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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計畫緣起 

我國老化的速度攀升非常快，1994 年台灣老年人口比例方達 7％

的高齡化社會指標，至 2010 年 7 月，老年人口數已經達 10.71％；若

以 55 歲作為分界，我國截至 2010 年 8 月底，55 歲以上的中老年人

已經達 393 萬多人，佔總人口 21.63%（內政部，2010）。台灣高齡社

會的現象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及全民健康養生的風潮，這股高齡社會

的趨勢將不斷蔓延。此外，依據行政院經建會（2010）推估，2022

年新生兒的出生數將會減少至 16.4 萬人左右，與死亡人數接近，未

來人口將邁入負成長，我國面臨少子高齡化的挑戰，不論是社會經

濟、產業發展、教育學習或文化生活等，都將面臨諸多的挑戰和變化。 

事實上，隨著高齡人口增加與終身學習權概念的興起，教育行政

主管機關愈加重視高齡學習的意義與價值。面對高齡人口，若僅從福

利服務的觀點，討論如何做好老人安養照護等，已經無法滿足現今諸

多健康活力高齡者的真正需求。因此，因應終身學習思潮，教育部於

2004 年進行「我國老人教育政策的研究」，並於 2006 年正式頒訂「邁

向高齡社會的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黃富順、黃明月，2006）。我

國對高齡人口的政策，從福利服務的觀點，正式跨入高齡教育與學習

多元支持的取向。 

根據西方國家老人學研究指出，幸福感是個體生活品質之最重要

的面向。Thing（2004）根據老子學說，將幸福感分為六個層次，包

括物質條件的滿足、情緒感受、自我概念、生活目標、智慧及靈性。

幸福感所涵蓋的層面相當多且廣，目前研究探討與幸福感有關的因

素，包括個體主觀認定之社會支持、家庭支持或自我健康狀況、婚姻

狀況、宗教信仰及社經背景等（Patrick, Cottrell & Barnes, 2001; Ry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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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事實上，研究對象不同，研究結果間具有相當大的差異，但

整體來說，所有相關研究，都肯定個體的幸福感足以代表個體對生活

的滿意程度及目前生活是否達成自己所定義的幸福目標，不論是物質

條件的滿足、或更高心靈層次目標的實現。對高齡者來說，幸福感就

是其逐漸由外在轉向內在之自我實現的過程，更是其生涯發展的核心

目標。 

近年來，除了延續過去高齡教育的機制，教育部提供更加多元多

選擇性的高齡學習機制，包括：老人短期寄宿學習、樂齡學堂及樂齡

學習資中心等學習活動。主要目標就是希望能提供以老年人為對象之

藝術教育、旅遊學習、醫療保健、消費安全、休閒學習、家庭人際關

係、生命關懷、口述歷史及資訊研習等多元學習課程，同步整合鄉鎮

市區在地高齡者學習資源，提供社區高齡者便利的學習資訊連結網

絡，讓高齡者有機會透過社區管道學習新知，並同時拓展人際關係，

讓老年人生活得更幸福、更快樂。並透過高齡教育學習活動的設置與

辦理，亦讓高齡者人力資源得以重新發揮與開展，因此，亦有愈來愈

多老年人投入志工的行列，根據教育部（2010）統計資料顯示，各地

區辦理樂齡學習中心，共計 6,413 位志工，其中更有 1,276 位 65 歲

以上之高齡志工，亦即有高齡志工佔了將近 20%。總括上述，隨著社

會人口高齡化的趨勢、老年人口終身學習的需求及教育機會的提供，

有愈來愈多老年人投入終身學習及志願服務。但是否隨著參與學習或

志願服務的過程，高齡者的生活幸福感得以提升，或者家庭互動關係

方是影響老年生活幸福感的主因，都是相當值得探討的議題。因此，

本項專案調查目的在瞭解我國高齡者其生活幸福感為何？我國高齡

者是否透過志願服務、學習參與及家庭互動關係，獲得更高的生活幸

福感？此一調查結果對於教育部落實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及開展終

身學習多元機會與管道，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心理幸福感並非只有

在西方社會才被探討，早在中國西元 550 年前，老子的《道德經》就

在談心理幸福感、談安逸人生之道，主張個體的目標在於大環境中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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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及獲得個人內在的和平。根據 Thing（2004）指出心理幸福感一

詞，常被與心智健康及生活品質視為同義詞，心理幸福感基本上是建

基於個人基本需求獲得滿足後，綜合主觀幸福感及客觀社會幸福感指

標來衡量。Larsen 與 Eid（2008）指出個體主觀幸福感，同時包含快

樂及滿足兩個因素，幸福感與生活滿意度具有中高度的相關性存在。

因此 Thing（2004）綜合老子的學說，將心理幸福感分為六個層次，

從基本到最高層次，依序為物質條件的滿足、情感狀態、自我概念、

生活目標、智慧及靈性。這個層次論在某個程度上與 Maslow 的需求

層次論相仿。事實上，在 Ryan 及 Deci（2000）的研究中，也提到心

理幸福感在不同的社會文化中，是有差異存在的。總括來說，本研究

所探討的個體生活幸福感，總括個體情感及認知層面所覺察的感受，

包括主觀幸福感及客觀幸福感兩個層面，亦即是說，個體生活幸福感

是建基於個體基本需求的滿足感、自我生活目標的實現、內在心理層

面的歸屬感、人際間和諧關係的建立及更高層次之智慧與靈性的提升

等。 

二、計畫目標 

本專案旨在探討台閩地區 55 歲 (含) 以上之高齡者，其生活幸福

感的整體情形外，透過不同影響因素的探討，包含年齡、性別、教育

程度、婚姻狀況、居住狀況、居住地域、參與志願服務情形、學習參

與情形及與成年子女互動情形等相關因素，以瞭解與高齡者生活幸福

感有關之因素，更深入探討參與學習之高齡者，其志願服務、學習參

與及家庭互動間與生活幸福感的情形，並將此資料提供給政府或欲辦

理樂齡大學之大學校院或樂齡學習相關機構，作為規劃高齡者教育課

程及政策制訂之參考。 

本專案的具體目標如下： 

（一）瞭解高齡者生活快樂的重要事物。 

（二）瞭解高齡者對生活幸福感的感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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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瞭解高齡者志願服務情形對生活幸福感之影響。 

（四）瞭解高齡者學習參與情形對生活幸福感之影響。 

（五）瞭解高齡者家庭互動對生活幸福感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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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高齡者之生活幸福感 

社會人口在高齡化趨勢的帶動下，不論是政府、組織團體或個人

都更加重視高齡者健康照顧、生活安排及高齡人力資源的再運用，但

因為高齡者間隨著生活背景的差異、個人價值觀念的不同，加上城鄉

本身的文化差距及資源分配的不同，高齡者對自己晚年生活的安排會

隨著自己健康狀況、生活環境、居住方式或過去的習慣而有變化。近

年來，隨著政府及民間團體對高齡者學習參與的重視，主張預防勝於

治療的觀點，規劃相當多元的學習管道，更提供高齡者不同參與學習

的機會與型態，主要目的都是希望能提升高齡者的生活幸福感，達到

成功老化的目標。 

事實上，幸福是每個人終身希望與追求的，幸福感

（Psychological well-being）這個名詞是包含情感與認知層面的傘

狀架構，其具體的內涵包括正向與負向的情緒、快樂、生活滿意、生

命目標的期待與達成獲得一致、身心調和及心情等，另外也包括自

尊、自我效能、個人自主程度（Levin & Chatters, 1998）。M. A. Okun

則將幸福感視為是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的要素之

一，所謂的主觀幸福感，是一種後設的結構，包含個體對其生活經驗

之回應的評價。而主觀幸福感的相反詞，客觀幸福感（objective 

well-being）指的就是個體功能性能力、健康狀況、社經地位等。Levin

與 Chatters（1998）指出心理幸福感一直被視為是老人生活品質的

指標，因此在近十年來，老人學諸多學者投入進行老人幸福感的相關

研究；研究發現，健康狀況、社經地位、年齡、種族、婚姻狀況、退

休狀況、社會心理狀況、與社會的互動程度、社會上的支持、生活事

件、喪親、自尊及適應程度等，都是相關探討的相關變項，但研究結

果有差異，也並非每個變項都與老人幸福感間都存在顯著差異性，但

是從諸多研究中也發現，快樂、情緒適應及對生活的滿意主要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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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因素（如年齡）、身體運作能力（如健康狀況）、經濟來源（如社

經地位）等是最常被探討的，但是在社會環境的支持、個性、世界觀、

個人意義感、價值、靈性成長、宗教的參與等面向並未並認為對老人

的幸福感有顯著影響。一般來說，幸福感的觀點多數從「快樂」的感

覺經驗、正向或負向情緒感受來評定，快樂心理學者更強調幸福感就

是由個體主觀快樂所構成。 

幸福感並非只有在西方社會才被探討，早在中國西元 550 年前，

老子的《道德經》就在談幸福感、談安逸人生之道，主張個體的目標

在於大環境中求生存及獲得個人內在的和平。根據 Thing（2004）指

出幸福感一詞，常被與心智健康及生活品質視為同義詞，幸福感基本

上是建基於個人基本需求獲得滿足後，綜合主觀幸福感及客觀社會幸

福感指標來衡量。Larsen 與 Eid（2008）指出個體主觀幸福感，同時

包含快樂及滿足兩個因素，幸福感與生活滿意度具有中高度的相關性

存在。因此 Thing（2004）綜合老子的學說，將心理幸福感分為六個

層次，從基本到最高層次，依序為物質條件的滿足、情感狀態、自我

概念、生活目標、智慧及靈性。這個層次論在某個程度上與 Maslow

的需求層次論相仿（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與隸屬感需求、受人尊

重的需求、自我實現的需求、超越性及靈性成長的需求）。事實上，

在 Ryan 及 Deci（2000）的研究中，也提到幸福感在不同的社會文化

中，是有差異存在的。總括來說，本研究所探討的個體幸福感，總括

個體情感及認知層面所覺察的感受，包括主觀幸福感及客觀幸福感兩

個層面，亦即是說，高齡者之幸福感是建基於個體基本需求的滿足

感、自我生活目標的實現、內在心理層面的歸屬感、人際間和諧關係

的建立及更高層次之智慧與靈性的提升等，亦即主觀自我認定的幸福

及快樂的感受與程度。 
 

二、高齡者學習參與、志願服務及家庭互動之初探 

為了追求成功的老年生活，黃富順（1999）認為缺乏正式的社會

角色是老年期所面臨重要議題之一。隨著年歲的增長，自然老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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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驅使，高齡者必須同時面對身體退化及社會角色的改變，因此，自

我概念亦隨之受到影響，因此，伴隨而來的就是情緒上的失落、孤寂

和空虛感，因此，諸多關注高齡者成功老化的學者，Fisher 和 Wolf

（2000）就主張高齡者迎接老年時期來臨，宜逐漸改變自我形象、維

持獨立和依賴間的平衡、創造人際關係之無形財產，並用心和行動關

懷生活周遭的人事物，取得自己與人際、社會間的聯繫，並活用各種

關係。 

此外，從 McClusky 於 1971 年提出高齡學習具有五大需求，包

括應付、表現、貢獻、影響和超越的需求（黃富順，1993）。所謂應

付的需求，就是指個體面對生命歷程改變，為了順利進到下一階段或

妥善解決當下所遇到的問題或挑戰，所產生的學習需求；所謂表現的

需求就是指高齡者能從活動或參與過程本身獲得內在的回饋，透過參

與學習活動或擔任志工都可以滿足高齡者表現的需求；所謂貢獻的需

求，事實上，就是一種利他的行為，藉由付出和給予的過程，自我滿

足、自我實現，一般貢獻的需求，最常見的就是擔任志工、投入社區

或社團活動，持續展現自己的智慧與能力；影響的需求，係指高齡者

對自己的經驗、智慧與能力有一番見解，希望能持續投入公民或社會

事務，或對家庭成員有影響，因此，除了透過參與學習活動或志願服

務，事實上，高齡者與家人互動過程中，都具有影響的功能；所謂超

越的需求，亦即指高齡者在生命欲逼近終點，使他們越趨於內省式的

思考，在工作生涯退休後、家庭角色與關係轉變後，力求自我生命的

統整與超越，透過學習和志願服務，都能達成高齡者自我超越的學習

目標。 

基本上，不論是從 McClusky 的需求理論，或相關支持高齡者參

與活動理論，或連續論中，都主張高齡者適當地參與社會活動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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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其高層次的內在需求。因此，活動參與論學者主張高齡者即便從

