會資本可能對在地老化產生影響。

四、社會資本與在地老化關係之探討
本研究認為社會資本愈高越有可能促進個人身體、心理及社會面向的健康理想狀
況，亦即達到成功老化的三個層面，配合「在地」則構成在地老化之條件，分別為
「獨立性」、「社會參與」、「家的歸屬感」，且個人所擁有的社會資本愈高，則愈
容易自覺其身體健康程度高，亦即較能有成功的在地老化。高齡者對原居住社區之情
感依附，以及對家的歸屬感、熟悉感所產生的信任度，皆會影響其個人之健康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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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對社區愈有家的感覺，其安全感愈高，社會信任程度也愈高。
不論是在政府、志工或在高齡者本身方面，主要還是鼓勵高齡者與社區做連結，
透過社區參與來進行學習活動，因此，探討高齡者社會參與之相關研究，可作為社區
為促進高齡者在地老化時辦理活動種類之依據。研究者依據蘇琬玲（2007）將社會參
與歸納為此四個層面，包括：學習活動、休閒活動、宗教活動、志願服務等。社區在
辦理活動時，可參考上述社會參與四個層面之活動，使高齡者在原居住地生活時，能
有更多選擇以幫助自己在地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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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方法
本研究選取 3 位65歲以上，且目前仍持續參與樂齡學習資源中心之高齡者為研究
對象（如下表1）。受訪者的尋找由研究者親自至樂齡學習資源中心與參與活動的高齡
者做確認，經受訪者同意接受訪談，訪談的地點以受訪者方便的場所為主，為顧及研
究倫理與保護受訪者的隱私權，將以匿名方式呈現受訪者的資料。
表 1：受訪高齡者基本資料
受訪者
資料

A

B

C

性別

男

女

女

年齡

68 歲

79 歲

79 歲

過去職業

公務人員

國小教師

國小教師

教育程度

專科

專科

專科

自覺健康狀況

還算勇健

一點點骨質疏鬆

還可以

居住狀況

與家人同住

與家人同住

偶爾與家人同住

約1年

約1年

參與樂齡學習
約1年
資源中心時間
訪談時間
與地點

約半小時，在樂齡 約半小時，在樂齡 約半小時，在樂齡
學習資源中心
學習資源中心
學習資源中心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製表。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包括：研究者本身、訪談大綱、錄音工具、現場筆記…等，採
半結構（semi-structured）式的訪談大綱進行深度訪談，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及相關文
獻之探討設計訪談大綱，設計過程中不斷與專家學者進行討論，待進行第一次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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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針對預試訪談大綱之缺失加以修正，最後編製成正式訪談大綱，訪談大綱內容
分為：受訪者基本資料及訪談題目。

六、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高齡者所擁有之社會資本，以及影響高齡者在地老化之因素，
並探討社會資本對高齡者在地老化之影響。綜合文獻探討與訪談內容之分析，歸納出
本研究主要的發現與結論，並藉由研究發現與結論提出具體建議。

（一）研究發現
首先，本研究中高齡者所擁有之社會資本可分成社會信任、社會參與。在社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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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方面，高齡者信任對象來自於個人與環境，其安全感程度尚可，且皆認為社區具有
「家」的感覺；而社會參與方面，高齡者除了在樂齡學習資源中心以外，在社區也參
與其他活動，整體而言，高齡者所擁有之社會信任、社會參與等資本皆呈現為正面。
其次，部分在地老化之意涵對已婚女性不適用，不適用的原因在於，因為大
部分老年已婚女性可能不是土生土長，而是已經跟隨夫家遷徙過，因此需要再重新定
義得更詳細些。
第三，影響高齡者在地老化之正面因素有四點：文化價值因素、個人與情感因
素、社會網絡因素、環境因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受訪者A、B皆表示未來會繼續
居住在原來的社區，受訪者C則表示不一定，因此，研究者依據其背景資料歸納其原因
得知，受訪者C非土生土長之本地人，且目前居住狀況並未與子女同住，因此其對未來
較充滿不確定性。
第四，就社會信任而言，由於社會信任的對象可分成對個人及環境，使影響高齡
者繼續居住的原因層面擴大了許多，也更加確立高齡者所擁有之社會信任會影響其在
地老化；就社會參與而言，高齡者因為有參與活動，生活比較不會感到無聊，也因為
在參與活動的過程中感到很和樂融融，使其會想繼續居住在原本的社區。

