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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 

本研究目的是探討三重市獨居老人休閒參與的情形、休閒參與的影響因素

及休閒參與與休閒滿意度之關係。以三重市獨居老人為研究對象，透過志

工徵詢個案同意後，由研究者本人進行面對面訪問調查，調查期間從 98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符合收案標準之獨居老人共 180 人，除於訪視期間

死亡者、住院者及拒訪外，實際完成問卷調查為 131 人，完訪率為 72.8

％。茲將主要研究結果描述如下： 1. 獨居老人人口變項方面，三重市獨居

老人以男性佔多數，年齡分佈以 80-84 歲及 85 歲以上為最多，平均年齡為

78.89 歲，教育程度以國中以下為最多，婚姻狀況以無配偶或配偶已不在身

邊佔 80%以上，大部分都有宗教信仰，退休前的職業雖大部分為從商，是

榮民身分的比例也很多，生活主要經濟來源以政府社會福利補助為最多。 

2. 在健康狀況方面，三重市獨居老人有 88%至少罹患一種慢性疾病，且罹

患的疾病當中以高血壓、眼睛疾病、關節炎為最多。 3. 在日常生活量表及

工具性量表評估方面，以上下樓梯及準備三餐困難性較高。 4. 在人際關係

方面，與直系親屬連絡較多，並與鄰居、運動夥伴、志工互動密切，喜愛

與人相處，但不主動與人交往，都有參與休閒活動。 5. 選擇休閒的活動大

多屬於靜態，以看電視、散步及聊天為最多，安排休閒活動並不積極，休

閒滿意度是高的。 綜合以上結果，顯示三重市獨居老人喜歡與人互動，從

事休閒活動絕大部分都在自宅或住家附近的社區環境，故在環境方面仍需

注意安排適合老人的環境。  

摘

要

(英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elderly people living alone in Sanchong 

City to understand their participation on leisure activities, factors influencing those 

activities, and their satisfaction to those activities. All 180 solitary elderly in the 

managed cared lists of the Sanchong City Office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with the 

exclusion of the dead during study period. Personal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from 

2009.7.1 to 2009.8.31 using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131 people (72.8%) completed 

the interview. Major results were listed below: First, the epidemiological results 

showed the elderly living alone in Sanchong City were mostly male. The mean age 

was 78.89 with more people over 80. The education was mostly below junior high 

school. 80% of them were unmarried or their spouses were not living together. Most 

of them have religion. Occupation before retirement was business or being a veteran 



in most. And most of them live on government subsidies. Second, in their health 

conditions, 88% have at least one chronic disease, and hypertension, eye disease, and 

arthritis ranked the first three. ADL and IADL showed difficulties in going up and 

down stairs, as well as preparing for meals. Third,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ey 

contacted more with their direct relatives, and got along well with their neighbors, 

exercise partners, and social workers. They liked being with others but were not 

active. Most of them had leisure activities however in sedentary form. Watching 

television, causal walk and chatting with others were their first choices. Fourth, their 

satisfaction in leisure activities was high but they did not actively participate. It 

implies that the solitary elderly were contented to their present condition and demand 

less. In conclusion, the elderly living alone in Sanchong City likes to have personal 

interaction with others. Their leisure activities are most in the neighborhood 

communities. A safer and better leisure environment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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