工作崗位退下來，仍應積極投入社會參與及家庭活動中，積極保持生

活的活力、藉由融入設群生活，增加日常生活的樂趣、透過與社會的

多重連結，增廣見聞，消彌世代間的差異，強化家庭成員間的互動與

溝通。 

一直以來，已經有不少研究均認為高齡者參與社會活動的程度愈

高，其人際關係愈佳、生活滿意度亦愈高（林麗惠，2001; Brandmeyer, 

1987; Talento, 1984; Witnall & Percy, 1994），因此，社會參與是維持老

年人人際關係、生活幸福感各方面重要的層面。目前對高齡者而言，

社會參與活動，一般包括教育的參與及志工的參與。以目前高齡教育

辦理情形而言，高齡者普遍參與的高齡學習活動，包括長青學苑、老

人大學、社區大學、社區土風舞或歌唱班、救國團推廣課程、大學推

廣課程及近年來教育部積極推動的樂齡學習中心及樂齡大學等，隨著

高齡社會的來臨，在教育部的極力推動下，已經逐漸形成風潮，高齡

學習參與情形亦更加蓬勃，但是以目前高齡化的程度，高齡參與學習

的情形仍有相當多需要努力的空間。 

就高齡者社會參與的另一個模式：志願服務來說，目前台灣高齡

者參與志願服務的比例亦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因為高齡者在離開工作

崗位，可能正逢子女離家的空巢階段，多數剛退休的高齡者仍擁有相

當良好的健康情形、體力與活力，正可展現其貢獻的需求及表現的需

求，因此，高齡者可依據自己的生活習慣、宗教信仰、興趣及專長，

選擇志願服務的單位，包括宗教團體、醫療機構、政府單位、社會福

利單位、中小學、急難救助團體或文化休閒服務團體等，目前因應教

育部辦理樂齡學習中心及樂齡大學等高齡學習活動，不僅增加高齡者

參與學習的機會，更提供高齡者擔任志工及服務大眾的機會。但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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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行政院主計處 2004 年公布的社會發展趨勢調查中，發現該年間曾

參與志願性服務者占總人口 14.5%，其中以 45-54 歲者之參與率最

高，達 20.79%，其次就是 55-64 歲之高齡者，占 19.32%；而 65 歲以

上者亦達 9.52%。總括來說，55 歲以上之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的比例

佔總參與人口的 28.84%，亦即參與志願服務者中，每 3 人約有 1 人

為 55 歲以上之高齡者（行政院主計處，20004）。 

若依據人口比例來看，55 歲以上人口約佔總人口之 1/5，而參與

志願服務之高齡者人口佔總參與人口的 1/3，換句話說，高齡者志願

服務的情形居多，正符合我國在邁向高齡社會過程中，培養高齡人力

資源再運用及老人服務老人的發展模式。此外，根據行政院主計處

（2004）調查研究發現，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的目的，主要是從擔任

志工的過程中，獲得成就感及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換句話說，高齡

者擔任志工對其人際關係有幫助外，亦能讓高齡者自我肯定與滿足，

提升其幸福快樂的感受。 

因為傳統家庭觀念的思維影響，要瞭解高齡者生活幸福感，就不

得忽視家庭互動的情形。隨著人口結構的改變，多世代家庭有大增的

可能性，因此，不同角色關係更輪番上演。在傳統東方文化中，講求

孝道，多數高齡者都希望能與子女和孫子女同住，多數高齡者都希望

能在地老化，但是隨著時代潮流的轉變，工作人口集中都市地區，高

齡人口卻居住鄉下，因此，世代間互動與連結的關係就相當值得探

討。根據詹浚煌（1996）的研究指出，高齡者的家庭互動關係可以歸

納成「協助子女」、「與子女諮商」、「接受子女協助」三種類型，各類

型均顯示出退休高齡者和子女之間的互動相當頻繁，協助子女與接受

子女協助二種類型的普遍程度相當，顯示在代間關係中的老人未必是

依賴、弱勢的一方；最後，與子女諮商的盛行情況在三種類型中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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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顯示親子之間的雙向情緒支持較單向協助模式更為普遍。事實

上，根據劉敏珍（2000）及廖梓辰（2002）等探討家庭互動與個人幸

福感之研究，均發現家庭成員都認為家庭關係愈和諧，則幸福感愈

高。此外，劉敏珍的研究亦發現女性高齡者之生活依附感及幸福感均

高於男性高齡者，且配偶健在的高齡者其人際親密感較高，且與子女

同住者及與配偶同住者之人際親密感及幸福感均高於至子女家中輪

住或獨居者。由此可知，對於高齡者而言，家庭互動關係對其幸福感

及人際互動關係的影響可見一斑。 

因此，本研究除瞭解高齡者生活幸福感情形外，更將其社會參與

情形，包括學習參與情形及擔任志工的情形，進行探討與分析，並針

對高齡者與家人互動情形深入瞭解其對生活幸福感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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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 

一、調查區域範圍及對象 

本專案以電話訪談之調查方式進行。在進行問卷調查之前，首先

進行文獻探討，包括高齡者生活幸福感、學習參與、志願服務與家庭

互動等相關文獻。而電話訪談調查之對象係以設籍於台閩地區 (含金

門、馬祖) ，年滿五十五歲以上之高齡者。採分層叢集取樣的方式，

第一階段，依目前台灣 55 歲以上高齡人口數，依北、中、南、東四

區之人口比例計算。第二階段針對曾經參與及正在參與「老人短期寄

宿學習」、「樂齡學堂」及「樂齡學習中心」者為抽樣母體，依北區、

中區、南區及東區的比例抽樣。預計抽出有效樣本數至少達 1,068 份。 

（一）調查範圍：全國並含臺北市、高雄市及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 

（二）調查對象：母群以全國 55 歲以上高齡者為主要調查對象。 

（三）電訪調查流程：為配合電話調查的進行，先請教育部協助發

文給相關辦理單位，提供學員姓名與電話後，輸入電腦輔助

電話訪問系統進行調查。凡是無人接聽、佔線或受訪者不在

等因素而無法完成訪問樣本時，則於執行期間進行三次追蹤

訪問，以提高電訪達成率。在電訪調查前，將先安排電訪人

員專業培訓，協助更有效率完成電訪作業。 

二、調查項目 

（一）基本資料 

包括：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居住狀況、居住區域

等。 

（二）志願服務 

包括：是否擔任志工角色、每週服務的時間、擔任志願服務的動

機、擔任志願服務的滿意情形及對其生活幸福感的影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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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參與 

包括：參與學習活動的類型 (老人短期寄宿、樂齡學堂、樂齡學

習中心)參與學習動機、參與學習滿意情形、參與學習對生活幸福

感的影響等。 

（四）家庭互動 

   包括：是否與成年子女同住、互動方式、互動滿意度對其生活幸

福感的影響等 

（五）生活幸福感：亦即指高齡者對生活幸福感的主觀感受。 

三、調查問卷的編制及信效度分析 

 本項調查問卷之編制，將先蒐集國內外有關高齡者志願服務、學

習參與、家庭互動及幸福感之相關研究、調查報告等先進行綜合研判

分析，依樣本調查研究之目的、項目等先擬定問卷草案，再邀集教育

行政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實務工作者及高齡者代表等共同研商定

案，作為本項調查研究之主要工具。 

 本項調查問卷之效度分析，將採專家效度進行，信度分析將採內

部一致性信度考驗，以建立本問卷之信效度。 

四、抽樣設計及樣本配置原則 

本專案以內政部戶政司於 99 年 6 月底設籍於台閩地區 (含金門、

馬祖) 55 歲以上為主要研究母群。根據內政部統計處（2010）8 月份

的月報統計資料，發現台灣目前 65 歲以上的人口已經達 10.71%以

上，而往前追溯 55 歲以上的人口，則多達 480 萬人以上，佔總人口

比例達 21.63％，其中以北區之中高齡人口佔多數，達全國 40.29％，

其次為南區佔 32.84％；中區則佔 20.93%，東區及離島共佔 5.98％。

本專案屬全國性調查研究，因此，第一階段，擬依據全台各縣市 55

歲以上人口數及上述高齡人口比例進行抽樣調查，估計正式有效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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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需達 1068 份（約為母群之 0.02％）。 

第二階段，則依據教育部專案屬性，分參與「老人短期寄宿」及

「樂齡學堂」之高齡者和參與「樂齡學習中心」之高齡者兩類，分別

依照北區、中區、南區及東區的抽樣比例，進行抽樣，說明如下： 

（一）曾經參與過「老人短期寄宿學習」、「樂齡學堂」者 

教育部於 2008 年補助 13 所大學辦理「老人短期寄宿學習」計

畫，參與學校包括國立臺北護理學院、玄奘大學、靜宜大學、南開科

技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

北海洋技術學院、臺北科技大學、實踐大學、明新科技大學、輔仁大

學，以及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而後於 2009 年補助 28 所大學辦理

「樂齡學堂」計畫，參與學校包括台灣師大、世新大學、華夏技術學

院、空中大學、新竹教育大學、國立體育學院、朝陽科大、弘光科大、

中州技術學院、南華大學、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台灣體育學院、中

華醫事科技大學、長榮大學、立德管理學院、崑山科技大學、高苑技

術學院、樹德科技大學、美和技術學院、台東大學(扣除上述重複之

學校)。兩次活動共計至少有 2,460 位高齡者參與。 

本計畫預計以分層隨機抽樣之方式，抽取北（40%）、中（33%）、

南（21%）、東（6%）四區，曾參與「老人短期寄宿學習」、「樂

齡學堂」之高齡學員至少 534 個有效樣本。因此擬請參與計畫之 28

所大學，隨機提供 20 名學員資料，以進行電話訪談。 

（二）曾經參與「樂齡學習中心」者 

至 98 年度為止，已於全台各鄉鎮市區設置完成 202 所樂齡學習

中心，提供年滿 55 歲的高齡者，就近參與在地的學習活動。根據內

政部統計處（2010）7 月份的月報統計資料，發現台灣目前 65 歲以

上的人口已經達 10.7%以上，而往前追溯 55 歲以上的人口，則多達

480 萬人以上，佔總人口比例約 21%％，其中以北區之中高齡人口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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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達全國 40％，其次為南區佔 33％；中區則佔 21%，東區及離

島約佔 6％。因樂齡學習中心達 202 所，參與人數較多，考量樣本代

表性，擬採郵寄問卷的方式，請各樂齡學習中心隨機發放給 20 名參

與學員填答。 

五、實施調查方法及品質控制 

本專案係採電話問卷調查法，為顧及電話問卷調查之品質及受訪

者資料保密的原則，本專案擬由教育部發公文的方式，函請被抽樣之

機構提供學員之姓名與電話聯繫資料，由專業培訓之電訪員進行電話

訪問及資料登入，並將每一次電訪結果確實記錄，若遇電話無法接通

或受訪人不在等情形時，為確保電訪有效達成率，將於執行期間進行

三次追蹤。為確保電訪品質，本專案研究團隊將隨時抽訪及協助電訪

之進行。 

六、實施調查期間及進度控制 

本專案計畫之實施預計 3 個月完成，自 99 年 10 月 1 日起至 99

年 12 月 31 日，提交成果報告。各項工作之進度以甘特圖表示如下： 

表 1  專案進度甘特圖 

執行進度 
 
研究步驟 

第 
1 
月 

第 
2 
月 

第 
3 
月 

各項研究工作之籌劃設計 
   

蒐集研究資料及有關文獻之研覽 
   

擬定調查項目 
   

調查問卷之編制 
   

進行電訪員之教育訓練 
   

進行電訪及資料登入 
   

調查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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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告之撰寫與提交研究報告 
   

七、調查結果之分析與處理 

（一）資料處理方式 

 以電腦處理為主，人工處理為輔。 

1.電腦處理部分包括：電訪受訪人員資料之輸入，並採密件保存，

調查問卷及訪問表的資料登陸、檢誤，調查結果表之列印等。 

2.人工處理部分包括：訪問表資料之審核、檢誤、更正，調查結

果表之核對、評估與分析等。 

（二）統計分析方法 

 電訪問卷完成後，剔除無效問卷，隨即進行有效問卷的編碼登錄

工作，將有效問卷進行編碼建檔，利用 SPSS12.0 版電腦統計軟體進

行統計分析，採用的統計方法有描述性統計、平均數差異檢定、單因

數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本專案所採用的統計分析方法，說

明如下： 

1. 描述性統計 

(1) 以次數分配、百分比呈現高齡者「基本資料」的分佈情形，

以瞭解受試者的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居住狀況、居住

地區等。 

(2) 以平均數、標準差等描述性統計方法，分析高齡者的參與志

願服務的情形，瞭解受訪者擔任志工的比例、每週服務時間、動機及

擔任志願服務的滿意情形等。 

(3) 以平均數、標準差等描述性統計方法，瞭解受訪者參與學習

活動的類型、參與學習動機、參與學習滿意情形及持續學習的意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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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平均數、標準差等描述性統計方法，瞭解受訪者與成年子

