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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齡者與「家庭」關係的
主要類型

1-1夫妻關係
1-2親子關係
1-3祖孫關係
1-4伴侶關係



二、「家庭」關係對高齡者
可能產生的意義

2-1關乎所養 2-2關乎心境
2-3關乎晚景 2-4關乎離捨



高齡者和家庭及人際關係之良窳，關乎晚年生活是否
順遂平安，能得乎所養；不利者，益顯孤寂與弱勢，
晚境堪憂甚或淪於晚景淒涼。

關乎所養「家庭」關係對高齡者可能產生的意義-1



《禮運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
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
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
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
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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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乎所養-高齡者能得善養、善終

高齡者能老有所終，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是我國對高齡者和弱勢族群的「理想國」期待。



《詠老贈夢得》唐．白居易

與君俱老也，自問老何如。
眼澀夜先臥，頭慵朝未梳。
有時扶杖出，盡日閉門居。
懶照新磨鏡，休看小字書。
情於故人重，跡共少年疏。
唯是閒談興，相逢尚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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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乎所養-得以善生

能於家將養生息，與故人交，是高齡者的幸福期待。



劉禹錫和白居易晚年多疾、行動多有不便，面對這樣的晚景，白居易寫
了這首《詠老贈夢得》給老友劉禹錫（字夢得）。

與君俱老也，自問老何如。眼澀夜先臥，頭慵朝未梳。
我們兩個人都老了！自問老了究竟會怎樣？眼睛乾澀了，到了晚上早早
就想睡，清早也懶得梳頭。

有時扶杖出，盡日閉門居。懶照新磨鏡，休看小字書。
有時出門時需要撐枴杖了，常整天關在家裡不出門。新磨好的鏡子雖然
明亮也不想看到鏡中的自己，字體太小的書也不想看了。

情於故人重，跡共少年疏。唯是閒談興，相逢尚有餘。

還是老朋友間的交情好呀，跟年輕人往來也少了。閒談的興致，也是和
老朋友才能津津有味、無話不說呀！



《浣溪沙•游蘄水清泉寺》宋•蘇軾

游蘄(ㄑ一ˊ)水清泉寺，寺臨蘭溪，溪水西流。
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凈無泥，瀟瀟暮雨子規啼。
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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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乎所養-高齡者得養，才能有老而彌堅的壯志

東坡游蘄水清泉寺寫幽雅風光之外，

自許人當可老當益壯，勿自傷衰老之嘆。



蘄水，縣名位於湖北浠水縣。

游蘄水清泉寺，寺臨蘭溪，溪水西流。
遊賞蘄水的清泉寺，寺在蘭溪旁，溪水西流。

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凈無泥，瀟瀟暮雨子規啼。
山下蘭花的幼芽浸在溪水中，松林間的沙路一塵不染，傍晚下起了小雨，
布穀鳥在松林中啼叫。

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

誰說人生就不能再回到少年？寺門前的溪水還能向西流！不要在老年時
感嘆時光的飛逝！



高齡者和家庭及人際關係之良窳，會深刻的影響其心境，
能得乎心境者自覺幸福與滿足；不利者，自怨自艾、困於
自囚。
反之，家庭及人際關係較佳之高齡者，能獲得較多的關、
懷問候與協助，亦有較多的談心和傾聽對象，有利於其心
理健康和正面的心境。

關乎心境「家庭」關係對高齡者可能產生的意義-2



《清平樂·村居》宋．辛棄疾

茅檐(一ㄢˊ)低小，溪上青青草。
醉里吳音相媚好，白髮誰家翁媼(ㄠˇ)？
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
最喜小兒亡賴，溪頭臥剝蓮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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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乎心境-高齡者自覺幸福美滿

全家人平安喜樂，是高齡者幸福感的來源。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低小的茅草屋，坐落在長滿碧綠小草的溪水旁。

