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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养老院老年人和社区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孤独感和自尊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用随机取样的方

法，选取汕头市养老院和社区老年人 109 人，其中养老院 59 名，社区 50 名。 使用生活质量评定综合问卷（GQOLI-
74）、孤独量表（UCLA）和自尊量表（SES）对老年人进行评定。 结果：①社区老年人生活质量总分、孤独感和自尊均显

著高于养老院老年人。 ②大于 75 岁组老年人生活质量总分和自尊低于 65-75 岁组老年人；不同性别老年人在生活

质量总分、 孤独感和自尊方面无显著差异。 ③不同经济收入和文化程度的老年人在生活质量和自尊方面有显著差

异。 结论：社区老年人体验到更多的孤独感，养老院老年人生活质量和自尊低于社区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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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life quality, loneliness and self esteem of the aged living in community and rest
home. Methods： 59 aged in geracomiun and 50 aged in community were tested by GQOLI-74, UCLA and SES. Results：
①The scores of GQOLI-74, UCLA and SES of the aged in communit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rest home.
②The scores of GQOLI-74 and SES of the aged over 75 years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low 75 yesrs. ③The life quality
and esteem of the aged were influenced by their income and education level. Conclusion： The aged in community feel
more loneliness than the aged in rest home, and the life quality and self esteem of the aged in community are better than
those in rest home.
【Key words】 The aged； Quality of life； Loneliness； Self esteem

【基金项目】 汕头市科技局项目 《汕头市社区和养老院老年人孤独

与心理健康状况的对照研究》（汕府科[2009]70 号）

人口老龄化加速已经是我国的现实问题， 人口

学家预测到 2020 年， 我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将占人

口的 11.5%；到 2050 年则达到 22.7%[1]。 在老年人人

口学研究中，生活质量、孤独感和自尊均作为重要社

会心理学变量而被广泛使用[2]。 在我国，随着经济发

展以及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 有愈来愈多的老年人

进入养老机构， 而对于养老机构老年人的心理状况

研究却很少。 本研究选取汕头地区养老院和社区老

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生活质量、孤独感、自尊以

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 选取汕头市社区和养老

院大于 65 岁老年人 109 名。其中社区 50 人，养老院

59 人；男性 50 名， 女性 59 名， 平均年龄 76 岁，65-

75 岁 52 人，大于 75 岁 57 人。
1.2 研究工具

1.2.1 生活质量评定综合问卷 （GQOLI-74）[3] 共

74 个项目，该问卷分为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

能、物质生活四个维度及总分。
1.2.2 UCLA 孤 独 量 表 [4] 该量表共 20 个项目，用

来评价对社会交往的渴望与实际水平的差距而产生

的孤独，分数越高，表示孤独程度搞。
1.2.3 自 尊 量 表 采 用 Rosenbe 编 制 的 自 尊 量 表

（The Self-Esteem Scale，SES） [5]， 该 量 表 共 10 个 项

目，用来评价被测者的整体的自我价值感。

2 结 果

2.1 社区与养老院老年人生活质量、孤独感、自尊

的比较

社区老年人生活质量总分显著高于养老院老年

人， 社区老年人孤独感和自尊显著高于养老院老年

人。 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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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养老院与社区老年人生活质量、孤独感、自尊的比较

2.2 年龄、性别、经济收入和文化程度对生活质量、
孤独感、自尊的影响

表 2 结果显示：大于 75 岁组老年人生活质量总

分和自尊显著低于 65-75 组老年人。 不同性别老年

人在生活质量总分、 孤独感和自尊上得分无显著差

异。 表 3 显示月收入为 0 的老年人生活质量总分和

自尊显著低于月收入大于 1000 元以上各组，月收入

在 2000 元以上两组之间生活质量总分无显著差异，
但两组在生活质量总分上均显著高 于月收入低 于

2000 元的三个小组老年人；有收入老年人四组之间

在自尊得分上无显著差异， 但显著高于无收入的老

年人；孤独感在各组之间无显著差异。表 4 结果显示

文盲老年人生活质量和自尊低于其他三组， 大专以

上老年人生活质量高于文盲组和小学组老年人；孤

独感在各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表 2 不同年龄老年人生活质量、孤独感、自尊的比较

表 3 不同经济收入（元/月）老年人

生活质量、孤独感、自尊的比较

表 4 不同文化程度老年人生活质量、孤独感、自尊的比较

3 讨 论

本研究显示， 养老院老年人的总体生活质量低

于社区老年人， 主要表现在躯体功能和社会功能较

差。 这可能与在我国养老院老年人多数是家中无人

照顾或本身就是孤寡老人有关， 我们的样本中养老

院老年人多由于上述原因而送入养老院的， 这部分

老人躯体健康和功能状态以及社会功能状态不及社

区老年人。 孤独感是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不足时的

不快乐体验， 包括社会关系在数量上的不足和质量

上的低下 [6]。 也有人认为孤独感是由于个体感受到

与同辈人相疏远或被其拒绝 所出现的情 感上的饥

渴，而产生的一种长期的、使人苦恼的心理状态 [7]。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社区老年人比养老院老年人体

验到更多的孤独感， 可以理解为老年人进入养老院

后，同辈人之间有更多机会相互接纳和交流，社区老

年人则由于退休后与同辈人交流机会减少， 更容易

产生社会隔离感而体验到更多的孤独感。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自尊受到年龄、 文化和经

济收入的影响。 大于 75 岁的老年人与小于 75 岁的
老年人相比较，生活质量和自尊下降；因为随着年龄
的增大，老年人的躯体和社会功能下降，因而影响到
生活质量； 也由于随着年龄的增大更依赖于他人的
照顾，使之容易否认自己，认为别人也否认自己，导
致自尊水平降低。 不同经济收入水平的老年人在生
活质量和自尊方面差异显著。上述结果说明了二点：
其一是基本的经济保障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和自尊是
必须的；其二是老年人在经济上无过高的需求，能养
活自己 （收入小于 1000 元/月） 就能保持足够的自
尊，收入 2000 元/月者生活质量就有基本保障。 从文
化程度来看，文盲老年人生活质量和自尊最低，大专
以上老年人生活质量优于其他三组老年人。 这与文
化程度高的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也相对较高，因
而生活质量和自尊也相应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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