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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第三章 老人住宅政策與影響居住因素分析 

為維護高齡者居住的安全，諸如美國及日本等先進國家都有發展適合

高齡者居住的住宅。而政府有鑒於我國老年人口比例逐年提高，特於 2004

年核定【促進民間參與老人住宅建設推動方案】，鼓勵民間企業投資興建老

人住宅，希望成為帶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一股動力。然而影響老人住宅產業

發展的因素很多，包括高齡者人口數量、高齡者所得水準、老人住宅設施

的使用價格，以及社會因素等（莊朝榮，2005：15）。由於業者評估台灣的

老人住宅市場尚未成熟，使得在高齡化社會的呼聲中，曾一度掀起建築業

界興建老人住宅的一股熱潮，迄今仍不敢貿然投資。 

因此本章首先將從全球高齡化現象進行探討，分析各國高齡化之趨勢

及演變，並以亞洲國家中老化程度最嚴重的日本，進行相關老人住宅政策、

制度及資料比較，進而檢視台灣歷年在老人住宅相關福利政策上之演變，

側重 2004 年所核定之【促進民間參與老人住宅建設推動方案】現況發展與

課題分析；最後則建構本研究欲進行問卷調查之因素範疇。 

 

第一節 未來高齡化現象趨勢分析 

本節首先環顧現今世界各國之高齡化現象，以及人口結構變遷情況；

其次將說明台灣目前及未來高齡化發展及人口結構變遷情況，做為本研究

進行之研究背景。 

壹、各國高齡化現象分析 

目前全世界各國都已經開始面臨到人口老化（aging）的問題。根據統

計，直到 2004 底年為止，全球 65 歲以上的高齡者估計將高達四億六仟一

百萬人（Kevin ＆ David，2005：6），而且成長的速度亦日漸加速中。人

們通常會把老年人口成長與工業化程度聯想在一起，認為在已開發國家

中，例如：歐洲及北美，其老年人口較多。事實上，那是由於在現今全球

的發展情況下，已開發國家往往有較高比例的老年人口，但是，在那些未

開發國家中，他們目前正面臨一個更嚴重的人口轉型危機。目前全球已有

60%的老年人口是住在那些未開發國家中，而這個比例到 2030 年，可能還

會升高到 70%（Kevin ＆ David，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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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高齡化的定義各國統計皆不相同，大部分國家都是採用 65 歲以上

的老年人口來定義高齡化現象。目前全球高齡化現象最嚴重的（oldest）國

家是義大利，其老年人口比例高達 19.1%（請參考圖 3-1）。而在全球前 20

個高齡化現象最嚴重的國家中，只有日本並不是歐洲國家，但卻是亞洲國

家中，高齡化比例最高的國家，高達 19.0%。而美國的高齡化程度為 12.4%，

為世界排名第 38 名，同時將自 2011 年開始，戰後嬰兒潮進入高齡後，使

得美國的高齡化程度至 2030 年達到 20%。但即便是如此，高齡化程度仍然

會小於那時候的西歐國家。 

 

 

 

 

 

 

 

 

 

 

圖 3-1：2004 年世界前二十個人口結構最老的國家（包括美國、台灣） 

資料來源：Kevin ＆ David，2005：7；作者整理 

若由各國高齡化發展的時間歷程觀察（請參考圖 3-2），發現到歐洲國

家很早即開始進入高齡化社會，整個社會人口結構轉變的時間長、速度慢，

因此雖然日本相較於歐洲國家，很晚才開始進入高齡化社會，但是由於日

本高齡化的速度快，使得日本後來躍進成全球第二個老化最快的國家。而

台灣自 1993 年開始成為高齡化社會的國家，在高齡化的速度上類似於日本

的發展趨勢，雖人口老化的情況較日本晚約 20 年發生，然而人口老化的速

度正以每年 0.35 歲速度持續老化著，高於日本的 0.32 歲（陳小紅，2004：

39），若相較於其他先進國家的人口老化速度，更凸顯其快速態勢（請參考

圖 3-3）。例如：法國花了 115 年，老年人口數比才從 7%提高至 14%，而日

本卻只花了 26 年；若依經建會（2004）之推估，台灣將在 2019 年進入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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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以上老年人口佔總人口之 14%門檻，換言之，台灣亦只花了 26 年，即從

