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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理論與文獻回顧 

首先將與本研究相關的文獻資料及理論做一整理回顧。本章第一節及

第二節將分別討論高齡學理論（gerontology）及「個人－環境」理論

（person-environment theory），將從生理學、心理學、社會學三個角度分析

高齡者之各項特徵，再藉由「個人－環境」理論剖析人與環境之互動，瞭

解高齡者與環境互動過程中，如何改變環境，而高齡者的行為和經驗亦如

何被環境所改變，以此作為高齡者在居住型態選擇時，其居住型態與高齡

者活動間相互影響之立論。第三節則藉由文獻資料之蒐集與整理，瞭解過

去相關研究探討影響高齡者居住選擇因素；第四節則分析本研究定義之四

種不同居住型態文獻，做為本研究進行前對於高齡者居住問題之檢視。 

 

第一節 高齡學理論 

高齡學（gerontology）到底是一門純學術性的獨立學科？還是一項附

屬於其他學科的研究範圍？在學術界仍時有爭論（蔡文輝，2003）。主要原

因是因為高齡學興起的歷史並不是很長，因此各家理論紛爭不已，而且有

些仍然處於意識型態的層次，目前尚未能有驗證資料的支持。因此高齡學

相關理論之間往往互不調和，甚至有矛盾與衝突歧見。而本研究為探求高

齡者之居住型態選擇，分別由生理、心理及社會三個層面來討論高齡

（aging），以建立本研究進行前對高齡者行為的瞭解。 

壹、高齡者的定義 

高齡學所牽涉的層面十分廣泛，因此高齡者的定義也會因為定義角度

的不同而各有其解讀。依世界衛生組織 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定義：「高齡者，以曆書年齡 65 歲以上的稱之，這可以包含二種程度的定

義，第一種是指前期高齡者（young old），第二種為後期高齡者（old old）。」

所謂的前期高齡者（young old）主要是指 65 歲以上，未滿 75 歲的高齡者；

而後期高齡者（old old）則是指 75 歲以上的高齡者。以下則分述不同領域

對高齡者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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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統計學 

人口統計學家將人生分成三個時期，0 到 14 歲及 65 歲以上者為

依賴人口，15 歲至 64 歲者為有工作能力之人口。而行政院主計處辦

理的中華民國老人狀況調查，亦以 65 歲以上的高齡者為調查對象；同

時依【老人福利法】第二條，亦將高齡者定義為：「年滿六十五歲以上

之人」，因此所謂的高齡者，就人口統計學上之定義，將採年齡滿 65

歲者，稱為高齡者。 

二、心理學 

心理學家在討論行為發展時，按年齡分期的劃分法有六個時期

（張春興，1977）： 

1. 嬰兒期（infancy）：從初生到週歲； 

2. 兒童期（childhood）：從 1 歲到 12 歲； 

3. 青春期（puberty）：約在 13 歲到 16 歲之間； 

4. 青年期（adolescence）：從 16 歲到 21 歲； 

5. 成年期（adulthood）：從 21 歲到 65 歲； 

6. 老年期（old age）：65 歲之後。 

其中老年期亦是指年齡 65 歲以後，稱之為高齡者。 

三、社會學 

社會學家依照工作能力狀態將退休年齡定為 60 歲至 65 歲之間

（胡富傑，2001：10）。但由於近年來，因物質環境的提昇及醫療保健

的改善，不但使得國民之平均壽命延長 2-1，更使得某些國家已經開始

思考將退休年齡往後延至 66 歲、67 歲 2-2，意謂著現今所認定之 65 歲，

在未來可能不再是高齡者的定義，需視當時的環境而有所調整。 

綜合各學門之說法及相關法令規定可知，「高齡」事實上是依據年齡在

某種現象上之變化，反應在生理上、心理上及社會上的意義，因而藉由年

                                                 
2-1許多著名的科學家主張人類的壽命有其自然的上限，大約是 120 歲左右（彼得．舒瓦茲，

2004：187）。而台灣目前的平均壽命約 77歲，至 2025年，可能會提升至 80歲（U. S. Census 
Bureau，2005）。 

2-2美國總統雷根（Ronald Reagan）於 1983 年簽署一項頗具前瞻性的社會福利法修正草案。

從 2004 年開始，法定退休年齡（有資格申請社會福利津貼的年齡）提高到 66 歲，這意

謂著在 1938 年之後出生的人必須多工作一年，才能夠開始領取社會福利津貼。到了 2035
年，這道門檻會再度升高一年，也就是 1959 年以後出生的人若想要領取津貼，必須等

到 67 歲。（彼得．舒瓦茲，2004：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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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加以定義。因此其所反映在生理上、心理上及社會上的意義，會比實際

上的年齡更為重要。以下則分述高齡在生理上、心理上及社會上的意義，

並總結歸納出本研究所定義之高齡者。 

貳、生理老年學（Biological Gerontology） 

大多數學者同意老化的生理過程，是由人一出生就開始的，同時老化

也是生理與生物因素自然發生的結果（Johnson et al.，1997）。老化是一個

相當緩慢的過程，牽涉到生理上的細胞、有機組織、神經系統等，在時間

的演進裡，各項結構和功能緩慢地發生變化；換句話說，人在一生的旅程

裡，從出生那一天起就是走向老化的開始，而這個老化的過程會由出生開

始至死亡為止。 

老化過程是複雜的、多層面的、與時間相關的，同時是逐漸在生理特

徵上產生惡化的過程（Bromley，1998：30）；不僅涉及某些生理機能的明

顯喪失，也牽涉其他機能的些微改變。在老化生理衰退的過程中，個人的

精力減弱，無法維護本身應有的功能，導致工作能力減退，更會隨著年齡

增長，產生各種情形，包括：人的腕力減低、呼吸量減少、心臟負擔力衰

退、神經系統老化、疾病抵抗力減弱、腦容量變小等特徵（蔡文輝，2003：

47）。許多人往往會將老化與疾病視為是相同的概念，事實並不然。老化的

發生可能會造成身體器官能力與內部防護機制的衰退，但並不一定會導致

疾病的產生，因為即使身體在沒有任何疾病的情況下，也是會變老的。

Strehler`s（1962）則透過普遍性（universality）、內在性（internality）、累進

性（progressiveness）及衰退性（degeneration）來說明老化與疾病的差別（轉

引自 Hughes，1995：20）。換言之，老化過程是會普遍發生在每個人的身

上，而這個過程會從有機體的內在引發出來，而不會被其他外在的危險或

生活方式的結果所引發出來，同時這個過程是逐漸地發生，隨著時間的經

過效果累積而成的，甚至到最後，這個過程對個人而言一定會產生危險的

效果。 

然而從生理學上的觀點來瞭解老化過程，並不是要去計算個人在生理

上會有多少的改變而形成老化，主要是希望藉由這些生理學上的分析，來

延伸瞭解高齡者對於他們的家庭及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具有那些重擔。透

過這些生理學上對老化的探討及說明，以做為許多社會上及經濟政策上的

分析基礎，同時也能夠對於高齡者居住安養過程中所遭遇的課題，能夠有

一個更加完整、深入的分析及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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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心理老年學（Psychological Gerontology） 

心理學上認為：老化（aging）是一個發展的過程，而不是一個衰退的

過程（Hughes，1995：23），而 Erikson（1965）所提的自我發展（ego 

development），更指出個人在每一階段都會經驗危機或衝突的發展，而每一

階段的結果均會造成下一階段自我發展的衝擊。因此心理學家在討論高齡

者的多樣化特質時，主要關心於這些高齡者他們年幼時及兒童時期的發

展，以及青少年時期的行為，因為他們這些「過去」的發展，都會累積影

響年老時的心理發展。Erikson（1965）提出人格發展的八個階段，其中第

八階段（也是最後階段）將會發生在老年期 2-3，並且顯現在處理個人迫近

死亡的自我尊嚴對絕望的衝突上。因此這一階段最重要的任務是對過去的

一生做重新評價，並以樂觀的態度來設計安排一個有意義而活潑的晚年。

智慧因而產生，用以對付死亡來臨的恐懼。 

而強調生命週期發展（life span developmental）的心理學派，則批評只

藉由「年齡」單面向的討論，會忽略了文化和社會上差異所帶來的可能影

響（Hughes，1995：24；蔡文輝，2003：50）。換言之，老化的過程發展，

不應只從「年齡」這個面向來加以討論，社會、環境及文化的影響，都明

確地指出會影響一個人的生命，而且年老時的發展與年輕時的發展很明顯

地具有相關程度的關係（Hughes，1995：24）。因此，在討論老年心理學的

範疇中，有愈來愈多的心理學家開始關心個人經驗及生命過程所顯現出來

的東西，並針對具有不同生命歷程的高齡者，所遭受的過程，來觀察在他

們身上所反應出來不同的現象。 

總而言之，不同的年齡層及不同世代的人口，各有其獨特的成長背景，

面臨社會變遷各自有其不同的調適反應，因此若單指說明某個年齡層（65

歲以上）的心理反應皆會相同，則可能會忽略掉不同世代的行為模式及調

適反應差異，也可能會忽略掉不同世代間，所遭遇的歷史社會背景造成的

影響性。析言之，不同世代的高齡者，有不同的生命體驗，因此也會有不

同的行為反應和模式，雖藉由 Erikson 的人格發展八階段可以了解老年期的

心理發展過程與衝突，但是，在世代（cohort）議題的操作上應須特別注意，

才能夠區別出不同世代間高齡者所關注的議題及需求，亦能夠針對不同世

代高齡者之需求，提出其所需要的政策。 

                                                 
2-3老年期（old age）：其基本價值是智慧（wisdom），其須解決問題是尊嚴對絕望（integrity 

versus despair）之間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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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社會老年學（Social Gerontology） 

