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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居住型態影響因素與老人住宅政策 

本研究目的之一：在探究高齡者於居住型態選擇過程中之影響因素。

透過問卷調查方式，除了探討過去相關研究著重的社經人口變數影響外，

亦進行個人偏好因素質化探討。除了可釐清社經人口變數對高齡者居住型

態選擇上之影響，更可瞭解台灣高齡者受傳統社會觀念之影響程度，例如：

安土重遷與三代同堂的期許。 

本章第一節說明高齡者在居住型態的選擇過程中，受到社經人口變數

影響的情況；第二節將說明高齡者在居住型態的選擇過程中，受到個人偏

好因素影響的情況；第三節則分析高齡者對目前老人住宅政策的看法，以

及住宅政策上之需求，並提出未來老人住宅政策上之建議方向。 

 

第一節 社經人口變數對居住型態之影響 

本節主要採用多項式羅吉特模型，探討社經人口變數對居住型態選擇

之影響，除了以現況的居住型態進行探討外，亦分析高齡者理想中的居住

型態，瞭解高齡者理想居住型態與現況居住型態在影響因素上之差別。在

各型態的分析說明上，側重目前政策所獎勵之老人集合式住宅型態。 

壹、模型實證結果 

本研究實證模式係採用多項式羅吉特模型，並以「與子女同住」作為

參考組，藉由實證模式的結果解釋影響高齡者選擇不同居住型態的社經人

口因素。相較於過去的研究而言（齊力，1995；陳肇男，1993），過去的研

究主要是將居住型態分為二種類型：與子女同住及不與子女同住，討論各

種變項的影響關係。而在本研究中，特區分為四種居住型態更能凸顯出各

種不同居住型態之間的選擇差異。由於高齡者居住型態選擇的最終決定，

可能是來自於高齡者的選擇，也可能是來自於子女的選擇，或是雙方面的

共同折衷選擇。因此本研究立論欲以高齡者之需求為中心，透過高齡者理

想中的居住型態及目前現況的居住型態進行比較分析，以凸顯影響高齡者

選擇不同居住型態的因素。表 5-1、表 5-2 分別為現況居住型態選擇機率模

型估計結果表與現況居住型態選擇機率模型參數賭倍比表。表 5-3、表 5-4

分別為理想居住型態選擇機率模型估計結果表與理想居住型態選擇機率模

型參數賭倍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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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現況居住型態選擇機率模型估計結果表（參考組：與子女同住） 

 獨居 與子女同鄰 老人集合式住宅 

截距項 -2.505 (0.775)*** -3.207 (1.049)** -4.000 (1.098)*** 

教育程度 0.994 (0.571)* -1.574 (0.825)** 1.538 (0.898)* 

年齡 0.939 (0.437)** 0.786 (0.522) 2.742 (0.831)*** 

所得因素 -0.091 (0.453) -0.998 (0.600)* 1.533 (0.677)** 

同住狀況 -0.251 (0.647) 0.072 (0.836) -2.709 (0.706)*** 

性別 0.178 (0.422) -0.560 (0.491) 0.351 (0.673) 

模型相關資訊 

樣本數：211  
Likelihood ratio：127.53（自由度15，卡方檢定值72.428，p=0.000） 
R2值（Nagelkerke）：0.336 

顯著性水準：***表 p＜0.01；**表 p＜0.05；*表 p＜0.1；未標示表不顯著。 

註：括號內數值為標準差 

表 5-2：現況居住型態選擇機率模型參數賭倍比表（參考組：與子女同住） 

 獨居 與子女同鄰 老人集合式住宅 

教育程度 2.703 6.325 4.655 
年齡 2.558 NS 15.517 
所得因素 NS 0.368 4.634 
同住狀況 NS NS 0.067 
性別 NS NS NS 

註：NS 表示參數不顯著，因此賭倍比不標示。 

檢定模型適合度的概似比統計量（-2 log L）達到 1%之顯著水準，且

離差（deviance）檢定並不拒絕目前的模型結果，顯示目前此模型結果是適

合的。 

從實證結果可發現，在現況的居住型態中，教育程度在四種居住型態

的選擇上具有顯著的影響。當高齡者的教育程度在高中（職）以上時，選

擇獨居或老人集合式住宅的居住型態的機率增加約一至三倍。本研究推論

可能是由於教育程度的提昇，會帶給高齡者對於自主生活更強烈的期待，

因此會選擇獨居或老人集合式住宅的機率增加，此與過去研究所支持教育

程度的提高，會形成不與成年子女或老年父母同住的結論相同（徐良熙、

林忠正，1989；羅紀瓊，1987；陳肇男等，1990；齊力，1995；陳肇男，

1993；黃建忠，1992）。 

而在所得因素中，當高齡者的所得在三萬元以下時，選擇與子女同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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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型態的機率減少約 65%。而當高齡者的所得在三萬元以上時，選擇老

人集合式住宅居住型態的機率增加約三倍。換言之，所得多寡代表了高齡

者居住選擇能力的強弱，更有經濟資源選擇自己理想的居住型態，而不受

外在環境之限制。在此二種居住型態選擇中，所得因素的差異造成了是否

能夠選擇這二類型的居住型態。因此對於經濟條件較不佳的高齡者而言，

此二種居住型態上之選擇已隱含著高度門檻。 

表 5-3：理想居住型態選擇機率模型估計結果表（參考組：與子女同住） 

 獨居 與子女同鄰 老人集合式住宅 

截距項 -4.635 (1.409)*** -1.381 (0.648)** -2.002 (0.752)** 

教育程度 1.232 (0.825) 0.900 (0.408)** 0.754 (0.616) 

年齡 0.586 (0.572) 0.153 (0.367) 1.479 (0.539)** 

所得因素 -0.006 (0.586) 0.016 (0.358) 0.669 (0.515) 

同住狀況 1.087 (1.107) 0.924 (0.576) -1.238 (0.554)** 

性別 1.121 (0. 679) * -0.736 (0.327) ** 0.102 (0.505) 

模型相關資訊 

樣本數：211  
Likelihood ratio：136.157（自由度15，卡方檢定值54.022，p=0.000） 
R2值（Nagelkerke）：0.249 

顯著性水準：***表 p＜0.01；**表 p＜0.05；*表 p＜0.1；未標示表不顯著。 

註：括號內數值為標準差 

表 5-4：理想居住型態選擇機率模型參數賭倍比表（參考組：與子女同住） 

 獨居 與子女同鄰 老人集合式住宅 

教育程度 NS 2.459 NS 
年齡 NS NS 4.387 
所得因素 NS NS NS 
同住狀況 NS NS 0.290 
性別 3.068 0.479 NS 

註：NS 表示參數不顯著，因此賭倍比不標示。 

檢定模型適合度的概似比統計量（-2 log L）達到 1%之顯著水準，且

離差（deviance）檢定並不拒絕目前的模型結果，顯示目前此模型結果是適

合的。 

從實證結果可發現，在理想的居住型態中，當高齡者教育程度在高中

（職）以上時，其選擇與子女同鄰的機率會增加約一倍。換言之，高齡者

理想的居住型態選擇中，教育程度較高，愈會促使高齡者希望能夠與子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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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鄰，與子女保持一種遠距離的親密，而選擇獨居及老人集合式住宅的高

齡者，並無在教育程度上有顯著性的差別。 

貳、實證結果分析 

以下則透過高齡者理想的居住型態模型結果及現況的居住型態模型結

果進行比較，透過各因素之分析說明，凸顯出影響高齡者選擇不同居住型

態的因素。其實證結果的分析說明如下所述： 

一、教育程度 

現代化使得教育普及，改變了人的觀念，進而影響其居住行為。

本研究藉由現況的居住型態選擇模型實證中，發現相較於與子女同住

的居住型態，選擇獨居、與子女同鄰及老人集合式住宅的受訪者，出

現與過去相同的研究結果，即現況居住型態的選擇受到教育程度的顯

著影響。然若對照理想的居住型態選擇模型實證結果卻發現，唯有在

與子女同鄰的居住型態中，教育程度才具有顯著性的影響。 

為何在進行現況的居住型態分析時，教育程度對選擇居住老人集

合式住宅具有顯著性的影響，而在理想的居住型態調查時，卻不具有

顯著性影響？本研究推論，可能是由於現況中選擇居住老人住宅的高

齡者，主要以外省籍較多，當民國 38 年國民政府撤退來台，有許多外

省籍的士兵亦隨之來台居住，這群外省籍的人口普遍具有幾項特徵：

單身無結婚、無子女、教育程度較高。因此，因其特殊的人口組成特

質及歷史發展背景，可能造成教育程度對於現況老人集合式住宅型態

的居住選擇具有顯著的差異。而在理想的居住型態調查時，教育程度

的提高，並不會增加高齡者去選擇老人集合式住宅型態的機率。析言

之，當教育程度的提高，應是帶給高齡者更多元的思考，追求符合自

己理想的居住型態。 

二、年齡 

在年齡的變項上，過去的研究指出年齡確實會對居住型態選擇造

成影響，只是影響的方向不一（羅紀瓊，1987；蘇金蟬，1988；陳肇

男等，1990；齊力，1995；章英華，1994；關華山等，1992；黃健忠，

1992）。而本研究調查發現現況居住型態選擇獨居或老人集合式住宅的

高齡者，在年齡變項上具有顯著差異。當年齡在六十五歲以上時，則

選擇獨居或老人集合式住宅型態的機率會增加約一至十四倍；然若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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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理想的居住型態分析結果，可發現年齡的變項只會在老人集合式住

