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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主要在瞭解銀髮族參與高爾槌球運動之現況，運用結構方程模式對研究架

構進行整體模型配適度與各路徑係數之分析，驗證銀髮族在高爾槌球運動之社會支持

對主觀幸福感之影響。本研究採用結構式問卷調查法，以立意取樣方式於嘉義縣立體

育館針對第十屆全國銀髮族高爾槌球暨賓果投擲大賽之 65 歲以上銀髮族為研究對象，

於 2015 年 9 月 17 日，發放共計 300 份問卷，經回收整理後扣除無效問卷八份，共取

得有效問卷 292 份，有效問卷率 97.33%。問卷回收所得資料以 AMOS 統計軟體進行

結構方程模式之收斂效度、區別效度、模型適配度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整體模型配適

度良好，以結構方程模型驗證社會支持對主觀幸福感之關係發現，銀髮族社會支持對

主觀幸福感之路徑係數為 .40，達顯著水準 (p < .001)，故假設成立。研究者根據研究

結果提出提升社會支持及後續相關研究建議如下 : 一、關懷銀髮族日常生活，增加社

會支持；二、依照人數進行編組，促進日常生活之相互照應；三、擴大推廣高爾槌球

運動，吸引更多銀髮族參與學習；四、後續研究建議。希冀能夠提供銀髮族高爾槌球

運動相關推廣與學術研究單位，作為未來推廣策略與後續相關研究參考之用。

關鍵詞：銀髮族、休閒動機、休閒參與、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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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臺灣隨著社會的變遷加上國人的生育

