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 年度社會實踐 

社學二 黃詩涵、鄭乃嘉、陳重安、游詠馨 

1 
 

在地老化政策之社會支持網絡發展探究─以劍橋社區為例 

壹、研究動機 

  臺灣的人口高齡化現象早已是眾人皆知的重要議題，近年來由於少子化、社

會觀念改變、醫療水準進步等諸多因素，臺灣人口老化的現象日愈加劇。面對老

年人口數量的急遽攀升，如何既能妥善照顧年長者的生活品質，又讓他們步向老

年時活得更有價值，是無論政府或社會都無法逃避的長期問題。近年來政府推動

「在地老化」政策，鼓勵年長者回歸自己熟悉的環境，以社區做為照務據點，自

主為年長者提供最基礎的預防照顧服務。我們發現到，臺北大學特定區（後簡稱

北大特區）雖是新興社區，但區域內不乏年長已退休的長者，並間接從認識的住

戶得知，許多社區內設有類似「在地老化」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這使我們感到

好奇，相較於較少設有據點服務的大部分社區，為何北大特區社區會有此條件設

立，以及在地老化政策的實際落實情境為何，又對年長者帶來了哪些幫助或現象。

透過實際參與社區志工服務，希望可以向年長者請益智慧結晶的同時挖掘值得探

討的社會現象，這是我們的研究動機。 

 

貳、文獻探討 

    台灣人口老化快速，根據內政部統計處指出台灣自 82 年起邁入高齡化社會

以來，65 歲以上老人所占比率持續攀升，103 年底已達 12.0％。衡量人口老化程

度之老化指數為 85.7％，近 10 年間已增加 36.7 個百分點。經建會更推估台灣於

2025 年時將倍數成長至 20%，2050 年更將追上日本，估計高達 36.5%(李沃牆，

2013)。因此，我國在行政院 1998 年核定的兩個三年計畫下，機構式服務資源大

量成長，相關老人社會福利措施也實行不少，如：老人津貼補助等(吳淑瓊、莊

坤洋，2001），但照護機構大量發展所導致過度依賴機構化、成本高的情形衍生(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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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瓊、黃雅鈴，2005)，所以因應國際「在地老化」
1
理念，行政院在民國 94 年提

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其目的及做法為：1.由在地人提供在地服務，建

立社區自主運作模式，以貼近居民生活需求，營造永續成長、健康的社區環境。

2.以長期照顧、社區營造之基本精神，提供老人社區化之預防照護。3.結合照顧

管理中心等相關福利資源，提供關懷訪視、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餐飲服

務、健康促進等多元服務，建立連續性之照顧體系。其承辦單位包含社會福利團

體、宗教組織、社區委員會等(高淑貴、周欣宜，2008)，而在地老化方案在這幾

年內便逐步發展成各種多元的形式，如：社區式照顧、居家服務、日間托老等，

形成一種新穎的老人福利政策(蘇麗瓊、黃雅鈴，2005)。我們的研究在地老化的

方案則以社區為實行單位。 

    以社區為單位的在地老化的實實行單位有相關研究指出：此方案希望讓有照

護需求的老人能延長留在家中與社區的時間，保有尊嚴且獨立自主的生活，並強

化社區照顧網絡，提升服務成本效益，讓當地老人能受到更優質的居家式照顧，

降低對機構式服務的依賴(蘇麗瓊、黃雅鈴，2005)。同時，文中也指出老人對生

活主觀看法上，有 66.96%不願意使用安養護機構，仍喜歡住在熟悉的環境之中。 

    曾有研究者 Cassel 與 Caplan(1974)提出「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概念，表

示個體透過人與人互動、交流，傳達彼此的情感，對對方的行為、知覺及觀點的

表達，給予肯定或提供實質上的幫助。社會支持的來源可視為一種社會支持網絡

的建構(呂寶靜，2000；蔡淑娟等，2004)。另有研究指出：身體老化為老人在老

邁的過程不可避免的自然現象，代表著身體功能的衰退與失去，此時老人往往會

因擔心而感到不安,再加上環境的變異、子女的長大離家、退休，因而產生疏離

感、寂寞及孤獨感，慢慢地形成各種心理問題(彭駕騂，1999)。在陳琇惠、林子

                                                      
1
在地老化起源於北歐國家，於 1960 年代提出，當時民眾不滿機構中缺乏隱私與自主的生活，產

生回歸社區和家庭的想法，不想因身體機能退化就離開自己熟悉的生活環境，到機構中療養。在

地老化視老化為自然常態，省思老人的生活品質，轉變老人照顧的意識，由機構式消極的收養蛻

變為老人追求自主且具有隱私的生活，讓老人持續原有的生活方式，但現今婦女多外出就業，老

人無法從家庭獲得支持照護時，發展社區庇護老人生活的資源與環境極為重要，希望以在地的服

務照顧在地的老人。(吳淑瓊、莊坤洋，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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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2012)的研究則指出家庭成員與鄰居朋友為大多數老人重要的社會支持來源，