宅的居住型態中產生明顯的差異，當年齡在六十五歲以上時，則選擇

老人集合式住宅型態的機率會增加約三倍。 

本研究認為年齡會促使高齡者選擇入住老人住宅的原因，推論可

能是由於高齡者已經隨著年齡增加而產生無法自我照顧情況，或是子

女無暇、無意願照顧時，即會開始轉而求助於專業的機構進行協助。

換言之，年齡的大小影響高齡者的生理狀況，進而會影響高齡者增加

入住老人住宅的意願。 

而在獨居型態選擇上之影響，本研究推論，就現況上選擇獨居的

高齡者而言，年齡具有顯著影響，可能是來自於部分高齡者由於年齡

增長後，自己的生理情況仍屬健康，但由於此時子女亦長大成人，工

作、求學在外，因此在尚無須依靠專人協助的情況下，會選擇維持現

有的居住情況，形成獨居（或僅與配偶同住）居住型態，即所稱的空

巢期（empty nest）5-1。然而在理想的居住型態選擇中，本研究推論，

年齡愈大，應不會促進高齡者選擇獨居，因為此時就高齡學理論分析，

其心理上是需要一種安全感的調適，選擇獨居型態，反而會造成沒有

安全感的情況。 

三、所得因素 

在所得的變項上，經本研究結果顯示，在現況的居住型態中，與

子女同鄰及老人集合式住宅在所得因素上具有顯著的影響；然而在理

想的居住型態中，則不具有顯著影響。換言之，高齡者的所得高低，

並不會直接影響其理想居住型態，但在現況的居住型態中，若是與子

女同鄰或老人集合式住宅的方式，則必然是屬於經濟能力較佳的高齡

者。 

換言之，依本研究的實證結果推論，所得的不同，並不會有顯著

影響其選擇那一種的居住型態，其所造成的影響在於當經濟條件較佳

時，則更能夠自主且不受限制地選擇居住型態，而較不受限於現實因

素之考量。 

四、同住狀況 

過去的研究指出，離婚、喪偶或與配偶分居的高齡者，因缺少了

                                                 
5-1工業社會中，人口密集在大城市，在政府提倡的「一個家庭二個孩子恰恰好」政策下，

使得原本人口簡單的家庭，在兒女長大後外出升學就業，正如小鳥離巢而去，留下夫妻

二人面對空蕩冷清的房子，這正是現在新一代的父母所普遍面臨的「空巢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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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之支持，進而將生活重心放在子女身上，會傾向與子女住在一起

（關華山等，1992）。而本研究之實證結果亦顯示出相同的結論。不論

是在現況或理想的居住型態選擇中，相較於與子女同住的居住型態，

當不與另一半同住的情況發生時，選擇老人集合式住宅的機率會降低

約 70%-90%；換言之，當高齡者產生離婚、喪偶或與配偶分居的情況

時，因缺少了配偶之支持，因而會將重心轉向子女，傾向與子女住在

一起。 

五、性別 

過去研究結果指出，女性高齡者較男性高齡者而言，更需要依賴

子女的協助頤養天年。而經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在現況的居住型態

中，相較於與子女同住的居住型態，不論是獨居、與子女同鄰或老人

集合式住宅都不具有顯著影響，此與過去的研究結果不同；而在理想

的居住型態中，相較於與子女同住的居住型態，獨居和與子女同鄰則

出現了顯著的差異，且與過去的研究影響方向相同，即當性別為男性

高齡者時，其選擇獨居的機率會增加二倍。而當性別為女性高齡者時，

其選擇與子女同鄰的機率會減少約 50%，即偏好選擇與子女同住。 

換言之，當性別造成影響時，男性高齡者較女性高齡者會希望享

有更高的自主權利，過著更自由的晚年生活，因而選擇獨居的居住型

態；而女性高齡者，則會希望選擇與子女同住，便於就近相互照顧。 

綜合上述，透過現況與理想中的四種居住型態相互比較分析，更可以

突破過去相關研究中，只針對「與子女同住」或「不與子女同住」二分類

法解釋上之窘境；而採用現況與理想的對照分析，更可凸顯高齡者在居住

型態選擇過程中，究竟高齡者的自主意識選擇為何？雖居住型態的最終決

定並不一定是由高齡者單方決定，但瞭解高齡者的想法，並尊重其自主意

識選擇，進而釐清問題的本質，是身為一個福利國家所不可推卻的重要工

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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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人偏好因素對居住型態之影響 

本節探討個人偏好因素對居住型態選擇之影響，包括對子女的偏好、

對原居地的偏好，以及對高居住環境品質的偏好。 

壹、對子女的偏好 

我國以農立國，在農業社會中，高齡者不僅是家庭的主宰，掌握著家

庭中的生產和教化，獲得家中每一份子的尊崇與敬重；更由於高齡者的生

活經驗豐富，是具有智慧的象徵，因此可以指導後進學習，同時亦可用其

卓越的人生閱歷，排難解紛，辦理地方公益事業。因此我國傳統的農業社

會，可以說是以高齡者為中心，以孝道（filial piety）為根基，在「尊老敬

老」的文化中，構成一個愉悅的高齡者安養生活。 

而在孝道方面，我國傳統文化對子女承養父母的詮釋則主要為「養口

體」及「養志」；即子女除了要給予父母物質上的需要外，尚須承其歡笑，

使父母獲得情緒上的滿足。而若就我國固有傳統之孝道觀念分析，影響國

人特有孝道觀念的因素，葉光輝（1997）認為有四種重要因素，分別為：

威權因素 5-2、情感因素 5-3、交換因素 5-4及宗教因素 5-5，此四種因素深深地

在台灣社會中潛移默化，進而形成傳統社會中的孝道觀念，而影響高齡者

在居住安養選擇上對於子女的期望及偏好。 

自古以來，我國皆對尊老存有一定的制度及規則，以展現其內涵。中

華文化歷代的老年政策具體表現在朝廷尊老、社會崇老、家庭養老、和個

人敬老等四方面，其中「家庭養老」的本質是孝親，為人性的本源（曾怡

禎，2005：33）。換言之，在傳統社會觀念影響下，子女在高齡者安養的過

程中，自古以來扮演了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也因此，許多高齡者在傳統

社會觀念的影響下，對子女有著相當的期待。在本研究調查中，雖有 74.9%

                                                 
5-2威權因素：它是古代中國社會裡最強勢的一個作用因素，基本上親子間的權力與資源不

平等，社會控制灌輸或強迫子女接受應該敬愛與善待父母的規範。 
5-3情感因素：主要取決於親子關係是否良好，良好的親子關係才能促使子女願意接受或內

化無條件為父母付出與犧牲的關鍵要素。 
5-4交換因素：主要以工具性目的為行動的主要理由，子女願意尊敬或善待父母，乃是期待

由擁有優勢權力與資源的父母處，獲得任何好處考量下的表現。而由於子女之尊敬與善

待父母，除了冀望從父母處獲得好處以外，同時它也提供了示範作用，冀望自己的子女

也能一樣的尊敬善待自己。因此發生在孝道上的交換作用，是同時具有交互（reciprocity）
與遞移（transmission）二種特性。 

5-5宗教因素：乃是以宗教中的勗慰情志與祈福避禍功能，而使個體願意接受或內化傳統孝

道觀念中對死後父母的追念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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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對子女偏好統計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調查 

否

25.1%

是

74.9%

的高齡者認為，當他們在考慮居住型態時，會將子女視為是一個重要的因

素進行考量（請參考圖 5-1）。但在考慮子女的受訪者中，子女對高齡者的

意涵為何？主要以「可以相互照顧」（占 78.5%）、「可以共享天倫之樂」（占

47.5%）及「就是要住在一起才有家的感覺」（占 35.4%）等期待意涵為多，

而「不與子女同住，會擔心社會的異樣眼光」（占 0.6%）及「要和子女同

住，子女才算孝順」（占 5.1%）等具有義務性及負擔性的意涵比例則偏低，

有受訪者指出「在以前封建時代，才會擔心社會的異樣眼光，那是屬於以

前封建時代的想法，現在的社會以個人主義為主，不會再那樣想了」；換言

之，現代的高齡者已經出現一種想法：他們是與過去社會的高齡者不同。

因此，他們對於居住型態的選擇亦可有更自主的選擇及想法，不用再受限

於傳統社會的世俗眼光及壓力，凸顯出社會變遷的觀念，不僅發生在七、

八年級的年輕人身上，在二、三年級的高齡者身上，亦出現了明顯的轉變。

申言之，子女對於高齡者之意涵，已由過去傳統社會觀念中對子女角色的

期待有所改變。 

 

 

 

 

 

 

 

 

在考慮居住型態的因素中，子女雖然仍是許多高齡者的重要考量因素

之一，然而在考慮居住型態中（請參考表 5-5），對子女的想法則以「各自

項目（單選題） 次數 百分比

與子女關係不和諧  4  7.5 
子女無能力照顧  2  3.8 
從來沒考慮過子女  1  1.9 
子女在國外  1  1.9 
各自有各自的生活，毋需相互依賴 45 84.9 
總和 53 100 

項目（複選題） 次數 百分比

晚年的經濟支持來源  32 20.3 
與子女間特殊、難以割捨的感情  48 30.4 
可以相互照顧 124 78.5 
不與子女同住，會擔心社會的異樣眼光   1  0.6 
要和子女同住，子女才算孝順   8  5.1 
就是要住在一起才有家的感覺  56 35.4 
可以共享天倫之樂  75 47.5 
其他   4  2.5 
總和 3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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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自的考量，不一定要同住或不同住」為多數（占 48.8%），其次則為「以