社會學對高齡者社會生活的理論相當多，也相當零碎，其理論基礎大

多數是在探討高齡者在社會裡的角色地位與互動為主。雖然老化是一個生

理退化的自然現象，但是社會結構對老化現象的影響仍然是相當大的，個

人老化的程度與速度往往因社會結構之不同而有所差異。析言之，社會結

構與社會規範亦將影響個人在社會上的老化過程。 

從社會老年學理論發展來分類，主要可以分成三個階段。早期，社會

老年學理論引用互動理論架構，側重於探究高齡者與團體間的互動與調適

問題；其次，再從功能觀點探討高齡者晚年生活與社會關係；最後，結構

功能論與形象互動論社會學觀點相互整合成撤退理論與活動理論（詹火

生，1979：76）。以下則分別說明各相關之理論： 

一、撒離理論（Disengagement Theory） 

撒離理論是最早的社會老年學理論之一，主要源自於結構功能主

義者的觀點，強調社會必須淘汰失功能者，高齡者也需要休生養息與

頤養天年，因此對高齡者而言，由於他們的社會角色、價值與人際關

係已經不適合於社會環境，只有用撒離社會策略來保護自己，才能符

合老化過程的內在成長，始能實現自我成熟與滿足。但由於撒離理論

並未認知到高齡者的多樣性，並非所有的高齡者都會選擇撒離社會，

仍然有許多的高齡者比較喜歡與社會有所互動，因而產生了活動理論

（江亮演，2001；Hughes，1995）。 

二、活動理論（Activity Theory） 

活動理論基本上與撒離理論是相對立的，強調各年齡層的人都需

要適度的社會活動以維持良好的適應。主要包括二個面向：維持社會

接觸與參與活動的程度（Föbker and Grotz，2006：101）。若新活動可

成功取代高齡者被迫放棄的活動，他們在生理、心理與社會層面則會

有較好的調適，同時他們參與活動的滿意程度，也會與他們對生活的

滿意度有相當大的關係。透過積極的從事高齡者想要進行的活動，將

會更加滿意其生活品質（江亮演，2001；Hughes，1995）。 

三、次文化理論（Subcultural Theory） 

認為高齡者是一群有著不同社會經濟、社會背景的人所組成，與

其他社會中的人有所區隔的團體，因此形成了一種次文化。但是在此

次文化中，並非全部的高齡者都是同質性的，亦有可能會因為其他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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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個人變項，例如性別、種族與社會經濟地位，形成另一種特殊的

團體（江亮演，2001；Hughes，1995）。 

四、持續理論（Coherent Theory） 

持續理論認為無論是活動理論或是撒離理論都不足解釋老化過

程，個人人格特性才是影響高齡者生活滿意度的重要因素。它強調高

齡者人格的持續性與多樣性，認為個人人格特性並不會有太大的轉

變，對於某一事物的喜惡都是一成不變的。因此高齡者的喜好、對事

物的看法及生活的態度，都會與其年輕時相同（江亮演，2001；

Hughes，1995）。 

藉由社會老年學之建構，可以瞭解到個體老人與整個社會之互動及適

應。雖然高齡者在「年齡」這個層面上是屬於相同性質的，但有可能會因

為其共同經歷的生命歷程（life course）或生命階段（life stages）不同，而

形塑出不一樣的高齡者人格特質，因此造成了不同高齡者間的喜惡與個

性。而且高齡者並不一定喜歡被撤離社會活動，相反地，有許多高齡者喜

歡用他們的方式來持續參與社會，因此，藉由社會老年學之理論，可以讓

本研究在分析高齡者這個主題時，有更深一步的瞭解與認知。 

總而言之，從上述高齡者生理、心理及社會相關的理論探討，吾人可

歸納以下幾點： 

1. 就整體社會發展而言，老化問題是相當複雜的，並不是單一理論

觀點就能夠涵蓋。換言之，沒有任何一個理論或觀點是可以被充

分驗證或完全被捨棄的，都只能提出一種個人行為的預測；因此

每個理論都可以指出與老化相關的某些重要因素，這對本研究欲

探討高齡者居住型態選擇的課題上具有相當之重要性，可藉此瞭

解高齡者之行為模式與思考路徑。 

2. 由於並沒有一個放諸四海的「正常」老化過程，因此高齡者年老

時，會在不同層次上發生改變，從人格到社會結構都可能改變的

一連串過程。換言之，在思考高齡者居住型態的課題時，亦應該

以各種不同層次（包括生理、心理及社會等層次）的角度去思考

此一課題，才能夠真正地針對高齡者的需求，提出相關之因應政

策。 

3. 從心理老年學的角度分析之，由於不同世代間所遭遇的歷史社會

背景不同，因此會產生不同的行為反應和模式，即便是年齡都是

65 歲以上的高齡者，若對比其思考模式及行為模式，可發現在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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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嬰兒潮後所出生的人（baby boomer）及在太平盛世中所出生的

人會有明顯差異。因此本研究對象定義，將同時思考生理老年學

中的老化過程，以及心理老年學與社會老年學中的生命歷程與社

會結構概念，而將研究對象以年齡定義在 55 歲以上的民眾，做為

本研究定義下之高齡者。 

4. 台灣自 1950 年代起，已經逐漸開始都市化過程；自光復後土地改

革成功，政府採行「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政策，

產業結構歷經輕工業進口替代階段（1950 年代）、勞力密集型輕工

業出口擴張階段（1960-1970 年代）、重化工業進口替代階段

（1970-1980 年代）及高科技產業發展階段（1990 年代後）（賴宗

裕，2001：522）。因此在 1950 年代前所出生的人（也就是現今 55

歲以上的高齡者），可謂是經過相同的生命歷程及社會結構的轉

變。因此，本研究在考量各方面的相關理論後，將本研究之高齡

者定義為 55 歲以上的高齡者，冀望能藉由此定義，更加凸顯出相

同世代背景下對於居住型態之選擇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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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高齡者的環境調適 

人類的行為是相當複雜且多元化的，可將之歸因於受生物、心理、文

化、社會結構等多樣因素的影響。近年來，許多心理學家提出了各種理論

來解釋人類行為，藉以說明個人與環境間的互動關係，瞭解個人是如何影

響環境，而環境又是如何改變個人；本研究為了探討各項因素對於高齡者

在進行居住型態選擇上之影響，因此藉由「個人－環境」理論

（person-environment theory）瞭解高齡者與環境之間互動影響的過程，以

及高齡者面對環境改變下之各項調適行為，包括：生理、心理及社會調適。 

壹、「個人－環境」理論（Person-environment Theory） 

「個人－環境」理論（person-environment theory）若以哲學的角度說

明分析，將會在三個方面產生影響；依 Stokols（1990）指出，這三個方面

分別是個人的行為（behavior）、健康（health）及福祉（well-being）。換言

之，「個人－環境」理論主要用來分析如何藉由物質環境的改變，增加個人

的福祉及經濟的效率。 

「個人－環境」理論主要是從社會學及心理學開始發展起來的，藉由

瞭解社會變遷過程中，如何造成個人行為的影響。Wirth（1938）曾提出都

市生活與鄉村生活中，三個不同的地方（密度、異質性、規模）是如何影

響生活方式。因此「個人－環境」理論即在探討個人行為改變與環境改變

之間微妙的互動關係，期望能夠透過社會制度的改善與環境形塑，以提高

生活在此環境中的個人生活滿意度與福祉。 

所謂「環境」（environment）的內涵包含許多層面，可以廣至整個社會、

制度、文化（Ward, La Gory ＆ Sherman，1988），亦可小至個人的周圍器

具使用（Krupat，1985）與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Hooyman ＆ Kiyak，