且對於服務需求以社區關懷所占比例最高，表示老人期望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圈內

就近獲得協助與關懷，也印證在地老化發展的需求，讓老人能透過更多的社區參

與活動建構出有效的社會支持網絡，以提升老人生活品質。另外，呂寶靜(2005)

的研究顯示家庭照顧者支持系統中無法繼續在家中照顧老人的因素有：較年輕、

非配偶、女性、有工作需調整工作時間、與受照顧的老人同住、缺乏可幫忙照顧

的人力，以及照顧者的照顧意願、動機較弱和所經歷的照顧負荷較大；還有照顧

者與老人的品質關係較差，照顧者未感受到的正向，激勵事件。藉此，我們想探

究我們所研究的社區中的老人是受到什麼因素而留在社區養老，其家庭照護功能

是否能如文獻所述有部分缺陷或者該老人只是單純希望得到情感上的社會支持，

同時我們也猜測倘若在家中養老的老人，大多物質生活無虞，也有一定經濟能力

支持其生活的條件下，因其衰老、環境變異帶來其孤獨感正是我們想透過實際的

觀察與研究，來探討出在地老化方案─社區照顧網絡的建立是否有實質的幫助他

們得到更多的社會支持。 

    綜上所述，透過文獻探討後，我們將對一個社區在地老化實行狀況作為研究

的探討主軸，希望能探究出該社區如何組織並建構出在地老化的照顧網絡，並且

探討社區中的老人之間網絡如何形成和其中強度的分析與比較，老人又如何從社

區照護網絡中得到社會支持，藉此來探討地老化的落實情形。 

 

參、研究問題與架構 

    我們欲對劍橋社區的志工隊進行研究，探討志工隊的組成及其志工與老人網

絡的建立來源與強度的分析與比較，並以此案例探討在地老化推行的效能與成功

的關鍵。 

    下表為我們的研究架構，以在地老化為主軸，下面分成社會照顧功能和社會

支持，前者如有些家庭會請外籍看護來照顧家裡的老人，後者如參與社區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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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血壓）、社區關懷（打電話問後獨居的老人），綜合前述兩者，構成一個社會

支持網絡，我們主要探討的部分是架構圖中方框部分，也就是社區的社會支持網

絡部分，而這個網絡如何建構以及是否給老人實質的幫助，我們會深入研究。 

 

(圖 1.研究問題架構)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以三峽區學勤路、大義路口的「遠雄大學劍橋社區」

的志工服務區做為我們的訪問地點。我們實際參與志工服務活動，幫忙社區年長

者量血壓、檢視每週紀錄，並觀察年長者之間的互動交流，並配合訪問年長者志

工及事前文獻探討，企圖摸索研究目標的雛型。 

    我們於 2015 年 1 月 26 號、2 月 2 號、2 月 9 號、3 月 2 號、3 月 9 號下午前

往劍橋社區幫忙志工服務，期間找了共 24 名受訪者，其中包括 1 名志工長、8

名志工以及 15 名老人，藉由他們的訪談內容中描繪出社會支持網絡的建構模

型。 

(表 1.受訪者資料) 

受訪者代號 身分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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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阿姨 志工長 住劍橋 6年 

王阿姨 志工 住劍橋 7年 

林蘇 O 美 志工  

黃 O 美 志工  

黃 O 麗 志工  

楊 O 雲 志工  

葉 O 芬 志工  

林 O 香 志工  

李 O 滿 志工  

潘阿姨 受關懷的老人 來劍橋 5、6 年 

黃阿姨 受關懷的老人 來劍橋七年 

劉小姐 受關懷的老人 來劍橋 6、7 年 

一位老先生 受關懷的老人 來劍橋約 1 年 

王先生 受關懷的老人 外省人 

韓 O 光 受關懷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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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O 勳 受關懷的老人 主委 