老年人口數比 7%提高至 14%。因此未來的台灣社會很有可能會在人口老化

的現象上超過其他國家，成為人口老化情況嚴重的國家之一。 

 

 

 

 

 

 

 

 

 

 

 
圖 3-2：65 歲及以上人口比例的變化趨勢圖 

資料來源：Myers，1990 

 

 

 

 

 

 
圖 3-3：65 歲以上老年人口比例由 7%增為 14%所需時間之比較圖 

資料來源：Kevin ＆ David，2005：15 

貳、台灣高齡化現象分析 

台灣自 1993 年就已經成為高齡化社會的國家，其中台灣 0~14 歲人口

比率正迅速下降，65 歲以上人口比率則快速增加。依內政部統計資料

（2006），截至 2005 年底，0~14 歲人口佔總人口之 18.7%，15~64 歲人口

佔總人口之 71.6%，65 歲以上的人口佔總人口 9.7%，而高齡者扶養指數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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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為 13.6%。 

復依經建會（2004）對台灣未來人口結構推估（中推估）（請參考表 3-1

及圖 3-4），當 1949 年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生的第一次嬰兒潮世代（the 

baby-boomer generation）於 2014 年左右進入 65 歲，屆時 65 歲以上高齡者

達 273 萬人後將快速攀升。65 歲以上人口至 2021 年近 392 萬人，2041 年

左右第二次嬰兒潮世代（民國 65 年龍年左右出生高峰）進入 65 歲，屆時

65 歲以上高齡者將再進入另一高峰達 661 萬人，2051 年將高達 695 萬人左

右。65 歲以上人口數在未來 20 年左右會增加近 1.26 倍，其占總人口比率

亦會快速升高，由 2004 年 9.5%升至 2021 年 16.52%，至 2051 年則更為

35.47%；換言之，平均三個人當中就有一個是 65 歲以上的老年人口，這將

是未來台灣社會人口結構中之主要團體。因此，人口老化情況會隨著時間

而日漸加快，同時由於政策具有延遲效果，為因應此一發展趨勢，現今吾

人必須開始思考未來高齡者增加後，所延伸之住宅課題。 

表 3-1：台灣未來人口結構推估表 

年底人口數(千人)  年底人口結構(%)  扶養比 
年別 
(西元) 0-14

歲(1) 
15-64
歲(2) 

65歲以
上(3) 0-14歲 15-64歲 65歲以

上 
幼年人口 
(1)/(2)*100 

老年人口 
(3)/(2)*100  

2010 3,802  17,027  2,429  16.35 73.21 10.44 22.33  14.6  
2011 3,696  17,164  2,463  15.85 73.59 10.56 21.54  14.35  
2021 3,079  16,701  3,916  12.99 70.48 16.52 18.43  23.45  
2031 2,586  15,039  5,657  11.11 64.60 24.30 17.19  37.61  
2041 2,092  13,153  6,610  9.57 60.18 30.25 15.91  50.26  
2051 1,746  10,896  6,947  8.91 55.62 35.47 16.02  63.76  

資料來源：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4 

 

 

 

 

 

 

 

 

圖 3-4：台灣各時期人口年齡結構趨勢圖 
資料來源：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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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齡化影響下，未來台灣社會老年人口的需求將逐漸加深，而

Gilleard ＆ Higgs（2002）則指出未來戰後嬰兒潮的高齡者將相較於過去世

代的高齡者更健康、更富有、有更高的教育程度、要求更好的生活品質，

同時其社會地位亦較高（轉引自 Chao，2004：94），而家戶型態亦因生育

率降低 3-1、不婚比例提高 3-2，而趨向小型化發展；隨著時間經過，其人口

結構老化速度加快，台灣社會也將承受更大的轉變負擔。當人口結構逐漸

隨著時間老化，且整體社會老化速度加劇，並非單純為「少數族群」的問

題時，吾人思考此一現象必須由整體社會長遠性的角度加以思考，先瞭解

個體老化之需求，再由社會施行全面性之政策，才能夠真正全面性的解決

問題。 

 