1993）。而界定這樣的環境概念，目的在於清楚界定各項研究中，欲探討的

環境層次如何與個人之間產生影響及互動。Lawton and Nehemow（1973）

將環境分類成二個概念來進行討論，分別是環境的壓力及個人的需求。申

言之，個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可分為二種：1.由於環境的改變，造成個人生

活在其中產生壓力，此時環境就會對個人產生影響；2.由於個人的改變，造

成原本的環境可能無法滿足其需求，此時個人就會開始去改變環境。 

根據高齡學理論，強調順利的老化是依賴生理及機能上的健康、認知

及情緒的滿足，以及一種適合個體能力及需求的活動程度。換言之，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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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個人處在適合他的生理、認知、情感需求及能力的環境中，才有可能體

驗到較滿意的生活，而此時個人與環境之間即達成了一個合適（fit）的狀

態。若將高齡者放入「個人－環境」理論中進行分析，可歸納以下的論點，

將有助於本研究對於高齡者與環境互動之觀念釐清（Patterson，1997）： 

1. 隨著時間經過，高齡者對於外在環境的刺激與改變，具有強烈的調

適能力，因此他們總是能夠忽略外來的刺激因素（Lawton，1986）。

這個觀念說明了為何高齡者總是會對環境感到滿意，即便是當環境

在客觀上是屬於惡化的情況。 

2. 個人的能力愈小，則環境影響的程度愈大。再藉由交換理論說明，

高齡者是屬於較為弱勢的，因此他們受到環境影響的程度，往往會

比年輕人更敏感且明顯（Lawton ＆ Nehemow，1973；Golant，

1979）。 

3. 當環境已經低於個人生活所需的情況時，此時環境需求將會被改

變，但並不是過多的改變（Lawton，1986）。透過環境的改變以適

應個人所需的環境條件，但若進行過多的環境改變，對高齡者而

言，將會產生更大的調適壓力。 

4. 能力弱的人，在環境中往往帶著較低的環境適應力。因此這便解釋

了為何一個人的環境範圍會隨著年齡增長而逐漸縮小（Rowles，

1978）。 

透過「個人－環境」理論說明，若要使高齡者能夠對他的生活經驗感

到滿意，就必須要使環境能夠適合他的生理、認知、情感需求及能力的環

境。而在老化的過程中，「居家」是一個與高齡者最密切相關的環境，也是

影響高齡者是否能夠獲得較高生活滿意度的場合。因此，本研究即從「個

人－環境」理論加以立論，欲瞭解現況政府所獎勵之老人住宅型態，對高

齡者而言，是否回應其對於居住的期待？以下將分成三個部分說明當個人

逐漸老化，造成原本的環境可能無法滿足其需求，此時高齡者就會開始去

適應環境，可分成生理調適、心理調適及社會調適進行說明。 

貳、生理調適 

生理學或生物學上認為高齡者是生理上的變化，人類隨著時光的流

逝，身體的組織和器官逐漸發生退化的現象，也逐步失去原有的功能（黃

春長，1994；轉引自李婉容，1997：26）。人類進入老年期後，各項生理功

能呈現衰退，抵抗力及免疫性減低，容易感染疾病（沙依仁，1996）。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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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宅建築設計上，若要針對高齡者所提供的住宅，往往必須考量高齡者

生理變化的情況，特別針對老化過程所需之各項輔具加以設計。過去年輕

時所熟悉的住宅環境，可能隨著高齡者逐漸老化後，會對高齡者在日常生

活中產生壓力及調適的情況。從表 2-1 中整理各項高齡者生理機能老化後

在環境設計中應考慮的面向，做為高齡者生理老化後，在調適上之分析基

礎。 

表 2-1：高齡者生理調適面向 

生理特徵 老化現象調適 環境設計應考慮的面向 

視力改變 

 燈光強弱調適能力衰退 
 準確觀察深度的能力減退 
 喪失對色彩的感受能力 
 裸視的視力下降 

 字體大小、照明、開口部分處之面積

及色彩或代替視覺的聲音 

聽力改變 
 較高頻率的音調聽力喪失 
 語言整體的理解度降低 
 噪音影響，扭曲了某些頻率的聲音 

 聲音傳遞的方式，例如電話聲音以視

覺符號加以替代 

味覺嗅覺 
 對酸甜苦鹹的敏感性減退 
 嗅覺退化 

 注意飲食計畫、自動煮食設施 

平衡感覺 

 暈眩，老人易跌倒 
 走樓梯時，常因最後一步判斷錯誤而

跌倒 
 身體關節不靈活，手腳的伸展幅度較

小 

 手握的支撐物、支撐方式及支持用具 
 要有適當的照明、樓梯的頂階至底階

要用彩色、浴室及通道要裝設扶手、

鋪設不滑溜的地板 

筋骨肌肉

/ 骨 骼 關

節 

 鈣質流失，容易造成骨折 
 關節軟骨老化，容易引發關節炎、腰

痛 

 動線系統計畫，如防滑、避免突出物、

支撐物等 
 走廊、階梯的位置及尺寸 

筋骨力量 
 腕力、握力、背部筋骨力、腳力等，

隨年齡增長而退化 
 建築設備的開關、把手的形式、門的

重量等 

敏捷性 
 反應時間變長，反應速度變慢  

睡眠 
 喜歡小睡片刻 
 容易被外在的聲音干擾 

 夜間睡得少或失眠 
 避免將房間靠近吵雜的環境 

身體尺寸 
 隨著年紀增長，尺寸會縮小  各種建築設備尺寸的高度考慮，如洗

臉台、料理台、把手等 

排泄器官 
 夜尿次數增多，每次尿量少  床鋪高度、廁所的位置及如廁方式 

健康狀態 

 相較於年輕人的罹病率高 
 生理機能狀況較不穩定 

 位置應與醫院有密切關連性或設置醫

務室 
 定期檢查身體 
 注意無障礙空間之設計 

呼吸機能 
 心臟負荷量減小、胸部常有壓迫感 
 呼吸急促、困難 

 減少樓梯、電梯與門口距離、樓層高

度、增加室內通風及休息座椅 

資料來源：黃耀榮（1993）、李婉容（1997）及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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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心理調適 

個人在老化的過程中，由於經歷許多人生社會階段的改變，到了Erikson

（1965）所提出之老年期階段時，必須解決的問題是尊嚴對絕望之間的衝

突。高齡者隨著社會地位之改變，如退休、親人遠離、朋友過世等情形，

往往會造成心理上的變化。張春興（1981）指出高齡者心理問題，主要顯

示在三個方面：第一是退休失業，收入減少，因而對未來喪失安全感；第

二是讓出權力地位，喪失社會角色，因而產生無用感與被遺棄感；第三是

子女長大離去，同輩親友亡故，而產生孤獨感（轉引自李婉容，1997：31）。

因此在種種心理因素改變過程中，高齡者必須試著進行調適，以有個健康

心理的老化過程。表 2-2 中整理各項高齡者心理上之變化現象，做為高齡

者在心理老化後，在環境設計中應考慮的面向。 

表 2-2：高齡者心理變化在環境設計中考慮的面向 

心理特徵 心理上變化之特徵 環境設計應考慮的面向 

焦慮 

 擔心意外事故，沒有安全感 
 煩惱被侵犯，迫切需要領域感與自

尊 

 增加緊急呼叫設備、急救設施、逃生

避難設施及無障礙環境 
 減少老人共居方式，增加私密維護 

沮喪 

 有被人忽視的感覺 
 自認沒有生命價值 

 增加供老人追求精神寄託之宗教場所

 提供老人自行手工藝、種植蔬菜等場

所 

記憶衰退 

 空間感無法連續，容易迷失方向 
 缺乏時間感，易忘記未完成的事物

 加強通道方向標示、樓層標示、居住

單元之門口樣式與色彩變化，並減少

交通系統複雜性 

念舊 
 戀眷熟悉事物，重視與過去之關連

 抗拒改變自已，去適應新的環境 
 採用老人熟悉之建築材料、細部裝

飾，並盡量靠近鄰里社區 

孤僻 

 希望獨立自由，不受拘束 
 空閒時間過長，獨處狀況多 

 增加自己煮食機會、提供自由出入、

自由參加活動的機會，並提供從事自

己嗜好的活動空間（例如：陽台、書

桌等） 

冷漠 
 興趣僅限於身邊事物 
 不易擴大與近鄰之交往 

 增加交誼空間及場合 

嘮叨 
 挑剔和自己相關事物之滿意度 
 不便之處，容易經常抱怨 

 提供參加文康休閒活動機會 

自我表現 

 喜歡展示自己過去之得意事物 
 喜歡自我陶醉，不在乎別人的看法

 在居家內部有展示自己作品或紀念物

之空間，或參加可以發揮自我才藝的

社團 

資料來源：整理自黃耀榮（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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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響高齡者心理適應的因素上，Nehemom（1979）指出高齡者之所