陳 O 森 受關懷的老人  

李 O 雲 受關懷的老人  

賴 O 倫 受關懷的老人  

吳林 O 女 受關懷的老人  

廖 O 珠 受關懷的老人  

劉 O 玲 受關懷的老人  

鄭 O 定 受關懷的老人  

蕭 O 英 受關懷的老人  

 

伍、內容與分析。 

一、背景介紹─劍橋社區與志工隊概況說明 

  「遠雄大學劍橋社區」乃遠雄集團在北大特區內的一處大型社區大樓，完工

於 2007 年，有八棟地上十九樓建築，共 824 戶、約 2000 名住戶，地點位在學勤

路與大義路口，緊鄰海洋公園及甫創立的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步行至臺北大

學僅需五分鐘。為了參與優良社區評選，社區管理委員會在 2009 年（民國 98

年）成立社區志工隊，分有關懷、環保、機動等八組，曾在 100 年度新北市大型

優良公寓大廈獲評第一名，獎金高達十餘萬元，榮景甚況一時。 

  志工隊現今運作概況只剩下關懷組，志工登記數量有一百餘人，但實際活躍

人數僅二十人左右。目前志工隊由陳阿姨擔任關懷組負責人，於每週一下午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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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分至下午五點定期提供社區居民量血壓、關懷與臨時照顧服務，以及不定期

電訪與親訪關懷社區內的獨居老人，協助建立緊急連絡資料，已知有三十名老人

正接受社區志工關懷服務。除了關懷之外，志工隊每個月會協辦社區活動，例如

端午節包粽子 DIY、冬至供應大量湯圓，以及安排志工內部戶外踏青行程，增進

彼此感情。起初志工隊隸屬於社區管理委員會旗下，有管委會的經費補助，自從

其他組別解散後，志工隊脫離管理委員會獨立運作，在社區活動協助、志工服務

的執行上更顯彈性、多樣化，不受外力拘束。 

 

二、社會支持網絡的建構 

    我們將描述劍橋社區中老人們的社會支持網絡如何建構，根據我們的訪問與

實地志工服務的觀察，我們發現美美阿姨為整個網絡的核心，再往外一層為常出

席聚會和協助活動辦理的志工們，第三層為接受志工幫助的老人們，美美阿姨為

主要聯絡志工的人，組織人力、推動服務和各種聚會和活動。 

(一)美美阿姨 

    美美阿姨是一名退休的地理老師，從 55 歲就開始參與各種志工活動。於民

國 99 年開始當社區關懷組志工、去年(民國 103 年)才接下志工長這項職務，從她

的敘述中我們發現美美阿姨十分熱心助人，70 歲的她也十分了解老人的心理需

求為何，也很樂意擔任志工長角色： 

美美阿姨：我從 55歲就開始做志工啦，當北投文物館導覽…。2010

年才開始當社區志工，去年才接下聯絡人喔。 

我是覺得大家出來聊聊天、講講話我是覺得蠻好的啦 ! 因為自己

年紀已大了、因為看到有很多行動不方便，然後有的人就是覺得說

來這邊沒有朋友啊、很孤單啦，幾乎都是移民過來。 

 

    美美阿姨算是一個社會支持網絡中重要的支持來源之一，從我們五次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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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血壓服務過程中，我們觀察到美美阿姨在訪談過程中不斷向志工朋友以及老人

們寒暄問候，幾乎聚會中的人都是她認識並可以自然而然聊天的朋友。再從美美

阿姨的敘述中也可發現她在志工中扮演著主要聯絡人的角色，志工們彼此間也透

過每個月的踏青來聯絡感情： 

我的關懷組、社區的就是，獨居的或白天一個人在家的 就是平常

就打個電話、每個月辦一次活動，然後請他們下來這樣子。我們是

在宴會廳辦活動，像教他們做摺紙啦、摺芒草啦、用芒草做很多東

西。然後有時候是上那些環保課，每個月都有辦、大概連續辦了將

近一年。我是覺得我們社區還不錯啦，我們辦活動阿，大家一人一

菜阿、也是大家都會下來。每個月有一個踏青活動、聯絡大家感情。 

 