醉里吳音相媚好，白髮誰家翁媼？
好似喝罷酒，在那裏親熱地說話、互相嬉鬧取樂的白髮老夫妻，是
哪家的呀？

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亡賴，溪頭臥剝蓮蓬。

大兒子在溪東鋤豆，二兒子在家門口編雞籠。白髮老夫妻開心地看
著最調皮的小兒子躺在溪邊上剝蓮蓬。



《四時田園雜興》宋．范成大

晝出耘田夜績麻，

村莊兒女各當家。

童孫未解供耕織，

也傍桑陰學種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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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乎心境-高齡者喜悅看到子孫成長

高齡者看將著子孫成長，學而有成，何其喜悅



晝出耘田夜績麻，

白天田裡耕鋤，夜裡家中搓麻製線，

村莊兒女各當家；

村中男兒女孩，各自嫻熟地忙著農活；

童孫未解供耕織，

小孩子們既不會耕田，也不會織布，

也傍桑陰學種瓜。

就在桑樹下，跟著大人學種瓜。



《江村》唐．杜甫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
自來自去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
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
但有故人供祿米，微軀此外更何求

2-2-3

關乎心境-家人關係圓滿，高齡者方得心滿意足

高齡者與老伴朝夕處親，相互扶持

兒孫在旁，何等滿足



顛沛流離的詩人杜甫，在故友資助下於成都郊外的浣花溪畔，短暫安頓下來。
飽經離鄉背井苦楚的他，寫下這首對圓滿家庭的想望之作。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

清澈的江水曲折地繞流村莊，長長的夏日裡，江邊的村子事事幽靜。

自來自去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

樑上的燕子自在地飛來飛去，水中的白鷗也彼此相親相伴著。

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

老妻正在用紙為老公畫棋盤，準備一起下棋，小兒子則敲打着針準備製作魚鉤。

但有故人供祿米，微軀此外更何求

只要有老朋友願意資助一些錢米，我還有什麼奢求呢？



高齡者，自身已高齡，在人生漫長的旅途中，飽經人生滄
桑，經歷親朋故友悲歡離合、陰晴圓缺、生死永別之苦。
常因此自覺和面臨孤寂、感嘆、哀怨或難以離捨等情緒。
未能豁然以對或因之深陷孤獨、自我封閉者，常致喪失生
命的活力或孤獨無助，於其晚景不利。

關乎晚景「家庭」關係對高齡者可能產生的意義-3



《贈衛八處士》唐．杜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
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
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乃未已，驅兒羅酒漿。
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
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2-3-1

關乎晚景-高齡者常感懷故友、傷別離

唐師潰於鄴城，杜甫回華州經奉先縣，登訪友人衛八處士。

匆別一夕相會，嘆人生聚少離多，滄桑感慨。



《登岳陽樓》唐．杜甫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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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乎晚景-孤寂

岳陽樓位洞庭湖畔，此作杜甫年已57，距命終僅
2年。一路漂泊登上岳陽樓，寫下晚年老病孤寂、
無親故友的感慨。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B2%B3%E9%99%BD%E6%A8%93&

source=lnms&tbm=isch&sa=X&ved=2ahUKEwjsx9vvi73pAhWEyYsBHcdmBl

wQ_AUoAXoECBUQAw&biw=1920&bih=969#imgrc=vrzDXALyakYUVM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

早就聽聞洞庭湖的盛名，今日終於登上岳陽樓。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國難戰火延燒到吳楚東南之地，天地日月星辰像在湖面上漂盪。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漂泊至此，親朋故友音訊毫無，只剩一身老病像似一葉孤舟。

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關山以北的烽火仍未止息，我靠著軒窗，感慨萬分涕淚縱流。



《虞美人》宋．蔣捷

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
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
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
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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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乎晚景-無奈

宋末蔣捷曾為官宦，南宋滅亡後顛沛流離。

無奈於人生的悽然。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9%9B%81%E9%A3%9B%E8%A1%8C&tbm=isch&ved=2ahUKEwiy5LHnjb3pAhWaE

KYKHVAUA7QQ2CegQIABAA&oq=%E9%9B%81%E9%A3%9B&gs_lcp=CgNpbWcQARgAMgIIADICCAAyBAgAEBgyBAgAE