以會感到寂寞，主要是與孩子分開住、喪偶、健康不佳等因素有關（轉引

自李婉容，1997：32）。而 Kalish（1993）提出高齡者喜歡和同輩年齡團體

住在一起，是因為部分年輕人的偏見、歧視所造成的印象；事實上高齡者

團體中有喜歡熱鬧與隱居孤獨二種類型的人，而這二種類型的選擇都是相

當重要的。台大土木工程研究所都市計畫室（1983：31）主張若高齡者對

於其居住的地方缺乏安全感及認同感，將會加速其心理老化，因此應該要

讓住宅內的實質環境、活動型態等方面都儘量延續高齡者過去的體驗，避

免讓住宅的性質及形式機構化，將有助於高齡者對於環境上之心理調適產

生一個正面的互動過程。 

肆、社會調適 

台灣高齡者社會適應問題產生的原因，以社會環境分析，大致可分成

二類（胡人傑，1982）：  

1.自然老化帶來的適應不良 

由於老化程度日增，自我功能漸漸喪失，對外界事物關心程度降

低，使其日漸孤立，加上社會角色的消失，社會關係的日漸失落，以

及高齡者的固定行為態度與模式與新一代的不和諧，社會環境、生活

方式的改變，更使高齡者覺得與現實社會格格不入，而產生不適的感

覺。 

2.近年來社會變遷所引起的適應不良 

這一代的高齡者，年輕時與戰亂接觸，流離失所，有強烈的不安

全感，傳統教育是長幼尊卑的社會，一切以高齡者為中心。但是社會

變遷的結果，提倡平等的思想，子女甚至離家而去，加深高齡者的無

助感與不安全感，以致於無法和現實社會達成一致，而適應不良。 

換言之，社會調適反應出整個社會變遷帶給高齡者之影響與衝擊。由

於每個社會所形塑出來的氛圍並不相同，因此所產生之社會調適課題亦不

相同。過去高齡者在成長過程中，強調三代同堂的住宅政策，長者在家族

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在社會變遷下，造成高齡者傾向獨立自居，獨

自安排退休後之生活，而子女亦強調能夠平等溝通討論的模式；這樣的社

會變遷結果，會造成高齡者之社會調適問題。 

綜合「個人－環境」理論及三方面調適的分析說明，相關之環境設計

的建議及考慮事項，值得吾人參考。現今台灣社會所興建設計的住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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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考慮到個人老化後所需要的無障礙空間設計，同時有許多的四、五樓

透天厝並沒有電梯設備，因此對於高齡者而言，是身體機能老化後的第一

個生理障礙。除此之外，浴室、廚房及個人房間之擺設及動線規劃，亦可

能無法針對高齡者所需進行適當之調整，往往造成高齡者變向地去適應環

境，反而增加自身老化過程中之壓力。而台大土木工程研究所都市計畫室

（1983）認為高齡者對居住環境有一些特殊需求，這些需求可歸納為生理

上、心理上、社會上及休閒活動四方面（可參考表 2-3），藉由這些研究分

析及文獻整理，將可使吾人更加地瞭解高齡者對於住宅環境之需求為何？

在此分析基礎上，探討高齡者選擇居住型態之影響因素時，則能更客觀且

全面地進行分析。 

表 2-3：高齡者對居住環境之特殊需求面向及建議 

面向 建議 

生理方面 

 老人身體機能衰退，避免陡坡不規則地形 
 需要依賴大眾運輸，提供便利的交通 
 對外界壓力的適應力較低，儘量避免噪音 
 因聽力減退，反應力降低，住所附近應避免穿越性交通

 老人多有風溼、行動不便，避免住所座落於潮溼、多雨、

氣候變化大的地區 

心理方面 

 提供安靜消遣活動的機會 
 學習力與記憶力衰退，理解力與適應力會阻礙參與，住

所應靠近一般社區，以免被孤立、隔離 
 需要別人尊重，要求獨立自主感，需要方便的公共設施

可以自己進行活動 

社會方面 

 住所應讓老人感覺是社區的一部分，可以參與社區活

動，共同社區設施 
 住所要讓老人覺得自己還是家庭的一份子，方便和家

人、朋友聯絡 

休閒活動方面 
 休閒活動的種類也影響老年人住所的選擇，包括社交活

動、文化活動、體育活動、郊遊活動等 

資料來源：台大土木工程研究所都市計畫室，198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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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高齡者居住選擇因素之文獻回顧 

居住安排（living arrangement）對個人而言，尤其是嬰幼兒及高齡者，

乃家庭生活與支持系統中最重要的基礎（Lin and Lee，1992）。過去國內外

已有許多相關研究在探討影響高齡者居住型態之因素，企圖瞭解在高齡者

居住選擇過程中，係受到那些因素影響，而決定最終居住安排的方式。然

而國內的社會文化條件不同於國外，高齡者的居住選擇情形也不盡相同。

因此在進行本節影響高齡者居住選擇因素之文獻回顧及整理時，實有必要

顧及國情文化條件之不同所產生之影響，選擇適當的影響因素做為本研究

討論之範疇。以下分別由人口結構變遷因素、現代化（工業化）因素、社

經人口特質因素及居住偏好因素四方面來進行回顧（請參考表 2-4）。 

壹、人口結構變遷因素 

人口組成變遷影響家戶組成，而改變了父母與子女代間共居

（intergenerational co-residence）的基本結構。其人口組成變遷的觀點著重

於出生率與死亡率變遷對家戶人口組成的影響，指出人口變遷會在轉型的

中期製造小家庭增多的趨勢，於晚期製造小家庭減少的趨勢，而此時則無

足夠子女以供選擇同居的高齡者比例開始增漲（陳妙盡，1996：15）。換言

之，人口變遷因素對居住安排的影響，主要是認為死亡率及生育率的變化

會影響高齡者的居住安排；當父母所擁有的成年子女數改變時，進而會影

響到高齡者的居住選擇。預期老年父母所擁有的子女數愈多，與子女同住

的機會即愈大。 

貳、現代化（工業化）因素 

Smelser（1963）認為工業社會流動頻繁，大家庭不利於流動，因此都

市工業社會傾向於小家庭。而 Goode（1982）指出在邁向工業化的同時，

所有的家庭系統都會朝向某種形式的「夫妻」家庭體系，而傳統上的家庭

系統皆會瓦解。台灣自 1960 年代後社會經濟快速變遷，因此有學者（齊力，

1995；陳肇男，1994；陳寬政等，1991）認為現代化、工業化是影響台灣

的家戶型態變遷原因之一。然而現代化在台灣的意涵為何？徐良熙、林忠

正（1989）使用居住地的都市化程度、教育程度及年齡三個變項來量度現

代化及工業化，主張現代化與工業化影響了台灣的家戶同居型態。茲就此

三者，描述國內對於現代化影響高齡者居住安排選擇之研究的結論。 



 

2-15 

一、都市化程度 

工業化或現代化的假設認為，都市的高齡者較為重視隱私與獨

立，因而傾向獨居或僅與配偶同居（Michael et al.，1980）。然而依據

過去國內相關研究指出，在都市化程度影響高齡者居住選擇的因素上

產生了分歧的研究結論 2-4。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不同研究對都市化的

操作或分類不盡相同（陳妙盡，1996：18）；更根本的原因是因為台灣

的城鄉都市化差異不明顯，因此使得在定義的操作上產生歧異的結

論。又由於台灣鄉村地區人口外流嚴重，反而造成鄉村的高齡者與子

女同住的機率較小。因此就台灣社會情況而言，較不支持「現代化」

假設中的都市化程度對居住安排的影響方向。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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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教育程度愈高愈傾向選擇獨立自主的生活，形成不與成年子女或

老年父母同住的生活型態（徐良熙、林忠正，1989；羅紀瓊，1987；

陳肇男、史培爾，1990；齊力，1995；黃建忠，1992）。 

三、年齡 

不同年齡的人由於所經歷的社會環境不同，因此對於居住的偏好

與價值亦有不同；而工業化論者認為愈年輕者愈不傾向與父母或子女

同住，形成較多的核心家戶（徐良熙、林忠正，1989）；台灣地區的經

驗研究顯示年齡對居住安排有顯著的影響，只是影響的方向各不相同

（羅紀瓊，1987；蘇金蟬，1988；陳肇男、史培爾，1990；齊力，1995；

章英華，1994；關華山等，1992；黃建忠，1992）。 

參、社經人口特質因素 

影響高齡者居住選擇的因素除了上述結構層面、巨視的觀點之外，文

獻指出高齡者的社經人口特質變項亦是影響因素之一。茲將高齡者其他的

社經人口變項與居住選擇間的關係說明如下。 

 