    從美美阿姨跟社區志工的實際案例互動中也可以發現美美阿姨是十分具有

關懷精神關心每個志工，訪談過程中對於志工個案的狀況也算是社區裡面掌握度

最高的人，也會針對不同志工的狀況以不同的方式陪伴他們、幫助他們，以下如

他所述： 

我是常講一句話，那個遠親不如近鄰。那我們現在就是覺得鄰居就

像你的親人一樣，然後像上次剛才那個剛剛跟我們輪班的那個紅色

的衣服她先生過世了，我們就去陪她，然後就像她有時候有什麼事

情啊就會打電話給我啊。然後像那個阿醫生很兇阿，我就陪她去啊。

然後剛才有一位也是一個教授、她開刀，我就幫他接小孩，然後接

完就放在我家裡、就給他吃點點心、聊聊天啊，然後他就很喜歡阿。

我帶了四天、她婆婆沒辦法過來，她就說請我幫忙、然後我就說

OK。 

 

    除了關懷志工之外，美美阿姨在訪談過程中，也針對不同受服務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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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同的狀況與所應得的服務以及解決過程中的事情侃侃而談。美美阿姨

更試圖用各種方式給予較不從事社區參與的老人關懷。從她的經驗敘述中，

我們發現美美阿姨以漸進式的方式鼓勵老人們融入社區網絡，進而獲得更

多社會支持： 

有一個老年人齁、一個獨居的男生啦。他本來都，我如果碰到他，

他都只有一個人啦、人家跟我講說小孩都不在啦、然後我就跟他講

說我是關懷組什麼什麼啦，說你能不能夠給我你的電話，他都說不

用，都直接拒絕 可是後來我碰到他幾次，然後就跟他聊一下天，

然後他就給我他的電話，破冰了。然後我就說我們有很多活動你要

不要參加，然後他又說不用、他講話都是很直接，後我就說有活動

我還是打電話、他又說不用。有一次，他竟然主動打給我，他就說

他們家電燈熄掉了，那我就說幫你打到物館，他就說不用，他要自

己打，然後下一次在碰到他、我就問他弄好沒有，他就說弄好了。

然後有一次聚餐，他竟然下來了，就是說你要有耐心。 

 

    從上述訪談內容中，我們發現美美阿姨在布置社會支持網絡時並不是

想像中順利，但他仍然很有耐心的經營這個網絡，希望把所有人老人，不

論是否擔任志工，都能透過社區參與得到心理上的慰藉、感到不孤單。美

美阿姨也遇到不少類似上述個案的情況，但美美阿姨也都有逐漸改善，盡

己所能地讓所有老人都能被關懷、也幫助他們能勇敢與其他人互動，但整

體而言，美美阿姨敘述中的個案老人幾仍乎難以與他人互動： 

像有一個澎湖，她先生過世了，她先生肝癌，前兩年。因為她住澎

湖麻，然後我妹夫也住澎湖，就這樣跟她拉進距離，所以她每一次

講，我就在那邊聽她。她有兒子，兒子是教授，所以白天也都不在，

也一次我就打她電話，可是都找不到人 我就打她手機，就說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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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澎湖了，因為她的姊妹什麼的都在澎湖，她的年紀大概比我還要

小一點，大概六十幾歲，所以你關懷，你就是要慢慢來 因為有些

人個性就是他不愛跟人家 touch的人。 

 

    接著上面所提及的個案老人幾乎都是美美阿姨主動幫他們拓展網絡、給予他

們社會支持，並幫他們擴大網絡組織。美美阿姨也提到每個禮拜量血壓的宗旨除

了定期注意老人們的健康狀況，其實是希望老人能夠漸漸主動和社區朋友聊聊天，

進而脫離孤獨感，但實際成效仍端看老人願不願意主動參與社區活動以及定期量

血壓： 

像剛才送給我水銀的，她大概搬來兩年，她是以前的產婆，她從這

邊走過，我就跟她聊天了，聊聊以後，她就說他來這邊都沒朋友，

我就說你就下來阿。 

我就說我們量這個，主要不是在量這個啦，主要是大家都能夠下，

她後來下來就說她有一個都沒有再用，就提供了。然後她剛走出去

我就跟她打招呼，她就說我下次再來。就是說你一定要主動的，這

位先生也是，你就一定要主動的有的人就沒有辦法這樣子很快地跟

人家混熟。像幼妹啊，這個幼妹就是這個樣子、不太願意跟別人講

話啊 我都跟她講說叫他留下來跟大家聊聊天啊。 

 