觀念的改變，使得人口數量的成長趨緩，

國民生育率呈逐年下降，並加上晚婚的盛

行與平均壽命逐年提高，使臺灣人口年齡

結構有明顯的變化，幼年人口比例逐漸減

少，老年人口比例逐年上升現象，人口年

齡結構已由金字塔型快速趨向於保齡球瓶

形狀，臺灣逐步走進高齡化社會，銀髮族

面對退休後漫長的生活，這段期間休閒運

動的安排對銀髮族來說，顯得十分重要 ( 

郭芳坤，2015)。銀髮族若能夠主動參與有

益身心的休閒活動，並體認休閒對生活品

質的意義與重要性，不僅能成功邁向成功

老化並能減少社會負擔 ( 林秉毅、鄭峰茂、

許龍池，2010)。

許多銀髮族忽視到運動行為的培養，

主因是銀髮族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產生

很大的改變，例如體能與肌耐力下降，進

而對運動的能力失去信心並造成許多慢性

疾病的產生 ( 王怡菁 、張嚴仁，2012；陳

嫣芬、李玟玲，2001)。而透過參與高爾槌

球運動來減少各種慢性疾病是相當值得重

視的議題。

參與休閒運動是根據自己的意願在閒

暇時所參與有興趣的活動，並從中獲得幸

福感，達到身心上的滿足。而銀髮族擁有

充裕的時間，老年人參與槌球對身心健康

有很大的功效 ( 李佩貞、吳政崎，2006；

Barry & Eeathorne, 1994; Tiidus, 1997)。

對銀髮族而言，參與槌球可以填補退休之

後的人際關係和互動，是相當適合老年人

從事之休閒運動。槌球除球賽含有許多變

化之外屬於運動強度較低的項目，是一

種兼具健身與社交功能的休閒活動 ( 許家

謙、凌家如、林清同，2016)。銀髮族透過

參與槌球運動，能獲得同儕之間的認同，

並從槌球運動中暫時拋開不如意且獲得歡

愉，憂鬱及焦慮情緒能夠得到有效的紓解 ( 

李易儒、洪維勵，2007；謝錦城，2004)。

法國是槌球運動的起源地。13 世紀

英國開始有人玩這種遊戲，17 世紀傳到義

大利與蘇格蘭。1861 年英國人勞特利吉 

(Edmund Routledge) 第一次編修槌球規則

之後，槌球運動在英國開始普及，並同時

傳到美國。20 世紀 30 ~ 40 年代，槌球運

動傳到中國 ( 百度百科，無日期 )。而高爾

槌球於 2001 年由日本小川先生引進臺灣，

結合高爾夫與槌球是一項適合銀髮族的室

內運動。高爾槌球運動在嘉義縣相當受歡

迎，是銀髮族最喜愛的運動項目之一，需

要經過不斷的練習才能夠精進得分技巧。

參與全國大賽的阿嬤表示，比賽的得名還

在其次，打高爾槌球的樂趣在於練習過程

當中，有更多機會跟老朋友見面閒話家常 ,

練球之時還得要專注於球技及得分技巧，

除了訓練手腳協調，也無暇煩惱家中事，

打高爾槌球使精神變得更好。自日本引進

的「高爾槌球及賓果投擲」，是針對長輩

預防老化所設計的特殊器材和身心機能活

化運動，以長輩的生理活化為考量，透過

計算能力加強其智力活化，極具鬥智與娛

樂性 ( 嘉義縣政府，2013)。

社會支持是個人在面對生活壓力時，

仍然保持韌性並且降低許多負面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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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有保護個人在預防身心風險的效

用，如心理上的疾病 ( 李仁豪、余民寧，

2014；Compton, Thompson, & Kaslow, 

2005; Sinokki et al., 2009)。社會支持是銀

髮族在社會互動過程當中，從子女、親戚、

配偶、朋友或鄰居中所獲得需要的實質性、

訊息性、情感性與尊重性支持 ( 張君如、

李敏惠、蔡桂城，2008；張素紅、楊美賞，

1999)。

擁有幸福感可對自己有更多的認識，

而幸福感是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能

有力量去面對各種情況。幸福感包含快樂

與意義兩個內涵 （陳涵薇，2013；Ryan 

& Deci, 2001)。參與休閒運動可以影響

到幸福感 ( 李易儒、洪維勵，2007；林瑞

興，1999；Koltyn, 2001; Lee & Russell, 

2003; McAuley et al., 2000; Yau & Packer, 

2002)。銀髮族雖然離開職場，但如能有個

生活重心寄託延續工作的模式，也能間接

增加幸福感 ( 陳涵薇，2013)。

因此本研究探討銀髮族社會支持與幸

福感間的關係，希冀透過本研究能政府與

相關單位重視銀髮族相關議題。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

社會支持量表參考李勉禛、陳志賢、

丁原郁 (2015) 的老人自由需求符合程度、

社會支持與幸福感之相關研究，量表包含

情感、社會陪伴、訊息及工具支持等四個

構面，每個構面各三題目，原量表的 α 係

數在 .78 ~ .91 之間。主觀幸福感量表參考

顏士堯 (2017)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松年大

學學員社會支持、社會參與及主觀幸福感

之研究，包括生活滿意、正向情緒、身體

健康及享受生活等四個構面，合計後共 20

題，原量表的 α 係數在 .83 ~ .88 之間。

二、研究對象與抽樣

本研究對象是以年滿 65 歲或 65 歲以

上之銀髮族為研究母群體，且能夠識字、

能夠清楚表達自己想法者。抽樣地點於嘉

義縣立體育館第十屆全國銀髮族高爾槌球

暨賓果投擲大賽，以便利取樣進行抽樣，

並請五位受過學術訓練的研究生進行施

測，抽樣時間為 2015 年 9 月 17 日。抽取

300 份問卷，扣除無效問卷 8 份，取得有

效問卷 292 份，有效問卷率 97.33%。

三、研究假設與相關文獻

Cohen 與 Wills (1985)、House (1981)、

Antonovsky (1974) 指出社會支持可提升幸

福感，如可提供銀髮族完整的社會支持會

影響到幸福感 ( 李新民，2015)。徐華與曾

美英 (2014) 探討空巢類型和社會支持對老

人心理健康的影響；Gardner (2011) 探討

自然社區網絡—老年人生活中重要的社

會網絡老化到位；Wu et al. (2010) 探討中

國安徽省農村空巢老人，其孤獨與社會關

係的相關性，以上研究指出社會支持對老

人幸福感有顯著影響力。根據上述文獻支

持提出本研究假設：銀髮族社會支持對老

人幸福感有顯著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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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應用 AMOS 20.0 進行收斂效

度、區別效度、模型適配度與假設檢定。

結構方程模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是 Joreskog 與 Sorbom 根據共變數結

構分析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SA) 