                                                 
2-4蘇金蟬（1988）指出都市化程度愈高的地區，核心家戶愈多；陳肇男（1994）亦指出都

市化程度對平均家戶數有顯著的負效果。而羅紀瓊（1987）指出住在都市及城鎮的老人

比住在鄉村的高齡者更可能與子女同住；徐良熙、林忠正（1989）的研究亦不支持都市

化的影響是傾向於核心家庭。另外，陳肇男、史培爾（1990）則指出都市化程度對高齡

者居住安排的影響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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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 

台灣過去的研究顯示男性高齡者獨居的機率大於女性（羅紀瓊，

1987；蘇金蟬，1988；陳肇男、史培爾，1990；陳寬政等，1991；關

華山等，1992；齊力，1995），即使考量了男女兩性平均餘命的差異後，

老年男性獨居的比例仍然高於老年女性（陳肇男，1993）。推論可能是

因為老年女性較於老年男性更需要依賴子女的協助頤養天年，也可能

是較能夠提供扶持與協助子女家務，亦可能是因為與子女的關係較為

親密，而傾向與子女同住。 

二、婚姻狀況 

婚姻狀況間接地影響子女數，同時與配偶之間的婚姻關係亦會影

響到居住選擇。單身未婚的高齡者傾向於自為一個核心家庭（關華山

等，1992；齊力，1995），而離婚、喪偶或與配偶分居的高齡者則多與

子女同住，有偶的高齡者大多數與子女住在一起，而因年齡的關係其

中有許多是與已婚子女同居，而形成折衷家庭（關華山等，1992）。 

三、省籍 

省籍影響居住選擇的關係，主要源於外省籍高齡者在性別、婚姻

狀況與子女數等方面都顯著不同於本省籍的高齡者，導致了高齡者在

省籍此變項上產生了居住安排方式的不同（蘇金蟬，1988；陳寬政等，

1991；關華山等，1992；齊力，1992）。平均而言，外省籍高齡者所擁

有的子女數不到三個，也少於本省籍的高齡者（關華山等，1992），因

此對居住選擇的影響上，可能為子女數偏低的情況所間接造成。而另

有研究指出種族對居住選擇的影響未達顯著（章英華，1994），因此，

省籍因特殊的人口組成特質及歷史發展背景，成為影響高齡者在居住

選擇上之一影響因素。 

四、所得因素 

所得多寡會影響高齡者的居住選擇。主要由於高所得的高齡者有

能力選擇自己偏好的居住型態，反之低所得的高齡者受限於生活資源

較不可能選擇獨居（羅紀瓊，1987；陳肇男，1993）。但亦有「擴大家

庭」之說，主張若欲維持一個大家庭的穩定與生存，需要一家之長有

足夠的能力與財力（Lang，1946；賴澤涵與陳寬政，1980），因此高

所得的高齡者較有可能形成大家庭。然在台灣的社會中，許多高齡者

從職場上退出之後，其經濟來源主要依賴子女的供給、退休金及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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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換言之，子女的所得情況在某種層面上，亦對高齡者居住選擇

產生了影響。 

五、健康狀況因素 

健康狀況對高齡者的影響主要發生於：當高齡者發生殘障後會想

回到原居住社區或回到與子女及其他親友較為接近的社區居住，以便

有人照料（Litwak ＆ Longino，1988），而國內在研究高齡者居住選

擇的文獻中，較少強調二者間的關係，雖認為高齡者健康狀況是影響

其居住選擇的因素之一，卻缺乏經驗資料以為驗證（羅紀瓊，1987；

關華山等，1992）。因為健康狀況之認定較為主觀，同時高齡者一旦出

現了健康問題，需要他人協助生活時，其生活重心將由享受生活轉移

至使生命延伸的目標。因此，對於居住選擇將會以完善的照顧環境及

照顧者本身進行考量。 

肆、居住偏好因素 

過去在討論一般居住環境的評量指標時，有許多的因素皆會影響居住

的選擇及生活滿意度，包括住宅外部環境的區位與公共設施配置（例如：

開放空間面積、停車場面積、市場面積、公園面積、鄰避設施面積等）、住

宅內部環境的空間尺度（例如：每人享有的樓地板面積、屋齡、樓層別等），

以及個人的經濟能力所能負擔的租金水準等，以決定個人居住之最終選

擇。然而，上述之指標與高齡者對住宅的需求並不完全相同。蘇怡文（2002）

的研究指出：高齡者擁有坪數較大的空間，其評價不一定就會較高，因為

高齡者對於空間的評價是建立在是否經常使用的前提下；換言之，一個很

少使用的超大廚房，對於高齡者而言，是無法增加其評價的。莊翰華（1983）

的研究指出：不同高齡者屬性對於住所區位所考慮的因素亦不相同，意即

健康的高齡者對於醫院的需求不一定會較高，而教育程度低的高齡者對於

圖書館（教育中心）的需求亦不一定會較高。申言之，在考量高齡者居住

的選擇時，一般人的居住評量與高齡者的居住評量不盡相同，應視不同屬

性的高齡者做適當的調整。茲將高齡者其他的居住偏好 2-5因素與居住選擇

的關係說明如下。 

 

                                                 
2-5在國外的研究上已經支持影響老人居住選擇中「居住偏好」佔主要影響地位（Victor，

1984；Thomas ＆ Wister，1984），但是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卻相當地匱乏（轉引自蘇

金蟬，198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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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子女的偏好 

Chao（2005：97）指出中國老人（Chinese olders）因受文化不同

及社會背景影響，對於能夠被自己的小孩照顧會感到很光榮，同時他

們亦能夠在這種照顧方式中，與子女們互相地提供及接受支持。除此

之外，相關研究皆透過實證證明「是否有子女」的確會影響高齡者之

居住安排（王阿保，1990；陳肇男，2001），又加上台灣傳統社會觀念

承自於中國傳統文化之「孝道」（filial piety），更使得台灣高齡者相較

國外高齡者更加依賴與子女之間的關係。而研究指出台灣的高齡者喜

歡與子女同住，更與台灣高齡者特有的社會支持關係相關。高齡者從

子女身上所獲得的支持（提供病痛的服侍、閒聊慰藉、日常家事的支

持、經濟與生活安全的功能性責任等）皆是朋友、鄰居方面所不能夠

提供的（林松齡，1993）。因而家庭成員中之配偶與子女，往往是高齡

者最有頻繁互動的重要他人，也造就高齡者在居住選擇上，會對子女

產生偏好。 

二、對原居地的偏好 

由於台灣安土重遷觀念的影響，高齡者會因已在原居地久居故

土，滋生情感，而不肯輕易遷徙。尤其在明顯勞動力人口外流的鄉村

地區中，不難發現有許多的獨居高齡者寧可選擇住在原居地，亦不願

隨著子女搬遷到生活環境品質較高的地區。同時長久建立的鄰居社群

網絡，亦是維繫著高齡者不斷參與社會的方式之一。因此，高齡者在

選擇居住型態時，可能會受原居地偏好之影響，而此偏好亦會間接地

受到高齡者過去遷移情況及高齡者與原居地社會網絡關係的影響。 

綜合上述，影響高齡者居住選擇的因素可能很多且非常複雜，上述各

項影響因素可能同時並存而影響高齡者的居住選擇；除此之外，尚有許多

本研究未曾討論或無法驗證的其他影響因素。由於過去在老人住宅研究領

域中，研究者的立場往往站在如何使老人住宅之硬體設計、收費方式、服

務項目能更符合高齡者之需求，卻忽略了在本質上，高齡者如何去選擇居

住型態的問題。因此本研究企圖藉由過去文獻所建構的因素，瞭解影響台

灣高齡者居住選擇之因素，剖析老人住宅在台灣市場接受度不高的現象，

究竟為高齡者住宅的設計不佳？抑或是台灣高齡者在各種影響居住型態選

擇因素下的結果？進行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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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影響高齡者居住選擇因素 

出生率 
死亡率 人口結構變遷因素 
擁有子女數情況 
都市化程度 
教育程度 現代化（都市化）因素 
年齡 
性別 
婚姻狀況 
省籍 
所得因素 

社經人口特質因素 

健康狀況因素 
對子女的偏好 

居住偏好因素 
對原居地的偏好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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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居住型態之文獻回顧 