BgyBAgAEBgyBAgAEBgyBAgAEBgyBAgAEBgyBAgAEBgyBAgAEBhQjp8DWMfRA2CG4ANoAHAAeACAAY4BiAGhA5IBAzc

uMZgBAKABAaoBC2d3cy13aXotaW1n&sclient=img&ei=iVbCXvL7AZqhmAXQqIygCw&bih=969&biw=1920#imgrc=TLZKE

CoV747CPM



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

年少時無憂無慮，在歌樓上昏暗燭光的羅帳裡，聽著樓外的淅淅雨聲。
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

壯年時四處奔波，在江舟中看著低雲下的遼闊江水，聽著孤雁在秋風中
哀鳴。
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
而今在僧廬下聽雨，自己的髮鬢也已經星白了
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體會到了人生的悲歡離合，總是令人無可奈何的，就像階前淅淅瀝瀝的
雨水，只能任它點點滴滴，落到天明了



《江城子》宋．蘇軾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
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
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遣悲懷·其一》唐．元稹
謝公最小偏憐女，自嫁黔婁百事乖。
顧我無衣搜藎篋，泥他沽酒拔金釵。
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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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乎離捨 –部分高齡者已逢喪妻之慟

蘇軾憶亡妻王弗；元稹憶亡妻韋叢。情淒悲切



《孤雁兒》宋．李清照

藤床紙帳朝眠起，說不盡無佳思。沈香斷續玉爐寒，伴我情懷如水。
笛聲三弄，梅心驚破多少春情意。
小風疏雨蕭蕭地，又催下千行淚。吹簫人去玉樓空，腸斷與誰同倚？
一枝折得，人間天上沒個人堪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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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乎離捨 –高齡者女性喪夫之痛

丈夫趙明誠去世後，李清照以“梅”寓相思之情遣綿綿長恨。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6%A2%85&

tbm=isch&ved=2ahUKEwjxjMqPj73pAhX1zYsBHdG

oCR4Q2CegQIABAA&oq=%E6%A2%85&gs_lcp=Cg

NpbWcQAzICCAAyAggAMgIIADICCAAyAggAMgI

IADICCAAyAggAMgIIADICCAA6BAgAEBg6BggAE

AUQHlCo6QJY8CYPWGA2gAcAB4AIABKogBlwGS

AQE0mAEAoAEBqgELZ3dzLXdpei1pbWc&sclient=i

mg&ei=6VfCXrH0LfWbr7wP0dGm8AE&bih=969&bi

w=1920#imgrc=hpgUbQvmoNo4yM



藤床紙帳朝眠起，說不盡無佳思。沈香斷續玉爐寒，伴我情懷如水。

早晨在籐床紙帳中醒來，心中有說不盡的傷感思念。只有時斷時續的沉香和冰涼的玉
爐，相伴我如水般的孤寂情懷。

笛聲三弄，梅心驚破多少春情意。

《梅花三弄》的笛曲，像似驚醒了枝頭的梅花引來了多少的春意。

小風疏雨蕭蕭地，又催下千行淚。吹簫人去玉樓空，腸斷與誰同倚？

門外細雨瀟瀟，又催下我千行的眼淚。丈夫(趙明誠)已離我而去，人去樓空，又有誰
能與我倚欄共賞呢？

一枝折得，人間天上沒個人堪寄。

今天我折下一枝梅花，遍尋人間天上，卻沒有一人可以供贈。



《遠送新行客》東漢．孔融

遠送新行客，歲暮乃來歸。入門望愛子，妻妾向人悲。
聞子不可見，日已潛光輝。孤墳在西北，常念君來遲。
褰裳上墟丘，但見蒿與薇。白骨歸黃泉，肌體乘塵飛。
生時不識父，死後知我誰。孤魂遊窮暮，飄飄安所依。
人生圖嗣息，爾死我念追。俛仰內傷心，不覺淚沾衣。
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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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乎離捨 –喪子