    整體而言，從美美阿姨的角度中，我們發現在地老化實際上參與社會

支持網絡建構者是像美美阿姨這種熱心又願意花時間經營的志工，其他的

志工和美美阿姨的互動、所得到的社會支持也相較於其他老人來得多，建

構出的網絡也幾乎是從美美阿姨與志工為中心點。老人或許從美美阿姨的

電訪與關懷中得到社會支持，但從我們在社區量血壓期間觀察中發現量血

壓的老人幾乎都沒有定期下來量，也少於志工互動，大部分看到美美阿姨



103 年度社會實踐 

社學二 黃詩涵、鄭乃嘉、陳重安、游詠馨 

11 
 

主動向他們寒暄。美美阿姨則是從幫助她人中得到心理上的快樂，也可以

說是與志工、老人的互動下得到許多社會支持： 

我的想法是這個樣子，我們不是要求名或求什麼，我們只是很單純

的認為自己的身體還不錯，可以做一點點事情，我覺得很快樂。  

 

(二)志工 

    前述劍橋社區志工隊有一百多位志工登記在案，實際運作的只有 20

多位志工，而成為志工的原因多是想出來跟大家聊天、聚會，不要一個人

無所事事待在家中，志工們主要經由泡湯認識，在美美阿姨的號召下，漸

漸熟絡，並以每個星期一下午為固定聚會並提供量血壓的服務，這邊我們

以制度上每個星期一下午幫忙量血壓的志工們為網絡第二層的支持者，量

血壓的志工共有九位，有配置輪值表，每周有兩到三位志工輪值量血壓，

根據我們的訪問其中一位志工李阿姨的內容，得知量血壓是志工隊成立約

兩年後才有的活動，在這之前志工們會固定時間到交誼廳聚會聊天。 

 

我們這邊大概成立四、五年有了，所以持續當了三四年，但量血壓

大概兩、三年……其實我們大家都是泡湯認識的，大家坦誠相見 

然後就漸漸成立志工隊……大家就會比較多時間挪出來，聚再一起

聊天，我是覺得這樣很好。 

 

    根據我們的觀察，志工每次聚會的主題不盡相同，以我們的五次田野

紀錄中，志工有一次是為一個老人的孫子舉辦收涎的活動，兩次團購，兩

次茶會，參與聚會的還有一些志工召集來的其他老人(像是左鄰右舍)，大

家都聊得相當熱絡，彼此分享生活、聊天，還有逗弄別人的孫子；而這五

次聚會中，美美阿姨共出席三次，我們發現，美美阿姨有出席的聚會，志

工們會以她為中心來聊天，美美阿姨會試圖讓所有與會志工都融入話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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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而美美阿姨沒出席的時候，志工之間偏向各聊各的，鮮少開啟共同話

題。 

    志工除了聚會聊天以外，平常也是會負責打電話關心獨居老人，但從

我們受訪的王阿姨敘述中可見王阿姨並不如美美阿姨般長期和獨居老人

有聯繫，從他的敘述中，我們也漸漸感受到她對於關懷老人這塊也不如美

美阿姨來的熱忱，因此給予獨居老人的社會支持不比美美阿姨來得多： 

 

當志工喔，沒有阿，就是沒事嘛找點事情做…。 

我本來有一個固定讓我照顧的，現在也沒了 。不知道….慢慢慢

就….…當沒這個….欸…怎麼講….沒這個需求… 我覺得他不需

要了，因為我也常常跟他見面，所以就沒有再打電話。我們就他講

說你需要幫忙就跟我說  就是沒有像以前 …齁  就常常打個電話

甚麼的，我們現在就是會見面嘛。 

 

    整體來說，志工之間的網絡建立後，美美阿姨仍是相當重要的社會支

持提供者，是維繫與建立志工和其他老人網絡關係的重要來源，我們發現

志工中僅有美美阿姨會較為主動的邀約路過交易廳的老人進來聊天，這也

是我們會將美美阿姨定位在網絡中心的原因，接著我們對接受關懷(量血

壓、關懷組關心對象)的老人進行描述。 

 

(三)接受關懷的老人 

    根據我們的觀察，來量血壓的老人主要分為兩群，一群是每周都會固

定來參與聚會的老人(一部分老人也是輪值表內的志工)，另一群是很少來

量，紀錄表上只來量過幾次的老人，根據志工隊編號來量過血壓的老人共

有 191 個，第一群老人約有 30 位。根據我們的訪問，志工隊關懷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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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的老人相當多，社區內外都有，但這些志工活動在社區評比後就漸漸沒