居住型態在本研究定義中主要可分為四大類型：與子女同住、老人集

合式住宅、獨居、與子女同鄰等，過去相關研究之重點及對本文之回顧，

詳如下述（請參考表 2-6）。 

壹、「與子女同住」居住型態 

根據 2005 年內政部進行之「老人狀況調查報告」中顯示（請參考表

2-5），至 2002 年止，國內 65 歲以上高齡者在居住安排上仍以「與子女同

住」居多，占 60%，但有逐年減少的趨勢；而有相關研究指出與子女同住

是影響高齡者獲得家庭支持的重要因素（呂寶靜，2002：184）。 

表 2-5：台灣地區 65 歲以上高齡者居住現況表 

年代＼項目 獨居 與配偶同住
與子女同住
（含配偶）

與親友同住
住老人福利

機構 其他 

1986 11.58 14.01 70.24 3.03 0.78 0.36 
1987 11.49 13.42 70.97 3.02 0.64 0.46 
1988 13.73 14.98 67.88 2.44 0.36 0.60 
1989 12.90 18.17 65.65 2.18 0.87 0.23 
1991 14.52 18.70 62.93 2.42 1.19 0.24 
1993 10.47 18.63 67.18 2.54 1.04 0.14 
1996 12.29 20.60 64.31 1.41 0.90 0.49 
2000 16.00 17.40 58.10 6.70 共 1.80 
2002 8.17 18.98 60.19 0.57 5.62 2.07 

資料來源：內政部主計處、內政部合編，1994；內政部統計處編，1997；

主計處， 2000；內政部統計處，2005。 

由於早期的【老人福利法】在整體目標上存在著相當濃厚的倫理及道

德意味，因此過去主要強調「家庭取向」做為高齡者照顧的策略，將高齡

者照顧的重心放在家庭之中，而不把高齡者單獨抽離出來（詹火生，1983；

徐立忠，1983；江亮演，1983；陳宇嘉，1985；陳寬政、王德睦、陳文玲

與葉天鋒，1987）。因此過去相關研究主要在探討高齡者在家庭之中是否能

夠達到其照顧之需求，同時其家庭安養是否能夠解決高齡者居住安養上之

問題。 

孫宜忠（1989）的研究指出，居家之居住型態是屬於較為安定的方式，

而機構式及獨立生活的居住型態則是屬於較不安定的居住方式。因此應從

「家庭化」及「社區化」概念著手，根據高齡者的需求及家庭狀況，建立

三代同堂的生活模式，並建議政府未來在興建國宅時，應保留一定比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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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宅給三代同堂的居住型態優先承租 2-6。然而是否應該推行三代同堂政

策，在學術界仍然有其相關的討論。陳寬政等（1987）指出三代同堂其實

是二代之間迫於生活資源不足所形成的妥協情形，同時由於人口結構變

化，未來生育率減少的情況下，三代同堂的情況將會減少；關華山（1989）

亦指出由於折衷家庭的數量正減少，因此推行三代同堂的政策有待考驗。

但亦有學者認為三代同堂是中國老人安養的特殊方式，具有倫理傳統的延

續性（徐立忠，1984）；同時亦有多位學者認同讓高齡者在家中安養作為老

人福利的策略（詹火生，1983；徐立忠，1983；江亮演，1983）。而本研究

認為，時代變遷、物換星移下，三代同堂的政策是否適合現代高齡者，則

必須要從二方面加以討論：首先，三代同堂的政策是否可以解決目前高齡

者在居住過程中之各項問題？其次，除了從國家社會及專家學者角度分析

外，更需要尊重現況高齡者對於安養的自主期望。因此本研究透過實際的

問卷調查與訪談確立本研究之推論。 

蘇靜麒（1991）的研究指出，三代同堂政策下的居住問題的確存在，

主要可分為高齡者的居住問題、代間的居住問題及三代共同的居住問題三

類 2-7。陳茂栢（1991）亦在研究中指出，高齡者對現住住宅（傳統住宅及

現代住宅）不滿的原因主要包括：都覺得居住空間過於狹小，同時日照、

通風、採光不良；而且在傳統住宅中，門檻、台階往往就是發生碰撞跌倒

的地方，若在現代住宅中，則爬樓梯對高齡者而言是一件相當困擾的事（坡

度太陡、踏深太淺、踏高太高等）。換言之，一般家庭中的三代同堂是否真

的能夠解決高齡者的居住問題？尤其當高齡者的健康情況偏差時，一般家

庭中是否有足夠的人力及設備來照顧高齡者？亦是三代同堂中高齡者居住

另一項課題。 

                                                 
2-61989 年台灣正值無殼蝸牛運動高峰時期，政府不但於當時核定「改善當前住宅問題重要

措施」，內容包括：提供購宅融資、增加興建住宅、穩定住宅價格措施，以及興建中低

收入住宅方案等；更於 1990 年舉辦全國土地問題會議，1991 年組設當前重要土地問題

專案小組，對住宅融資、住宅用地取得、興建國民住宅、建立住宅資訊系統及都市發展

等，提出多項措施。而 1990 年政府亦在住宅政策上要鼓勵「三代同堂」，更對於鼓勵「三

代同堂」者優先配售國宅或提高所得稅寬減額度進行評估。因此產生了國宅優先配售與

三代同堂之間的相關研究成果（黃武達，1986；孫宜忠，1989；蘇金蟬，1988）。 
2-7在居住問題上包括：一般住宅型式可能非中低層住宅，因此在樓梯的設計上可能會造成

高齡者相當大的負擔，同時在浴室、廚房、陽台等地方，並沒有地板防跌的設施，有的

住宅甚至沒有一個適大的陽台，提供高齡者進行休閒活動等；而在代間的居住問題上則

包括：看電視的干擾很普遍，空間配置、動線安排的相互干擾，有時在飲食上，還要考

慮到小孩與高齡者之間的飲食習慣不同，需要不同的飲食方式等；在三代共同的居住問

題上則包括：客廳給三代的休閒功能不同，因此往往造成重疊干擾的現象，而陽台對高

齡者的需求性較高，但於一般家庭中則較重視客廳的休閒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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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老人集合式住宅」居住型態 

老人集合式住宅則主要指專門設計給高齡者居住之各種住宅類型，包

括公立安養機構、自費安養機構、老人公寓及老人住宅。最早期的安養機

構主要是指民國 32 年根據【社會救濟法】規定所設置之「救濟院」，後來

改稱為「仁愛之家」或「博愛院」。主要設置的目的是為了要免費收容孤苦

無依、無人奉養的高齡者，具有救濟的性質。而後來原設立在仁愛之家內

的部份房舍 2-8，另闢出成自費安養的機構，由高齡者自行負擔生活，不但

可以減少政府長期負擔，以企業經營的方式，兼顧社會福利，建立倫理化

服務精神，使高齡者有被尊敬的感覺。因此相關探討老人安養機構的研究

便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主要討論糾結於家庭主義、個人主義與社會福利

三種觀念之間的居住型態安排（關華山，1996：28）。在過去政府強調傳統

家庭的好處，認為家庭照顧是理想的政策時，卻隨著社會的開化，個人的

經濟自主鼓勵著個人主義（Gallin，1986），傳統的家庭主義似乎漸漸地被

個人主義所取代，而這種趨勢也削弱了年輕人孝順的範圍，以及高齡者在

這方面的預期。許多研究便紛紛開始討論這樣的「自費安養機構」在未來

的台灣社會中，可能會成為台灣高齡者當中不可忽視的一種新居住型態。 

王麗芳（1985）研究發現高齡者有受其個人對孝道的看法和其子女本

身孝順與否而決定是否居住安養機構。而王立信（1986）的研究指出，高

齡者會願意居住在安養機構，主要原因是由於單身、圖清靜與子女無法照

料等因素影響；同時與王阿保（1990）的研究都同樣的指出會選擇機構的

居住方式最終決定權主要還是高齡者本身，入住動機和意願皆以自願且願

意為主。而當高齡者是主動且願意地選擇機構安養的方式時，他們對於機

構安養的生活方式大部分都是表示滿意，並且無意願要改變目前的生活方

式。同時這些高齡者相較於一般家庭的高齡者對於傳統觀念的認知不同，

他們並不同意「同住才算孝順」及「機構老人不快樂」等對於機構居住型

態負面想法。申言之，一但高齡者能依其自我的想法安排其居住方式時，

高齡者亦會滿意其生活，並非機構中的高齡者在沒有家人的陪伴下，皆不

快樂。而在機構安養型態中，亦有相關研究指出仍存在著許多問題，包括：

高齡者對於機構沒有認同感，因此無法感受到情感的聯繫；個人私人空間

不足；機構化的照顧下，往往以「無為而治」為管理方法；在統一服務的

                                                 
2-8在 1972 年私立台南仁愛之家的敬老所（當時的「私立台南救濟院」）就開始以收費方式，

安養了少數老人，當年年底計有五人，可謂是最早的「自費安養」之實例（關華山，199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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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無法照顧到個別高齡者所需要的差異性服務等（陳樂屏，1989；