東漢孔融晚年喪子，哀傷不捨之情，溢然於辭。



遠送新行客，歲暮乃來歸。入門望愛子，妻妾向人悲。

因遠送一位新識的友，,到年底才返家。一進門就想看愛子，卻見妻妾在悲傷。
聞子不可見，日已潛光輝。孤墳在西北，常念君來遲。

知道兒子已死，像太陽下山失去了光芒。墳墓孤單地在西北方，兒子可能怨我回來得太遲。

褰裳上墟丘，但見蒿與薇。白骨歸黃泉，肌體乘塵飛。

撩起衣裳登上山丘，到處都是蒿草與野豌豆。兒子白骨魂歸黃泉，肌體也成塵土。

生時不識父，死後知我誰。孤魂遊窮暮，飄飄安所依。

你活著時不認得父親，死後更不會知道我是誰。你的孤魂在幽冥中飄蕩，不知歸依何方。
人生圖嗣息，爾死我念追。俛仰內傷心，不覺淚沾衣。

我想的是有子嗣接續香火，你一死留給我無窮的追念。我傷心，俯仰間不覺淚水濕透了衣裳。
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

人生雖各有命運的安排，但遺憾你活在世間的時間太短了。



《白髮喪女師作》宋．歐陽脩

吾年未四十，三斷哭子腸。一割痛莫忍，屢痛誰能當？
割腸痛連心，心碎骨已傷。出我心骨血，灑為清淚行。
淚多血已竭，毛膚冷無光。自然髮與鬚，未老先蒼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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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乎離捨 –喪女

年未四十，歐陽脩已連喪三位女兒。三女名「師」，碎腸心骨之作。



三、高齡者「家庭」關係的

中介影響因素



影響高齡者「家庭」關係的中介因素

3-1「年齡」 3-2「健康狀態」

3-3「婚姻狀態」 3-4「家庭結構狀態」

3-5「家庭危機狀態」 3- 6「經濟能力」

3-7「成功/活躍老化程度」 3- 8「生命態度」



1.「年齡」



1.年齡愈高，高齡者成為「依賴者」的機會增加。
2.年齡愈高，高齡者「照顧議題」的複雜度增加。
3.年齡愈高，高齡者形成「家庭危機」的可能性增加。
4.年齡愈高，高齡者造成「手足議題」的可能性增加。
5.年齡愈高，高齡者面臨「死亡議題」的可能性增加。

3-1「年齡」



2.「健康狀態」



1.健康愈佳，高齡者「成功/活躍老化」的機會較高。
2.健康愈佳，高齡者的「生活品質」較佳。
3.健康愈佳，高齡者形成「心理疾病」的機會較低。
4.健康愈佳，高齡者「人際關係」較活躍。
5.健康愈佳，高齡者「社會參與」的機會及活力較高。
6.健康愈佳，高齡者能擁有「自主決定」的機會較高。
7.健康愈佳，高齡者的「生命態度」較積極正面。
8.健康愈佳，高齡者獲得「較長餘命」的機會較高。

3-2「健康狀態」



3. 「婚姻狀態」



1.婚姻狀態愈佳，高齡伴侶「相互照顧」的動機較高。
2.婚姻狀態愈佳，高齡者的「幸福感」較高。
3.婚姻狀態愈佳，有利於高齡者「日常生活」的安適狀態。
4.婚姻狀態愈佳，有利於高齡者的「家人關係互動」。
5.女性喪偶鰥居年數，高於男性喪偶者。
6.女性喪偶再婚，低於男性喪偶者。
7.離婚或分居的高齡者，整體生活滿意度較低。
8.婚姻忠誠及相互的許諾，是影響高齡者婚姻的重要因素。
9.失婚晚伴和老年再婚，家庭與社會應給予關注及祝福。

3-3「婚姻狀態」



4.「家庭結構狀態」



1.核心、主幹、複合家庭
2.血源、法定家庭
3.跨國婚姻、單一國籍家庭
4.上社會階層、中產階層、勞動階層家庭
5.雙薪、單親、再婚、通勤、高風險家庭

不同家庭結構中生活的高齡者，處境和家庭發展是不同的

3-4「家庭結構狀態」



5.「家庭危機狀態」



常見的家庭危機：
親人去世、自殺、家人嚴重失和、衝突、疏離、失蹤、家庭暴力、
婚姻破裂、離婚、外遇、單親、隔代教養、天災、車禍、酗酒賭博、
犯罪判刑入獄、依賴人口眾多、中高齡失業、長期失業、低收貧窮、
巨額負債、破產、情緒困擾、精神疾病、失能障礙、工傷成殘、長
期臥病、需長期照護之家人等