子女的考量為主，不一定要同住或不同住」（占 28.4%）；換言之，過去所

認為老人住宅接受度不高的其中一項原因是：由於傳統社會觀念影響，家

族觀念牢不可破，因此造成老人住宅有人氣，但無買氣的現象，經本研究

的調查結果，可發現快速的社會變遷，已經開始在高齡者的想法上產生潛

移默化的影響。顯見高齡者在思考居住型態方式時，相較於過去傳統社會

已有不同的思維，對於子女的期待已轉為互相照顧的意涵，同時，亦採用

更彈性的思維，並不認為老後安養生活一定要與子女同住或不同住。 

表 5-5：高齡者居住型態考量統計表 

項目 次數 百分比

不論子女關係是否和諧，就是要與子女同住 15  7.1 
子女關係和諧時，即與子女同住；不和諧時，才考慮其他的 33 15.6 
以子女的考量情況為主，不一定會同住或不同住 60 28.4 
各自有各自的生活選擇，不一定會同住或不同住 103 48.8 
總和 211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調查 

雖然在調查過程中，有部分受訪者表示「吃老要靠子給阮照顧（台

語）」、「巧壞嘛是咱ㄟ子（台語）」等觀念影響，因此不論與子女關係是否

和諧，與子女同住仍是他們的唯一選擇。但有更多數的受訪者表達出未來

的居住型態，與子女同住並非他們唯一的選項，高齡者自己體驗出與子女

同住以外的居住型態想法，其中雖不乏正面積極的看法，例如：「目前子女

尚未結婚，希望他們結婚後能搬出去住，但住在附近可以互相照顧，又有

自己的空間」、「與年輕人居住在習慣上較有不同，但居住在附近容易照

顧」；但部分也流露出現代社會變遷下所造成的被迫與無奈，例如：「老人

免想那麼多，想那麼多，嬰子也無一定ㄟ兜陣住（台語）」。現代高齡者的

居住觀念，已經漸漸從養兒防老的觀念轉變為以子女為主的考量，經濟條

件好的高齡者，具有能力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生活，所以不會希望成為子女

的負擔；而經濟條件不好的高齡者，則亦會以更開放的態度來面對子女奉

養的問題，不會將自己的未來掌握在子女的手上。析言之，隨著社會變遷

的腳步，高齡者對於居住觀念的看法，也逐漸轉型中。 

就高齡者的權益而言，若能因應個人偏好，選擇自主性的保護及照顧，

同時對於高齡者的需求和隱私給予尊重，而不用拘束於過去傳統社會的思

考窼臼，對於未來台灣社會高齡者的居住福利爭取，將具有相當正面的積

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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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25.1%

是

74.9%

貳、對原居地的偏好 
在台灣傳統社會觀念的影響之下，「安土重遷」一直是台灣社會中普遍

認為老人住宅接受度不高的原因之一。所謂「安土重遷」，本研究認為是屬

於一種「就是想要住在原本熟悉的地方，不想要搬離」的觀念，而其背後

的意涵，可能是由於高齡者對原居地熟悉的環境，促使高齡者想要一直住

在他所熟悉的環境中，不想要搬離，再重新適應新的環境；亦有可能是因

為就社會網絡而言，高齡者所處之生活環境，已經累積了許多朋友及鄰居

的人際生活圈，因此「原居地」本身，不僅代表著有形環境的熟悉，還包

括無形人際網絡的熟悉，而後者，更是許多高齡者在晚年安養生活中，重

要的精神支持來源。而選擇老人住宅相對於其他的居住型態而言，在今日

老人住宅分佈並不普遍的情況下，對於原居地的偏好而言，是一種相當大

的衝擊及挑戰。 

根據本研究調查發現（請參考圖 5-2），在考量居住型態時，有多數的

高齡者會將「安土重遷」的概念視為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有 74.9%的高齡

者認為，當他們在考慮居住型態時，會產生「就是想要住在原本熟悉的地

方，不想要搬離」的考量，同時對他們而言，原居地所代表的意涵，主要

以「長久住在這個環境，如果沒有必要的原因，不想要遷移」為主（占

70.3%），其次則為「與朋友的人際生活圈都在這邊」（占 36.1%）、「與鄰居

間深厚的情誼」（占 29.7%）；而不考慮的原因則主要以「從來沒有這樣的

想法」為主（占 83.0%）。質言之，高齡者在進行居住型態選擇時，對原居

地的偏好，的確會影響其居住型態之選擇。而此影響成分，則主要以物質

環境的熟悉度為主，以社群人際網絡的熟悉度為次。 

 

 

 

 

項目（複選題） 次數 百分比

長久住在這個環境，如果沒有必要，不想要遷移  111 70.3 
與鄰居間深厚的情誼   47 29.7 
與朋友的人際生活圈都在這邊   57 36.1 
遷移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不應該隨便考慮遷移   26 16.5 
家族長久以來都住在這邊，不會輕易考慮遷移   21 13.3 
其他    1  0.6 
總和 263 － 

項目（單選題） 次數 百分比 

習慣常常搬遷  1  1.9 

對原本住的地方沒有特殊的情感  2  3.8 

從來沒有這樣的想法 44 83.0 

其他  6 11.3 
總和 53 100 

圖 5-2：對原居地偏好統計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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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對高居住環境品質的偏好 

對高居住環境品質的偏好，隱含著高齡者對晚年安養環境之期許看

法。由於個人主義抬頭，以及現代化之影響，許多高齡者會開始產生希望

晚年安養生活，是一個舒適的居住生活。雖然台灣以農立國，現況中有許

多高齡者從事一級的生產活動，日出而作，日落而息，並不會思考「退休

後」生活之準備，但藉由本研究調查發現（請參考圖 5-3），仍然有相當高

的高齡者比例希望能夠找一個居住環境品質高，而且可以好好享受人生的

地方來居住（占 81.5%），而高齡者所期待的「高居住環境品質的地方」，

則主要包括了「具有便捷的交通設施」（占 75.6%）、「具有安全的醫護設施」

（占 67.4%），以及「具有優美的環境景觀」（占 64.0%）等，可推論在高齡

者的心裡期待中，享受高品質的居住環境是許多人的共同期許。雖「個人

－環境」理論中提到：即便客觀上環境已經不適合高齡者居住，他們仍然

能夠感到滿意；但是在高齡者的心中，若能在晚年安養過程中，享受一個

高居住品質的環境，勢必能夠達到更多高齡者對於晚年安養的期許。至於

並不認為高居住環境品質是重要的因素的原因，則主要是「已經習慣目前

的生活，無特殊期待」（占 41.0%）及「目前的生活安排已經滿意」（占

35.9%）；換言之，可能有部分的高齡者已經認為現況的居住環境良好，因

此才對於更高的生活環境品質並無特殊期待。 

 

 

 

 

 

 

 

項目（單選題） 次數 百分比

已經習慣目前的生活，無特殊期待 16 41.0 

目前的生活安排已經滿意 14 35.9 

從來沒有這樣的想法  4 10.3 

那是有錢人才會考慮的事情  5 12.8 

總和 39 100 

項目（複選題） 次數 百分比

具有終身的學習環境  55 32.0 
具有安全的醫護設施 116 67.4 
具有優美的環境景觀 110 64.0 
具有便捷的交通設施 130 75.6 
區位偏好，鄰近大都市  20 11.6 
區位偏好，鄰近郊區  23 13.4 
區位偏好，鄰近目前的住所  14  8.1 
總和 468 － 

圖 5-3：對高生活環境品質偏好統計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調查 

否

18.5%

是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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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高齡者對老人住宅政策之看法 

政府為滿足日漸增加的高齡者居住需求，參考歐美日等先進國家之發

展情況，特於 2004 年頒布【促進民間參與老人住宅建設推動方案】，冀望

藉由政策的獎勵，提供市場上老人住宅的供給數量，以滿足未來社會高齡

者的居住需求。本研究在政策施行之初，率先藉由問卷調查的方式，瞭解

高齡者對於目前居住型態上之問題，做為本研究政策建議前之背景瞭解。

此外，並透過問卷瞭解對老人住宅政策的看法及支持情況，從高齡者的角

度瞭解在住宅課題上，高齡者對於住宅政策的需求及建議，提供給政府做

為日後政策上思考及修正之具體建議方向。以下則分析說明高齡者的居住

現況、高齡者對住宅政策之看法，以及提出老人住宅政策之建議。 

壹、高齡者的居住現況 

一、居住型態滿意度 

「居住」是一個連續性的狀態，並不像是就學過程，經過了一個

學習階段後，到了某一個時點，就會開始思考下一個校園環境應該在

那？而台灣固有文化「有土斯有財」的觀念，更是促使一般人對於房

屋偏好擁有所有權，再加上「個人－環境」理論指出，即便客觀上環

境已經不適合高齡者居住，他們仍然能夠感到滿意。因此種種的因素

累積之下，將使得高齡者產生換居住環境的想法更形不易。根據問卷

統計發現，在受訪者中，對於目前的居住情況感到非常滿意的占

5.2%，感到滿意的占 47.4%，感到普通的占 42.7%。顯示高齡者對於

目前的居住型態普遍都感到滿意（請參考表 5-6）。此結果與「個人－

環境」理論中所主張即便客觀上環境已經不適合高齡者居住，他們仍

然能夠感到滿意的現象符合。 

表 5-6：居住型態滿意度表 
項目 次數 百分比 

非常滿意  11  5.2 
滿意 100 47.4 
普通  90 42.7 
不太滿意   9  4.3 
非常不滿意   1  0.5 
總和 211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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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住需要改善的項目 

而根據問卷統計發現，在受訪者中，認為目前的居住情況有需要

改善項目的，占 67.8%（請參考圖 5-4），而其中認為需要改善的項目，

前三項依序為：「沒有考慮到老化需求」（占 48.3%）、「生活環境過於

老舊」（占 28.0%）及「空間大小不足」（占 25.9%）（請參考表 5-7）。

可發現現況中的高齡者認為需要改善的項目，主要皆反應在生理老化

的需求，此亦反應出高齡者最迫切需要的改善為硬體設施環境的改善。 

 