女同住的比率、互動方式及與成年子女互動的滿意情形等。 

2. T 考驗 

分析不同性別、有無子女的高齡者，其滿意情形與生活幸福感

間，是否有顯著差異情形。 

3.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分析不同社會人口變項（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居住狀況、

居住地區）的高齡者，其志願服務滿意情形、參與學習情形、與子女

互動情形及生活幸福感方面，是否有顯著差異情形。 

4. 皮爾森積差相關 

分析高齡學習者志願服務情形、學習參與情形、家庭互動情形及整

理生活幸福感間之相關是否達到顯著水準，以瞭解各變項間的相關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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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調查結果 

本研究為全面瞭解全國老年生活幸福感，以多重管道進行問卷調

查，第一部分採用分區隨機抽取電話號碼的方式，以 20 歲以上民眾

為對象，瞭解普遍生活幸福感程度及參與學習、擔任志工及家庭互動

的情形，有效電訪樣本數為 1077 份；第二部分，函請國內近兩年來

辦理老人短期寄宿學習及樂齡學堂活動之大專校院提供樂齡學員名

單與電話，採電話訪問的方式，蒐集有效樣本數達 563 份；第三部分，

則以郵寄方式寄給全國樂齡學習中心，截至 99 年 10 月 31 日，總計

回收 2375 份有效問卷。第四部分，則綜合所有 55 歲以上者之有效問

卷，整理分析成「全國老年生活幸福感」調查分析，有效問卷共計

3248 份，並進行不同樣本來源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採 SPSS12.0 中文版，依序將資料編碼後，進行統計分析。

為求資料的完整性及個別分析的價值，本研究依序將以不同方式所蒐

集的資料個別分析及說明後，再歸結統整全國老年生活幸福感之調查

分析，以下分為四個部分作說明。 

一、以全國 20 歲以上成人為對象的電訪結果 

（一）受訪者年齡分佈：受訪者以 40 至 49 歲者居多，達 246 人

次（22.8%），其次為 50 至 54 歲者，達 187 人(17.4%)，此外，55

歲以上者，共達 318 位(29.5%)，整體來說，受訪者仍以 55 歲以上所

佔的比例為最多。整體受訪者年齡分佈，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受訪者年齡分佈 

年齡層 次數 百分比 

20-29 歲 166 15.4 

30-39 歲 160 14.9 

40-49 歲 246 22.8 

50-54 歲 187 17.4 

55-59 歲 78 7.2 

60-64 歲 99 9.2 

65-69 歲 39 3.6 

70-74 歲 41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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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79 歲 22 2.0 

80 歲以上 39 3.6 

 

（二）受訪者的性別：根據統計分析結果，受訪者仍以女性居多，

達 666 位（61.8%），男性則佔 38.2%。 

（三）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根據統計分析結果，受訪者以大學/

專科畢業者居多，達 396 位（36.8%）；其次為高中職畢業者，達 369

位（34.2%）。受訪者教育程度分佈，如表 3 所示。 

表 3受訪者教育程度分佈 

教育程度 次數 百分比 

國小（含）以下 152 14.1 

國（初）中 98 9.1 

高中（職） 369 34.3 

大學/專科 396 36.8 

研究所（含）以上 62 5.8 

 （四）受訪者的婚姻狀況：根據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受訪者以

「已婚者」居多，達 789 位（73.3%），其次為「未婚者」，達 242

位（22.5%），離婚或喪偶或再婚者，僅 45 位（4.3%）。 

 （五）受訪者的職業：根據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受訪者，以「無

就業（含待業、家管、退休）」者居多，達 486 位（45.1%），其次

為「服務業/自由業」，達 262 人（24.3%）。受訪者的職業狀況，如

表 4 所示。 

表 4受訪者職業狀況 

職業類別 次數 百分比 

軍公教 86 8.0 

從商 95 8.8 

務農 27 2.5 

工業/製造業 121 11.2 

服務業/自由業 262 24.3 

無就業（含待業、家管、退休） 486 45.1 

（六）受訪者月收入的狀況：根據統計分析，因無就業者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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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因此本題未填答者達 45.1%，此外，受訪者中，以月收入在 2

萬至 4 萬者居多，達 20.4%，其次為 4 萬至 6 萬，達 9.5%。統計結果

如下表 5。 

表 5受訪者月收入狀況 

月收入狀況 次數 百分比 

2 萬以下 96 8.9 

2 萬至 4 萬 220 20.4 

4 萬至 6 萬 102 9.5 

6 萬至 8 萬 43 4.0 

8 萬以上 44 4.1 

拒答或跳答 572 53.1 

(七)受訪者居住地區分佈：本研究進行電訪抽樣前，事先依據北

中南東人口分佈，隨機選取電話，因此，受訪者居住區域之分佈，北

區約 477 位（44.3%）；中區 264 位（佔 24.5%）；南區 299 位（27.8%）；

東區 37 位（3.4%）。 

（八）根據 1077 位受訪者，聽過教育部樂齡學習中心者，僅 73

位（約佔 6.8%），其中參與樂齡學習中心者，僅 8 位。 

（九）受訪者之生活幸福感程度：多數受訪者認為自己的生活「快

樂」，其中有 481 位（44.7%）；認為「非常快樂」者，約 90 位（8.4%）；

整體來說，自覺生活幸福者，約佔 53.1%。另外大約有 37.6%的受訪

者認為生活過得普普通通，僅9.4％的民眾認為自己過得不快樂。1077

位受訪者生活幸福感程度，如表 6 所示。 

表 6 受訪者生活幸福感程度 

幸福感程度 次數 百分比 

非常快樂 90 8.4 

快樂 481 44.7 

普通 405 37.6 

不快樂 95 8.8 

非常不快樂 6 0.6 

（十）受訪者最近幾個月的快樂程度：以 0-100 分計算，受訪者

以「61-100」分者居多，約 453 人（42.1%），其次為「81-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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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達 274 位（25.4%）。快樂程度不及格者，達 350 人（32.5%）。

統計結果如下表 7。 

表 7 受訪者以 0-100 分評價快樂程度 

快樂程度 次數 百分比 

0-20 43 4.0 

21-40 43 4.0 

41-60 264 24.5 

61-80 453 42.1 

81-100 274 25.4 

總和 1077 100 

（十一）受訪者參與學習活動的情形：1077 位受訪者中，有 325

位最近幾個月有參與學習活動，約佔 30.5%；其餘則表示未參與。而

參與者中，約有 81.8%對學習活動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僅 4%表示對

參與的學習活動感到不滿意。就未來參與意願而言，約有 87.4%表示

願意繼續參與；有 9.8%表示必須看情形，再決定是否繼續參與學習

活動。參與學習活動後，有 84%覺得生活更快樂，僅 4.9%曾參與學習

活動者，認為學習未帶來快樂。以 0 至 100 分，請受訪者說明參與學

習活動，提升多少快樂程度，發現有 64%的受訪者，快樂程度提高 60

分以上。此外，針對未參與學習活動的受訪者，有 45.2%，接近半數

未來會考慮參加學習活動。 

（十二）對於 54.8%未來不考慮參與學習活動的受訪者，發現其

不考慮參與學習的主因，有 46 位認為是「工作太忙」、其次有 43 位

認為自己「年紀太大」、再其次是「沒時間」及「身體不適」等，少

數受訪者指出自己有經濟壓力或忙著照顧家庭等其他事物或沒有興

趣等。 

（十三）受訪者擔任志工的快樂程度：在 1077 份受訪者中，僅

240 位（22.3%）有擔任志工，在 240 位擔任志工者中，有 91.2％認

為擔任志工的經驗會提高快樂的程度。此外，有 41.6%的受訪者認為

擔任志工其快樂程度提高到 80 至 100 分，擔任志工所提高的快樂程

度，詳如表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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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擔任志工提升生活快樂度情形 

提高之快樂程度 次數 百分比 

0-20 12 5 

21-40 1 0.4 

41-60 27 11.2 

61-80 79 32.9 

81-100 100 41.6 

總和 240  

 

（十四）受訪者中未來擔任志工的意願：在 837 位最近幾個月沒

有擔任志工的受訪者中，有 47.3%的受訪者認為未來會考慮擔任志

工，但仍有 52.7%的受訪者則不會考慮當志工，主要原因為「工作忙」

（33 位）及「沒時間」（31 位），其次為「年紀大」（25 位）及「身

體不適」（24 位），受訪者不擔任志工的因素，還包括「缺錢」、

「沒有意願」、「照顧家人」及「做家事」等。 

（十五）對「家庭愈幸福，人會愈快樂」的同意程度：1077 位受

訪者中，有 91.5%都同意「家庭愈幸福，人會愈快樂」，沒意見者僅

佔 4.9%，不同意者佔 3.5%。 

（十六）受訪者與未同住家人的見面情形：在 1077 位受訪者中，

有 39.1%「每天都能與不住一起的家人見面」，另外有 23%「每週」

見面、其次有 16.8%幾乎「每個月」與不同住的家人見面、再其次是

「2-3 個月」見面一次的，約佔 8.6%，見面頻率如下表 9 所示。 

表 9 與不住一起家人見面的頻率 

見面頻率 次數 百分比 

每天 421 39.1 

每星期 248 23.0 

每個月 181 16.8 

2-3 個月 93 8.6 

半年 61 5.7 

一年 31 2.9 

好幾年一次 12 1.1 

幾乎沒有 3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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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和 1077 100 

 

（十七）與家人互動的方式：依據頻率高低排序，包括聊天（758

次）、吃飯（684 次）、看電視（480 次）、出遊（268 次）、家族

聚會（122 次）、購物（99 次）、做家事（85 次）、做運動（58 次）、

沒一起參加活動（42 次）、工作（27 次）、其他（26 次）、參與宗

教活動（17 次）。此外，與家人互動之方式中，受訪者提出「與未

同住家人打電話聊天」也是其聯繫的方式。 

（十八）與家人互動的快樂程度：有 83%的受訪者覺得與家人互

動過程是快樂或非常快樂的，另有 15.4%的受訪者覺得「普通」，僅

有 1.6%的受訪者覺得「不快樂」。另就與家人互動的快樂程度而言，

約有 85.5%的受訪者覺得與家人相處的快樂達 60 分以上。受訪者與

家人（成年子女）互動的快樂程度，如下表 10 所示。 

表 10 與家人（成年子女）互動的快樂程度 

快樂程度 次數 百分比 

0-20 13 1.2 

21-40 15 1.4 

41-60 128 11.9 

61-80 395 36.7 

81-100 526 48.8 

總和 1077 100 

 

（十九）為瞭解受訪者做哪些事會覺得快樂，本問卷設計開放簡

答方式，請受訪者提供 1 至 3 件會令自己快樂的事。根據統計分析結

果，發現多數受訪者偏好休閒旅遊活動，填答達 236 次，休閒旅遊包

括爬山、出遊、國內外旅遊及郊遊等休閒活動。其次為與家人相處（182

次），諸多受訪者認為能與家人在一起互動、聊天、吃飯或聚一起，

就會覺得很快樂；另外也有 125 位受訪者認為能與孩子、孫子女共處

或在家做家事，都會覺得很快樂。再其次則是與家人朋友聊天（130

次）、看電視或電影（108 次）或聚餐（101 次）等。再則閱讀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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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80 次）與運動（87）也都是受訪者覺得會更快樂的活動。受訪

者所列舉之相關活動，包括：逛街購物、工作成就、聽音樂、賺錢中

獎、睡覺休息、心靈成長、唱歌、上網電玩、煮飯、心得分享、參加

文藝活動等。 

（二十）為瞭解受訪者與誰互動，會覺得快樂，本研究電訪問卷

第七題，請受訪者根據題目，回答 1 至 3 項。根據統計分析結果，發

現受訪者普遍認為與家人相處（1082 次）是最快樂的，其中包括與

小孩或孫子女相處（270 次）、夫妻共處（128 次）、與父母親在一

起（68 次）及與兄弟姊妹在一起（50 次）等。其次，就是與朋友一

起（555 次），包括和親戚（15 次）、鄰居（24 次）及男女朋友（72

次）等；事實上，也有許多受訪者認為他們喜歡和同事或客戶相處（62

次）、和同學一起（17 次）或者跟志同道合的教友或球友一起，也

有受訪者認為跟自己（15 次）相處就是一件快樂的事。 

（二十一）不同性別者其生活幸福感受、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

任志工快樂程度及與家庭互動程度之差異情形。根據研究結果顯示，

不同性別其生活幸福感受、在參與學習、擔任志工及家庭互動等方面

的快樂程度上均無顯著差異，如下表 11 所示。 

表 11不同性別受訪者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樂程度及家

庭互動程度之差異 

層面 男性 女性 T 考驗 

生活幸福感 2.54(.838) 2.45(.761) 1.777  n.s. 