陳亦暉，1995）。 

參、「獨居」居住型態 

在邁入高齡化社會的過程中，高齡者出於自願或非自願的情況下，單

獨住在社區中則成為「獨居老人」。過去傳統上家庭一直擔負著高齡者安養

照顧之責任，但隨著社會變遷，使家庭支持的潛力式微，婦女就業和家庭

型態改變（謝聖哲，1994：121），三代同堂或與子女輪流居住的比率下降，

促使了老人獨居（陳燕禎，1998）。 

歸納國內外學者瞭解高齡者獨居的因素，可發現由於年紀愈大，使得

身體功能改變、意識退化不易與人溝通，或行動不方便不易和人互動；有

時因個人性格孤僻，不喜歡過團體生活、交際和受約束而與社會隔離（陳

燕禎，1998；Gyuman, Stem ＆ Caro，1997）。除此之外，在傳統觀念上的

差異也會影響高齡者居住安排的選擇，如「養兒防老觀念根深蒂固」、「安

土重遷的觀念，認為家才是根」，或「對安養機構存有被救濟的觀念」等（陳

燕禎，1998）。另外其他家庭因素，包括未婚單身、已婚無子女且配偶已死

亡或離婚、子女遠在外地、家人關係差等而選擇獨居，也有部分高齡者是

為了領取生活津貼而不願到機構安養而獨自生活（陳燕禎，1998）。由此可

知，高齡者獨居現象之呈現，其背後事實上有許多的因素值得探討。 

高齡者獨居並非是近來才存在的現象，由於在民國八十七年媒體連續

披露報導獨居老人死亡數日後才被發現的事件 2-9，頓時獨居老人的居住問

題成為社會輿論討論的焦點，並促使政府部門的重視與因應。高齡者獨居

的型態除了一般常見的與子女為鄰的獨居外，另一種型態則是因為跟子女

分隔二地而造成的獨居。由於台灣中南部的鄉村或漁村缺乏就業機會，於

是成年子女為了就業往往與父母分居二地。而父母也因為習慣居住於鄉

下，缺乏生活變動的調適能力，因此常不願意隨成年子女移居於都市，使

得父母選擇獨居於原有之生活環境中。李翊駿（1998）研究指出 65 歲以上、

80 歲以下的健康獨居高齡者較三代同堂、或老夫妻同住的核心家庭中的高

齡者缺乏安全感；同時亦易於情緒高張，例如焦慮、恐懼、憤怒等情緒，

較一般高齡者容易引起且較強烈或持久；有些獨居者時常會焦慮自己一旦

                                                 
2-9台北市文昌街一位 64 歲的獨居老婦死亡逾三個月，乾屍已霉，才被從美國返台的女兒

發現（聯合報，1998/02/24）。除此之外，還有高雄左營八十餘歲的榮民陳屍自宅並遭狗

啃食見骨；台中清水七十多歲退休的吳姓教師被發現陳屍自宅達一個月；台北萬華六旬

榮民死在床上一週；接二連三的悲劇，不勝枚舉（周麗華，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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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或發生意外時怎麼辦？而獨居老人部分是消極、沮喪，看到老邁、行

動不便的老人，也會想起自己的前途是一樣地沒有希望。若當獨居老人長

期患病或 IADL 功能喪失二種以上時，則生活就更加地困難。不但生病時

無人陪伴就醫，死亡後無法及時知曉，同時亦無法自理其日常生活，沒有

能力買菜、煮飯、料理生活，當意外發生時，隨時都有可能因此而喪命，

必須依賴社會福利政策之協助才能夠使獨居老人活得更加安全。 

沙依仁、江亮演、王麗容（2003：226）指出當老夫妻單獨獨居在一起

時，此時優點是不必為子孫操勞家務，有許多閒空時間可以從事娛樂、受

教育或再就業；但是當老夫妻體弱多病時，或二人輪流患病、輪流照顧，

缺乏壯年人力時，則此時就相當辛苦，也很容易發生意外。周麗華（2002）

研究指出：獨居老人晚年生活要有健康的身體、良好的經濟基礎、足夠的

社會支持，並持有信心掌握及投入健康照護，則晚年日子會比較滿意。因

此如何讓高齡者能夠在晚年得到妥善的照顧，同時獲得較高的生活滿意

度，則是現今在居住、住宅課題上急需解決的問題。 

肆、「與子女同鄰」居住型態 

與子女同鄰的居住型態在過去內政部相關的統計調查資料中並未被單

獨列出進行討論。可能是因為「同鄰」的概念尚未被完整地描述出來，因

此在研究過程中，雖台灣目前有其居住型態的形成，但卻尚未有任何一個

研究在探討「與子女同鄰」的居住型態。 

為何要特別強調與子女同鄰的居住型態？主要可以分為二部分來加以

討論。首先，「同鄰」的概念著重在子女非與高齡者同住，因此就高齡者本

身而言，其可享有自主權、獨立生活的自由；其次，「同鄰」的概念亦著重

在子女與高齡者居住在同一個生活圈範圍內，不但可以滿足子女就近照顧

高齡者的需求，亦可使高齡者方便隨時回去與子女共享天倫之樂，在緊急

危難時，子女亦可第一時間進行救護工作。在美國雖然高齡者與子女同住

的情形很少，但是大約 80%的高齡者仍住在離其中一位子女一個小時車程

距離之內（Shanas，1979；轉引自胡幼慧、周雅容、白乃文，1992：91）。

但由於針對台灣社會高齡者居住型態為「與子女同鄰」之研究獨無，因此

在這種居住型態下所產生之優缺點分析，仍有待推論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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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四種居住安養型態相關研究一覽表 

類

別 

作者  

（年份） 
題目 研究內容概要 研究成果及影響 

孫 宜 忠

（1989） 

老人安養

國宅規劃

與設計之

研究 

針對居家（三代同堂）、社區（老

人獨立住宅）、機構（構構式集

體住宅）三種居住方式的現況及

問題進行分析與檢討，根據老人

居住上實際需要，提出老人居住

環境框架之概念，進行老人安養

國宅之規劃與設計相關建議。

研究認為居家之居住型態是較為

安定的方式，而機構式及獨立生

活的居住型態是屬於較不安定的

居住方式，應從「家庭化」及「社

區化」概念著手，根據老人的需

求及家庭狀況，建立三代同堂的

生活模式；並建議未來國宅興建

計劃中，應訂定單身或雙人之高

齡者住宅及多代同堂安養國宅之

比例，對符合資格者予以優先承

租。 

蘇 靜 麒

（1991） 

台中市國

宅三代同

堂居住單

元之居住

問題研究 

研究藉由環境行為學為理論基

礎，透過訪談國宅中三代同堂個

案的調查方式以釐清在三代同

堂的居住型態中所產生的實質

居住問題，並在文末提出相關之

環境規劃設計建議。 

研究中將三代同堂的居住問題歸

納成三類，分別為老人的居住問

題、代間的居住問題及三代共同

的居住問題，並透過訪談的方式

實證出這些問題的確存在。因此

這些三代同堂的居住問題研究結

果，可做為本研究分析「與子女

同住」居住類型之基礎。 

 

 

 

 

 

 

 

陳 茂 栢

（1991） 

台灣地區

高齡者在

住宅中居

住行為調

查研究—

以南部地

區為例 

探討台灣地區高齡者在一般住

宅中之居住狀況，並瞭解高齡者

對自己住宅不滿意的原因及缺

失所在，以及其如何適應不合適

的環境，藉著對高齡者住宅實地

測繪及訪問，暸解其住宅空間或

設備上有何因素對其造成實質

上的不便。期能擬出符合高齡者

生活需求之建議。 

研究針對高齡者在一般住宅中之

居住狀況進行調查，歸納出各項

在一般住宅中的居住障礙，側重

於住宅空間及硬體規劃方面，因

此可藉由此研究成果歸納整理出

一般住宅中之居住課題。惟在此

研究中並無針對居住型態之差異

特別予以分析，因此只能歸納出

一般住宅中對老人居住過程所產

生的居住問題。 

一

 

般

 

住

 

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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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別 