 

 

 

 

 
 

         表 5-7：目前生活需要改善項目表 

項目（複選題） 次數 百分比 

生活產生隔代干擾情形 26 18.2 
沒有考慮到老化需求 69 48.3 
區位生活機能不足 24 16.8 
空間大小不足 37 25.9 
生活環境過於老舊 40 28.0 
其他  2  1.4 
總和 198 － 

         資料來源：本研究調查 

值得注意的是，若再特別針對居住型態為老人集合式住宅的高齡

者進行分析，可發現仍有高齡者認為環境規劃未完全考慮到其生理需

求。根據問卷統計發現（請參考表 5-8），目前現況居住型態為住老人

集合式住宅的高齡者，其認為目前環境需要改善的比例為 70.0%，而

其居住型態滿意度為滿意以上者占 65.0%，普通的則為 35.0%，而其

認為目前環境需要改善項目主要為：「沒有考慮到老化需求」（占

42.9%），其次則為「區位生活機能不足」（占 35.7%）。其中「沒有考

慮到老化需求」的一項包括：空間環境設計之一致性，往往讓高齡者

迷失方向、老人集合式住宅本身採光不足，又節省電源，常使得環境

沒有

30.8%

有

67.8%

拒答

1.4%

圖 5-4：目前生活是否需要改善比例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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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灰暗的情況，以及房門無法完全上鎖的情況，常使得高齡者感覺

個人隱私空間不足。因此，未來在規劃老人集合式住宅時，除了一些

公共空間硬體上之規劃外，更應該要細緻地針對這些高齡者心理上的

需求進行設計與規劃。 

       表 5-8：住老人集合式住宅者認為目前生活需要改善項目表 

項目（複選題） 次數 百分比 

生活產生隔代干擾情形  1  7.1 
沒有考慮到老化需求  6 42.9 
區位生活機能不足  5 35.7 
空間大小不足  1  7.1 
生活環境過於老舊  3 21.4 
其他  1  7.1 
總和 17 － 

       資料來源：本研究調查 

三、需要政府的協助項目 

根據問卷統計發現，在受訪者中，認為目前的居住情況有需要政

府協助的，占 81.5%（請參考圖 5-5），而其中認為需要協助的項目，

前三項依序為：「由法令規範新建房屋無障礙空間設計」（占 45.0%）、

「提供高齡戶房屋稅之減免」（占 42.1%）及「補助改建高齡戶房屋費

用」（占 40.7%）（請參考表 5-9），明顯地反映出目前高齡者在居住上

認為最迫切需要改善的項目為居住環境沒有考慮到老化後的需求，因

此希望能夠藉由法令規範新建房屋無障礙空間設計。事實上日本已於

2001 年的第八期住宅建設五年計劃中，設定「既有住宅的無障礙化改

良 5-6」為其計劃目標，希望能夠藉由政府的促進，使得既存住宅存貨

能夠有效地利用，以適合高齡者住宅的效率性供給。因此，我國政府

是否亦應該要開始思考整體住宅政策目標與計畫，以因應即將可見的

高齡世代衝擊？ 

 

 

 

 
                                                 
5-6「既有住宅的無障礙化改良」包括扶手的設置、寬廣的走廊及消除高低差，希望能夠在

第八期住宅建設五年計劃的目標中達成民間租的房屋有 0.3%及全體住宅存貨有 2.7%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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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政府協助項目統計表 

項目（複選題） 次數 百分比 

由法令規範新建房屋無障礙空間設計  78 45.3 
補助改建高齡戶房屋費用  63 36.6 
增加老人集合式住宅數量  67 39.0 
提供高齡戶房屋貸款利率優惠  41 23.8 
提供高齡戶房屋稅之減免  73 42.4 
其他   7  4.1 
總和 329 － 

資料來源：本研究調查 

若針對不同居住型態的高齡者分別討論其所需要政府協助的項目

（請參考表 5-10），可發現「由法令規範新建房屋無障礙空間設計」

皆為四種居住型態的高齡者所需；而在現況居住型態為與子女同住及

老人集合式住宅的高齡者，除「由法令規範新建房屋無障礙空間設計」

外，亦認為「增加老人集合式住宅數量」是需要政府協助的前三項目

之一。而獨居型態及與子女同鄰型態，除「由法令規範新建房屋無障

礙空間設計」外，則認為「補助改建高齡戶房屋費用」、「提供高齡戶

房屋稅之減免」是需要政府協助的前三項目之一。 

表 5-10：不同居住型態高齡者需要政府協助項目統計表 

項目（複選題） 與子女同住 獨居 與子女同鄰 集合式住宅

由法令規範新建房屋無障礙空間設計 56.1 54.5 66.7 35.7 
補助改建高齡戶房屋費用 43.9 59.1 44.4 21.4 
增加老人集合式住宅數量 46.9 40.9 22.2 71.4 
提供高齡戶房屋貸款利率優惠 29.6 40.9 0 21.4 
提供高齡戶房屋稅之減免 54.1 45.4 66.7 28.6 
其他 0.2 0 0 35.7 
總和 － － － － 

資料來源：本研究調查 

圖 5-5：是否需要政府協助比例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調查 

沒有

18.0%

有

81.5%

拒答

0.5%

單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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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針對不同縣市的高齡者分別討論其所需要政府協助的項目（請

參考表 5-11），可發現「由法令規範新建房屋無障礙空間設計」、「提

供高齡戶房屋稅之減免」皆為台北縣市的高齡者所需。其中台北縣地

區的高齡者亦認為「補助改建高齡戶房屋費用」是需要政府協助的前

三項目之一；而台北市地區的高齡者則認為「增加老人集合式住宅數

量」是需要政府協助的前三項目之一。可發現台北市地區的高齡者對

於老人集合式住宅數量的需求程度似乎較高。 

表 5-11：不同縣市高齡者需要政府協助項目統計表 

項目（複選題） 台北縣 台北市 

由法令規範新建房屋無障礙空間設計 64.1 46.1 
補助改建高齡戶房屋費用 46.2 42.1 
增加老人集合式住宅數量 40.3 52.6 
提供高齡戶房屋貸款利率優惠 34.3 23.7 
提供高齡戶房屋稅之減免 59.7 43.4 
其他 0 9.2 
總和 － － 

資料來源：本研究調查 

貳、對老人住宅政策的看法 

一、對老人住宅的認知 

當政府參考國外先進國家發展方向，獎勵民間大量興建老人住

宅，提供高齡者選擇時，經本研究調查發現（請參考表 5-12），有 82.9%

的高齡者有聽過老人住宅（說明：只提供給老人居住，具備有各種休

閒、養生、醫療服務的集合式居住型態），若再依據地區不同進行統計，

可發現台北縣高齡者對於老人住宅的認知較台北市高齡者偏低（台北

縣為 75.5%，台北市為 89.9%），可能是由於城鄉差異導致之資訊不對

稱現象結果。 

表 5-12：對老人住宅的認知情形統計圖 

台北縣 台北市 
項目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有 175 82.9 77 75.5 98 89.9 
沒有  36 17.1 25 24.5 11 10.1 
總和 211 100 102 100 109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調查 

單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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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再從實際訪談資料分析，可發現仍有部分的高齡者對於老人集

合式住宅的認識不足，或是對於老人集合式住宅還停留在早期依據【社

會救濟法】所設置之「救濟性質」的住宅： 

「盡量麥走到這裡（指住到老人住宅中），那裡都是收留一些無依

無靠的老人，政府補助那些巧沒有錢的老人去住的（台語）」； 

「那個地方我不能去住，我沒有資格啦，因為我有兒子，那是沒

有兒子、無依無靠的老人才可以去住的（台語）」。 

換言之，在部分高齡者的心中，對此產品仍存有認知不足或是認

知錯誤的情況，並不知道有提供高齡者休閒、養生、醫療服務的老人

住宅。這個重大的發現，將對未來老人住宅的行銷策略上，具有相當

大的啟示。若能開放老人住宅市場資訊，正面、完整、清晰地介紹此

種住宅讓社會大眾認知，相信將會對老人住宅市場的拓展有相當大的

幫助。 

二、政策獎勵興建老人住宅的看法 

究竟目前政府所推動的老人住宅方案，是否能夠符合高齡者的期

待？本研究從三方面來進行說明。首先，就人口結構、社會變遷角度

分析，曾怡禎（2005）推論在後繼世代中，其教育程度提升，相較於

過去，其開放的態度，勇於追求獨立、自主生活，再加上目前少子化

的趨勢，兒女數目減少許多，將會造成未來的一代在面對養老時的居

住安排，有著更少的禁忌和多元的可能。若再結合本研究前述之推論，

除了子女在數量上呈現少子化之趨勢，而有更多的高齡者必須依靠自

己或依靠專人協助以安享晚年生活外；在質量上，即便擁有子女，當

子女無暇、無意願照顧高齡者時，亦會使得二、三年級的高齡者較於

過去，更勇於善用手上的經濟資源，尋求「與子女同住」型態以外的

居住方式。析言之，未來可預期的高齡者社會意識轉變，將由過去「與

子女同住」的觀念解禁，子女所代表的意涵將以「互相照顧」為高齡

者的期待。因此，老人住宅對後期高齡者（old old）5-7而言，將成為

可預期的需求。 

第二，就市場反應而言，雖目前市場上第一個適用於此方案的長

庚養生文化村，傳出市場反應未如計畫，原本預定在林口興建三期的

                                                 
5-7此處所指後期高齡者（old old ），指的是 75 歲以上的高齡者，因為此時的生理機能退化

明顯，雖健康的高齡者仍可進行一般的日常生活，但若子女或配偶無法隨身在側的話，

很有可能會發生意外而無人知曉，因此對於有專人協助照顧的老人住宅而言，是最具有

潛力的市場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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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文化村，施工至第二期結束時，傳出暫停施工的消息，造成市場