參與學習快樂程度 1.97(.813) 1.94(.737) .369   n.s. 

擔任志工快樂程度 1.07(.254) 1.10(.299) -.804  n.s. 

家庭互動快樂程度 1.96(.736) 1.90(.674) 1.421  n.s. 

n.s.表無顯著差異 

（二十二）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瞭解不同年齡層之受訪者其生

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樂程度及家庭互動快樂程

度之差異。研究發現不同年齡層者之生活幸福感方面差異未達顯著，

但在學習參與、擔任志工及家庭互動方面之快樂程度，則因年齡層不

同達顯著差異，統計分析結果如下表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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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不同年齡層受訪者之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樂程度

與家庭互動快樂程度之差異分析及 LSD 後設比較結果 

層面 F 檢定 LSD 後設比較 

生活幸福感 1.788 

n.s. 

 

參與學習快樂程度 2.113* 20-29 歲<55-69 歲、80 歲以上 

70-74 歲<80 歲以上 

40-49 歲<55-59 歲、80 歲以上 

擔任志工快樂程度 .872 

n.s. 

 

家庭互動快樂程度 2.615** 20-29 歲<55-59 歲、65-69 歲、80 歲以上 

30-39 歲<55-59 歲、65-69 歲、80 歲以上 

40-49 歲<65-69 歲、80 歲以上 

50-54 歲<65-69 歲、80 歲以上 

60-64 歲<80 歲以上 

65-69 歲<75 歲以上者 

*p<.05  **p<.01  ***p<.001  n.s. 表無顯著差異 

（二十三）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瞭解不同教育程度之受訪者其

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樂程度及家庭互動快樂

程度之差異。研究發現不同教育程度者在整體生活幸福感方面達顯著

差異，且在學習參與之快樂程度也達顯著差異、但在擔任志工與家庭

互動之快樂程度，則不因教育程度不同有顯著差異存在，統計分析結

果如下表 13 所示。 

表 13 不同教育程度之受訪者，其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

樂程度與家庭互動快樂程度之差異分析及 LSD 後設比較結果 

層面 F 檢定 LSD 後設比較 

生活幸福感 2.830* 大學及研究所以上>高中職 

參與學習快樂程度 3.666** 高中職以上教育程度<國小 

大學以上教育程度<國中 

研究所以上<高中職 

擔任志工快樂程度 .328 n.s.  

家庭互動快樂程度 .800 n.s.  

*p<.05  **p<.01  ***p<.001  n.s. 表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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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瞭解不同婚姻狀況之受訪者其

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樂程度及家庭互動快樂

程度之差異。研究發現不同婚姻狀況者在整體生活幸福感方面達顯著

差異，且在家庭互動之快樂程度也達顯著差異，但在參與學習及擔任

志工方面之快樂程度，則不因婚姻狀況不同有顯著差異存在，統計分

析結果如下表 14 所示。 

表 14 不同婚姻狀況之受訪者，其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

樂程度與家庭互動快樂程度之差異分析及 LSD 後設比較結果 

層面 F 檢定 LSD 後設比較 

生活幸福感 3.457** 已婚、未婚、喪偶>離婚/分居 

參與學習快樂程度 1.947n.s.  

擔任志工快樂程度 1.702n.s.  

家庭互動快樂程度 8.828*** 已婚>未婚、離婚/分居 

未婚>離婚/分居 

再婚>未婚 

已婚、未婚、再婚、喪偶>離婚 

*p<.05  **p<.01  ***p<.001  n.s. 表無顯著差異 

 

（二十五）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瞭解不同職業狀況之受訪者其

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樂程度及家庭互動快樂

程度之差異。研究發現不同職業狀況者在整體生活幸福感方面未達顯

著差異，且在擔任志工與及家庭互動方面之快樂程度也未達顯著差

異，僅參與學習之快樂程度，因受訪者職業狀況不同有顯著差異存

在，統計分析結果如下表 15 所示。 

表 15 不同職業狀況之受訪者，其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

樂程度與家庭互動快樂程度之差異分析及 LSD 後設比較結果 

層面 F 檢定 LSD 後設比較 

生活幸福感 .596 n.s.  

參與學習快樂程度 3.335** 軍公教>農、工、服務業、無業者 

擔任志工快樂程度 1.045 n.s.  

家庭互動快樂程度 .416  n.s.  

*p<.05  **p<.01  ***p<.001  n.s. 表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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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瞭解不同月收入狀況之受訪者

其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樂程度及家庭互動快

樂程度之差異。研究發現不同收入狀況者在整體生活幸福感方面未達

顯著差異，且在參與學習、擔任志工與及家庭互動方面之快樂程度也

未達顯著差異，統計分析結果如下表 16 所示。 

表 16 不同月收入狀況之受訪者，其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

快樂程度與家庭互動快樂程度之差異分析 

層面 F 檢定 

生活幸福感 .232   n.s. 

參與學習快樂程度 .886  n.s. 

擔任志工快樂程度 .469  n.s. 

家庭互動快樂程度 .235   n.s. 

n.s. 表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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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參與過樂齡學堂之高齡學員為對象的電訪結果 

（一）樂齡學堂受訪者年齡分佈：受訪者以 60 至 74 歲者居多，

達 447 人次（79.3%），其中又以 65 至 69 歲者為多，達 164 人（29.1%），

其次為 60 至 64 歲者，達 151 位（26.8%）。整體受訪者年齡分佈，

如下表 17 所示。 

表 17 受訪者年齡分佈 

年齡層 次數 百分比 

40-49 歲 1 .2 

50-54 歲 7 1.2 

55-59 歲 22 3.9 

60-64 歲 151 26.8 

65-69 歲 164 29.1 

70-74 歲 132 23.4 

75-79 歲 48 8.5 

80 歲以上 38 6.7 

 

（二）樂齡學堂受訪者的性別：根據統計分析結果，受訪者仍以

女性居多，達 377 位（67%），男性則佔 33%。 

（三）樂齡學堂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根據統計分析結果，受訪者

以大學/專科畢業者居多，達 176 位（31.3%）；其次為高中職畢業者，

達 148 位（26.3%），再其次則是國小（含）以下者，有 133 位（23.6%）。

受訪者教育程度分佈，如表 18 所示。 

表 18受訪者教育程度分佈 

教育程度 次數 百分比 

國小（含）以下 133 23.6 

國（初）中 87 15.5 

高中（職） 148 26.3 

大學/專科 176 31.3 

研究所（含）以上 19 3.4 

 

（四）樂齡學堂受訪者的婚姻狀況：根據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受

訪者以「已婚者」居多，達 488 位（86.7%），其次為「喪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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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9.9%，未婚、離婚者，僅佔 3.3%。 

（五）樂齡學堂受訪者的職業：根據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受訪者，

以「無就業（含待業、家管、退休）」者居多，達 514 位（91.3%）。

受訪者的職業狀況，如表 19 所示。 

表 19 受訪者職業狀況 

職業類別 次數 百分比 

軍公教 12 2.1 

從商 6 1.1 

務農 5 0.9 

工業/製造業 6 1.1 

服務業/自由業 20 3.6 

無就業（含待業、家管、退休） 514 91.3 

 

（六）樂齡學堂受訪者月收入的狀況：根據統計分析，因無就業

者佔 91.3%，因此本題未填答者達 91.3%，此外，受訪者中，以月收

入在 2 萬至 4 萬者居多，達 2.8%，此外，有 1.8%的受訪者拒答。 

表 20 受訪者月收入情形 

職業類別 次數 百分比 

2 萬（含）以下 16 2.8 

2-4 萬 10 1.8 

4-6 萬 9 1.6 

6-8 萬 3 .5 

8 萬（含）以上 1 .2 

拒答 10 1.8 

遺漏值或跳答 514 91.3 

 

（七）根據 563 位樂齡學堂受訪者，聽過教育部樂齡學習中心者，

達 355 位（約佔 63.1%），其中參與樂齡學習中心者，達 289 位，佔

聽過樂齡學習中心者之 81.4%。 

（八）樂齡學堂受訪者之生活幸福感程度：多數受訪者認為自己

的生活「快樂」，有 343 位（60.9%）；認為「非常快樂」者，有 145

位（25.8%）；整體來說，自覺生活幸福者，約佔 86.7%。另外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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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2.1%的受訪者認為生活過得普普通通，僅 1.3％參與樂齡學堂之

學員認為自己過得不快樂。563 位樂齡學堂學員之生活幸福感程度，

如表 21 所示。 

 

表 21 樂齡學堂學員之生活幸福感程度 

幸福感程度 次數 百分比 

非常快樂 145 25.8 

快樂 343 60.9 

普通 68 12.1 

不快樂 6 1.1 

非常不快樂 1 .2 

 

（九）樂齡學堂受訪者最近幾個月的快樂程度：以 0-100 分計算，

受訪者以「81-100」分者居多，約 337 人（59.8%），其次為「61-100」

分者，達 187 位（33.2%）。快樂程度不及格者，僅 39 人（7%）。563

位樂齡學堂學員之生活幸福感程度，如表 22 所示。 

表 22樂齡學堂學員之快樂程度 

快樂程度 次數 百分比 

0-20 1 .2 

21-40 2 .4 

41-60 36 6.4 

61-80 187 33.2 

81-100 227 59.9 

 

(十)樂齡學堂受訪者參與學習活動的情形：563 位受訪者中，有

365 位最近幾個月有參與學習活動，約佔 64.8%；其餘則表示未參與。

而參與者中，約有 91.8%對學習活動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僅 0.5%

表示對參與的學習活動感到不滿意。就未來參與意願而言，約有93.1%

表示願意繼續參與；有 6.5%表示必須看情形，再決定是否繼續參與

學習活動。參與學習活動後，有 96.9%覺得生活更快樂，僅 1 位曾參

與學習活動者，認為學習未帶來快樂。以 0 至 100 分，請受訪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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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習活動，提升多少快樂程度，發現有 92.5%的受訪者，快樂程

度提高 60 分以上，如下表 23 所示。此外，針對未參與學習活動的受

訪者，約有 80%，未來會考慮參加學習活動。 

表 23 參與學習活動對樂齡學堂學員提高的快樂程度 

快樂程度 次數 百分比 

0-20 11 2.0 

21-40 2 .4 

41-60 14 2.5 

61-80 107 19.0 

81-100 231 41.0 

遺漏值或拒答 198 35.2 

 

（十一）對於 198 位未來不考慮參與學習活動的受訪者，有 38

位提出其不考慮參與的原因，主因有三種，依序為「年紀太大」（11

位）、「身體狀況不佳」（9 位）及「沒時間」（9 位），少數受訪

者指出不考慮參與的原因包括：沒意願、沒興趣、距離遠、未找到合

適課程及收費太貴等。 

（十二）樂齡學堂受訪者擔任志工的快樂程度：在 563 位受訪者

中，有 55.6%(313 位)最近幾個月有擔任志工，在 313 位擔任志工者

中，有 308 位認為擔任志工的經驗，會提高快樂的程度，僅 5 位認為

擔任志工未能提高其快樂程度。此外，有 201 位（64%）的受訪者認

為擔任志工其快樂程度提高到 80 至 100 分，擔任志工所提高的快樂

程度，詳如表 24 所示。 

表 24 樂齡學堂受訪者擔任志工提升生活快樂度情形 

提高之快樂程度 次數 百分比 

0-20 6 1.9 

21-40 2 0.6 

41-60 10 3.2 

61-80 89 28.9 

81-100 201 65.3 

總和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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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受訪者中未來擔任志工的意願：在 250 位最近幾個月沒