落，目前只剩關懷組還在活動，固定聯絡社區中的獨居老人並建立緊急連

絡資料。 

因為你參加評比就是要很多書面的資料還有很多找片，我們的活動

拉，然後像我們去，像我們還出去外面做到三峽地區的獨居老人，

我們都有去拜訪，逢年過節都有去拜訪，像春暉就是阿達阿達的小

孩，我們也去捐助，還有做義賣，反正就是你一必須要有些東西給

人家看，剛開始他們是這個樣子。 

     

    根據我們的觀察，發現那群較少或第一次來量血壓的老人不會一開始

就融入志工們的話題中，通常是由美美阿姨在他們經過交誼聽時主動跟他

們寒暄，問他們要不要量血壓；在量血壓時，美美阿姨也會前來關心他們

的狀況，量完血壓後，有些受關懷的老人們會漸漸加入他們的話題，聊得

很開心，但有些老人是跟志工們點頭示意後就走了，不會繼續在交誼廳和

志工們繼續交談，通常這些會量完就走的老人身邊是有家人或是看護陪伴，

其中印象深刻的是王先生，他是坐輪椅，且是由看護推他來量血壓，每當

量完王先生的血壓後，那看護就會快快的將王先生推走，王先生沒跟志工

們交流，唯一能談到話是在王先生套上血壓計設備時的那段時間。而關懷

組會不定期慰問打電話關懷的獨居老人，多是個性較喜僻靜，不常出來參

加社區活動(志工們都會邀請與詢問)。 

    受關懷的老人所得到的社會支持多是由志工與美美阿姨單向給予，不

像志工與美美阿姨之間有雙向的交流，因此受關懷的老人的社會支持較容

易中斷，常是因為他們沒有融入志工之間的網絡，但是美美阿姨總是盡其

所能的幫助老人融入這個社區，拓展與維繫受關懷的老人們與志工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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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支持網絡的分析 

    本研究定義的「社會支持概念」係指人與人之間良好的互動與交流，

可滿足彼此受尊重、關愛、被歸屬於某種團體的需求。如前所述，劍橋社

區志工隊所建構出的社會支持網絡，是以美美阿姨為中心，進而向第二層

的志工群，以及第三群的受關懷老人群擴散。美美阿姨擔任志工長後，她

成為了主動積極聯繫、維繫志工隊以及社區老人的角色，支撐了整個志工

隊的社會支持網絡，提供也獲得了每個志工隊成員以及受關懷老人相當程

度的社會支持；其次，志工群因美美阿姨的號召下相聚活動，透過相聚的

機會彼此交流、互助網購商品，也問候、協助社區居民量血壓以及受關懷

的老人，我們將之列為第二層的網絡，他們對外提供社會支持，對內也互

相給予情感上的支持，而這些網絡的起源都是美美阿姨所建構的。最後，

受關懷的老人只單向接受來自美美阿姨以及志工隊的社會支持，相對他們

而言是比較被動、少互動的，這裡的網絡串連較為稀疏，我們視為最外圍

的第三層社會支持網絡。 

    我們發現美美阿姨在主導社會支持網絡所付出的貢獻是最多的，一旦

她缺席活動場合，雖然志工隊的運作依舊，但在交流時無法如美美阿姨在

場時明確帶領一個主題在走，遇到較不熟識的社區年長住戶也會主動去問

候認識，拓展彼此的關係網絡，拉大社會支持的範圍，此外，我們亦可從

每位志工隊成員都熟識美美阿姨這點看出她對於整個網絡的重要性，她引

領我們進入田野的守門員角色使我們首次參與活動便立即拉近與志工隊

成員們的互動距離，降低訪問受訪者的難易度，對比之下，活動時經常有

路過的青壯年齡層居民穿梭來往，但都不太理會志工隊所提供的服務，志

工隊成員亦較不與他們主動互動寒暄，因此有無關鍵角色引入網絡的差異

明顯可見。 

    再者，二十多名較活躍的志工隊成員中，有不喜吵鬧而參加聚會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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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的人，有喜歡交誼每週都會下樓參與的人，亦有並非志工隊成員，但