上許多有意興建老人住宅的建商仍在評估觀望的情況。然再細究其中

可發現，雖長庚養生文化村進住率未滿二成，但是實際上入住人數已

達二百多人，若依日本的老人住宅量體經驗分析，事實上已達日本老

人住宅量體經驗的上限值。此外，同一時間亦有其他的老人集合式住

宅入住滿額，且有候補名單，例如潤福生活新象館（約 260 戶左右）、

至善老人安養護中心（約 90 戶左右），同時根據本研究第三章資料之

顯示（請參考表 3-5、表 3-6），仍然有許多建商正在評估興建中。因

此，是否老人住宅的需求如同長庚養生文化村的實際經營情況，將會

是一個反應不佳的市場？或者是長庚養生文化村雖進住率低，但實際

進住人數已達日本之單一開發單位量體上限，同時參考其他老人集合

式住宅的候補情況，仍是有一個可期待的市場？值得討論。而本研究

認為，住宅開發建設案本屬個別獨立的市場運作，單一的老人住宅開

發案銷售情況不如預期，並不能類推至整體台灣的老人住宅市場，雖

第一個適用此方案的開發案具有指標性意義，然仍需細究其住宅設計

及規劃情況 5-8，才能夠更客觀地呈現出老人住宅是否真的能符合高齡

者之需求。 

第三，就高齡者的自我認知而言，根據問卷統計發現（請參考表

5-13），在曾經聽過老人住宅的受訪者中，有 30.9%的高齡者非常支持

政府透過政策獎勵建商興建老人住宅，有 48.6%的高齡者支持政府透

過政策獎勵建商興建老人住宅，而有 19.4%高齡者表示普通意見，僅

有 1.1%的高齡者表示反對政府透過政策獎勵建商興建老人住宅。換言

之，對於政策獎勵興建老人住宅的作法，大多數高齡者表示贊同。 

       表 5-13：政策獎勵興建老人住宅意見表 
項目 次數 百分比 

非常支持  54 30.9 
支持  85 48.6 
普通  34 19.4 
不太支持   2  1.1 
非常不支持   0  0.0 
總和 175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調查 
                                                 
5-8在本研究調查過程中，有高齡者指出長庚養生文化村並不適合列入老人住宅的考慮選

擇，原因包括：桃園林口地區風大、濕氣重，對於高齡者的安養需求而言，並不合適；

此外，偏遠的區位與不方便的交通運輸系統，對高齡者而言，長遠的交通旅程是一項非

常沉重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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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20.6%

是

78.3%

拒答

1.1%

圖 5-6：老人住宅成為未來主要居住型態看法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調查 

此外在曾經聽過老人住宅的受訪者中（請參考表 5-14），有 23.4%

的高齡者認為非常需要大量興建老人住宅，以因應未來的需求，有

48.6%的高齡者則認為有需要大量興建老人住宅，而有 20.0%高齡者表

示普通意見，僅有 7.4%的高齡者表示不太需要大量興建老人住宅。換

言之，就高齡者的立場而言，大多數對於政策獎勵興建老人住宅是表

示支持的。 

然若再依據訪談結果分析，則可發現雖然高齡者普遍認為是有需

求的，但他們的立場卻是源於「別人的需求」，即認為雖然他們不會去

用，但是這個社會上，應該還是有其他的人會需要，例如：「有錢的人

還是需要，雖然自己不會去住，但是也是要提供給有錢的人選擇」、「雖

然我不會去住，但是，應該還是有其他的人會需要」。因此本研究調查

結果，雖然在高齡者的需求度及支持度上，對於老人住宅有較樂觀的

結果，但由於高齡者的看法，是源於他人之需求，因此應該要予以保

守推論，避免過於樂觀推論。 
     表 5-14：大量興建老人住宅，因應未來需求意見表 

項目 次數 百分比 

非常需要 41 23.4 
需要 85 48.6 
普通 35 20.0 
不太需要 13  7.4 
非常不需要  0  0.0 
拒答  1  0.5 
總和 175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調查 
而老人集合式住宅是否會成為未來的主要居住型態？根據問卷統

計發現（請參考圖 5-6），在受訪者中，有 78.3%的高齡者認為老人住

宅會成為未來主要的居住型態；而有 20.6%的高齡者則不認為。顯見

有多數的高齡者認為老人住宅會成為未來社會的主要居住型態，這意

謂著多數的受訪者在未來亦會較易於接受老人住宅居住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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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若再依據訪談結果分析，更可支持本研究之推論：未來的社會

除了在子女的數量上減少外，更是在父母子女關係間產生質的變化。

因而高齡者居住問題的發生，將導因於社會結構變遷下，當高齡者年

齡增長、失去自我照顧能力時，或是子女無暇、無意願照顧時，轉而

求助於專業機構進行協助，致使老人住宅將提供高齡者在晚年安養過

程中一種更安心的感覺。 

「現代很多年輕人都不想要和老人住，所以，老人住宅會成為未

來主要的居住型態」、「未來的老人會增加很多，而且也無人照顧」、「與

子女的疏離關係」等原因，是本研究訪談過程中認為老人住宅會成為

未來主要居住型態的理由；而「沒錢住在那種地方的人很多」、「老人

不適宜被隔離居住」、「子女該對父母有照顧之責任」等原因，則是並

不認為老人住宅會成為未來主要居住型態的理由。 

總而言之，政府目前所推動之老人住宅是否能夠符合高齡者期

待？透過以上分析，吾人可得知：在未來的社會，老人住宅勢必會被

台灣社會所接受。主要原因除了過去研究所推論之少子化現象所致

外，更由於現今二、三年級的高齡者經濟能力較於過去的高齡者更好，

同時在過去的生命經驗中，體驗了大半輩子的辛苦日子，會更具有意

願在人生的最後階段享受人生；而未來社會更由於少子化現象，促使

高齡者對於子女的期待觀念轉變，將由過去的「高齡者思考為中心」

轉變為「子女思考為中心」5-9，只希望子女好好地在事業上有所成就

與發展，而高齡者的照顧工作將由自己或是另一半相互照顧，不願造

成子女的負擔或累贅。因此，在社會價值觀變遷下，高齡者並不會把

晚年照顧工作加諸於子女身上，或是期待子女長大後能夠隨身在側。

而隨著社會平均壽命的延長，當高齡者年齡大到無法自我照顧時，此

時對於專人的協助照顧需求即會日漸浮現，此時高齡者所需要的，不

僅僅是生活空間的無障礙設計，更是日常生活上的協助與看護，避免

在任何一刻的不小心中，發生了無法彌補的意外。因此，對於政策所

鼓勵推動的老人住宅，本研究認為就少子化因素、社會變遷觀念改變，

以及後期高齡者（old old）的需求而言，老人住宅型態未來仍是有實

                                                 
5-9所謂的「高齡者思考為中心」即表示，過去傳統社會中，高齡者是家庭的主宰，掌握著

家庭中的生產和教化，因此任何與高齡者發生衝突的行為或思想皆被抹殺掉，例如：子

女不願背負不孝的壓力、老人不願失其顏面等傳統觀念；然而在現今的社會變遷中，已

經逐漸轉為「子女思考為中心」，許多高齡者體認到，過去他們為自己家中的父母所分

擔的辛勞及擔憂，已經無法期待現今的這一代，反而一切的作為都是以子女為出發點思

考。 



                            台灣高齡者居住型態選擇之研究：兼論台灣老人住宅政策 
 

5-21 

質的需求與幫助。 

三、入住老人住宅的意願 

根據問卷統計發現（請參考圖 5-7），在曾經聽過老人住宅的受訪

者中，有 50.3%的高齡者指出他們曾經認真考慮過要去住老人住宅。

其中不考慮的原因，有 57.5%的理由是因為「從來沒想過這個問題」，

有 37.9%的理由是因為「不想要離開熟悉的環境」，有 26.4%的理由是

因為「不想要離開家人」。而在考慮入住老人住宅的高齡者中，有 46.6%

的理由是因為「確保突然生病時有人照料」，有 45.5%的理由是因為「追

求充滿休閒活動的生活方式」，有 45.5%的理由是因為「有專門為老人

設計的生活設施」。換言之，不考慮的原因中有半數以上是尚未考慮到

這個問題，顯見 55 歲以上的高齡者仍有半數以上尚未開始思考老後的

安養生活。 

 

 

 

 

 

 

 

 

 

項目（複選題） 次數 百分比

從來沒想過這個問題  50 57.5 
經濟上的負擔過重  11 12.6 
不想要離開家人  23 26.4 
不想要離開熟悉的環境  33 37.9 
子女無法接受   4  4.6 
擔心自己被遺棄   6  6.9 
擔心自己被隔離   7  8.0 
不喜歡過群居的生活   9 10.3 
住家附近沒有合適的老人住宅   2  2.3 
曾經聽過不好的居住經驗   11 12.6 
有其他的居住型態偏好   1  1.1 
其他   4  4.6 
總和 161 － 

項目（複選題） 次數 百分比

與年輕人觀念不同，分開住以免產生干擾  13 14.8 
子女忙碌，生活無人照顧  22 25.0 
與子女關係不和諧   2  2.3 
害怕成為子女的負擔  26 29.5 
確保突然生病時有人照料  41 46.6 
尋找年齡相近的朋友  31 35.2 
追求充滿休閒活動的生活方式  40 45.5 
有專門為老人設計的生活設施  40 45.5 
享有自由、隱私的生活  29 33.0 
曾經聽過好的居住經驗   8  9.1 
總和 252 － 

