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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第一節 主要發現 

 

為了解失能者家庭親屬照顧資源變化，本研究運用中研院「華人家庭動態資料庫--第

一年計畫（RI1999）」研究所蒐集的家庭樣本，作為失能者家庭親屬照顧資源模擬推計的

初始資料，並以模擬推計，描繪樣本家庭在不同時間點的親屬結構圖像，將未失能家庭成

員視為潛在資源，討論家庭親屬照顧資源質量和可能予受型態。 

觀察 2000 年到 2040 年推計結果，每個樣本家庭的平均人數將逐漸減少，由 2000 年

每家平均人數 10.37人，下降到 2040 年平均只有 6.70人。在親代人數減少的同時，樣本

家庭子代人數雖逐漸增加，但近年來生育率不停下滑，且樣本中關鍵者年齡 2000 年時最

少已經 35 歲，故子代新增者未來由關鍵者或其配偶生產的可能性大為降低，反而有較大

可能是因為其子女結婚而帶入配偶。但又因模型設計中子代會受離婚、喪偶等生命事件發

生影響而造成配偶消失，目前我國不婚率又逐漸上升，因此雖然推算了四十年，每家平均

子代人數仍增加有限。再者 2000 年每家手足平均數為 3.62人，但是到了 2040 年僅餘 1.59

人。由於手足與關鍵者年齡相差不多，其死亡機率也差不多，在死亡率不改變的狀況下，

手足將會因為年齡漸高而逐漸凋零。 

若推算家庭成員失能狀況，可以看出每家平均失能人數呈現先升後降的情形。以 2000

年而言，每家平均有 0.23位失能者，此後逐漸上升，2010 年每家平均有 1.28位失能者，

2030 年上升到每家平均有 2.05位失能成員，至 2040 年時每家平均有 1.86位失能者。以

關鍵者生命經驗觀之，當其壯年之時，自己與配偶父母（親代）已經逐漸老化，故親代失

能平均人數快速上升。此後因關鍵者親代逐漸死亡，當然失能親代平均人數也逐漸下降。

2040 年時，每家平均存活的親代人數已經與平均失能親代人數相去不遠，因此親代即便存

活，他們失能的可能性也很高。由於關鍵者配偶與手足皆較關鍵者親代年輕，到模擬推算

時間點末期方逐漸接近平均死亡年齡，故家庭失能平均人數比較會受到配偶、手足失能影

響而升高。歷年每家子代、孫代平均失能狀況方面，因為年齡都很輕，失能機率並不高。 

為了解家庭照顧失能者的壓力，以下使用兩種簡單指標觀察各年家庭照顧資源。C1代

表失能者占家庭成員的比例。C2 則代表家庭成員多於一人時，家中有多少未失能親屬可

以照顧失能者。以本研究推算，2000 年時每家平均 C1 = 0.02，2010 年增加到 0.13，2020

年時增加到 0.2，2040 年則增加到 0.28，顯示失能者占家庭成員比例會隨時間逐漸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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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C2值也是逐年上升，2000 年時若關鍵者非完全沒有親屬，其 C2平均為 0.03，

