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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命過程的觀點看老年人的友伴關係 

中文摘要 

 本研究由生命過程的觀點來探討老年人的友伴關係，對於友誼的意義、友誼在生命過

程中的變化與持續、友誼對老年階段生命統整的價值與貢獻、以及社會及歷史文化因素對

友誼之影響等議題均嘗試提出看法。研究方法採用質性研究法，透過廣泛地觀察及參與一

般性的老人活動之後，鎖定一群約八十歲的老太太進行長時間的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她

們自小相識，至今仍親密來往。訪談對象還包含其子女及其他認識這些老人家的人。研究

結果發現1. 友誼與生命經驗的分享有密切關係；2.友誼的維持需要「穩定因素」；3.歷史

及時代對友誼之形成有重要影響；4.友誼最重要的意義似乎不在於任何型式的「支持」或

目的，而在於對「自我瞭解」及「自我認定」之助益；5.友誼在人生不同的階段，雖然表

現方式及交往頻率可能會隨著生命週期而有變化，但友誼的意義卻具有一致性與連續性。

本研究建議社會工作實務工作者勿高估朋友關係的支持力，而應著重於協助老人透過友伴

關係過程及其歷史文化因素之反思來獲得內在統整的資料與力量。 

 

關鍵字：友誼，生命過程觀點，老人學研究 

 

英文摘要 

 This study tried to analyze the elder persons’ friendship with a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The 
covered issues included: the meaning of friendship, the changes and continuity of friendship over 
the life course, the contribution of friendship towards elder persons’ ego integrity, and how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affect friendship. Qualitative methods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e target was on a group of six 
women who were around eighty years old and their families and acquaintances.  They had been 
in close terms with each other since childhood.  Research findings were:1. Friendship is closely 
related to shared life experiences.  2. The continuity of friendship relies on certain “stable 
factors”.  3. Historical time and period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formation of friendship. 
4. The meaning of friendship is not for any form of support.  Rather, friendship may give light to 
one’s self understanding and ego conception.  5. The forms and frequencies of interaction may 
change over the life course; yet, true friendship entails consistency and stability.  Suggestions 
were made to social work practitioners not to overestimate the support functions available 
through friends.  Instead, focus may be put on helping elder persons deepen their own self 
understanding through an evaluation of their friendship trajectories, and further their ego 
integrity.  
 
Key words: friendship,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gerontology  
 

計畫緣由與目的 

 「朋友」在老年人的生活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在日常進行的活動中，朋友會在

固定的時間、地點見面，或「相招」、「作伙」一起參加活動，是彼此的好伙伴

(companionship)；在退休後的轉型期，朋友的鼓勵與示範(role model)，往往比家人或專

業人員的輔導與勸慰更有助於角色的調整與適應；當老伴去世，子孫也不在身邊時，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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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老年人繼續享有親密關係(intimacy)的重要來源；朋友的瞭解與尊重，是他們的精神支

柱(emotional support)；朋友所提供的資訊與消息，甚至在困難時伸出援手，給予實務或

經濟上的協助(concrete assistance)，使他們得以渡過難關。總而言之，朋友能促進老年

人的生活品質，提昇他們的自尊(self-esteem)，是老年人非正式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或非正式支持網絡(support network)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呂寶靜，2000；

Blieszner & Adams, 1992；林稚心譯，2001） 

 

 雖然朋友對老年人的重要性無庸置疑，但有兩個原因促使筆者想要更專注地探討老年

人的友誼。首先，「有無親近朋友」常被視為研究命題的一項重要條件或是變項，但此變項

的可操弄性(amenability)似乎不高；也就是說，老年人的朋友關係不容易受到研究或實務

工作者的控制或影響。以呂寶靜（2000）之研究發現看來，約九成有親近朋友的老人，其

與朋友的認識已超過十年以上，而有將近兩成其認識期間有50年以上。「老年人的友誼」

作為一種如此長期的存有，顯然不是研究者或實務工作者親易能夠介入的。因此，研究或

實務的命題應該不是如何「運用」朋友來提昇老人的福祉(well-being)，而是如何協助老

人，或者更廣義地說所有會老的人，瞭解及處理其朋友關係。據此，研究或實務的焦點將

拉回到老人的友伴經驗或歷程。 

 