圖 5-7：入住老人住宅意願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調查 

沒有

49.7%

有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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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再透過訪談資料分析，更可發現高齡者考慮入住老人住宅的原

因，除了上述之原因外，更與個人的生命經驗有關： 

「巧早在厝住好好耶，嘛無想過麥換所在住，有一遍，阮某對樓

梯跌下來（樓梯間隔高度太高了），艱苦一段時間了後，阮都開始想講，

艾想一個辦法來改善這個問題，巧ㄟ開始考慮要去那（老人住宅）住

（台語）」； 

「想著巧早，阮母從眠床跌下來，那當時，我都細漢，不知道發

生啥代誌，嘛無人來給他照顧；後來，就因為這跌倒，依著中風啊。

到現在，我嘛ㄟ驚，煩惱以後若是一個人住，萬一出啥代誌，死了可

能都無人知。所以，有一天當我老了，我會開始考慮會去住那（老人

住宅）（台語）」； 

「不排除住在老人住宅，但一定是要等到老到沒辦法照顧自己，

在家怕受傷時，沒人知道，而子女又沒有辦法照顧我們時，才會想要

去那邊給專業的人照顧」。 

若非是生命過程中產生過不好的生命經驗，或是明顯地感受到自

己的體力負荷不易，已無法再自我照顧時，鮮少有高齡者會正視自己

目前的居住環境問題。因此，對於高齡者的居住環境問題，除了高齡

者要主動思考及改變外，更應該要由吾人做更細緻地思考，以提昇高

齡者晚年安養生活品質。 

四、增加入住老人住宅的方式 

根據問卷統計發現（請參考表 5-15），在曾經聽過老人住宅的受

訪者中，可增加受訪者入住老人住宅的意願，以「政府提供入住補貼」

最高占 38.9%，其次為「等年紀再大一點的時候，或許會考慮看看」

占 33.1%，而「老人住宅全由政府興建、營運」則為 32.6%。雖然有

許多受訪者在進行調查時紛紛表示，依目前政府的財政情況而言，應

該是沒有能力來照顧到他們的需求，然高齡安養這種同時兼具社會福

利及營利事業性質的工作，仍然有較多數的民眾希望能夠藉由政府來

經營，而非以營利事業方式經營，或許藉由非營利組織的方式經營，

亦是另一個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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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15：增加入住老人住宅意願表 

項目（複選題） 次數 百分比 

收費降低  54 30.9 
政府提供入住補貼  68 38.9 
老人住宅鄰近目前居住地  34 19.4 
老人住宅中可接受子女同住  23 13.1 
老人住宅全由政府興建、營運  57 32.6 
等年紀再大一點的時候，或許會考慮看看  58 33.1 
其他   7  4.0 
以上皆無法增加入住老人住宅的意願  21 12.0 
總和 322 － 

 資料來源：本研究調查 

而提供入住補貼背後所反應出來的問題在於：現階段的高齡者無

力支付老人住宅的費用負擔。參考目前市場上老人住宅的租金，每個

月約 2-3 萬元左右（不考慮保證金的部分），復依內政部統計處調查

（2005），65 歲以上平均每月生活費在 18,000 元以下者，占了

73.55%5-10，換言之，即便具有意願，同時具有需求的情況下，如何照

顧到這些無經濟能力可供負擔的高齡者居住需求？高齡者的經濟生活

將是政府立即必須開始思考的問題。 

而透過訪談資料中發現，高齡者對於老人住宅的價格認知，也產

生了歧異的差別。本研究針對目前住在老人集合式住宅中的受訪者詢

問到：「是否會認為住在這個地方的價格太貴 5-11？」受訪者表示，當

他在決定入住前，住在外面平均每個月房屋租金也要 15,000 元，再加

上生活費的開銷，大約也要 20,000 多元，但是入住這裡，不但生活起

居有人照顧，附近還有完善的休閒設施及養生設施，就連去年颱風來

時，即便外面吹起狂風暴雨，大夥兒還是在室內開心地唱著 KTV，一

點都不像有颱風來的感覺。換言之，對於價格的認知問題，受訪者參

考了之前的生命經驗，又加上住在這個環境中，不但乾淨、整齊、服

務人員的態度好，更重要的是，當有外在壓力時（例如：颱風），他們

可以不用獨自承受壓力，不用擔心操勞，對於高齡者的晚年安養過程

中，的確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考量。 

但若針對非入住老人集合式住宅的高齡者進行相同的提問，除了

                                                 
5-10內政部統計處調查（2005），六十五歲以上，平均每月生活費在六千元以下者占 28.38%，

六千元至一萬二千元者占 32.47%，一萬二千元至一萬八千元者占 12.70%，共計 73.55%。 
5-11該老人集合式住宅之入住價格參考：保證金為 60,000 元；每個月的租金為 23,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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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印證上述所提到對於老人集合式住宅的錯誤認知外，更可發現高齡

者在晚年安養過程中，其實最需要的是精神上的長久依靠。例如，當

本研究針對不願意入住老人集合式住宅的受訪者詢問：「為何不願意入

住老人集合式住宅？」 

「那個所在很貴！（台語）」 

「你有聽過有多貴嗎？」 

「都是很貴啊！（台語）」 

「你知不知道大約一個月要多少錢呢？」 

「嗯…不知道耶，我知道就是很貴！（台語）」 

當個人有錯誤認知時，事實上，是比無知還要危險的一件事。而

當整體社會形塑出老人集合式住宅很貴的訊息，卻無法客觀地去介紹

這一個居住型態時，將成為在老人集合式住宅的推廣上一個相當大的

絆腳石。 

「那個很貴！」 

「你知道大概多貴嗎？」 

「有一個同事去住，一個月普通的大約就要三萬元，就算政府補

助一半，也還要一萬五，還是很貴。」 

「可是一萬五與外面一般生活的費用還不是一樣嗎？」 

「問題是我現在住在家裡的生活開銷很少，如果去那邊住的話，

一個月一萬五也不知道可以住多久。」 

因此在高齡者晚年安養過程中，需要的是一種可信賴、可長久的

依靠。在過去傳統社會中，高齡者安養照顧工作往往落在家庭中，在

社會變遷下，高齡者的安養照顧問題再度浮出檯面。由於社會人口結

構變遷，致使大家庭型態已經轉變成為小家庭型態，家庭照顧工作中，

已經沒有足夠的人力來照顧高齡者的居住生活。不但子女無力擔負高

齡者的照顧生活，高齡者亦因教育的開化、經濟資源較過去世代充裕，

亦會開始思考與子女同住以外的居住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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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老人住宅政策之建議 

由於本研究目的之一在於提出未來老人住宅政策上之建議，因此，除

了考量老人集合式住宅的政策外，更應該思考整體社會的住宅政策發展。

本研究依調查結果，並參考 1991 年聯合國的老人權利宣言中，有關高齡者

權益之住宅內容，提出台灣未來社會之老人住宅政策建議。 

高齡者之住宅政策目標應塑造一個「符合其生理上之變化、尊重其心

理上之需求及隱私、滿足其基本尊嚴及自由，同時能夠自我決定照顧方式

及生活品質」的居住環境。而在此目標之中，檢視目前的社會發展情況有

三項特徵。首先在高齡化社會變遷趨勢下，高齡者擁有子女數的比例降低，

而且高齡者不再如同過去依賴子女，使得高齡者提昇自我照顧的能力與意

願。其次現況的住宅發展環境中，符合高齡老化的住宅數量不足，同時住

宅自有率高，不合高齡者居住的餘屋過剩。除此之外，在現況的居住環境

品質中，住宅普遍未能符合高齡者之生理老化需求，因此住宅規劃設計品

質仍待提昇，而低收入之高齡者則會面臨居住品質提昇困難的窘境；都市

整體設計缺乏社會變遷及永續發展觀念認知及實踐；社區民眾意識與參與

力量弱，無法形成另一股提昇力量等，都是目前現況在居住環境品質上出

現的特徵。因此，吾人應在尊重個體異質性差異、尊重選擇多元性可能及

提昇高齡者可選擇能力等三項原則下，使得高齡者能夠享有一個合適之居

住環境（請參考圖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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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標 
基於聯合國的老人權利宣言及憲法保障國民基本

人權的精神，結合政府與民間資源，應提供高齡者

一個符合其生理上之變化、尊重其心理上之需求及

隱私、滿足其基本尊嚴及自由，同時能夠自我決定

照顧方式及生活品質的居住環境。 

一、增加符合需求之房屋數量 

1.興建新屋 
(1)市場自由興建 
(2)政府直接興建 
(3)政府獎勵興建 
2.更新修繕 
(1)改善住宅設施設備 
(2)重建舊有住宅之設施 
3.立法增加無障礙空間設計 

二、提昇選擇居住型態的能力

1.住宅租金補貼 
2.補助修繕費用或貸款利息

3.提供高齡者「社會住宅」

入住機會 
4.相關社會福利配套措施之

支持 
 

三、提昇居住生活品質 

1.建立最低居住水準制度

訂定 
2.整體都市空間無障礙規

劃設計 
3.促使老人住宅品質資訊

透明 
4.藉由社區及民間力量提

昇高齡者居住品質 

高齡化社會變遷趨勢 
1.高齡者擁有子女數的比

例降低 
2.高齡者不再如同過去依

賴子女 
3.高齡提昇自我照顧的能

力與意願 

住宅發展現況 
1.符合高齡老化的住宅

數量不足 
2.住宅自有率高，不合宜

之餘屋過剩 

居住現況品質 
1.住宅普遍未能符合高齡者之

生理老化需求（住宅規劃設

計品質仍待提昇） 
2.低收入之高齡者居住品質提

昇困難 
3.都市設計缺乏社會變遷及永

續發展觀念認知及實踐 
4.社區民眾意識與參與力量

弱，無法形成一股提昇力量 

策
略

圖 5-8：老人住宅政策構想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原則 
1.尊重個體異質性差異 
2.尊重選擇多元性可能 
3.提昇高齡者可選擇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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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目標下，其主要策略可分為三大項，茲說明如下： 