作者  

（年份） 
題目 研究內容概要 研究成果及影響 

王 麗 芳

（1985） 

我國老人

生活型態

發 展 趨

勢—頤院

自費安養

方式個案

研究 

研究透過問卷方式，針對台北仁

愛之家附屬機構的老人進行訪

談，暸解老人自費安養的生活型

態，釐清我國家庭制度在現代社

會中所能發揮的養老功能，以及

老人在此種安養制度下所處的

地位與扮演的角色，由此對自費

安養方式有一清楚的分析。 

研究發現老人入住安養機構有受

其個人對孝道的看法和其子女本

身孝順與否而決定的，而社會上

一般人對孝道的重視和對老人的

尊重情況，對其影響較小。同時

個人特性、家庭特性、社會特性、

機構特性，透過對人生態度、孝

道看法、安養看法，而對喜歡居

住方式和自費安養整體情況產生

影響。 

王 立 信

（1986） 

我國老人

自費安養

居住型態

之探討—

翠柏新村

個案研究 

研究針對自費安養居住型態的

老人進行問卷調查，認為公費安

養居住型態具有救濟性質，而自

費安養居住型態則具有維持老

人獨立性、自尊性的生活，以瞭

解此種方式是否能為老人所接

受，是否可成為未來之居住型

態。 

研究中之入住原因中，主要為單

身、圖清靜與子女無法照料等影

響；而入住動機和意願皆以自願

且願意為主，並且在入住後之生

活滿意度都持滿意的意見為主。

因此研究認為自費安養居住型態

是一個可行性的居住型態。 

 

 

 

 

 

 

 

 

 

 

 

 

 

 

 

 

 

 

陳 樂 屏

（1989） 

台灣老人

自費安養

機構「機

構化」問

題 之 探

討—公立

頤年村個

案研究 

研究者選擇台灣地區中的一個

老人自費安養機構—公立的頤

年村（假名）進行二個月的參與

觀察，深入暸解其「機構化」的

問題。透過個案的深入觀察與訪

談，以瞭解安養機構中的問題及

背後的原因，證明頤年村的確有

機構化的問題存在。 

藉由此研究之調查分析，可瞭解

老人自費安養機構中，老人居住

安養的問題。研究指出機構化之

主因是由於政府、社會中的「社

會福利」觀念尚未正確地建立，

而機構化也的確造成了與老人需

求之間的矛盾。 

老  

人  

集  

合  

式  

住  

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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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別 

作者  

（年份） 
題目 研究內容概要 研究成果及影響 

王 阿 保

（1990） 

都市地區

老人安養

方式之研

究—家庭

安養與機

構安養兩

類資料比

較分析 

針對台北市老人進行問卷調查

研究，分成一般家庭類型及機構

（公費、自費）類型，研究結果

發現：居住別與擁有子女數有顯

著相關，以及對於老人安養方式

（安享晚年的居住安排、同住才

算孝順等）具有差異，同時在未

來重新安排居住上亦有顯著差

異，但是大部分都滿意目前的生

活方式。 

此研究指出機構的居住方式最終

決定權主要還是老人本身，同時

機構老人亦相較於一般家庭的老

人對傳統觀念的認知不同（包括

不同意同住才算孝順、機構老人

不快樂等），而且對於目前的生活

方式亦表示滿意，並無較高的意

願要改變目前的生活方式。換言

之，對本研究之進行暗示著選擇

不同居住方式的老人是由於其觀

念不同，一但老人能依其自我的

想法安排其居住方式時，老人亦

會滿意其生活。而老人的自主權

對於決定老人是否滿意目前的生

活方式，具有相當大的影響性。

 

 

 

老

人

集

合

式

住

宅 

 

陳 亦 暉

（1995） 

影響安養

機構內老

人生活滿

意度的因

素—以中

部某榮民

之家為例 

運用多變量分析統計方法，找出

影響安養機構中生活環境品質

與滿意度的因素，瞭解客觀之福

利需求，以提供為政策及執行的

參考依據。 

研究結果指出老人對於生活環境

較不滿意的項目，將可以做為未

來研究在進行分析時，其老人集

合式住宅之分析基礎。 

獨

居 
周 麗 華

（2002） 

從認養獨

居老人看

臺北市社

區內志願

服務團體

之發展模

式  

研究主要以獨居老人為對象，藉

由問卷調查方式暸解獨居老

人，探討其人格韌性、社會支持

與生活滿意度的情形及相關

性，以作為老人、社區護理方面

研究重要的依據。研究結果指出

社區老人之人格韌性、社會支持

與生活滿意度間呈顯著正相關。

根據此研究結果可瞭解獨居老人

晚年生活要有健康的身體、良好

的經濟基礎、足夠的社會支持，

並持有信心掌握及投入健康照

護，則晚年日子會比較滿意，同

時加強其人格韌性和社會支持，

其生活滿意度會大幅提昇。此結

論對本研究之影響可進一步瞭解

未來若要使獨居老人有較好的晚

年生活，較高的生活滿意度，應

朝向那些目標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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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別 

作者  

（年份） 
題目 研究內容概要 研究成果及影響 

官 暐 楨

（2002） 

從社會福

利社區化

之角度檢

視我國老

人 照 顧 

以台北市

獨居老人

照顧方案

為例 

此研究透過深入訪談的方式，以

瞭解台北市照顧獨居老人方案

實施過程的優缺點，並從社會福

利社區化之觀點尋求改善獨居

老人的生活之道。在研究建議部

分，提出福利社區化政策及獨居

老人照顧報行二方面之建議。

可透過此研究之訪談過程瞭解獨

居老人對社會福利及相關照顧政

策的看法，以及獨居老人對於機

構式住宅之看法與老人住宅政策

之需求。 

其

他 

蘇 金 蟬

（1988） 

家庭變遷

中老人居

住安排及

其福利措

施之研究 

此研究主要探討老人住宅福利

體系的可行方向，透過影響老人

居住安排相關文獻及國外住宅

福利發展措施之整理做為基

礎，再透過實證調查資料進行分

析，提出台灣未來老人住宅福利

措施上的建議。 

研究結果指出雖然與老人同住的

情況日漸下降，但仍不能忽視未

來社會中仍以折衷家庭為主要的

居住型態，同時亦應該要考慮到

獨居比例上升的情形。因此在住

宅福利上都應該加以兼顧。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伍、綜合探討 

「就地老化」（aging in place）是近年來在討論老人照護的長期目標之

一，除了透過相關的醫療照護和健康服務外，也須利用家務服務、日常生

活照顧服務及身體照顧服務等社會照護服務項目來整合規劃（呂寶靜，

2002：203）。企圖讓高齡者能夠長期地住在家裡，處在熟悉的環境中安養

晚年、維持其自立，而不鼓勵所謂的機構式安養。然而在政策措施中，卻

無相關的配套措施以支持「就地老化」的目標推行。目前雖有相關的社會

福利措施推動，例如家事服務、送餐服務等，但就居住環境及住宅本身，

仍是讓高齡者處於一個並無依照其老化的過程而加以設計的環境中居住，

仍是有其安全顧慮。 

由於居住型態的選擇影響了高齡者晚年的生活安養方式，因此高齡者

選擇何種居住型態對高齡者而言具有相當的重要性。過去研究在探討高齡

者之居住選擇時，往往都著重在討論高齡者的社經人口因素，例如：性別、

年齡、健康情形、經濟狀況、教育程度等（徐良熙、林忠正，1989；陳肇

男、史培爾，1990；黃建忠，1992；陳肇男，1992；齊力，1995；羅紀瓊，

獨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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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邱慧寧，2002），然本研究認為：若能從不同居住型態選擇下的高齡

者探討對居住型態的偏好，以及其影響選擇因素。在政府推動老人住宅政

策之初，瞭解老人住宅政策所獎勵的居住型態應該如何規劃發展，方可滿

足台灣社會中高齡者對於居住的期望。因此從上述之論著當中，發現尚有

空白地帶可進一步探索： 

1.就研究主題而言，老人集合式住宅雖然在近年來蔚為風潮，但研究

者的立場往往站在如何使老人集合式住宅之硬體設計、收費方式、

服務項目等能夠更符合高齡者之需求，卻忽略最基本高齡者在選擇

居住型態時之考量因素為何？造成老人集合式住宅之設計與規劃雖

已考量甚多，但似乎未能符合高齡者在進行居住型態選擇上之需

求，有深入討論與探究之必要。 

2.就研究觀點而言，儘管討論影響高齡者居住安養之選擇因素的論著

已累積相當多，亦有許多研究透過實證的方式將各項影響因素加以

分析；但在觀點的探討上，卻缺乏從高齡者（使用者）角度進行分

析探討，尤其在台灣傳統社會觀念影響下，高齡者對子女及原居地

的偏好選擇部分，此為研究高齡者居住選擇過程中之缺漏。 

基於以上二點，本研究企圖彌補此不足，將居住型態因素選擇與現在

政府極力推行的【促進民間參與老人住宅建設推動方案】結合，希望能從

高齡者的角度出發，藉由居住型態選擇因素討論過程中，釐清影響高齡者

選擇居住型態之因素，並將研究結果回饋至目前的政策方向，期望能從探

討的過程中，導引出符合台灣高齡者期待的居住型態，做為未來老人住宅

政策思考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