 

                                                 
3-1台灣生育率的降低，從民國 50 年平均每一名婦女生育 5.6 人，民國 60 年時已降為 3.71
人，民國 70 年降為 2.46 人、民國 80 年時更降為 1.72 人，至民國 93 年時子女數降為

1.24 人。而陳寬政等（1987）的研究推測：「當每對夫婦所擁有的子女數少於 2 時，極

有可能在未來發生年老而無子女奉養的情況」。 
3-220 年前，台灣還是一個「完全結婚」的社會，三十五歲以上的人幾乎全數走入婚姻。十

年前，三十到三十四歲的男性只有 31%未婚，2004 年已上升至 41%；十年前三十到三

十四歲的女性有 16%未婚，如今是 27%，比例幾乎呈倍數成長（天下雜誌，200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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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老人住宅政策分析 

由於人口結構變化與醫療衛生進步，致使國人平均壽命延長，又加上

少子化的現象發酵，產生老年人口的比例有逐漸上升之勢。而政府為因應

此趨勢，特釋出四年四千億元以上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的商機，其中除

了包括運輸、觀光等商機外，亦包括老人住宅之開發建設。希冀能夠藉由

政策上之優惠獎勵措施，增加民間參與公共建設誘因，提供市場上足夠的

老人住宅，做為未來高齡化發展趨勢之因應。然對照日本老人住宅相關福

利政策之發展，以及剖析台灣過去在老人住宅福利相關政策方向，可發現

台灣的老人住宅政策，產生幾個層面的課題，實有必要加以分析說明之。

本節將參考日本的老人住宅政策發展現況，並整理台灣歷年來之老人住宅

福利政策方向及目標，提出目前【促進民間參與老人住宅建設推動方案】

下所產生之課題並進行分析說明。 

壹、日本老人住宅福利政策 3-3 

許多研究指出在高度開發國家（more developed countries），高齡者會

偏向居住在他們自己的家中或是社區中，即隱含著他們是單獨地居住，同

時多代同堂的情況也在逐漸下降中；而在低度開發國家（less developed 

countries）中，多代同堂的情況仍屬普遍，高齡者仍會希望與子女同住在一

起，或是至少能夠鄰近居住（Population Bulletin，2005：28）。而隨著社會

經濟的巨大改變，在東亞已經有許多國家的高齡者傾向獨居，同時與子女

同住的比例亦快速下降中，例如日本（請參考圖 3-5），而此變化趨勢與台

灣高齡者相同。林玉子（2004）指出 2020 年每四個日本人就有一位是 65

歲以上的高齡者；同時，三個家庭中就有一個是獨居高齡者的家。換言之，

不論是從人口老化時序上來觀察，或是從社會整體背景環境分析，日本老

人住宅政策發展經驗值得台灣做為借鏡。 

 

 

 

                                                 
3-3部分資料整理自吳玉琴，2000；陳政雄，1997；關華山，1996；曾思瑜，1998；曾思瑜，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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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960 年至 2010 年日本高齡者的居住安排 

資料來源：Population Bulletin，2005 

日本於 1970 年即邁入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的高齡化社會，在政府漸進

推展醫療、經濟安全、福利服務等各種政策來照顧日益攀升的老年人口過

程中，住宅問題早於 1963 年訂定的「老人福祉法」中獲得重視，但主要措

施仍停留在提供老人公營住宅的救濟層面。在往後的 30 年，針對老人住宅

的措施大都是配合階段性全國住宅建設計劃而相繼制定實施（請參考表

3-2）。 

表 3-2：日本高齡住宅政策沿革與措施 

年代 住 宅 政 策主 要 目 標與高齡者相關之施行辦法
1963 老人福祉法   
1964   公營老人出租住宅 
1966 第一期住宅建設五年計劃 解決住宅的不足，實現