但是 2020 年 C2平均增加到 0.31，上升了十倍；2040 年時則增為 0.49，表示若關鍵者在

2040 年還沒有死亡，而且非一人家庭，平均而言，每一家庭中兩位未失能成員要擔負照顧

一位失能親屬的責任。 

若以關鍵者有無失能，以及其親屬狀況（包括有無親屬，親屬有無失能）作為兩種分

類面向，可以將關鍵者親屬照顧予受型態分成八型。若以上述八種類型將樣本家庭分類，

將失能率固定在 2000 年水準，在此四十年間，關鍵者大致上由不需要照顧失能家人的角

色，轉變為照顧給予者，最後因為自己失能，再轉變為照顧接受者。由於在 2030 年時存

活著的關鍵者其家庭中沒有失能親屬，自己也沒有失能的比例不到 9%，在 2040 年時僅約

13%。因此若以家庭為觀察單位，多數進入到老年期後的關鍵者會經歷家人失能或自己本

身失能的挑戰，顯示「失能照顧」-- 不管是照顧家人或被家人照顧 -- 會是此一世代生命

中極普遍的經驗。 

若是關鍵者沒有失能，將各代親屬存活而且失能的人數除以 1000，可觀察關鍵者需要

照顧各代失能親屬的機率，本文將之視為給予失能親屬照顧的可能性。當 2000 年時，關

鍵者需要照顧失能親代（包含自己父母、配偶父母） 的機率為 0.154， 2005 年時需照顧

失能親代機率為 0.411，2010 年為 0.424，此時達到最高峰。不過隨著親代老化逐漸死亡，

照顧失能親代的機率開始逐年下滑，到 2040 年時照顧親代的可能性為 0.021。 

照顧失能手足的可能性在 2000時為 0.036，2020 年為 0.394為最高峰，再來逐漸下

降，到 2040 年為 0.122。再觀察關鍵者需要照顧失能子女、失能配偶的可能性相差不多，

歷年多不到 0.1，此因為子代（子女及子女配偶）較關鍵者年輕，比較不容易失能；而配

偶只有一人，且多與關鍵者年齡相差不遠，失能風險不相上下，因此在關鍵者角度而言，

面臨自己未失能而必須照顧配偶的機率看起來比較低。 

若排除沒有任何親屬的一人家庭，再觀察關鍵者失能且沒有各代親屬家庭的數量，除

以 1000 當成關鍵者失能無親屬照顧的可能機率。當關鍵者逐漸老化失能，各代照顧失能

者資源最不容易存在的就是孫代。以本研究預設之模型限制，孫代就算存在年齡也很小，

最多 2040 年才 40歲，而且設計上子代死亡會連孫代一併消失，故無法準確推論，僅大致

上可以說孫代出生的速度實在比不上關鍵者失能的速度。再者，當關鍵者老年失能（平均

大約在 2025 年關鍵者會進入老年期），沒有任何一位親代存活的機率為 0.148，即便存活，

可能親代自己也面臨很高的失能風險，他們本身也需要別人照顧。 

在 2025 年時，失能關鍵者無配偶可提供照顧的可能性為 0.045，2040 年時則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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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機率爬升一倍以上。關鍵者失能且無手足可能性在 2040 年為 0.057。而關鍵者失