 其次，「朋友」並不一定是為了利益或快樂的目的，根據亞理斯多德的說法，還有一種

「德行上的友誼」，就是單純為了朋友這個人而交往。（潘小慧，1996）換句話說，友誼是

一種德行(virtue)、一種品質(a state of character)，強調的是to be 或being，而非

to do或doing。因此，朋友也可以沒有任何功能，但有了朋友就是讓人感到「生活大不同」。

筆者在與許多老人的訪談及接觸經驗中也發現，老人們常表達對朋友的重視，但並不期待

朋友任何的幫忙。這種觀點在功利主義盛行的現代社會，似乎已快被淹沒了，但老人族群

中仍不乏如此堅持的人，當然也出現許多因此而產生的衝突。究竟老人們如何看待所謂的

「朋友」？他們的觀點是否隨著時代不同而有所改變？都是值得探討的課題。唯有深入地

瞭解老人本身的友伴經驗，才能掌握朋友的真正意義所在，並進而將之回饋、展現在老人

的生活中，發揮它的精彩。 

 

 現有國內文獻中有關老人友伴關係的論述，僅有呂寶靜（2000）一篇，其主旨在於探

討朋友的支持功能，是依循「非正式支持體系」的相關研究脈絡。而本研究則將繼續「老

人次文化」 的研究脈絡，探討老年人由年輕到現在的友伴經驗(experiences)及歷程

(trajectories)，強調其生命過程中朋友關係的連貫與轉變(continuity and change)，以

及老人在朋友這個議題上展現的適應(coping)以及發展(development)。本研究之目的，可

簡述如下： 

 

（1）瞭解「友誼」如何隨著生命的進程轉變。 

（2）探討老化的過程對「老年人的友伴關係」帶來什麼機會(opportunities)或限制

(constraints)？ 

（3）探討台灣的老年人如何維持友誼？又如何面對失去朋友？ 

（4）提供系統性的資料供老人諮商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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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屬質性研究，根據「三角化」原則，採用多元的方法來收集資料。研究過程中

首先普遍性地在老人活動中心、社區公園、餐廳及大眾運輸工具上參與或觀察老人個人及

團體活動。在累積了一段時間的觀察及非正式訪談及對話經驗之後，（這段期間研究者想盡

方法結識老人並和他們談話）研究者很幸運地在一家餐廳中認識了鄰座的一群老太太，她

們若無節慶或重大意外，平均每個禮拜聚會一次，已經二十多年沒有間斷。如此密集地聚

會，著實令研究者相當驚訝！在獲得她們同意之後，研究者開始將這一群老太太當成本研

究之焦點，進行持續性地追蹤，偶而參與他們的聚會，進行面對面或電話訪談，還包含其

子女輩及朋友的訪談。 

 這一群老太太基本上是由六個好朋友所組成，但他們的聚會人數有時會有所增減。增

加的大體上是這六名成員個別的朋友，覺得該次的聚會地點好玩或有空，而「跟路」來的，

而團體成員也保持開放的心態看待偶而加入的成員，包含研究者在內，只是當她們指稱「我

們這一掛」時，還是以六人核心成員為主。人數減少時，就是某位或某幾位成員有事無法

前來，但聚會絕大多數時候都能如約進行。她們說：「我們非常重視彼此的約會。」 

 這六名老太太年齡都在八十歲左右，相差不過一、兩歲而已。小時候是鄰居，住在萬

華，上老松國小。之後，又幸運地考上中山女高（當時稱為第三高女），她們是中山女高第

二十屆畢業生。（前總統李登輝夫人曾文惠女士是中山女高第十九屆，常常被拿來作為重要

的時間標的）。他們中有兩人是台灣銀行退休，其餘四人中學畢業後曾短暫工作過一段時

間，因日本戰敗後她們所就職的日本會社（公司）結束營業離開台灣，加上當時民營的公

司行號對已婚婦女的歧視，在結婚後就離開工作，成為家庭主婦。有四人已喪偶，兩人仍

有先生在。雖然她們當年中學同學已經有五十多位去世了，但這一群老友卻個個身體安泰，

所以團體中至今還沒有面臨成員凋零的問題。 

 