「一宅一戶」 
 

1969   公營鄰居型雙拼住宅 
1970 *進入高齡化社會*   
1971 第二期住宅建設五年計劃 解決嬰兒潮的空間需

求，實現「一人一室」

 

1972   公團高齡者同居型住宅建設與入

居優待 
公團高齡者鄰居型住宅建設 
高齡者同居戶增額貸款制度 

1975   東京都高齡者公寓建設 
1976 第三期住宅建設五年計劃 提昇居住與環境品質  
1980   單身老人入居公營住宅特例 

繼承償還融資制度 
公團雙戶住宅改建為單戶之貸款

優惠 
1981 第四期住宅建設五年計劃 設定住宅水準，提昇嬰

兒潮住宅自有率 
公團持分住宅自備款減額及利息

優惠 
1985   公團兩代近居優先入居 
1986 第五期住宅建設五年計劃 設定新的居住水準 現有公營老人同居戶住宅改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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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 住 宅 政 策 主 要 目 標與高齡者相關之施行辦法 
施 
公團高齡者浴廁設備工程增額融

資 
1987   公營、公團銀髮族住宅計劃 
1988   公營、公團住宅設置電梯補助辦

法 
東京都銀髮之友住宅計劃 

1989 黃金十年計劃  東京都民間銀髮之友制度 
1990   住宅改造的增額融資與補助制度 

對應高齡化社會之公共集合住宅

設計指標 
1991 第六期住宅建設五年計劃 確保優良居住水準、對

應高齡化社會策略 
無障礙工程補助辦法 
公營、公團住宅推行無障礙化 
建設省福祉的街環境事業辦法 

1992   福利型租借公共賃貸住宅制度 
1994 *進入高齡社會*  建設省生活福祉空間建設大綱 

建設省特定建築物無障礙促建法

律 
高齡者公共賃貸住宅重整計劃 

1995   提供非核心家庭無障礙住宅之貸

款優惠 
1996 第七期住宅建設五年計劃   
2001 第八期住宅建設五年計劃 由民間提供適合高齡

者居住的租賃住宅 
既有住宅的無障礙化

改良 

高齡者的居住安定確保法律施行

命令 

資料來源：參考吳玉琴（2000）；部分資料整理自日本國土交通省住宅行政網站 

在日本老人住宅政策沿革中，為達成 1969 年「第一期住宅建設五年計

劃」中「一宅一戶」的目標，公營住宅推出「雙拼式住宅」，讓二代家庭得

以同居但彼此仍保有生活隱私；而 1976 年開始的「第三、四期住宅建設五

年計劃」，以「提升居住及環境的水準」為目標，依家族的人數及構成訂定

最低居住水準與平均居住水準。自 1986 年開始的「第五期住宅建設五年計

劃」則更強調居住品質的提昇，因此開辦補助措施來協助有高齡者同住的

公營住宅改善環境如裝設電梯、高齡者專用衛浴設備等。然這五個五年計

劃並未真正正視高齡化的問題，僅能以推出單一、零碎的措施來解決當時

出現的高齡者居住需求（關華山，1996）。直到 1991 年，高齡化社會的因

應對策才初次被列為整體住宅政策的考量重點。換言之，這個時期的住宅

政策規劃不在高齡者身上，而是朝更長遠而廣泛方向來探討整體住宅如何

對應人口結構以及家庭照護功能的持續轉變，否則興建再多專供高齡者的

住宅也可能永遠無法滿足急遽成長的需求量（Kose，1997）。至 2001 年的

「第八期住宅建設五年計劃」中，則指出透過民間的力量以提供優良的無

障礙住宅租賃，同時亦進行現有住宅的無障礙化改良，包括扶手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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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寬廣的走廊及消除階梯差等 3-4。 