有擔任志工的受訪者中，有 55.2 %的受訪者認為未來會考慮擔任志

工，但仍有 44.8%的受訪者則不會考慮當志工，其主要原因，包括「沒

時間」（46%）、「年紀大」（24%）、「身體不適」（15%）及沒興

趣（7%）等。 

（十四）對「家庭愈幸福，人會愈快樂」的同意程度：563 位受

訪者中，有 97.9%都同意「家庭愈幸福，人會愈快樂」，沒意見者僅

佔 1.8%，不同意者佔 0.4%。 

（十五）受訪者與未同住家人的見面情形：在 563 位樂齡學堂受

訪者中，有 41.7%「每天都能與不住一起的家人見面」，另外有 28.1%

「每週」見面、其次有 113.9%幾乎「每個月」與不同住的家人見面、

再其次是「2-3 個月」見面一次的，約佔 8%，見面頻率如下表 25 所

示。 

表 25 與不住一起家人見面的頻率 

見面頻率 次數 百分比 

每天 235 41.7 

每星期 158 28.1 

每個月 78 13.9 

2-3 個月 45 8.0 

半年 20 3.6 

一年 12 2.1 

好幾年一次 6 1.1 

幾乎沒有 9 1.6 

總和 563 100 

 

（十六）與家人互動的方式：依據頻率高低排序，包括聊天（415

次）、吃飯（370 次）、看電視（212 次）、出遊（196 次）、家族

聚會（80 次）、做運動（56 次）、做家事（38 次）及購物（32 次）

等。 

（十七）與家人互動的快樂程度：有 93.1%的受訪者覺得與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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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過程是快樂或非常快樂的，另有 6.2%的受訪者覺得「普通」，

僅有 0.7%的受訪者覺得「不快樂」。另就與家人互動的快樂程度而

言，約有 95.2%的受訪者覺得與家人相處的快樂達 60 分以上。受訪

者與家人（成年子女）互動的快樂程度，如下表 26 所示。 

表 26 與家人（成年子女）互動的快樂程度 

快樂程度 次數 百分比 

0-20 3 0.5 

21-40 4 0.7 

41-60 20 3.6 

61-80 153 27.2 

81-100 383 68 

總和 563 100 

 

（十八）為瞭解受訪者做哪些事會覺得快樂，本問卷設計開放簡

答方式，請受訪者提供 1 至 3 件會令自己快樂的事。根據統計分析結

果，發現多數受訪者偏好與家人朋友聊天、吃飯、聚會（255 次）、

其次為參與休閒旅遊活動，填答達 193 次，休閒旅遊包括爬山、出遊、

國內外旅遊及郊遊等。再其次為，參與學習活動，有 143 位受訪者認

為參加樂齡課程、其他學習課程，都讓自己覺得快樂、再其次為運動

（139 次），包括打球、練功、打太極、游泳、跑步及練瑜珈等，此

外，擔任志工及協助他人（135 次）等也是受訪者喜歡做的事。此外，

對高齡者而言，從事藝文興趣類活動也是其生活熱中之事，包括寫

字、跳舞、唱歌、泡茶、聽音樂及園藝等（124 次）。受訪者所列舉

之相關活動，包括：逛街購物、賺錢中獎、睡覺休息、參與宗教活動

及心靈成長、上網、做家事、及工作等。 

（十九）為瞭解受訪者與誰互動，會覺得快樂，本研究電訪問卷

第七題，請受訪者根據題目，回答 1 至 3 項。根據統計分析結果，發

現受訪者普遍認為與家人相處（567 次）是最快樂的，其中包括與小

孩或孫子女相處（169 次）、夫妻共處（64 次）、與父母親在一起（4

次）及與兄弟姊妹在一起（15 次）等。其次，就是與朋友一起（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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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包括志同道合的夥伴、球友、教友、歌友等；事實上，有許多

受訪者認為他們喜歡和樂齡學堂的同學與師長及以前的同學相處（63

次）、鄰居（18 次）、志工夥伴（17 次）、同事、長官或客戶相處

（15 次）及學生（2 次）相處就是一件快樂的事。 

（二十）不同性別之樂齡學堂受訪者其生活幸福感受、參與學習

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樂程度及與家庭互動程度之差異情形。根據研

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其生活幸福感受其在參與學習、擔任志工及家

庭互動等方面的快樂程度上均無顯著差異，如下表 27 所示。 

表 27 不同性別受訪者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樂程度及家

庭互動程度之差異 

層面 男性 女性 T 考驗 

生活幸福感 1.82(.593) 1.92(.678) -1.801 n.s. 

參與學習快樂程度 1.70(.583) 1.71(.513) -.096  n.s. 

擔任志工快樂程度 1.01(.103) 1.02(.134) -.492  n.s. 

家庭互動快樂程度 1.68(.591) 1.72(.634) -.861  n.s. 

n.s.表無顯著差異 

（二十一）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瞭解不同年齡層之受訪者其生

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樂程度及家庭互動快樂程

度之差異。研究發現不同年齡層者之生活幸福感方面未達顯著差異，

且在學習參與及擔任志工均未達顯著差異，唯在與成年子女互動方面

之快樂程度，會因年齡層不同達顯著差異，統計分析結果如下表 28

所示。 

表 28不同年齡層受訪者之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樂程度

與家庭互動快樂程度之差異分析及 LSD 後設比較結果 

層面 F 檢定 LSD 後設比較 

生活幸福感 1.424 n.s.  

參與學習快樂程度 1.573 n.s.  

擔任志工快樂程度 1.747 n.s.  

家庭互動快樂程度 2.902* 70-74歲>55-59歲 60-64歲、65-69

歲  

*p<.05  **p<.01  ***p<.001  n.s. 表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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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瞭解不同教育程度之受訪者其

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樂程度及家庭互動快樂

程度之差異。研究發現不同教育程度者在整體生活幸福感及學習參

與、擔任志工與家庭互動快樂程度上，均未達顯著差異，統計分析結

果如下表 29 所示。 

表 29不同教育程度之受訪者，其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

樂程度與家庭互動快樂程度之差異分析 

層面 F 檢定 備註 

生活幸福感 .691 n.s.  

參與學習快樂程度 1.110 n.s.  

擔任志工快樂程度 .677  n.s.  

家庭互動快樂程度 .782  n.s.  

*p<.05  **p<.01  ***p<.001  n.s. 表無顯著差異 

 

（二十三）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瞭解不同婚姻狀況之受訪者其

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樂程度及家庭互動快樂

程度之差異。研究發現不同婚姻狀況者在整體生活幸福感方面及家庭

互動上未達顯著差異，但在學習參與及擔任志工之快樂程度上，達顯

著差異，統計分析結果如下表 30 所示。 

表 30 不同婚姻狀況之受訪者，其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

樂程度與家庭互動快樂程度之差異分析及 LSD 後設比較結果 

層面 F 檢定 LSD 後設比較 

生活幸福感 1.801 n.s.  

參與學習快樂程度 2.669* 喪偶>已婚 

擔任志工快樂程度 3.361* 已婚、離婚/分居、喪偶>未婚 

家庭互動快樂程度 2.243 n.s.  

*p<.05  **p<.01  ***p<.001  n.s. 表無顯著差異 

 

（二十四）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瞭解不同職業狀況之受訪者其

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樂程度及家庭互動快樂

程度之差異。研究發現不同職業狀況者在整體生活幸福感方面未達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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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異，且在參與學習與家庭互動方面之快樂程度也未達顯著差異，

僅擔任志工之快樂程度（F=4.123**），因受訪者職業狀況不同有顯

著差異存在。 

（二十五）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瞭解不同月收入狀況之受訪者

其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樂程度及家庭互動快

樂程度之差異。研究發現不同收入狀況者在整體生活幸福感方面未達

顯著差異，且在學習參與、擔任志工與及家庭互動方面之快樂程度也

未達顯著差異，統計分析結果如下表 31 所示。 

表 31 不同月收入狀況之受訪者，其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

快樂程度與家庭互動快樂程度之差異分析 

層面 F 檢定 

生活幸福感 1.123   n.s. 

參與學習快樂程度 .696   n.s. 

擔任志工快樂程度 1.523  n.s. 

家庭互動快樂程度 .531   n.s. 

n.s. 表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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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樂齡學習中心之高齡學員為對象的問卷調查結果 

（一）樂齡學習中心受訪者居住地區分佈：依據回收問卷統計，

北區回收 829 份（34.9%）、中區回收 377 份（15.9%）、南區回收

989 份(41.6%)、東區及離島回收 180 份（7.6%）。 

（二）樂齡學習中心受訪者年齡分佈：受訪者以 55 至 64 歲者居

多，達 1130 人次，佔 49.5%，其中又以 55 至 59 歲者為多，達 626

人，佔 27.4%，其次為 60 至 64 歲者，達 504 位，佔 22.1%、65 至 69

歲者達 436 位（19.1%）。整體受訪者年齡分佈，如下表 32 所示。 

表 32 受訪者年齡分佈 

年齡層 次數 百分比 

55-59 歲 626 27.4 

60-64 歲 504 22.1 

65-69 歲 436 19.1 

70-74 歲 372 16.3 

75-79 歲 180 7.9 

80 歲以上 156 6.8 

（三）樂齡學習中心受訪者的性別：根據統計分析結果，受訪者

仍以女性居多，達 1491 位（65.9%），男性則有 765 位（33.8%），

顯示樂齡學習中心女性學員幾乎為男性學員之 2 倍。 

（四）樂齡學習中心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根據統計分析結果，受

訪者以國小（含）以下者居多，達 865 位（38.1%）；其次為高中職

畢業者，達 533 位只（23.4%），再其次則是國（初）中畢業者，有

477 位（21.0%）。受訪者教育程度分佈，如表 33 所示。 

表 33受訪者教育程度分佈 

教育程度 次數 百分比 

國小（含）以下 865 38.1 

國（初）中 477 21.0 

高中（職） 533 23.4 

大學/專科 361 15.9 

研究所（含）以上 34 1.5 

（五）樂齡學習中心受訪者的婚姻狀況：根據統計分析結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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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受訪者以「已婚者」居多，達 1797 位，約佔 79%，其次為「喪偶

者」，達 358 位（9.9%），未婚、離婚者，僅 100 位（4.4%）、同居

者僅 14 位（0.6%）。 受訪者婚姻狀況如下表 34： 

表 34受訪者婚姻狀況分佈 

婚姻狀況 次數 百分比 

已婚 1797 79 

未婚 46 2.0 

離婚/分居 54 2.4 

喪偶 358 15.7 

再婚 14 .6 

 

（六）樂齡學習中心受訪者的退休前職業：根據統計分析結果，

發現受訪者退休前，以「家管）」者居多，達 629 位（27.6%）、其

次分別為務農者，有 407 位（17.8%）、服務業或自由業者，有 388

位（17.0%）及軍公教人員，有 324 位（14.2%）。受訪者的職業狀況，

如表 35 所示。 

表 35 受訪者退休前職業狀況 

職業類別 次數 百分比 

軍公教 324 14.2 

從商 220 9.6 

務農 407 17.8 

工業/製造業 228 10.0 

服務業/自由業 388 17.0 

家管 629 27.6 

其他 59 2.6 

 

（七）根據 2375 位樂齡學習中心受訪學員，曾參與教育部老人

短期寄宿學習者，達 84 位（3.53%），曾參與樂齡學堂者，達 615 位

（18.78%），另已經參與樂齡學習中心者，有 1495 位（62.95%）。 

（八）樂齡學習中心受訪者之生活幸福感程度：多數受訪者認為

自己的生活「快樂」，有 1836 位，約佔 77.3%；其中「非常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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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 603 位，佔 25.4%、「快樂」者有 1233 位（51.9%）。另外有

424 位（17.9%）的受訪者認為生活過得普普通通，僅 3.4％參與樂齡

學習中心之學員認為自己過得不快樂。樂齡學習中心學員之生活幸福

感程度，如表 36 所示。 

表 36 樂齡學習中心學員之生活幸福感程度 

幸福感程度 次數 百分比 

非常快樂 603 25.8 

快樂 1233 52.7 

普通 424 18.1 

不快樂 64 2.7 

非常不快樂 17 0.7 

 