高危機家庭中的高齡者，對其處境和家人關係是不利的

3-5「家庭危機狀態」



6.「經濟能力」



1.高齡者資產包括金融、住家、隱性以及健康資產
2.經濟能力愈好的高齡者，其經濟安全越高
3.高齡者的金錢交流或資助，有助於家庭關係經營
4.高齡者為農林漁牧業者，老後工作比率相對較高
5.老人貧窮現象仍在
6.高齡者對子女奉養依賴的比率仍高
7.啃老現象是高齡者老年財務危機來源
8.健康危機是高齡者經濟衝擊的重大因素

高齡者經濟規劃愈早進行，對家人和家庭關係發展愈好

3- 6「經濟能力」



7.「成功/活躍老化程度」



1.成功/活耀老化的主要層面：

a.個人健康(避免疾病或失能、身體與心智能力淬鍊、正向靈性)、

b.社會安全

c.社會參與
2.有助於延緩正常老化與疾病老化
3.有助於高齡者幸福感、心理健康
4.有助於活滿意度和生命的自我意義實現

成功/活耀老化有利於高齡者個人及家庭關係發展

3- 7「成功/活躍老化程度」



8.「生命態度」



1.「人生」是順利、起伏或失利？
2. 步入晚年後其自我原樣(self sameness)的變化結果？
3. 晚年生活的滿意程度？
4. 於選擇、補償和優化上的努力結果？

5. 對於生命豁達與知天命的體悟

影響其高齡者的生命態度，從而影響家人/家庭關係

3- 8「生命態度」



高齡者家庭關係的經營，像似一場橋牌競賽，能獲得成功，
須得天時、地利、人和：

1.分到好手牌(恰似自己的出身與命運)

2.桌牌有好運(際遇佳，多遇良貴人)

3.不與豬隊友為伍(免生徒負奈何之嘆)

4.有好智慧(自己不能胡亂出牌)

小結:家庭關係好好經營最重要



四、高齡者的「人際關係」

4-1重要性與意義

4-2人格特質影響人際關係

4-3對高齡者的人際刻板印象



1.關係依附
2.心理慰藉
3.支援系統
4.社會參與

4-1高齡者人際關係重要性與意義



影響高齡者人際關係的五項人格特質(OCEAN理,R.McCare&P.Costa)：

1  3  5  7  9
一、開放性(openness)     

二、嚴謹性(conscientiousness)     

三、外向性(extraversion)     

四、友善性(agreeableness)     

五、神經質(neuroticism)     

4-2 高齡者人格特質影響人際關係



1   3   5   7   9
1.老是嘮嘮叨叨，重覆一樣的話
2.老講些過去的事或自己的歷史
3.老是說些悲觀消極的話
4.這個看不慣、那個也看不慣
5.老番顛，變來變去
6.看起來好嚴肅
7.好像遙遠兩個世界的人

您自己會不會也如此呢？

4-3高齡者常給人的人際刻板印象？



五、協助與高齡者的人際溝通



熱心、管家婆型的高齡者

以請益、需要為名，讓他發揮



貢高驕傲、倚老賣老的高齡者

在稱讚頌揚中，引君入甕



爭強、好勝心的高齡者

授權以柄，請將不如激將



自卑、沒有信心的高齡者

從他的生命經驗中找到肯定



固執、堅持己見的高齡者

避免直中取，拐個彎，設法曲中求



活在回憶與過去的高齡者

耐心傾聽，順水推舟伺機引導



悲情製造機的高齡者

讓他覺得你最能理解、憐憫和同情他



沉默寡言的高齡者

破冰開話題、尋找他的交談熱點



喜道人長短、講八卦的高齡者

技巧性地轉移話題



胡纏蠻攪、不講理的高齡者

避免抱薪救火，智慧周旋化解



疏離、孤僻冷漠的高齡者

耐心地逐漸取得他的信任



良好的家庭與人際關係，
不是天授，
高齡者須先自求，方得人助

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