能且沒有任何子代存活的可能性，在 2025 年推估是 0.031，到 2040 年時降低為 0.026，

大致處於持平的狀態。 

若以模擬推計結果觀之，男女關鍵者面臨的失能親屬照顧型態發生狀況不太相同。由

於兩性有差別死亡率及失能率，存活之老年關鍵者中男性較女性健康，且有失能親屬之可

能性較高，但未失能女性進入老年期前有失能配偶比例較高。2025 年後，存活未失能男性

關鍵者有失能親屬之比例高於女性。隨年齡增加，失能兩性關鍵者需親屬照顧可能性上

升，存活之未失能男性關鍵者有失能親代比例較高，存活之未失能女性關鍵者有失能手足

比例 2030前較高。未失能兩性關鍵者有失能子代比例接近，未失能女性關鍵者 2030 年前

有失能配偶比例較高。關鍵者老年後若失能，無親代、孫代提供照顧可能性很高，但失能

老年女性關鍵者無配偶可能性高於男性。 

為思考此推計模式的實用價值，本節首先嘗試改變模型使用的失能盛行率、轉移率，

比較不同模型版本下樣本家庭失能者親屬照顧資源的變動。當分別將失能率提高 10%，降

低失能率 10%。以這兩種版本推算初始樣本家庭 40 年變化數據，與前原始數據推算結果

比較。三種模型各代平均人數幾乎沒有差異，顯見模型各代人口變動幅度受到預設參數的

控制，並沒有出現紛亂失序狀態。 

觀察三種模型模擬之每家失能平均人數，大致上升高型、持平型、降低型依次推算出

高、中、低的失能人數，但根據推估結果，對於樣本家庭而言，若失能率能降低，時間越

久效果會越明顯，家庭平均失能人數將會減少。觀察關鍵夫妻、手足平均失能狀況，升高

型模擬結果與持平型非常接近，降低型則在 2020 年後與上述兩型產生明顯差異。配偶、

手足與關鍵者算是平輩，年齡較為相近，若能降低失能發生可能性，待關鍵者此輩人口年

老時配偶、手足失能數會降低較多。 

觀察關鍵者親代狀況，升高型與其他兩型走勢之差異特別清楚，升高型的親代失能平

均人數較其他兩型明顯偏高。但 2020 年之後親代存活者下降速度會很快，因此會影響失

能親代平均數，使三種模型差異縮小。在子代失能平均數方面，三種模型一致呈現隨推計

時間上升的狀況。由於推計結果出現降低型子代失能平均數最高的結果，本文認為實受到

其他生命事件模擬結果的影響較大，此亦顯示本文所採模擬設計方式因容許個體隨機變異

存在，此變異累積效果也會影響模擬結果。在孫代平均失能人數方面，平均失能人數較低，

波動也不大。 

本研究將樣本家庭關鍵者失能親屬照顧予受型態（CT）區分為八型。三種失能率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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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不管是 CT2、CT3、CT7呈現的大致走勢都相當一致，就算三模型數值各年有所差異，

最高值與最低值變動卻幾乎不會超過 5%，與失能率調整 10%相較之下，照顧類型變動出

現相對穩定狀態，數據變動也不一定與失能率高低版本對應。因此思考失能者親屬照顧資

源變化，失能率增減並非唯一決定因素，由生育、死亡、婚姻導致的親屬結構、數量變化，

是構成家庭照顧可能的重要條件。最後本文呈現持平型模擬推計所得之部分樣本家庭 CT、

C2變遷狀態，若將 CT與 C2搭配觀察，可略窺此關鍵者在此家庭場域中，失能照顧予受

型態與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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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討論與建議 

 

「家庭照顧失能者」此一現象，牽涉到文化、政策、性別等議題。個人一生中，照顧

予取關係不停在家人間流動與改變。本文雖想要觀察失能者親屬照顧資源，但設計上的限

制使本文僅能大致在量與結構方面呈現，無法探究失能照顧的「質」：如照顧內容與家人

互動等重要面向。 

本研究對於「家」與「家人」，希望採用較為符合事實、較為直觀的方式加以定義，

因此捨棄以共居親屬為標準劃定家戶的形式，改採以關鍵者為核心，涵蓋其血親、姻親之

標準以建構家庭場域。但是如此對家的定義是否周延實有討論空間。據此定義，在思考家

庭中失能者親屬照顧資源時，亦應謹慎。因以本文設計，家人之存在必因關鍵者而建構，

然而若僅以家庭親屬量全是照顧資源，必然會產生盲點，例如親代失能時，孫代不太可能

提供照顧；關鍵者手足失能時，關鍵者子女之配偶提供照顧之可能性實在不高。因此需注

意一切論述觀點應該考慮關鍵者角色之必要性，以關鍵者角度出發詮釋。 

由於採用生命歷程研究觀點，本文在設計模擬劇本以家人生命事件（結婚、失能、生

育、死亡）發生之影響，交織成家庭照顧失能者圖像，以觀察失能者親屬照顧資源。並配

合在個體層次運作的模擬方式，推算家庭親屬結構與失能狀況。但整體研究結果與一般家

庭生命歷程研究仍有所差異，特別是本文並未著重在各種失能照顧階段的劃分與時間點推

算，此方面應是可以進一步嚐試的走向。此外再分析上亦可考慮婚姻別、性別與各種親屬

對偶角色，區分各種特殊型照顧關係，進行更細緻的分析。 

再者，本文在模擬程式設計上採用 SAS 語法進行撰寫，參數選擇與推算亦無過度複

雜設計，目的實希望此模型能具簡易性與實用性，可以運用於實務工作中一般家庭失能照

顧資源之推算與評估方面。其實只要有單一家庭內成員之相關資料，運用本研究設計之方

式，即可模擬推估此家庭未來數年間可能的失能者親屬照顧予受型態變化，以提供社工專

業評估家庭資源、壓力等之參考，規劃適當處遇計畫，此方面實為此研究方法之特殊價值。

然而在模擬劇本設計上若能加以精進，考慮以下問題，如： 

 在婚姻變動與子女歸屬設計更加細緻，非機械式刪除或加入成員。 

 擴增模型參數，考慮更多影響失能者家庭照顧的重要因素（如資源量、共居可能）。 

 將樣本以全國性人口結構調整設計，或改採封閉性模型。 

或許可使模型更為完善，更符合現實。 

在模擬使用參數方面，本文對於失能、婚姻狀態轉移率之計算，採用新方式推算。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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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可部分解決某些參數缺乏完整實證資料的限制，如失能轉移率。然而不同生命事件參