（九）樂齡學習中心受訪者最近幾個月的快樂程度：以 0-100 分

計算，受訪者快樂程度為 60 分以上者，達 1874 位（82.9%），其中

以「61-80」分者居多，約 1130 人，達 50.0%，其次為「81-100」分

者，達 744 位(32.9%)。快樂程度不及格者，為 387 人（17.1%）。樂

齡學習中心學員之生活幸福感程度，如表 37 所示。 

表 37 樂齡學習中心學員之快樂程度 

快樂程度 次數 百分比 

0-20 21 0.9 

21-40 46 2.0 

41-60 320 14.2 

61-80 1130 50.0 

81-100 744 32.9 

 

（十）樂齡學習中心受訪者參與學習活動的情形：2375 位受訪者

中，有 1913 位最近幾個月有參與學習活動，參與率達 80.5%；另有

18.0%之受訪者表示未參與。而參與者中，約有 91.4%對學習活動感

到滿意或非常滿意，僅 0.7%表示對參與的學習活動感到不滿意。就

未來參與意願而言，約有 89.5%表示願意繼續參與；有 9.6%表示必須

看情形，再決定是否繼續參與學習活動。參與學習活動後，有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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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生活更快樂，僅 19 位(1.0%)曾參與學習活動者，認為學習未帶

來快樂。以 0 至 100 分，請受訪者說明參與學習活動，提升多少快樂

程度，發現有 80.3%的受訪者，快樂程度提高 60 分以上，如下表 38

所示。 

表 38 參與學習活動對樂齡學堂學員提高的快樂程度 

快樂程度 次數 百分比 

0-20 46 2.5 

21-40 92 4.9 

41-60 222 11.9 

61-80 767 41.2 

81-100 729 39.1 

 

（十一）樂齡學習中心受訪者擔任志工的快樂程度：在 2375 位

受訪者中，有 901 位(37.9%)最近幾個月有擔任志工，在 901 位擔任

志工者中，有 738 位(81.9%)認為擔任志工的經驗，其快樂的程度提

高 60 分以上；另有 110 位（12.2%）認為提高 40 至 60 分，另有 53

位（5.9%）認為擔任志工可以提高 0 至 40 分的快樂。擔任志工所提

高的快樂程度，詳如表 39 所示。 

表 39樂齡學習中心受訪者擔任志工提升生活快樂度情形 

提高之快樂程度 次數 百分比 

0-20 16 1.8 

21-40 37 4.1 

41-60 110 12.2 

61-80 426 47.3 

81-100 312 34.6 

總和 901 100 

 

（十二）受訪者中未來擔任志工的意願：在最近幾個月沒有擔任

志工的受訪者中，有 667 位（67.58%）的受訪者認為未來會考慮擔任

志工，但仍有 32.42%的受訪者則不會考慮當志工，其主要原因，包

括「沒時間（因工作或家務）」（88 次）、「身體不適」（4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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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太大」（47 次）、「不識字」（8 次）及沒意願（8 次）等。 

（十三）對「家庭愈幸福，人會愈快樂」的同意程度：在樂齡學

習中心受訪者中，多數（2173 位，佔 94.4%）都同意「家庭愈幸福，

人會愈快樂」，其中，非常同意者達 1132 位（49.2%）、同意者達

1041 位（43.8%）；沒意見者僅 99 位（4.3%），另不同意者僅 30 位

（1.3%）。 

（十四）受訪者與未同住家人的見面情形：在樂齡學習中心受訪

者中，有 636 位（27.6%）「每天都能與不住一起的家人見面」，多

數為「每週」見面，有 777 位（33.8%）、其次則為「每個月」見一

次面，有 431 位（18.7%）、再其次是「2-3 個月」見面一次的，約

221 位（佔 9.6%），見面頻率如下表 40 所示。 

表 40 與不住一起家人見面的頻率 

見面頻率 次數 百分比 

每天 636 28.0 

每星期 777 34.2 

每個月 431 19.0 

2-3 個月 221 9.7 

半年 110 4.8 

一年 62 2.7 

好幾年一次 17 0.7 

幾乎沒有 15 0.7 

總和 2269 100 

（十五）與家人互動的方式：依據頻率高低排序，包括聊天（1499

次）、吃飯（1361 次）、看電視（1172 次）、家族聚會（810 次）、

出遊（768 次）、做家事（555 次）、做運動（504 次）、購物（308

次）、參與宗教活動（333 次）、工作（175 次）及沒有一起參加活

動（57 次）等。 

（十六）與家人互動的快樂程度：多數的受訪者（2070 位，91.6%）

覺得與家人互動過程是快樂或非常快樂的，以「快樂」者居多，有

1109 位（49.1%）、「非常快樂者」，也有 961 位（42.5%）；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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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位（7.2%）受訪者覺得與家人互動就是「普普通通」，僅有 25

位（1.2%）的受訪者覺得與家人互動「不快樂」。另就與家人互動的

快樂程度而言，多數（1982 位，88.6%）的受訪者覺得與家人相處的

快樂達 60 分以上。受訪者與家人（成年子女）互動的快樂程度，如

下表 41 所示。 

表 41 與家人（成年子女）互動的快樂程度 

快樂程度 次數 百分比 

0-20 16 0.7 

21-40 46 2.1 

41-60 186 8.3 

61-80 886 39.6 

81-100 1096 49.0 

總和 2230 100 

 

（十七）為瞭解受訪者做哪些事會覺得快樂，本問卷設計開放簡

答方式，請受訪者提供 1 至 3 件會令自己快樂的事。根據統計分析結

果，發現多數樂齡學習中心受訪者日常生活偏好的事物，包括：閱讀

學習（語文及才藝），達 580 次、從事文藝休閒活動（琴棋書畫），

達 577 次、進行運動健身等(516 次)、休閒旅遊(419 次)、擔任志工

幫助他人(401 次)、與家人朋友聊天（327 次）、與家人互動及照顧

孫子女（296 次）、吃飯與聚餐（296 次）、看電視與電影等（251

次）、做家事（180 次）等。受訪者所列舉之相關活動，包括：交朋

友、參與宗教活動及心靈成長、參加社區活動、逛街購物、賺錢中獎、

睡覺休息、上網打電腦、手工藝製作、資源回收、打牌及工作等。 

（十八）為瞭解受訪者與誰互動，會覺得快樂，本研究電訪問卷

第七題，請受訪者根據題目，回答 1 至 3 項。根據統計分析結果，發

現受訪者普遍認為與家人相處（2014 次）是最快樂的，包括子女、

父母、孫子女、兄弟姊妹等。其次，就是與朋友一起（1009 次），

包括志同道合的夥伴、球友、教友、歌友等；事實上，有許多受訪者

認為他們喜歡和一起上課的同學及以前的同學相處（283 次）、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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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116 次）、鄰居（90 次）、同事（73 次）及自己（10 次）相

處就是一件快樂的事。 

（十九）不同性別之樂齡學習中心受訪者其生活幸福感受、參與

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樂程度及與家庭互動快樂程度之差異情

形。根據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其生活幸福感受其整體生活幸福感

及參與學習快樂程度上有差異，發現女性之生活幸福感與參與學習的

快樂程度均高於男性。唯在擔任志工及家庭互動等方面的快樂程度上

無顯著差異，性別與各層面之差異分析如下表 42 所示。 

表 42 不同性別受訪者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樂程度及家

庭互動程度之差異 

層面 男性 女性 T 考驗 

生活幸福感 2.09(.809) 1.97(.769) 3.490 *** 

參與學習快樂程度 1.80(.724) 1.65(.656) 4.180 *** 

擔任志工快樂程度 4.01(.970) 4.11(.856) -1.483 n.s. 

家庭互動快樂程度 1.71(.688) 1.66(.667) 1.568  n.s. 

***p<.001 n.s.表無顯著差異 

（二十）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瞭解不同年齡層之受訪者其生活

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樂程度及家庭互動快樂程度

之差異。研究發現不同年齡層者之生活幸福感方面差異未達顯著，且

在學習參與、擔任志工、成年子女互動方面之快樂程度，均未達顯著

差異，統計分析結果如下表 43 所示。 

表 43 不同年齡層受訪者之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樂程度

與家庭互動快樂程度之差異分析 

層面 F 檢定 

生活幸福感 .961 n.s. 

參與學習快樂程度 .633 n.s. 

擔任志工快樂程度 .365 n.s. 

家庭互動快樂程度 .804 n.s. 

n.s. 表無顯著差異 

（二十一）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瞭解不同教育程度之受訪者其

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樂程度及家庭互動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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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之差異。研究發現不同教育程度者在整體生活幸福感及學習參與

後快樂程度上均未達顯著差異，但在擔任志工與家庭互動快樂程度

上，則因教育程度不同有顯著差異存在，統計分析結果如下表 44 所

示。 

表 44不同教育程度之受訪者，其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

樂程度與家庭互動快樂程度之差異分析及後設分析 

層面 F 檢定 後設分析 

生活幸福感 2.230 

n.s. 

 

參與學習快樂程度 1.037 

n.s. 

 

擔任志工快樂程度 4.015** 國小（含）以下>國（初）中、研究

所以上 

高中職>國初中、大學專科、研究所

以上 

家庭互動快樂程度 3.553** 國初中<國小、高中職、大學專科 

*p<.05  **p<.01   n.s. 表無顯著差異 

 

（二十二）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瞭解不同婚姻狀況之受訪者其

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樂程度及家庭互動快樂

程度之差異。研究發現不同婚姻狀況者在整體生活幸福感方面未達顯

著差異，但在學習參與、擔任志工及家庭互動方面之快樂程度上，達

顯著差異，統計分析結果如下表 45 所示。 

表 45 不同婚姻狀況之受訪者，其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

樂程度與家庭互動快樂程度之差異分析及 LSD 後設比較結果 

層面 F 檢定 LSD 後設比較 

生活幸福感 2.136 n.s.  

參與學習快樂程度 3.096* 再婚<已婚、未婚、喪偶 

擔任志工快樂程度 5.536*** 已婚、未婚、喪偶>離婚/分居、同

居 

家庭互動快樂程度 5.779*** 已婚>離婚/分居、喪偶、再婚 

喪偶>離婚/分居、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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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  ***p<.001  n.s. 表無顯著差異 

 

（二十三）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瞭解不同退休前職業狀況之受

訪者其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樂程度及家庭互

動快樂程度之差異。研究發現退休前職業狀況不同在整體生活幸福感

方面未達顯著差異，且在參與學習、擔任志工及家庭互動方面之快樂

程度也未達顯著差異。統計分析結果如下表 46 所示。 

表 46 不同退休前職業狀況之受訪者，其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

志工快樂程度與家庭互動快樂程度之差異分析 

層面 F 檢定 

生活幸福感 2.209 n.s. 

參與學習快樂程度 1.035 n.s. 

擔任志工快樂程度 .396  n.s. 

家庭互動快樂程度 1.195 n.s. 

n.s. 表無顯著差異 

 

（二十四）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瞭解不同居住地區之受訪者其

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擔任志工快樂程度及家庭互動快樂

程度之差異。研究發現不同居住地區者在整體生活幸福感方面未達顯

著差異，且在學習參與、擔任志工與及家庭互動方面之快樂程度也未

達顯著差異，統計分析結果如下表 47 所示。 

表 47 不同居住地區之樂齡學習中心受訪者，其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

度、擔任志工快樂程度與家庭互動快樂程度之差異分析 

層面 F 檢定 

生活幸福感 1.820   n.s. 

參與學習快樂程度 .665   n.s. 

擔任志工快樂程度 .124   n.s. 