（二）研究結果 

 本研究有下列五點主要發現： 

1. 友誼與生命經驗的分享有密切關係：研究對象友誼維持歷經七十餘年，自小到老，

在生命歷程中彼此親密分享，早已成為彼此生命中重要而且「自然存在」的一部份，

她們表示無法想像（也沒有想過）如果沒有這些朋友，自己的人生將會是何面貌？ 

2. 友誼的維持需要「穩定因素」：這群老太太之所以能維持長久的友誼，基本上是因

為她們個個都「安分守己」，人生一直走在社會所認可的路徑，也沒有大富大貴或

離鄉背井，雖然住所有改變，但都還在大台北地區，交通方便往來。她們見面聚會

的方式大多是郊遊、吃飯、旅行參觀之屬，從來也沒去交際應酬或跳舞賭博過。她

們的先生及子女也都很支持她們跟朋友交往，當然，她們每次出門前，都事先把家

事和家人照料妥當才離開，家人也無可挑剔。她們都經濟無虞，都身體健康地活著，

能吃能跑。人事無常，這群老太太真的十分難得，具備許多的穩定因素，才使其友

誼容易維持不變。或許，簡單、自然而健康的生活，較容易滋養友誼。 

3. 歷史及時代對友誼之形成有重要影響：當時台北一帶台灣籍女孩考得上也只能就讀

第三高女，第一和第二高女都是給日本人讀的。相對而言，少數優秀的男孩，得以

進入日本人讀的學校就讀，在日本人戰敗撤退後，同儕離散，反而無法形成固定的

友誼團體。而就學期間，日本式教育強調女性的家庭角色、社區投入（參加青年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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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社區內老人講日文）、以及護理技能等，亦形成其共同之價值認同，強化其同

屬感和對朋友的依附。 

4. 友誼最重要的意義似乎不在於任何型式的「支持」或目的，而在於對「自我瞭解」

及「自我認定」之助益：Ericson的社會心理發展理論指出，老年時期最重要的發

展任務是達到自我統整。本研究受訪對象的友誼歷經約四分之三個世紀，都是以一

種非常日常生活、極自然的方式展現。她們的聚會、出遊、通信或電話聯繫，都是

沒有特定目的的，純粹只為相聚。透過與朋友的交往，她們發現自己的特點，例如

「我是常識豐富的」，「雖然我沒出外工作，但她們都喜歡找我」等等。受訪者還表

示，也許正因為她們的友誼很「單純」，所以才能持久。有了這群朋友，讓她們彼

此都感到很幸運、幸福，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滿意。透過朋友之間無所不談的分享，