數之間預設的互動關係方面，實有斟酌必要。雖然本文僅設計死亡影響婚姻狀態，其他參

數預設為彼此獨立，對於如失能之於婚姻、生育、死亡的影響等議題，由於沒有足夠的研

究釐清，本文亦不敢妄加預設，此類相關研究實值得嘗試。 

由於「模擬」此研究工具允許研究者變動參數與模型，以推知不同條件之下資料可能

變化。在本研究中僅以調整失能率方式比較三種版本，將其他參數視為控制變項，以觀察

關鍵者照顧予受型態。然而在失能者親屬照顧方面，或許生育、婚姻等參數對於親屬量變

化更具影響性，因此往後亦可對其他參數加以調整，以不同方式測驗模型效果。 

在未來研究方向與政策建議方面，以下提出部分看法，以供後續討論： 

1、對於長期照顧需求人口之相關研究應持續進行： 

由功能障礙人數推估長期照顧服務需要狀況，用以規劃相關政策，為目前政府與學界

進行的方向。然而對於失能人口的特質與推估，國內研究可利用的資料都是單一時間點的

資料，對於未來人口失能率的設定，亦多假設各年度失能率與基期年相同，很少加以調整。

而且對於不同失能程度的功能障礙者，其失能移轉狀況究竟如何也缺乏足夠了解。 

在推算長期照顧需求人口時，多數研究僅採用 ADLs或 IADLs功能障礙指標，忽略失

智症、精神障礙等其他人口群，如此低估了需要照護人數，並忽略這些群體在照護需求方

面的特殊性。在人口動力相關條件的假設上，多數研究也僅將我國未來人口推估數當成原

料，再逐年以失能率推計失能人口，較少思考生育、死亡、疾病、失能各現象實存在互相

影響之可能。 

照顧需求人數或失能率並非一組準確而不變的數字。除了各種評估標準、人口推估設

定會影響推算結果，失能盛行率也受到各研究樣本年齡的影響，出現不同高低水準。目前

我國多數功能障礙研究皆針對老年人口，僅有少數研究涵蓋全年齡層。因此，為擬定切實

可行，並具前瞻性的長期照顧政策，建議應有更多更精緻周延、長時間追蹤的失能者全國

性調查，並仿效其他國家建立長期照顧研究資料庫，以確實掌握福利服務需求群體的特質。 

2、長期照顧政策規劃應顧慮人口變遷造成之家庭照顧弱化問題： 

根據本研究推估，未來我國有依賴者的家庭將快速成長，家庭照顧失能者的壓力將增

加，因此與「家庭」福利相關的政策規劃應更受重視。然而我們經常忽視家庭在時間進程

中的動態性與多樣性，規劃政策時，總預設社會中的家庭都是範本家庭（如有一夫一妻、

有共居子女可照顧老人），且為靜態之存在。然而，若無法體察整體社會中家庭的多元性

結構，與組成的動態變化，實將弱化長期照顧相關政策解決社會問題的能力。對於多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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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了解，更不能僅在區辨它們的型態、組成上的差別，應思考家庭功能發揮狀況，注意