一、增加符合高齡者需求之房屋數量 

這個部分屬於住宅供給面的部分：增加合適之房屋數量，俾能提

供高齡者多元之選擇。而其方式可分為興建新屋、更新修繕及立法規

範。 

1.興建新屋 

（1）市場自由興建：主要藉由市場的力量自行運作，當個別建商認

為市場上的確有此類型房屋之需求時，自然會運用市場的力量進

行興建，以增加供給量。 

（2）政府直接興建：主要由政府直接興建價格優惠之住宅供符合資

格者申購或出租，過去相關政府直接興建情況，包括國宅、公教

住宅、軍眷住宅、平價住宅及老人公寓等。 

（3）政府獎勵興建：主要由政府獎勵民間投資興建符合政府規定之

住宅，供符合資格者申購，過去相關政府獎勵興建情況，包括國

宅及勞工住宅社區等。惟此獎勵興建尚需符合政府政策目標之相

關規範，包括：戶數限制、規定價格範圍及限制使用對象等。而

目前的老人住宅政策，除了運用市場機制自由興建外，亦透過此

方式增加老人住宅數量。 

2.更新修繕 

（1）改善住宅設施：主要由政府提供經費補助改善住宅設施。包括

身心障礙者無障礙設施及中低收入高齡者住宅設施之經費補助

方案等。 

（2）重建舊有建物之住宅設施：則是在建築物老舊或面臨整建、改

建或重建時，考量高齡者之老化需求，將住宅設計考量電梯、無

障礙空間及各項符合高齡者生理需求之設施。 

3.立法增加無障礙空間設計 

根據內政部統計，截至 2005 年底，台灣 65 歲以上人口達 221 萬

餘人，而 65 歲以下的身心障礙人口達 61 萬餘人，共占全國總人口之

12%。伴隨著高齡化社會的來臨，高齡人口數量的激增已經成為無法

辯駁的趨勢。基於對國民基本人權的尊重，住宅產品的設計及住宅外

部空間的設施應配合不同身心機能國民的需求。目前政府雖有【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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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宅基本設施及設備規劃設計規範】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十六章進行相關規定，惟此規定只能針對專供高齡者使用之住

宅，於一般住宅中的高齡者需求並無考慮，因此若能藉由立法方式，

開始思考整體住宅環境之無障礙空間設計，方能有效地達成高齡者居

家老化及障礙者回歸社區的目標，同時亦能回應本研究調查中高齡者

對住宅政策之需求：「由法令規範新建房屋無障礙空間設計」

（45.3%）。 

二、提昇高齡者選擇居住型態的能力 

這個部分屬於住宅需求面的部分：提昇高齡者選擇居住型態的能

力，俾能促使高齡者能夠有能力選擇其理想的居住環境。而其方式可

分為租金補貼、補助修繕費用、社會住宅之提供及相關社會福利配套

措施之支持。 

1.住宅租金補貼 

提供房租補貼協助經濟弱勢高齡者承租市場住宅，是歐美國家的

另一個協助高齡者租住於適合住宅的方式，其不但保留高齡者在市場

中自由選擇住宅的機會，也可以稍微化解高齡者居住於特定地區，被

標籤化的機會。惟此住宅租金補貼方式並非是一次專業經費即可解決

問題，隨著長期之補貼累積，對政府的財政將產生相當大之沉重負擔。 

2.補助修繕費用或貸款利息 

由政府提供經費補助改善住宅修繕費用，或是各類修繕住宅優惠

貸款利息。針對高齡者之修繕費用或貸款利息補貼，將可改善高齡者

之居住環境品質。目前已有針對中低收入戶高齡者提供住宅修繕補助

之相關措施 5-12。此措施亦能回應本研究調查中高齡者對住宅政策之需

求：「補助改建高齡戶房屋費用」（36.6%）。 

3.提供高齡者「社會住宅」入住機會 

一般而言，社會住宅是將住宅去商品化，以社會中經濟弱勢高齡

                                                 
5-12（一）補助對象：合於下列各款項規定者（惟居住公有宿舍、出租國宅、安養護機構及

違章建築者除外）得申請本項補助：1.年滿 65 歲且領有本府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者，

或檢具申請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之要件送審合格者；2.設籍且實際居住修繕房屋滿 6
個月；3. 3 年內未接受本項或低收入戶住宅興修建補助者。（二）補助項目：1.屋頂防

水或室內給、排水設施設備；2.臥室、廚房或衛浴等安全設施設備，例如：安全扶手、

防滑地磚等；3.其他住宅安全相關設施。（三）補助原則：1. 70 歲以上、獨居及失能長

者優先辦理；2.按每戶改善內容核實核定，最高補助額度為新臺幣 5 萬元整（台北縣

社會局網站，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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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對象，藉由公部門、非營利組織興建一定品質房舍，以低於市場

行情的租金或免費的方式，供給處於社會經濟弱勢的高齡者。過去已

有許多的公費安養機構專門收容孤苦無依、無人奉養的高齡者，然而

產生出許多院舍老舊、專業人員不足、設施不足等問題（陳樂屏，1989；

陳亦暉，1995），因此對於收容性質的社會住宅，往往造成高齡者的負

面刻板印象。然若能藉由提昇社會住宅的品質，增加高齡者的選擇入

住機會，不啻為另一種提昇選擇居住型態的能力。 

4.相關社會福利配套措施之支持 

為了使高齡者亦能選擇就地老化（aging in places），相關社會福利

配套措施之支持亦屬重要。尤其在未來少子化的現象產生後，如何藉

由社會福利的支持增加高齡者自我照顧的能力，將是決定就地老化目

標是否能夠落實之關鍵條件。而相關社會福利措施包括：送餐服務、

獨居老人關懷、居家服務等，主要目的皆為使高齡者能夠藉由適當的

協助，而能夠自我照顧，安養晚年。 

三、提昇高齡者的居住生活品質 

這個部分屬於住宅品質面的部分：隨著所得的日益提昇，民眾對

於居住水準的要求亦日益提高，唯有提高住宅的居住品質，俾能使高

齡者之居住環境更具有保障。而其方式可分為建立最低居住水準制度

訂定、整體都市空間無障礙規劃設計、促使高齡者住宅品質資訊透明

及藉由社區及民間力量提昇高齡者居住品質。 

1.建立最低居住水準制度訂定 

為了有效改善高齡者的居住環境品質，建立最低居住水準制度能

確保弱勢高齡者之居住水準，同時亦能夠藉由此制度之建立，瞭解各

種不同居住型態的高齡者，是否產生居住品質低落、住宅環境老舊寙

陋，或是被社會隔離化之現象。惟此制度之建立需具有客觀之測量標

準，以及長期之人力經費投入進行，方能收得成效。 

2.整體都市空間無障礙規劃設計 

長期以來，國內普遍缺乏都市空間設計之反思，目前雖有相關論

述指出在社會結構變遷下，實有迫切需要重新進行都市計畫之反思及

共識（周志龍，2002；林貞雅，2003；李家儂、林貞雅，2006），然如

何明確地進行反省運動及整體都市計畫之重構，目前尚未有具體之論

述及構想。吾人實有迫切需要，因應高齡化社會的人口結構進行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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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之調整，以提昇高齡者在都市空間中的居住品質。 

3.促使老人住宅品質資訊透明 

目前市場上雖已有多樣之老人住宅產品提供選擇，然而老人住宅

之資訊仍屬封閉。相較於一般住宅商品而言，無法公開透明化之住宅

品質，較易於產生資訊不對稱及道德風險的危機。因此，對於老人住

宅產品，實有必要進行資訊透明化，以保障弱勢高齡者之居住品質。 

4.藉由社區及民間力量提昇高齡者居住品質 

除了政府之作為外，藉由社區及民間力量，亦屬提昇高齡者居住

品質方式之一。包括社區教室之成立、長青社團之運作、社區醫療團

隊之義診等社區及民間力量協助，將更能提高社區中高齡者之居住品

質，有效地直接滿足個別高齡者之真實需求。 

對照上述老人住宅政策之目標與建議，現況老人住宅政策在施行上仍

有許多不足之處，以下則針對【促進民間參與老人住宅建設推動方案】提

出本研究之建議，此外亦針對整體性之老人住宅政策提出相關參考建議。 

一、針對【促進民間參與老人住宅建設推動方案】之建議 

（一）住宅提供方式應兼顧市場效率與社會正義 

政府為了有效率提供市場上老人住宅之數量，因此透過獎參條例

之適用，藉由 BOO 的方式獎勵民間參與興建老人住宅。惟因「住宅」

究竟應由市場提供？抑或是政府提供？目前仍未有定論。除了具有政

策性意義之住宅可藉由政府提供之外，一般而論，住宅若能透過市場

機制交易，應較為佳。 

而現階段政策所獎勵之老人住宅，雖具有在短期內能夠增加市場

上老人住宅數量之政策意涵，卻似乎產生高齡者無法享受到政府德政

之虞。換言之，究竟目前在老人照顧安養課題上，是那一種高齡者需

要第一時間被照顧安養？而老人住宅政策是否照顧了此種高齡者之需

求？依目前市面上受獎勵興建之老人住宅，吾人發現似乎產生了「適

用門檻」現象，意謂此種老人住宅並非是直接照顧到大多數的高齡者，

而是照顧到原本經濟能力較佳的高齡者。而此種類型之高齡者，原本

在社會上即有較高的能力去尋求較適合自身之住宅型態，是否政府需

在高齡化社會初期，即拿全民之稅收補貼興建此類型之老人住宅？因

此建議在老人住宅數量增加的方式上，可以朝向市場機制運作方式規

劃，或是受獎勵興建之老人住宅，應具有規定價格上限之措施，以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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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獎勵民間投資興建之真意。 

