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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年 新 聞 

華人老齡健康和政策研究中心 

創立宗旨 

關於松年 

    作為一個專業的研究團隊，我們有必要把最新的研究進度與成果，傳達給研究參與者和社會大眾。此報

創立的目的，是為了讓參與者更深入地了解我們的研究，同時能讓更多對華裔老人有幫助的消息更廣泛傳

達。我們會繼續朝著我們的目標努力，讓華裔老人健康問題受到重視。松年研究團隊在此感謝每一位參與此

研究的人。祝  平安，健康！                    

                                                                     ─ 松年研究團隊                      

 華人松年研究是華人老齡健康和政策研究中心

的成果。本中心遵循社區參與研究方法，由羅許大

學，西北大學及多個華人社區機構包含華人諮詢服

務處等聯合成立。華人松年報告是美國國內第 一個

深入瞭解華裔老人身心健康的大規模研究。華人松

年報告既彌補了以往華裔群體健康數據缺失的問

題，又全面記錄了芝加哥三千多位華裔老人的健康

情形。 

     報告反映的許多耆老健康問題令人深思，如身

體殘疾，醫療疾病，心理抑鬱，社會隔離，老人虐

待以及預防性醫療服務的使用等。報告揭示的複雜

健康問題為我們敲醒了警鐘。我們需結合社區機

構，學術合作夥伴，聯邦及州立政府，和政策制定

者的力量，一起設計並推動適宜華人文化的健康服

務及醫療政策。華裔社區成員透過華人松年報告強

烈表達了健康需求，我們希望此報告可為制定促進

老年健康政策提供參考。期待您加入我們的行列！ 

世界松年 
 二零一四年對松年研究小組是個忙碌且成功的

一年！ 我們的研究成果在 Journal of Aging and 

Health 和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Biological Sci-

ences & Medical Sciences 兩個研究期刊以特刊的形

式發表。在 Journal of Aging and Health 特刊的以

上，我們以“松年研究:美國華裔老人年齡與身心健

康”作為標題，通過九篇文章，從不同角度闡述華

裔老人的健康問題以及不良遭遇。在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Biological Sciences & Medical 

Sciences 上，我們則通過十三篇文章，研究影響華

裔老人的醫療保險使用、孝順、歧視等主題。 

 在二零一四年十一月，我們小組參加在華盛頓

舉行的美國老人學學會會議。在會議上，董新奇醫

師報告有關芝加哥華裔老人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研究

結果。我們的研究在星島日報和世界日報都有做相

關的報導！歡迎上網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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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研究 

自殺 

      4.8%的六十歲以上受訪者在一年內曾有自殺的意

念，同比之下全美五十歲以上的比只有 2.3%。我們的研究

建議在自殺預防和干預中更多關注應該給予女性，寡居，

低收入，健康狀況較差的老年人。 

 

合作機構介紹 

華人諮詢服務處 (CASL) 

 華人咨詢服務處於 1978年建立， 是美國中西部服務於華人的最大，最全面的社會

服務機構。它每年的服務人數超過 17000 人。 它的耆老服務部門致力於老年人的健康生

活與自主獨立，下設五個項目：成人日間服務，居家服務，松年老人委員會，健康與社

會服務，公民及移民服務。華人咨詢服務處積極從事老齡化問題，促進華裔老人的健康，

它是芝加哥華人社區最被信任的支柱機構。 

官方網址:   http://www.caslservice.org/ 

機構地址:   2141 S. Tan Court | Chicago, IL | 60616  

連絡電話:   312-791-0418 

抑鬱症 

54.4%的六十歲以上受訪者有至少

一項以上的抑鬱症狀。較高的年

齡，女性，未婚，低收入，在社區

居住時間較短，較差的整體健康狀

況，較低的生活質量，以及自一年

以來逐漸惡化的健康，具備這些特

點的老人屬於出現抑鬱症狀的高風

險人群。另外，研究顯示華裔老人

抑鬱更多表現在如睡眠飲食等身體

症狀上，而非情緒和認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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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訪談 

關於受訪者─ 

  李先生，出生於 1944 年，是松年研究的參與者，移民來美國已有三

十幾年。 他常常參與我們在華人諮詢服務處舉辦的活動，也熱心幫忙我

們的研究團隊。我們想藉由這次訪問，瞭解李先生對松年研究的看法。 

松年團隊 (以下簡稱松): 李先生您好，感謝您今

 天能抽空來接受我們的採訪，我們想藉由您

 寶貴的經驗與建議，為往後研究改進參考。 

李先生 (以下簡稱李): 沒問題！很高興能幫上 

 忙。 

 

松: 請問一下您是怎麼與我們接觸的？ 

 

李: 我之前有一次去了你們的活動認識的 

 

松: 您覺得參予我們研究的經驗如何? 