發展而形成，它能夠同時處理一系列變項

之間關係並驗證理論而能被廣泛地應用

於社會科學之中 ( 轉引自 Bagozzi & Yi, 

1988)。

參、研究結果

一、收斂效度的驗證

Thompson (2004) 建 議 在 執 行 SEM

分析結構模型之前需要分析測量模式，

因測量模型可正確反應研究的構面。本

研究驗證式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的測量模式變數縮減根據

Kline (2005) 二階段模式修正在執行結構

模型評估之前需要檢驗測量模型，如發現

測量模型配適度是可接受的，再接著進行

SEM 模型評估 ( 陳思妤、徐茂洲、李福

恩，2012)。本研究對所有構面進行 CFA

分析，研究模型的八個構面的因素負荷

量在 .63 ~ .94 間；組成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分別為 .79 ~ .94 之間，平

均變異數萃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在 .56 ~ .80 ( 如 表 1)， 符 合 Hair, 

Black, Babin, and Anderson (2009) 與 Fornell

與 Larcker (1981) 標準：1. 因素負荷量大

於 .50；2. 組成信度大於 .60；3. 平均變異

數萃取量大於 .50 均符合標準，顯示本研

究八個構面均具有收斂效度 ( 見圖 1)。當

出現 CFA 卡方值過大之時，可應用 AMOS
修正指標 (modification indices, MI) 找到

路徑並進行模式修正 ( 徐茂洲，2010；陳

順宇，2007) 。MI 值過高代表題目間測量

誤有相關性，會破壞量表單一向度，因此

對 MI 值過高的題項刪除 ( 徐茂洲、葉明

如，2012；陳儀蓉、黃芳銘，2006)。因

此本研究以修正指標為刪題原則，刪除 MI
值過高題項 Ca4、Ca5、Cd3、Cd4。

二、區別效度

本研究應用拔靴法 (bootstrap) 信賴

區間驗證構面間的區別效度，在 95% 信

心水準之下重複估計 1,000 次，計算出

構面之間相關係數 95% 的信賴區間若小

於 1，表示構面之間具有區別效度 ( 徐茂

洲、潘豐泉、黃茜梅，2011；張偉豪，

2011；Torkzadeh, Koufteros, & pflughoeft, 
2003)。AMOS 統計軟體提供兩種信賴區

間的估計方式：一種為修正偏度百分位

數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bootstrap, 
BCPB)；另一種為百分位數複式 (percentile  
bootstrap, PB) ( 張偉豪，2011)。估計結果

如表 2。構面之間信賴區均小於 1，因此兩

構面之間具有區別效度。

三、配適度分析

SEM 樣本大於 200 會易造成卡方值 
(χ2 = (n-1)Fmin) 過大，Fmin 為樣本矩陣與

期望共變異數矩陣差異的最小值。而樣本

數過大卡方值自然就大，因此 p 值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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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收斂效度檢定資料彙整表

潛在變項 觀察變項

模型參數估計值 收斂效度

非標準化因

素負荷量
標準誤 t p

標準化因

素負荷量
SMC CR AVE

情感性支持 Aa1 1.00 .86 .74 .81 .59
Aa2 0.94 .08 11.37 < .001*** .83 .69
Aa3 0.56 .06 9.55 < .001*** .59 .35

社會陪伴性

支持

Ab1 1.00 .84 .71 .87 .69
Ab2 1.14 .07 16.03 < .001*** .94 .88
Ab3 0.81 .06 13.32 < .001*** .70 .49

訊息性支持 Ac1 1.00 .85 .72 .87 .69
Ac2 1.06 .07 15.50 < .001*** .87 .76
Ac3 0.97 .07 14.14 < .001*** .76 .58

工具性支持 Ad1 1.00 .90 .81 .90 .75
Ad2 0.87 .05 18.86 < .001*** .87 .76
Ad3 0.85 .05 17.95 < .001*** .83 .69

生活滿意 Ca1 1.00 .88 .77
Ca2 0.77 .08 9.83 < .001*** .75 .56 .79 .57
Ca3 0.83 .09 8.84 < .001*** .60 .36

正向情緒 Cb1 1.00 .88 .77 .91 .67
Cb2 0.90 .05 17.56 < .001*** .82 .67
Cb3 0.69 .04 15.30 < .001*** .75 .56
Cb4 0.83 .04 19.14 < .001*** .86 .74
Cb5 1.00 .06 15.98 < .001*** .77 .59