自我得以達成統整的目標。這一點發現和以往文獻中以友誼之功能為焦點的研究方

向，有很大的不同，相當值得進一步探究。 

5. 友誼在人生不同的階段，雖然表現方式及交往頻率可能會隨著生命週期而有變化，

但友誼的意義卻具有一致性與連續性：小時候一起上學，畢業後一起工作，都能常

常見面。結婚生子之後，忙於家庭、有的還有工作，見面少了，改用通信方式，而

為了多聯繫，還常用省時省事的明信片。到了兒女都大學畢業，自己的家庭照顧者

角色減輕之後，才恢復較為頻繁的見面聚會。但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甚至未來，她

們對朋友的重視，以及朋友在祂們個人生命中無可質疑的「存有」，卻是從來都沒

有被懷疑過。當然，這一群老太太她們彼此個人因素的同質性相當高，有助於此一

致性，但過往社會較為一元化的規範情境，也影響著、支持著這種一致性。相對而

言，現今多元社會及文化的情境，例如：生涯規劃、遷徙、性傾向、婚姻狀態、家

庭組成等，就對長期性的友誼投下較多的變遷因素。 

（三）討論 

 本研究由生命過程的觀點來探討老年人的友伴關係，對於友誼的意義、友誼在生

命過程中的變化與持續、友誼對老年階段生命統整的價值與貢獻、以及社會及歷史文

化因素對友誼之影響，都有所發現。基本上，友誼可被視為一種個人的承諾(personal 

commitment)，此承諾的特質符合Lieberman (1998)之主張：包括承諾不能脫離現實

而存在、承諾在一大致的範疇內是有彈性的、承諾不必然有連帶的行動、承諾有其穩

定性。而友誼的現實主義觀點在 Giele & Elder (1998)生命過程模型的參照之下，更突
顯出社會情境以及歷史文化背景，如何在不同時空背景之下型塑出友誼關係。Fletcher 

(1993)也強調友誼反映出「歷史的自我」(a historical self)，共同經歷過一些什麼，

是友誼形成的必要條件，共同經歷越多，朋友間之忠誠度也會越高。而朋友關係獨佔

性不若親子或夫妻關係強烈，亦在本研究中獲得支持。受訪者表示朋友關係較無壓力，

結果反而比親姊妹還要好。 

 由於這一輩的台灣老人經過日本殖民時代、光復後的社會及人際變遷、台灣經濟

發展及民主改革等歷史，她們的友誼關係也具有相當的特殊性。本研究所介紹的這一

群老太太，固然是個人及環境因素交互作用下一個不可多得的樣本，但研究者絕對不

是以看待「古董」的心態來研究她們。相反地，藉由對老年人友伴關係的探討，社會

科學研究者得以反思自己的生命與友誼過程，以及社會對個人生命與友誼過程的影

響，進而思考如何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之下，協助老年人透過友伴關係來深化老年時期

之自我統整。 



 6

 就社會工作實務而論，本研究顯示，朋友在實質的援助或支持方面其實貢獻不多，

即使是情感支持或給予意見等，也是在自然的、不勉強或刻意的情況下才容易發揮效

果。因此，鼓勵老人多與朋友來往或設法結交新朋友，固然有增強其社會網絡的目的，

但不宜對朋友所直接提供的支持力過份樂觀。反而應將焦點放在讓老人自身透過朋友

去反映出自己，瞭解自己的形象並建構自我認知。進一步在實務工作的進行中，將深

化後的自我認知轉為一種力量，從而激發老人自身的幸福感，以及解決問題的能量。 

 

計畫成果自評 

1. 本研究花費相當多的時間找尋適當的研究對象，最後終於找到一群擁有七十餘年好

友的老太太。由於其友誼經歷非常長期，得以呈現出豐富的資料。但也由於其如此

難得的長期友誼，使得研究樣本是否過於特殊，成為一直困擾研究者的問題。雖然

研究者嘗試回答這個問題，但論述是否能說服學界同儕，還有待未來論文投稿時再

來定奪。 

2. 研究者透過不斷的觀察訪問與反思，分析出數點研究結果，而生命過程的觀點對研

究資料的分析整理，有相當大的助益，顯示當初選擇此觀點作為研究參考是正確的。 

3. 原本計畫中想要探索老年人如何面對失去的友誼，但研究對象的友誼團體至今未曾

遭遇成員喪失的情形。研究者雖發現受訪對象對老化與死亡包持著一種自然接受的

態度，但無法確實驗證當其友誼團體中有人過世時，成員們將如何應對。這是計畫

的問題未能獲得清楚答案之處。 

4. 由於追蹤特定團體之成員，參與其聚會活動，並深入與其建立關係等工作花費之時

間精力很大，因此總共能列入系統性分析的案例就相對稀少，可能令某些研究者質

疑研究結果之普遍性。但這恐怕屬於研究典範之爭議，本人在論文寫作時則將盡力

說明強化研究資料信效度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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