家庭生命機會的差異。 

以長期照顧服務規畫角度而言，家庭部門一直是長期照顧之主要提供者，而且家庭結

構（如有多少子女、手足）又與個人長期照顧服務之使用率以及使用型態有關。由本研究

模擬結果，未來家庭照顧失能者成本將增加。過去由較大型家庭提供老人、身心功能障礙

者之照顧尚可運作，但在家庭規模日漸縮小的現在與未來，由家人分擔照顧任務的能力可

能不如以往。若政府在規劃政策時忽視此變遷趨勢，長期照顧政策將無法回應社會大眾的

需求。因此，社會政策在規劃與實行時，有必要同時評估其對個人、家庭的影響性，以掌

握政策執行後的實際效果。 

3、增加對於家庭動態變化相關研究，以釐清照顧服務需求演變： 

因為人口結構因素以後家庭規模可能會越來越小，可提供照顧之親屬也減少，故家庭照

顧失能者之壓力將會增加。但是家中成員是否會因為有失能者出現必須照料，而出現不離

家、返家照顧，或逃離家庭的狀況，實令人好奇。此外，由於個人一生居住安排是動態演

變的，在親屬關係、居住安排與照顧決策模式之關係如何，也值得加以探索。 

失能者家庭照顧的相關研究，多偏向老年失能者為主，對於較年輕失能者、不同障礙

別導致失能者、認知精障次群體家中親屬照顧模式與困境缺乏討論。在相關研究中，也多

只把焦點放在同住家人或主要照顧者議題，忽略親屬系統整體分工、合作、競爭或推卸的

狀況，因此並不完全符合實情；再者，對於失能者親屬結構的動態變化，以及對應的照顧

模式變遷之相關主題，也值得加以探索。 

就我國現況而言，家庭擔負大部分照顧責任，多數失能者居住於家中，由家人提供照

顧。若要規劃適合國情的長期照顧政策，對於失能者現有之家户型態、親屬結構、家中有

多少照顧者及其負荷狀況，以及家庭成員照顧意願等議題應詳加了解。不過回顧與長期照

顧相關的重要調查，對於失能者的家庭狀況以及提供照顧的親屬部份，實著墨不多。家庭

結構的轉變，也意味著照護需要愈來愈難以由個別家庭成員滿足，未來「家庭」本身所能

承擔長期照顧的支持與負荷能力，可能相對減弱，因此政府勢必須配合社會趨勢因應處理。 

4、長期照顧服務應加速提供，以減輕今後家庭照顧失能者的負擔： 

由於非正式照顧體系實為照顧服務提供的主力，家庭照顧的提供，也並未受使用正式

服務影響，各研究皆無法證實正式照顧體系將會取代或替代非正式照顧。而失能者是否獲

得非正式照顧體系協助，有無親屬為關鍵因素。據本研究推算，未來我國會因為人口結構

變遷（出生率降低、婚姻穩定度降低、結婚年齡延後等）因素，造成家庭親屬結構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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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因為死亡率降低，高齡失能者增加，家庭照顧失能者的負擔將顯見上升，故我國應加

速規劃、提供長期照顧相關服務，以協助家庭照顧失能者。  

非正式照顧體系中，家庭照顧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我們對於家庭照顧者的生活狀況、照

顧內容、壓力與困境仍缺乏整體了解。成為照顧者通常非己所願，社會文化價值觀運作於

其中。照顧者與失能者的關係不同，照顧提供方式、頻率、內容可能大不相同，而彼此經

濟力、健康、親屬關係、情感濃淡或居住安排的差異，對於照顧決策與執行亦深具影響。

再者，親屬關係出現變化時，例如家庭解組變動了親屬關係、結婚與生育加入新的親屬，

家庭照顧模式究竟如何改變？主要照顧親屬死亡或無法照顧時如何換手、多位親屬如何分

工、家庭中如何決定誰來照顧失能者的決策模式，目前皆缺乏足夠研究。 

5、顧慮家庭親屬結構之變化，長期照顧服務應以廣泛角度思考各種可能，加以創新： 

據本研究推計結果，未來我國家庭人數將縮減，以樣本家庭關鍵者立場，其未來須照顧

失能家人之風險將提高，家中有失能親屬成為普遍生命經驗。而當其年老自身失能時，無

親屬可提供照顧之可能性又較過去世代嚴重。在不可逆的人口變遷已然發生之時，我國長

期照顧政策之規劃應考量現狀。例如，由於家庭照顧失能者之絕對資源（如未失能親屬數）

將減少，而家庭中失能者數將上升，我們實在不能期待家庭再付出比現在更多的成本來承

擔此照顧壓力。因此，由國外引進外籍人士協助家庭進行照護工作，將是不得不然的替代

選擇。 

再者，照顧服務產業之發展，雖不能偏廢照顧人力（專業、半專業、志願工作者）之培

訓、養成，但應將焦點置於如何使用更少（更多樣）人力、更多科技（如行動照護技術、

高科技輔具研發、科技的無障礙居家環境…等）提供優良照顧，將之應用於家庭照顧環境，

並以創新概念將人力密集的照顧服務工作，轉變為技術密集的福利產業，亦應思考如何重

新分析不同層級失能者所需之照顧內容，嘗試組合照護科技與具有不同技術照顧的人力，

以減少照護人力需求，並減輕家庭照顧者負擔。在我國勞動力日漸不足，失能者將逐漸增

加，產業必須轉型之此時，若能運用現有科技（如資訊科技）產業優勢，在醫療體系、社

會服務體系中加強此類服務之提供，或可提供家庭部分協助，並創造出下一種明星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