身體健康 Cc1 1.00 .75 .56 .85 .53
Cc2 0.90 .08 11.89 < .001*** .75 .56
Cc3 0.83 .08 10.50 < .001*** .66 .44
Cc4 0.88 .07 12.71 < .001*** .81 .66
Cc5 1.05 .10 10.47 < .001*** .65 .42

享受生活 Cd1 1.00 .80 .64 .76 .52
Cd2 0.94 .11 8.88 < .001*** .77 .59
Cd5 0.36 .04 8.27 < .001*** .58 .34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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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 ( 徐茂洲、顏漢平，2013；張偉豪、

2011)。 因 此 Bollen 與 Stine (1992) 建 議

應用 bootstrape 修正。由於卡方值變小，

因此所有配適度指標均重新計算，計算結

果如表 3，顯示研究模式適配度指標大致

符合標準。配適度依據吳明隆 (2007)、
徐 茂 洲 (2010)、Bagozzi 與 Yi (1988)、
Hair, Anderson, Tatham, and Black (1998)
提出的建議，以配適度指標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調整後之配適度指標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

χ2 檢定、χ2 與自由度的比值、平均近似

誤 差 均 方 根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非基準配適指標

(non-normed fit idex, NNFI)、規範配適度指

標 (normed fit index, NFI)、比較配適度指

標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四、研究假設檢定

本研究假設：銀髮族社會支持對主觀

幸福感之路徑係數為 .40，達顯著水準 (p 
< .001)，故假設成立 ( 見表 4)。

圖 1　銀髮族社會支持對主觀幸福感模式之統計模式圖

表 2　Bootstrap相關係數 95%信賴區間表

參數 估計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

下界 上界 下界 上界

社會支持  主觀幸福感 .40 .14 .73 .13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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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研究結果顯示銀髮族社會支持對主觀

幸福感模式之統計具有良好收斂效度、區

別效度與模型適配度。研究假設銀髮族社

會支持對主觀幸福感之路徑係數為 .40，
達顯著水準，故假設成立。本研究與徐華

與曾美英 (2014)、Gardner (2011)、Wu et 
al. (2010) 等研究指出社會支持對老人幸

福感有顯著影響力結果一致，探究其可能

原因為參與高爾槌球運動比賽活動之銀髮

族，平時在參與高爾槌球運動相關活動過

程中，除了能夠滿足銀髮族個人對於休閒

活動之需求，亦能在相關活動中認識更多

新朋友與社會群體。而在與社會團體及友

伴互動過程中，銀髮族能夠獲得良好的關

懷、鼓勵、服務、幫助、建議及歸屬感等

社會支持，因而減輕生活壓力及障礙，並

產生愉悅的生活經驗和價值感，進而增加

幸福感 ( 邱莉婷、邱榆婕，2011)。李新民 

(2015) 研究亦驗證社會支持變項會對銀髮

族幸福感產生正向影響。亦即銀髮族參與

高爾槌球運動團體，可以在情感性、社會

陪伴性、訊息性及工具性等社會支持獲得

正向認同，故而提升銀髮族之幸福感。

二、建議

研究結果顯示銀髮族社會支持對主觀

幸福感達顯著影響，因此透過重視與提升

社會支持將有益於主觀幸福感，因此本研

究針對提升社會支持提出以下具體建議。

（一）關懷銀髮族日常生活，增加社會
支持

本研究結果發現參與高爾槌球運動

比賽之銀髮族的社會支持對主觀幸福感達

顯著影響，顯示銀髮族參與高爾槌球運動

過程中能夠獲得正向社會支持，進而增加

幸福感。故而本研究提出「關懷銀髮族日

表 3　模式適配指標一覽表

適配指標 標準值 本研究之結果 模式配適判別

χ2 愈小愈好 747.39 通過

χ2/df < 3 2.19 通過

GFI > 0.9 0.87 尚可

AGFI > 0.8 0.84 通過

RMSEA < 0.08 0.06 通過

TLI (NNFI) > 0.9 0.91 通過

CFI > 0.9 0.92 通過

NFI > 0.9 0.87 尚可

表 4　研究假設之實證結果一覽表

路徑關係 路徑值 CR p 假設成立

社會支持  主觀幸福感 .40 3.59 < .00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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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增加社會支持」之建議，針對銀