 

李: 我真的覺得非常好，非常有幫助，我都跟我

 身邊的朋友推薦呢！ 

 

松: 謝謝您的支持！ 

 

李: 哪裡哪裡，這研究對我們華裔老人都非常有

 幫助，當然要讓大家知道 

 

松: 那請問一下您在參與我們的研究時，有沒有

 遇到溝通上的障礙，或遇到什麼困難？ 

 

李: 沒有，都很好，訪談我們的人都很友善、耐

 心，表達也很清楚。 

松: 您覺得我們在與其他華裔老人溝通上面有沒

 有什麼地方可以加強? 

 

李: 其實，很多老人在教育程度比較低下，也沒

 有身分，所以個性也比較孤單，不願意參與

 活動。我建議你們想辦法去更深入華人社

 區，去了解這些老人，瞭解他們需要什麼幫

 助。如此一來，他們可以得到幫助，你們也

 可以收集到更完整的資料。 

 

松: 之前您說過，您與我們認識是藉由參與我們

 的活動。那您覺得有什麼活動是推薦我們辦

 的？ 

 

李: 自從那次，我都有參加你們的活動，我覺得

 都很好，就像之前的健康諮詢，就很有幫

 助。你們不用在特別想太多活動，想辦法提

 升參與率，還有活動品質才是重點。 

 

松: 您認為用什麼方法能提升參與率呢? 

 

李: 我們老人常常沒事情做就看報紙，如果能想

 辦法把活動資訊與地方報紙結合就很好。 

 

松: 李先生，再次非常感謝您，願意花您寶貴的

 時間來參與訪問，也很感謝您對我們研究的

 支持與鼓勵，謝謝！ 



 4 

 

華人老齡健康和政策研究中心 Chinese Health, Aging, and Policy Program       

 

研究員介紹 

陳瑞佳 

    

 華人老齡健康和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 

她的工作是研究華裔老人社交與心理健康相關的危

險和保護因素。 她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取得社會政

策的理學碩士學位， 並且從 2011 年開始在我們中

心工作。她的主要研究興趣是老人虐待和心理健

康。 在 2011年至 2012年期間，她的職責包括撰

寫文獻綜述和收集訪談性數據。通過這些工作，她

不僅提高了研究能力，並且與華人社區的老人建立

了密切關係。在 2013 至 2014 年期間，她主要負責

撰寫稿件和社區新聞通訊，主持小組座談和健康教

育研討會。儘管在我們中心工作存在挑戰，例如與

老人討論文化敏感的心理健康問題，撰寫研究論

文，以及尋求合適的社區資源以幫助老年人， 但

是瑞佳憑藉她的勤奮和決心戰勝了這些挑戰。 她

說：“如果你足夠努力，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以完

成的。 在邁出第一步之前， 不要花太多時間來過

分擔心。”同時，她也相信同情心和愛心可以幫助

她戰勝挑戰。 她相信一句名言，“每一個你遇到

的人都在與生活進行一場你不知道的鬥爭，所以請

對別人寬容友善。”在工作中，她真心關懷華裔老

人，熱愛傾聽他們的故事，理解他們的生活經歷，

並且樂於從他們身上學習珍貴的人生經驗。 作爲

一名國際學生並且擁有與多數華裔老人擁有相似的

文化背景，她同情并理解華裔老人面對的語言和文

化障礙以及產生這些障礙的文化根源，同時她也懂

得如何去幫助他們。 

 

輕“松”一下 

連絡我們 

您，也想改善華裔老人健康問題嗎? 您，

也想參與我們研究嗎? 您，想更加了解我們

嗎? 非常歡迎上我們的網站或直接聯絡我

們！ 

E-Shien (Iggy) Chang     張亦賢小姐 

Research Manager 研究經理 

(312) 942-3330 

Eshien_chang@rush.edu 

解答會在下期公布，敬請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