（二）提供高齡者老人住宅租金補貼 

參考美國聯邦相關之住宅方案可發現，藉由第 202 款方案 5-13

（Section 202）提供長期貸款給民間非營利機構興建給老人或殘障居

住的住宅，同時再配合第 8 款方案 5-14（Section 8）由住宅部（HUD）

補貼市場價格與家庭所能負擔房租之間的差額（Sherman，林珍珍譯，

1996：524）。而日本老人住宅之提供，除了有較高價位之老人住宅外，

亦有針對貧困程度及收入所得進行限制的老人住宅；透過向高齡者集

合住宅的縣市政府鄉鎮管理局申請，通過各項審核後，即能取得入住

資格（曾思瑜，2001：142）。而本研究調查亦發現，在增加老人住宅

入住意願方式中，以「政府提供入住補貼」（38.9%）為最多，雖然目

前已有提供低收入戶高齡者，補助入住老人住宅機構，然而，那些在

低收入戶邊緣的高齡者，才是社會組成的大多數。換言之，若是在一

方面獎勵建商興建的同時，亦針對有入住需求及意願，但無法負擔房

租者提供差額補貼，如此一來，不但能夠真正使需要老人住宅之高齡

者有機會及有能力入住老人住宅，同時亦能夠透過自由意志選擇其合

適之老人住宅，降低被標籤化的機會。然而租金補貼政策是屬於一種

長期補貼，若無完整之財政規劃及配套措施，將可能隨著高齡者人口

的快速增加，而拖垮政府財政，不可不慎。 

（三）提昇老人住宅規劃設計品質 

隨著所得日益提昇，不但國人對於居住品質的要求提高，高齡者

亦逐漸要求住宅規劃品質。而本研究調查發現，在高齡者考量晚年安

養之高品質生活環境項目時，「具有便捷的交通設施」（75.6%）、「具

有安全的醫護設施」（67.4%）及「具有優美的環境景觀」（64.0%）為

最重要之項目，而針對區位之偏好，鄰近大都市及鄰近郊區則沒有明

顯的差異，此結果亦印證前述高齡者之異質性（heterogeneous）特性

分析。 

而目前老人住宅之規劃設計，主要以整批住宅一種或數種設計方

                                                 
5-13第 202 款方案主要是聯邦政府興建適合老人居住的住宅的財務機制（U. S. Congress，

1982：216；轉引 Sherman，林珍珍譯，1996：524）。 
5-14第 8 款方案由政府補助的住宅，提供那些收入不足以在私有房屋市場上獲得適當住宅的

家庭。住宅部（HUD）與現有房屋的擁有者簽定補助契約，指定房屋中的部份單位租

給符合聯邦政府補助標準資格的家庭（U. S. Congress，1982：214；轉引 Sherman，林

珍珍譯，1996：524）。而第 8 款方案的租金補助可全額提供給在第 202 款貸款興建的

住宅（U. S. HUD，1984：36；轉引 Sherman，林珍珍譯，1996：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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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為主，可能會產生區位不佳、規劃設計及興建品質不佳、產品規劃

未符合市場需求或管理績效不佳等情況，造成老人住宅滯銷餘屋情況

嚴重，加重市場上的餘屋率，形成住宅資源的浪費，而透過本研究調

查發現，現況居住在老人集合式住宅中之高齡者亦產生「沒有考慮到

老化需求」（42.9%）的居住課題。因此，實有必要針對高齡者之居住

需求進行完整之評估之規劃，方能有效提供高齡者合適之居住環境。 

二、針對整體性老人住宅政策之建議 

（一）加強原有住宅設施之修繕更新 

「就地老化」是近年來在討論高齡者照護的長期目標之一，而透

過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在高齡者的居住環境裡，普遍存有「沒有考

慮到老化的需求」（48.3%）；換言之，在不適宜的居住環境裡如何就

地老化？如何讓原本不適合高齡者居住的環境變成「適合的」？是達

成就地老化目標首先要進行思考的課題。就地老化的概念主要是強調

讓高齡者可以減少遷移後的適應壓力，讓原本熟悉的居住空間可以在

晚年安養過程中伴隨著。然而，若在此目標之下，無法改善過去使用

空間環境所產生的老化不適應問題，就地老化的概念對高齡者而言，

未必是一項好的政策。 

而此修繕更新之概念，目前在台灣僅侷限於內部空間之改建，例

如手扶梯的整修及設置、無障礙空間的配置等；而在日本已經發展到

整體住宅的整建，包括樓梯型式的改建、室內空間的重新規劃配置等。

因此未來台灣在思考原有住宅設施之修繕更新時，除過去所著重之樓

梯間設計、手扶梯整修、無障礙空間配置外，更應該要深入思考整體

性住宅的修繕更新，方能全面性地提昇居住環境品質。 

目前雖有針對中低收入戶的高齡者提供住宅修繕補助，但卻無考

量到非中低收入戶高齡者之需求，是否非中低收入戶的高齡者皆有經

濟能力改善自住的住宅環境，以達到老化後的生理需求？亦是在政策

施行之前，如何去考慮政策施行之對象與範圍，所需要進行討論的課

題。而根據本研究調查，「由法令規範新建房屋無障礙空間設計」

（45.3%）及「補助改建高齡戶房屋費用」（36.6%）是二項需要政府

協助的項目。若再參考日本之住宅政策，日本於 2001 年的「第八期住

宅建設五年計劃」中，已經有要進行現有住宅的無障礙化改良，但目

前台灣的「整體住宅政策」（草案）中仍未具有相關實質之規劃及構想。

因此實有必要開始朝向一個無障礙住宅空間的環境進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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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體都市環境之規劃反省 

高齡化社會所延伸的住宅課題不僅包括住宅本身，事實上與住宅

相關之都市建設及公共設施規劃，都是相關配套亟待政府思考之範

疇。當高齡人口比例愈來愈高，針對整體居住環境的要求，勢必將開

始注重高齡人口之生活模式，提供其適合居住之都市環境。而在少子

化的影響下，過去原有的公共設施將產生使用率降低的情況，因此如

何將原有設施轉用做為可提供高齡者使用的公共設施，可藉由整體都

市環境之規劃反省做更進一步之思考。 

過去在討論都市生活環境的評量指標，主要包括：平均每萬人享

有之開放空間面積、停車場面積、市場面積、郵電設施面積、道路面

積、醫院診所數、不寧適的面積及可及性（住戶至市場、國小、國中、

休閒設施、醫院、郵局之距離）之混合程度（黃玲珠，1984；黃怡平，

1992；廖耀東，1992；施鴻志，1996）。而在都市計畫配置過程中，應

透過生活圈之概念，進行都市計畫之修正，考慮高齡者之生活方式，

提供適當之都市生活環境，以提昇高齡者之居住環境品質，如此一來，

才能夠形塑一個讓高齡者能夠適宜居住的環境。亦唯有透過都市計畫

之反省規劃，將都市內之各項設施配置一併規劃，或是進行原有公共

設施多目標使用，包括加強交通設施之易達性、提高醫療服務水準、

提供各項多元高齡娛樂休閒中心，以及安排宗教、行政、再就業、終

身教育的學習場所等，才能夠使得原本居住在自有住宅中的高齡者，

亦享有一個便利、安全、舒適的都市環境。 

（三）藉由社區支持力量提昇高齡者居住品質 

社區支持一直是高齡者長期照護討論過程中不可被忽視的一股重

要力量。尤其本研究之調查結果顯示，有多數的高齡者認為「各自有

各自的生活，不一定要與子女同住或不同住」（48.8%）；而當高齡者

選擇不與子女同住，而選擇與子女同鄰或獨居的居住型態時，如何形

成一股可以替代過去子女照顧的力量？即是未來高齡化社會重要課

題。 

社區力量來自於社區意識之形成，藉由社區裡每一份子之互相照

顧，形成對社區中之高齡者關懷，亦可藉由此社區力量，成立各種長

青學苑、歌唱班、社區服務隊，不但可以加強人際網絡關係之連繫，

亦可促使高齡者透過各項活動參與社會；若藉由活動理論（activity 

theory）說明，將會增加高齡者晚年的生活滿意度，同時亦可使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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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生理、心理及社會層面上有較好的適應。因此，如何整合社區中

潛在的力量，透過有系統地、管理式的整合，讓正式與非正式支持替

代過去子女照顧者的角色，提供高齡者自主和自立的感覺，是未來老

人住宅政策上所不可缺漏的重要面向。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台灣以農立國，在農林漁牧業中，日出而做、

日落而息的生活作息，並不會讓高齡者去思考「退休後」生活的安排；此

外，現代社會隨著退休年齡延長，不但有許多高齡者仍在職場上努力，更

有許多高齡者從職場上退休後，亦會繼續從事兼職的工作，從工作中找尋

自我的存在價值。換言之，這樣工作形態的特性之一，即無「退休」之觀

念；若高齡者無退休後生活之規劃，則很難讓他們從原本的工作生活中抽

離出來，進而去思考如何享有一個更好的居住環境。因此，若要照顧到高

齡者對於居住的需求，需要正確及全面地針對高齡者行銷退休後生活規劃

之概念；如此一來，必能刺激高齡者思考退休後的居住生活型態，不但有

助於提早規劃晚年安養生活之安排，更有助於居住品質之提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