（二）結論
本研究根據社會資本的定義，並選擇在地老化與成功老化所強調之「在地－對環
境的熟悉感、信任度」、「社會參與－透過參與社區事務」等概念，歸結出與在地老
化相關之社會資本指標為：社會信任、社會參與。因此，可得知本研究中之高齡者所
擁有的社會資本可分成社會信任、社會參與，且參與樂齡學習資源中心之高齡者所擁
有之社會信任、社會參與等資本皆呈現為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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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影響高齡者在地老化之正面因素有四大因素：文化價值因素、個人與情感
因
素、社會網絡因素、環境因素。首先，在文化價值因素方面，因為高齡者之觀念
屬於傳統派，因此與兒女共同居住是影響高齡者繼續居住在原來熟悉社區的因素之
一；其次，在個人與情感因素方面，可知對於原本居住地方的感情，會影響高齡者繼
續居住，此外，個人的人格特質也是原因之一，高齡者的個性愈獨立，愈不會因為子
女或其他因素而遷徙，隨著年紀愈大也愈不喜歡遷徙；第三，在社會網絡因素方面，
高齡者在原本居住之社區已建構起自己的社會網絡，擁有熟悉的朋友、鄰居，若是離
開的話又要在別的地方重新建構新的網絡，因此社會網絡也是影響高齡者繼續居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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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來熟悉社區的原因之一；第四，在環境因素方面，土生土長之高齡者對於原本居住
的環境可說是擁有許多回憶，也較熟悉，若是遷徙的話還要重新適應新的環境，因
此，環境因素會影響高齡者繼續居住在原本的社區。
此外，高齡者對社區之社會信任與社會參與的程度為正面，此結果與高齡者在地
老化之意願呈一致性，使高齡者能在累積社會資本的過程中，獲得心理上的滿足與成
就感之外，亦能在生理上自覺其健康程度良好且實質上身體也健康，並與社會保持不
脫節的關係，這些可說是社會資本對高齡者所造成的影響，使其能達到成功的在地老
化狀態。

（三）建議
在社區方面，為了促進高齡者在地老化所辦理活動之策略，可分成：1、增加代間
教育活動；2、增加學習型之教育課程；3、辦理培訓高齡志工之課程與活動。此三大
類活動主要是針對下營社區之樂齡學習資源中心，且在開設活動課程前，必須先瞭解
高齡者之需求，再來作課程之規劃設計，而不是只是開設一些休閒性的活動。
在政府方面，政府為促進高齡者在地老化可提供：1、經費補助；2、增加教室資
源設備；3、加強鄉下地區高齡教育活動之宣導。由於研究者本身為下營社區之居民，
據瞭解，在下營社區有關高齡者的機構僅樂齡學習資源中心，且其同時也是老人會、
社區發展協會、社區關懷據點之所在地，由此可知其資源缺乏情形。此外，研究者實
際走訪樂齡學習資源中心，發現其教室有限，較無法提供具教育性質之靜態課程，因
此建議政府方面能提供鄉下地方之經費補助，以利其增設教室，並加強宣導有關樂齡
學習資源中心之活動訊息，使活動能普及。
後續研究方面，可在研究方法上擴大訪談對象的數量，礙於研究者時間限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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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之訪談對象僅三位，若能訪談更多對象的話，或許能比較分析更多資料，獲得
更多研究發現；而在理論方面，本研究僅針對社會資本理論與在地老化相關理論作簡
要的論述，有關社會資本的其他重要概念與在地老化的理論仍有不足之處，後續研究
者若有興趣可在理論方面多加著墨以增加研究的理論支持性；此外，在研究方法可採
質量並重，在研究工具上採用社會資本之量表，因為研究者主要是採質性研究方法，
有關社會資本的部分訪談題目實際上是根據量表發展而來，若是能以量表為研究工
具，將獲得之資料作為輔助，相信內容會更深入也能得到更多元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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