家庭互動快樂程度 1.810   n.s. 

n.s. 表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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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討論-全國老年生活幸福感調查結果 

（一）基本資料分析 

1.性別：以女性居多，佔 65.6%，男性佔 34.4%。女性約為男性

之 2 倍。 

2.年齡：以 60至 64歲者居多，佔 23.55%、55至 59歲者佔 22.68%、

65至69歲者佔21.65%、70至74歲者佔17.03%、75至79歲者佔7.8%、

80 歲以上者佔 7.27%。 

3.教育程度：以「國小（含）以下者」居多，佔 34.45%、其次為

「高中（職）」者佔 23.55%、「大學/專科」者佔 18.35%、「國（初）

中」者佔 18.44%、教育程度為「研究所（含）以上」者佔 1.97%。 

4.婚姻狀況：以「已婚」者居多，佔 81.6%，其次為「喪偶」者

佔 13.78%、「離婚/分居」者佔 2.26%、「未婚」者佔 1.85%，以「再

婚」者僅佔 0.5%。 

5.職業（退休前或現職）：以「家管、退休」者居多，佔 43.48%，

其次為「服務業/自由業」者佔 14.13%、「務農」者佔 13.71%、「軍

公教」者佔 11.19%、「工業/製造業」者佔 7.92%，再次為「商業」

（7.67%），「其他」類者（1.88%）。 

（二）整體生活幸福感及最近幾個月的快樂程度 

1.整體幸福感：反應「快樂」者佔 77.6%，「普通」者佔 18.6%，

「不快樂」者佔 3.7%。此項比率較非高齡者為高。非高齡者（20 歲

至 55 歲），反應「快樂」者只佔 51.8%，「普通」者佔 39.3%，「不

快樂」者佔 9.0%。 

2.快樂程度：反應達 60 分以上者佔 82.6%，其中 60 至 80 分者佔

45.5%；81 分以上者佔 37.1%；而快樂程度未達 60 分，佔 17.4%。此

項比率較非高齡者為高。非高齡者（20 歲至 55 歲）反應最近幾個月

快樂程度達 60 分以上者佔 69.8%，快樂程度未達 60 分者佔 30.2%。 

（三）參與學習活動方面 

1.參與學習滿意度：「滿意」者佔 91.59%，「普通」者佔 7.59%；

「不滿意者」相當少數，佔 0.81％。此項比率較非高齡者為高。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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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反應「滿意」者只佔 79.09%，「普通」者佔 16.39%，「不滿

意」者佔 4.5%。 

2.未來參與意願：已參與者中（2375 人），反應未來將繼續參與

學習活動者佔 89.22%，「看情形」者，佔 8.75%；「不願意」者佔

0.97%。此項比率較非高齡者為高，非高齡者反應「願意繼續參與」

者只佔 86.06%，「看情形」者佔 11.47%，「不願意」者佔 2.4%。 

3.參與學習活動會使生活快樂情形：已參與者中（2375 人），反

應「同意」者，佔 90.1%，「普通」者佔 7.11%、「不同意」者佔 0.97%。

此項比率較非高齡者為高。非高齡者反應「同意」者佔 86.7%，「普

通」者佔 13.93%，「不同意」者佔 5.3%。 

4.參與學習活動提高快樂的程度：反應提高「81-100 分」者居多，

佔 43.14%、提高「61-80 分」者佔 38.87%，二者合計佔 82.01%，未

達 60 分者佔 17.99%。此項比率較非高齡者為高，非高齡者反應提高

「81-100 分」者只佔 32.4%，提高「61-80 分」者佔 30.7%，二者合

計佔 63.01%，未達 60 分者佔 36.99%。 

（四）擔任志工方面 

1.擔任志工情形：曾擔任者，佔 46.24%，未曾擔任志工者，佔

53.76%。此項比率較非高齡者為高，非高齡者曾擔任志工者僅佔

20.6%，未曾擔任志工者則佔 79.4%。 

2.未來參與志工意願：在未曾擔任志工者中，反應「會考慮」者

佔 61.28%；「不考慮」者，佔 38.72%。其原因依序為：沒時間（45.3%）、

身體不適（25.23%）、年紀太大（佔 20.56%）、沒意願（6.07%）及

交通不便（2.8%）等。 

3.擔任志工使生活快樂的程度：反應擔任志工會使生活更快樂者

佔 97.07%。其中快樂程度提高「81-100 分」者佔 42.79%、提高「61-80

分」者佔 42.79%，提高 60 分以下者佔 14.41%。反應擔任志工不會讓

生活更快樂者相當少，只佔 2.93%。 

（五）家庭互動方面 

1.同意「家庭愈幸福，個人會愈快樂」者，佔 94.3%，其次為「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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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者佔 4.2%、而「不同意」者佔 1.5%。 

2.與不同住家人的見面頻率：「每天」見面者居多，佔 31.89%、

其次依序為：「每星期」見面者佔 31.76%、「每個月」見面者佔 17.76%、

「2-3 個月」見面者佔 9.35%、「半年」者佔 4.6%、「一年」以下者

佔 4.6%。幾乎沒有見面者，佔 2.0%。 

3.與家人互動方式：以「聊天」居多，佔 21.68%，其次依序為「吃

飯」（19.72％）、「看電視」（17.16％）、「家族聚會」（9.56

％）、「出遊」（9.07％）、「做家事」（6.55％）、「做運動」（5.95

％）、「參與宗教活動」（3.93％）、「購物」（3.64％）、「工作」

（2.07%）及「沒有一起活動」（0.67％）。 

4.與家人互動使生活快樂程度：「快樂」者，佔 91.21%、「普通」

者佔 8.4%；「不快樂」者佔 1.12%。 

5.與家人相處的快樂程度：達 60 分以上者佔 89.24%， 60 分以

下者，佔 10.76%。 

（六）使生活快樂的方式與對象之分析 

1.會使生活快樂的方式: 

（1）以「休閒旅遊」居多，佔 12.84%，包括：爬山、出遊、國

內外旅遊及郊遊等休閒活動； 

（2）「參與學習」佔 12.16%，包括：閱讀、上課、學習才藝、

語文等； 

（3）「運動」佔 11.24%，包括：打球、散步、騎自行車、爬山

及各類運動等； 

(4)其餘依序為：「文藝興趣」(10.62%)、「與家人朋友聚餐」

（9.87%）、「擔任志工與協助他人」（8.11％）、「與家人相處及

照顧孫子女」 (7.24%）、「與家人朋友聊天及分享心事」，（6.92%）、

「做家事及煮飯菜」（6.13%）、「交友與訪友」（2.34%）、「參加

宗教活動與心靈成長活動」（1.65%）、「參加社團及社區活動」(1.5%）

及「逛街購物」（1.39%）等。 

2.喜歡相處的對象：以「家人」者居多，佔 56.62%，其餘依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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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佔 31.16%、「同學」佔 5.61%、「同事」佔 2.32%、「志工

夥伴」佔 2.06%、「鄰居」佔 1.67%、「自己」佔 0.38%及「學生」

或「寵物」等。 

（七）高齡者背景變項與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志工服務及家

人互動之差異分析 

1.性別 

(1)性別與整體幸福感有關，女性生活幸福感高於男性。 

(2)性別與學習滿意度有關，女性的學習滿意度高於男性。 

(3)性別與參與繼續學習意願有關，女性繼續參與意願高於男性。 

2.年齡 

(1)年齡與生活幸福感無關。 

(2)年齡與學習滿意度無關。 

(3)年齡與參與繼續學習意願無關。 

(4)擔任志工使生活快樂的程度有年齡的差異，「65 歲至 74 歲」

者高於「55 歲至 59 歲」者。 

3.教育程度 

(1)教育程度與生活幸福感無關。 

(2)教育程度與學習滿意度有關，「國小（含）以下」及「高中

職」者高於「國（初）中」者；且「國小（含）以下」者、「高中職」

及「大學/專科」者高於「研究所（含）以上」者。 

(3)教育程度與參與繼續學習意願無關。 

(4)教育程度與擔任志工促進生活快樂程度上有關，「高中職」

者及「大學/專科」者高於「國（初）中」者。 

4.婚姻狀況 

(1)婚姻狀況與生活幸福感有關，「已婚」及「喪偶」者高於「再

婚者」。 

(2)婚姻狀況與學習滿意度無關。 

(3)婚姻狀況與參與繼續學習意願無關。 

(4)婚姻狀況與參與學習促進生活快樂的程度有關，「已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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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者、「喪偶」者及「離婚/分居」者均高於「再婚者」。 

(5)婚姻狀況與擔任志工促進生活快樂的程度有關，「已婚」者、

「未婚」者及「喪偶」者高於「離婚/分居」者及「再婚」者。 

(6)婚姻狀況與家人互動提高生活快樂的程度有關，「已婚」者

及「喪偶」者高於「離婚/分居」者。 

5.職業（退休前或現職） 

(1)職業與生活幸福感有關，「軍公教」、「商業」、「家管」

及「其他」者高於「服務業/自由業」者。 

(2)職業與學習滿意度無關。 

(3)職業與參與繼續學習意願無關。 

(4)職業與參與學習促進生活快樂的程度無關。 

(5)職業與擔任志工促進生活快樂的程度有關，退休前為「家管」

者高於其他各組。 

(6)職業與家人互動提高生活快樂的程度無關。 

（八）不同樣本來源之高齡者生活幸福感、參與學習快樂程度、

擔任志工快樂程度及家人互動快樂程度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1.不同樣本來源之高齡者生活幸福感有關（F=11.188***）：曾

參與樂齡學堂或樂齡學習中心之學員其生活幸福感均高於隨機抽樣

的高齡者。 

2.不同樣本來源之高齡者與其參與學習所提高快樂程度無關。 

3.不同樣本來源之高齡者與其擔任志工所提高快樂程度有關

（F=26.975***）：參與樂齡學習中心之高齡者其擔任志工所提高的

快樂程度上明顯高於隨機抽樣的高齡者。 

4.不同樣本來源之高齡者其與家人相處所提高快樂程度有關

（F=10.671***）：參與樂齡學習中心之高齡者其與家人互動的快樂

程度明顯高於其他高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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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綜合上述研究發現的結果，本研究可歸結為下列幾項結論，並根

據結論，分別針對政府有關單位、相關高齡教育機構、家庭及高齡者

本身提出建議，以做為參考。 

一、結論 

（一）我國高齡者生活幸福感普遍良好 

八成的高齡者覺得目前的生活幸福感相當好。最近幾個月的快樂

程度都相當不錯（60 分以上）。本調查結果顯示，我國社會的穩定

發展，各項福利照護與學習的提供，使高齡者普遍感受到生活的幸福

與快樂。 

（二）參與學習會使高齡者生活變得更快樂 

持有此項反應者高達九成，且多數高齡者亦反應對其參與的學習

活動感到滿意，有九成高齡者表示未來將繼續投入學習的行列。 

（三）擔任志工會使高齡者生活更加快樂 

持有此反應者，近乎百分之一百（97.07%）。對於未曾擔任志工

者中，有超過 6 成反應未來有意願加入志工的行列。至於表示未來不

會做志工的主要因素為：沒時間、身體不適及年紀太大等。 

（四）與家人相處是高齡者生活快樂的重要原因 

九成的高齡者都反應在與家人相處時，自己覺得很快樂，且九成

以上的高齡者都同意「家庭愈幸福，人會愈快樂」。 

（五）高齡者最喜歡的活動為：休閒旅遊、參與學習活動、從事

各類運動及參加文藝活動 

依本調查結果顯示，高齡者宜多參加以上這些活動，以促進生活

的快樂程度。 

（六）高齡者最喜歡相處的人為：家人及朋友 

此項反應，顯示家庭及家人對高齡生活幸福感的重要，以及

朋友對高齡生涯幸福的重要性。 

（七）女性高齡者在生活幸福感及參與學習的滿意度均高於男

性，其參與繼續學習的意願亦較強 

此項調查結論反應，男性在個人生活幸福感方面，仍有提升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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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因此，如何提高男性高齡者的生活幸福感，有待男性高齡者自覺

及政府加以關注，如鼓勵男性多與家人互動，走出戶外多參與學習活

動、多擔任志工，以提升自己的生活幸福感。 

（八）婚姻狀況與生活幸福感有關，離婚或分居者的生活幸福感

較低 

本調查發現「已婚」及「喪偶」者其生活幸福感高於「再婚」者

或「離婚/分居」者，在參與學習、擔任志工及與家人互動而提高生

活快樂的程度，亦均發現「已婚」、「未婚」及「喪偶」者高於「離

婚/分居」者。此項結果亦顯示維持婚姻完整性之重要性。因此，為

提高生活幸福感，宜致力於健全婚姻的維持，且多與家人互動乃為重

要的法門。 

二、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發現與結論，以下分別針對政府有關單位、高齡教

育機構及高齡者提出建議，分述如下： 

（一）政府部門宜加強提供高齡學習活動，擴展高齡者學習機

會，以增進高齡者的生活幸福感 

根據研究結論二，高齡者參與學習有助於正向提升其生活幸福

感。依據 1077 份電訪資料分析，發現全國老年社會參與情形並不高，

僅約二成五的高齡者在近幾個月內有參與學習或擔任志工。因此，未

參與者仍佔多數，若以性別而言，參與者又以女性佔多數，因此，未

參與者以男性居多。事實上，根據研究發現，高齡者的社會參與意願

高，因此，政府有關單位如何提升高齡者社會參與情形，進而提高其

生活幸福感，具體建議如下： 

1. 落實高齡教育政策：政府宜大力推動、投入足夠的經費與資

源，讓已經參與學習的高齡者得以持續學習；更鼓勵未參與者加入學

習的行列，進而提升生活幸福感。 

2. 加強高齡參與的宣導：透過公開獎勵、表揚、公共傳播宣揚

的方式，鼓勵不同年齡層、不同生活形態及社群的高齡者投入社會參

與活動，包括參與課程及擔任志工等。並加強鼓勵高齡男性參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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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或擔任志工。 