髮族運動情形和日常生活之關懷與協助，

讓銀髮族知覺個人在團體中受到尊重與關

懷，知覺社會支持而降低學習壓力，更而

提升銀髮族之幸福感受，進一步促使身心

健康並延緩老化。

（二）依照人數進行編組，促進日常生

活之相互照應

本研究結果發現參與高爾槌球運動比

賽之銀髮族的社會支持自變項中，以訊息

性支持最能反映銀髮族的社會支持。顯示

出銀髮族民眾在有協助需求時，友伴能夠

適時提供相關之訊息及建議，讓銀髮族在

訊息性支持構面有較高之反應，進而正向

影響主觀幸福感。故而本研究提出「依照

人數進行編組，促進日常生活之相互照應」

之建議，將社團組織成員以十人為一組分

成若干小隊，不僅對於平常練習時之場地

分配較為便利，亦有利於成員在日常生活

中彼此聯絡感情，共同促進高齡化之健康

生活。當有協助需求時就可以相互扶持，

提升訊息性之社會支持，以獲致銀髮族之

主觀幸福感。

（三）擴大推廣高爾槌球運動，吸引更

多銀髮族參與學習

本研究結果發現參與高爾槌球運動比

賽之銀髮族的社會支持自變項中，以社會

陪伴性支持對社會支持的反映較低。顯示

出銀髮族民眾在參與高爾槌球運動時，期

望有陪同的友伴一同參與學習運動，如此

可以降低學習的障礙並增加學習樂趣，繼

而提升銀髮族知覺的社會支持。故而本研

究提出「擴大推廣高爾槌球運動，吸引更

多銀髮族參與學習」之建議，高爾槌球運

動所需場地相較於戶外槌球運動來得小，

也因為可以在室內進行活動而不受天氣之

影響。藉由擴大推廣而吸引更多銀髮族群

加入高爾槌球運動行列，不僅可使銀髮族

獲得適合的休閒運動幫助延緩老化，更能

因增加友伴而提升參與運動之動力，繼而

提升社會陪伴性之社會支持，進一步影響

銀髮族之主觀幸福感，促進銀髮族群身心

之愉悅與健康。

（四）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以 2015 年嘉義縣立體育館第

十屆全國銀髮族高爾槌球暨賓果投擲大賽

現場之銀髮族為研究對象，且研究假設銀

髮族社會支持對主觀幸福感之影響關係亦

獲得支持。然而主觀幸福感是個體對於特

定事物之主觀認知下所產生的評價，故而

銀髮族參與高爾槌球運動之主觀幸福感，

除了本研究所提出之社會支持，或可有其

他因素影響銀髮族之主觀認知與感受，故

而建議後續有興趣探討這方面議題之研究

者，可以加入其他變項如銀髮族本身之人

格特質、生活滿意度或其他可能影響之因

素，進行更深入之研究比較，持續探討銀

髮族在參與高爾槌球運動中，影響主觀幸

福感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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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were largely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quo of the 

participation by the seniors into the golf croquet sport,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fitness of its overall model and of its path coefficient by adop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d to verify the effec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by the social supports for 
golf croquet sport from the seniors. Through a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his 
study takes, by purposive sampling, the seniors that attended the Tenth National Senior Golf 
Croquet and Bingo Throwing Contest and that were over 65 at Chiayi County Gymnasium 
as research objects. On September 17, 2015, a total of 300 pieces of questionnaires has been 
handed out. After collecting and sorting, 8 of them are removed for being invalid and there 
received 292 pieces of valid questionnaires, with 97.33% of validity. The statistics from 
these valid questionnaires are analyzed, with application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via AMOS statistical software, of its convergent validity, discriminant validity and model 
fitnes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model is of good fitness; the verification 
throug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supports an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shows that the path coefficient of the social supports from the 
seniors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was .40, which was significant and which proves the 
assump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sults, researchers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as follows, 
for promoting social supports and follow-up relevant researches: (1) to care for the daily 
life of the seniors and to augment social supports; (2) to organize the seniors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population and to improve the mutual attendance to daily life; (3) to sp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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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pularize golf croquet sport and to attract more seniors to join in and study; and (4) to 
offer advice for following researches. This study hopes to provide for related popularization 
academic research units of senior golf croquet sport with reference to future generalization 
strategies and relevant follow-up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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