都會出現參與幫忙的男性長者。我們發現經常參與活動的住戶所給予及獲

得的社會支持較多，隨著互動頻繁，他們累積了某種程度的社會資本，所

得到的情感資源也相對較多。雖然移居三峽並不一定完全比原先住處來得

習慣舒適，但透過志工參與他們進入了一個社會支持網絡，在裡頭每個人

都有一個位置，透過聊天、互助與合作舉辦一個活動，使他們在情感上得

到某種程度的肯定和認同，也間接提高了他們欲搬往其他住處的機會成

本。   

    最後，受關懷的老人多半是志工隊試圖聯繫，以及不定期下樓前來量

血壓的社區老人，雖然他們是志工隊欲服務的主要對象，但基於本身或其

他限制因素，如不願與外人接觸、外籍看護的阻隔等等，這些阻礙使他們

在融入網絡時所得到的社會支持效果大打折扣，不如志工們所得到的社會

支持。 

    就上述分析我們認為，在一個群體中社會支持與社會網絡是緊密相連

的，而網絡關係的正向發展與對他人的良好穩定的互動、交流密切相關，

這些行為形塑了彼此社會支持的來源，是邁入老年階段、子女遠離的人們

不可多得的情感資源，也是活化、尊嚴他們生活的社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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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劍橋社區社會支持網絡圖) 

陸、結論 

    人口老化已是世界的趨勢，台灣也不例外，政府為因應人口老化帶來的老人

安養問題，從原本注重在安養機構的增設轉為提出在地老化的相關政策，以社區

為照護據點，讓年長者能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環境頤養天年。透過三峽北大特區

中劍橋社區的一位住戶，我們得知其社區內有類似在地老化的社區服務據點，這

引發我們的研究動機與好奇，因此我們透過志工活動進入劍橋社區，進行實際地

觀察與訪問。 

    透過文獻探討，我們得知台灣人口老化的情形，了解並掌握在地老化的核心

概念和政府在地老化政策的實行的詳細內容，並從社會支持的理論中確立我們的

研究題目。根據內政部統計處的資料，台灣自民國 82 年即邁入高齡化社會，行

政院於 1998 年核定的兩個三年計畫，以發展機構式服務為主，但卻出現過度依

賴安養中心和高成本的問題，政府不能一味地增加空間以容納更多的老年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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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適逢國際間提出「在地老化」的理念，行政院在民國 94 年提出「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計畫」，其內容主要為:以社區為單位，由在地人提供長期照護之在地服

務，並結合社區內的管理中心。有了這些基礎認知後，我們在其他文獻中發現社

會支持對建構社區照顧網絡的重要性，社會支持表示人與人互動、交流彼此的情

感的過程中，肯定對方在行為、知覺即觀點的表達，或提供實質性的幫助，除了

家庭朋友提供的社會支持外，老人透過參與社區活動和社區提供的服務中得到社

會支持，與此同時建構出有效的社會支持網絡。結合上述所說，我們將研究劍橋

社區如何組織並建構出其社區照顧網絡，老人如何從社區照顧網絡中得到社會支

持，並從中分析網絡的強度與比較，藉此探討在地老化的效能與成功的要素。 

    我們的研究以社區的社會支持網絡為主，探討網絡對老人的幫助為何。我們

透過協助劍橋社區老人量血壓的志工活動進入社區，從中得到許多觀察經驗與訪

談資料。現今劍橋社區志工隊僅剩關懷組仍在運作，會不定期關懷社區的獨居老

人，並建立緊急聯絡人資料，每個月志工隊都會舉辦活動，每周一有固定的聚會

和量血壓的服務。根據我們的觀察與訪問，我們嘗試建構出社區的老人的社會支

持網絡，我們發現美美阿姨為整個社會支持網絡的核心，社會支持由美美阿姨開

始擴散，維繫志工與接受關懷的老人的情感交流，是最主要的社會支持來源，第

二層為實際活動的二十多位志工，志工之間的網絡關係相較於對受關懷的老人較

為緊密，且為雙向的交流與互動，第三層也是最外圍的是接受關懷的老人，包含

不定時會來量血壓以及關懷組關懷對象的老人，屬被動接受社會支持的角色，美

美阿姨仍提供許多社會支持，志工相對給予較少，如果最外圍的老人沒有融入到

志工之間的社會支持網絡，沒有雙向的互動，就沒辦法獲得更多的社會支持，受

關懷的老人主要由志工隊的電話慰問和緊急聯絡人資料得到社會支持和生活安

全上的保障。 

    總結，要落實在地老化，社區內需要一位主動積極的推動者，否則將難以運

行，就像劍橋社區的美美阿姨，努力維持整個社會支持網絡，並提供志工與受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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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老人社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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