3.推動多元面向高齡教育及相關的研究：根據高齡未參與者指

出，其未參與的原因，包括時間或空間的因素外，課程的吸引力及訊

息缺乏都是造成其參與的障礙，因此，未來有必要進一步瞭解不同世

代、教育程度、生活習慣及城鄉之高齡者，其參與學習的動機、需求 

、課程及障礙等，並進一步探究高齡教育課程的規劃與行銷，及高齡

教師專業化等議題，以全面提升高齡教與學的品質，讓高齡者得以學

得更快樂、更幸福。 

4.加強社會所有成員對高齡者及老化正確的認知：隨著高齡社會

的來臨，老化的認知不僅與高齡者本身有關，社會每個人都有機會成

為高齡者，將有更多的機會與高齡的家人、高齡的工作夥伴或社區夥

伴相處，因此，正確的老化認知是必要的。因此，教育當局宜針對各

個年齡階段規劃老化相關知識的課程、研討會或家庭日活動等，鼓勵

不同世代年輕人與高齡者互動，共同成長與學習。 

（二）政府及民間均宜採取有效的鼓勵措施，提供高齡者擔任志

工的機會 

根據研究結論三，高齡者應瞭解擔任志工是生活快樂的重要因

素，並多注意有關志願服務的資訊，主動而積極的參與服務的工作，

而使自己發揮光和熱，一方面服務他人，另一方面亦可提高自己的幸

福感，創造利人利己的雙贏機會。因此，幾項具體建議提供政府及相

關單位作參考： 

1.建立高齡志工供需平台，提供多元的服務機會，讓想擔任志工

的高齡者都有機會接收到相關服務訊息。 

2.政府及民間單位定期辦理高齡志工獎勵、分享活動，並透過各

類媒體宣揚，鼓勵更多高齡者投入志工的行列。 

2.開展「高齡服務高齡」的機制：擴大招募志工，並鼓勵參與學

習者擔任志工，發展高齡人力再培訓的機制，一方面瞭解高齡者的專

長、興趣，另一方面透過專業培訓，引導高齡志工成為高齡教育最佳

的行銷者、規劃者及執行者，讓高齡者作中學、學中作，既學習、也



 58

服務。 

（三）鼓勵高齡者多與家人互動、鼓勵家人多與家中長者互動並

表示關懷 

根據研究結論四，對高齡者而言，與家人互動是重要的生活幸福

感來源，因此，家人宜多與家中長者互動，表達關懷之意。因此，建

議高齡教育機構規劃不同世代共學的短期方案或活動，促進世代間彼

此的瞭解與互動：透過方案規劃，鼓勵不同世代的家庭成員參加學習

方案、趣味活動或嘉年華會，讓世代間有更多的機會相處、交流及分

享，不僅可以增進彼此的瞭解，更有助於提升高齡者的生活幸福感，

因為，對高齡者而言，與家人相處為其生活幸福快樂的重要源頭。 

（四）高齡者宜積極參與休閒旅遊、學習、運動及文藝活動 

根據研究結論五發現高齡者最喜歡參與的活動包括：休閒旅遊、

學習、運動及文藝活動，因此，相關高齡教育及福利機構宜定期辦理

中短程的休閒知性活動及運動嘉年華，將中短程的休閒旅遊規劃，注

入更多知識性的介紹、文藝活動的體驗等，一方面運用休閒旅遊的機

會吸引更多高齡者參與，並透過知性休閒活動，讓高齡者體驗學習之

美；此外，健康是高齡者保有活力、持續參與的重要關鍵，因此，透

過運動嘉年華活動的設計與規劃，不僅讓高齡者重視運動的重要性，

更從中體會運動的趣味性，如此，同步結合高齡者喜歡的休閒旅遊、

學習、運動及文藝活動，讓學習更多元更有趣。 

（五）高齡者宜多與家人互動，多結交朋友，這兩者都是促使高

齡者生涯幸福快樂的二項重要指標 

根據研究結論六，多數高齡者表示，其最喜歡相處的就是家人和

朋友。因此，高齡者宜多與家人互動，包括主動關心家人。而家中成

員更要主動關懷長輩，定期找時間與家中長輩一起吃飯、聊天和分

享，提升高齡者的生活幸福感。此外，與朋友聊天互動、結交新朋友、

一起吃飯聚餐，亦是高齡者幸福感的來源，因此，鼓勵高齡者適度投

入社會參與，如參與學習活動、擔任志工等外，宜與友伴間維持友善

的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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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維持健全婚姻，並與家人和朋友間建立友善的互動關係 

根據研究結論八，已婚高齡者生活幸福感高於離婚或分居者，且

已婚者參與活動和家人相處的快樂程度都明顯高於離婚者，因此，高

齡者更應珍惜與老伴和家人相處互動的機會，維持和諧的婚姻與快樂

的家庭生活，以提升生活幸福感。此外，高齡教育單位宜開設婚姻家

庭與生活的相關課程或研習營，提供高齡者進修成長的機會，進而維

繫健全的婚姻生活，達成家庭和諧、幸福美滿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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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生活幸福感電訪問卷 
您好，這裡是新竹的玄奘大學，為執行專題研究案，想要瞭解現

代人生活的快樂程度，將進行 5∼10 分鐘的電訪，希望您能提供寶

貴意見。 

請問您年滿 20 歲了嗎？如果未滿，能否請家中滿 20 歲的人

聽電話？ 

1. 您覺得自己的生活快樂嗎？ 

□非常快樂 □快樂 □普通 □不快樂 □非常不快樂 

2.以 0-100 分評價一下最近幾個月的快樂程度，您會給自己

幾分呢？ 

□0～20分□21～40分□41～60分□61～80分□81～100分 

3.請問您有參加學習活動嗎？ 

□沒有，未來會考慮參加嗎？□會□不會，原因___________ 

□有，請續答以下各題： 

3.1 請問您對參與學習活

動，感到滿意嗎？ 

□（1）非常滿意□（2）滿意□（3）普

通 □（4）不滿意 □（5）非常不滿意  

3.2 請問未來您會繼續參

與類似的學習活動嗎？ 

□（1）非常願意□（2）願意□（3）看

情形□（4）不願意□（5）非常不願意 

3.3 請問您參與學習活動

後，覺得生活更快樂嗎？ 

□（1）非常同意□（2）同意□（3）普

通□（4）不同意 □（5）非常不同意 

3.4 以 0-100 分計算，您覺

得提高多少快樂的程度？ 

□0～20 分 □21～40分□41～60分  

□61～80 分□81～100分 

4.請問您有做志工嗎？ 

□沒有，未來會考慮做志工嗎？ □會□不會，原因________ 

□有，您覺得做志工後，會提高快樂的程度嗎？ 

□會，以 0-100 分計算，您覺得提高多少快樂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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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分□21～40分□41～60分□61～80分□81～100分 

□不會，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 

5.您同意「家庭愈幸福，人會愈快樂」嗎？ 

□非常同意□同意□沒意見□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5.1 請問您與不同住的

家人多久見面一次？ 

 

□（1）每天□（2）每星期□（3）每個月  

□（4）2-3 個月□（5）半年□（6）一年  

□（7）好幾年一次   □（8）幾乎沒有 

5.2 您通常與家人互動

的方式為何？ 

（可複選，至多選取三

種） 

□（1）聊天□（2）看電視□（3）吃飯   

□（4）做家事□（5）購物 □（6）出遊   

□（7）家族聚會□（8）做運動 

□（9）參與宗教活動□（10）工作 

□（11）無（沒有一起活動）   

□（12）其他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5.3 跟家人（成年子女）

相處時，您覺得快樂

嗎？ 

□（1）非常同意□（2）同意 □（3）普

通 □（4）不同意 □（5）非常不同意 

5.4 以 0-100 分計算，您

跟家人（成年子女）相

處的快樂程度，您會給

幾分呢？ 

□0～20分   □21～40分   □41～60分 

□61～80 分    □81～100 分 

6.做哪些事，會讓您覺得快樂？（請列舉一～三項）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跟誰在一起，會讓您覺得快樂？（請列舉一～三項）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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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請問您有聽過「樂齡學習資源中心」嗎（教育部辦的）？ 

□沒有 

□有，請問您有參加嗎？□有   □沒有 

9.年齡 

□(1)20~29 歲   □(2)30~39 歲   □(3)40~49 歲   

□(4)50~54 歲   □(5)55~59 歲   □(6)60~64 歲   

□(7)65~69 歲   □(8)70~74 歲   □(9)75~79 歲   

□(10)80 歲(含)以上 

10.教育程度 

□(1)國小（含）以下□(2)國（初）中   

□(3)高中（職）□(4)大學/專科□(5)研究所（含）以上 

11.婚姻狀況 

□(1)已婚□(2)未婚□(3)離婚/分居□(4)喪偶□(5)再婚 

12.職業 

□(1)軍公教□(2)從商□(3)務農□(4)工業/製造業   

□(5)服務業/自由業□(6)無就業(含待業、家管)若選填此項，跳開收入(不問) 

13.月收入 

□(1)20,000 元（含）以下  □(2)20,001 元~40,000 元  

□(3)40,001 元~60,000 元   □(4)60,001~80,000 元 

□(5)80,001 元（含）以上 

14.性別此題請內建在電訪員的問卷中（電訪員從電話中

的聲音判別） 

□(1)男               □(2)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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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老年生活幸福感調查問卷 

親愛的長輩，您好： 

    本校接受教育部委託進行「高齡者幸福感之全國民意調

查」研究，特編製本問卷以了解您老年生活的快樂程度。本

研究結果將提供規劃我國高齡教育政策之依據與參考。您的

作答將影響我國高齡教育之推動，請就您的實際狀況逐題填

寫，您所提供的資料絕對保密，只限於學術研究之用，請您

放心。 

敬祝  健康快樂  順心如意 

玄奘大學成人教育與人力發展學系黃講座富順 敬上 

1.您的生活快樂嗎？ 

□非常快樂  □快樂  □普通  □不快樂  □非常不快樂 

2.以 0-100 分評價一下最近幾個月的快樂程度，您會給自己

幾分呢？ 

□0～20分□21～40分□41～60分□61～80分□81～100分 

3.請問您有參加學習活動嗎？ 

□沒有，未來會考慮參加嗎？□會□不會，原因___________ 

□有，您覺得參加學習活動後，會提高快樂的程度嗎？ 

□會，以 0-100 分計算，您覺得提高多少快樂的程度？ 
□0～20分□21～40分□41～60分□61～80分□81～100分 

□不會，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 

4.請問您有做志工嗎？ 

□沒有，未來會考慮做志工嗎？□會□不會，原因_________ 

□有，您覺得做志工後，會提高快樂的程度嗎？ 

□會，以 0-100 分計算，您覺得提高多少快樂的程度？ 
□0～20分□21～40分□41～60分□61～80分□81～100分 

□不會，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 

5.您同意「家庭愈幸福，人會愈快樂」嗎？ 

□非常同意□同意□沒意見□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請翻背面繼續填答～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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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跟成年子女（家人）相處時，您覺得快樂嗎？ 

□非常快樂  □快樂  □普通  □不快樂  □非常不快樂 

7.以 0-100 分評價您跟成年子女（家人）相處的快樂程度，

您會給幾分呢？ 

□0～20分□21～40分□41～60分□61～80分□81～100分 

8.做哪些事，會讓您覺得快樂？（請列舉一～三項）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跟誰在一起，會讓您覺得快樂？（請列舉一～三項）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年齡 

□(1)55~59 歲  □(2)60~64 歲  □(3)65~69 歲  

□(4)70~74 歲  □(5)75~79 歲  □(6)80 歲(含)以上 

11.性別 

□(1)男               □(2)女 

12.教育程度 

□(1)國小（含）以下□(2)國（初）中   

□(3)高中（職）    □(4)大學/專科    □(5)研究所

（含）以上 

13.婚姻狀況 

□(1)已婚□(2)未婚□(3)離婚/分居□(4)喪偶□(5)再婚 

14.退休前職業 

  □(1)軍公教 □(2)從商 □(3)務農 □(4)工業/製造業  

□(5)服務業/自由業□(6)家管□(7)其他____________ 

 

每一題都要填答，謝謝您的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