過去的住宅建設與社會福利系統少有交集，前者政策的影響層面主要

是健康獨立的高齡者，而後者則是在援助有經濟、健康照顧等需求的高齡

者。開啟二個體系合作關係的契機乃是 1985 年住宅與土地利用政策諮詢委

員會（Advisory Council on Housing and Land Policy）的報告，其中強調維

持高齡者原有的生活型態為解決高齡化住宅問題的基本原則，而透過住宅

與福利制度的檢討與重整，結合福利的住宅計畫紛紛推出（Kose，1997；

陳政雄，1997）。此類住宅例如建設省銀髮族住宅計畫（silver housing）、東

京都銀髮之友住宅計畫（silver peer）等有三大特徵：（1）符合無障礙環境

的空間設計標準；（2）具緊急通報系統；（3）配置生活援助員（life support 

advisor）提供居民生活諮詢、確認安全與協調服務（曾思瑜，1995）。此外，

以往高齡者住宅政策大都環繞在實際上數量極少的公營租賃住宅，只能滿

足少數人的部分居住需求。有鑑於由政府提供不同程度補助興辦的住宅即

高達 35%，1990 年後的住宅政策即以此為手段，鼓勵無障礙住宅的建設，

期望所有的住宅都是「終生住宅」，讓高齡者不需要因年齡的增加、生活功

能的衰退或缺乏照顧者等因素而一再搬遷等，而藉此也逐步促使無障礙環

境成為適用性設計原則（university design）（Kose，1997；Kose，1996）。 

1991 年建設省訂定【福祉的街環境事業辦法】，使地方福利的環境建設

有所依循。公營、公團及東京都營住宅也相繼推行無障礙環境的住宅建設。

同時，公庫也配合推出無障礙工程費的補助辦法。1992 年建設省創設【福

利型租借公共賃貸住宅制度】，由團體或公社租借民間賃貸住宅或接受委託

管理，提供給高齡者、母子戶或殘障者居住，還補助無障礙工程的經費及

房租差額。1994 年日本邁入「高齡社會」，建設省訂定【生活福祉空間建設

大綱】，重整生活福利的基礎，並實施【高齡者、身體殘障者等能圓滿利用

特定建築物之建築促進法律】，以規範特定建築物的無障礙基準。而為保護

入住高齡者權益及謀求老人住宅制度健全發展，訂定【收費式老人住宅設

置營運指導方針】予以規範。此外，老人住宅之經營業者亦成立「社團法

人全國收費老人住宅協會」，服務項目包括提升老人住宅經營效率、解決入

住戶申訴問題與實施職員研修講習等。2001 年更開始注重高齡者住宅的居

                                                 
3-4不過，目前完全具有「扶手」、「無階梯的室內空間」、「可通行輪椅的走廊」等三大無障

礙化要素的住宅比率，僅占自有住宅的 2.9%，以及出租住宅的 2.3%（公營住宅 10.3%、

公團公社住宅 7.0%、民間租屋 0.3%）。顯示出未來兼具便利性與安全性的無障礙老人住

宅，仍有極大的發展空間（鄭景文，2005：46）。但台灣目前「整體住宅政策」（草案）

仍未具有相關實質之規劃及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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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品質，透過管理維護、租賃契約及都市地區整體居住空間的考量，以追

求高齡者除了能夠無障礙的居住外，更能夠享有一個優質的住宅環境。 

林玉子（2004：168）指出「疾病、貧窮、孤獨」是晚年的三大課題。

日本社會的高齡者健康保險制度及高齡者保健設施等可以解決「疾病」的

課題，晚年的經濟問題也有年金制度的支援；但是對於三大課題之一，如

何避免使老年人感到「孤獨」，日後將是一個難以突破的問題。日本政府不

斷地在思考如何對應多變的家族型態，提供多樣化的居住形態，同時參考

北歐等先進福利國家的作法，從中得到啟示，再根據日本自己傳統的居住

方式和人際關係的互動模式加以修正；不但使住宅建設與福利系統結合，

並思考如何塑造無障礙的居住環境，更使高齡者自由的長住在熟悉的地

區，同時又是一個高度安全、不會陷入孤獨、又能享經濟優點的生活方式。

這些都是目前日本政府在思考住宅政策時之方向與原則。 

貳、台灣老人住宅福利政策延遞 

在高齡者照顧安養的趨勢上，從過去三代同堂政策已轉變成現今老人

住宅政策。歸納近年來台灣在老人住宅福利政策上之變化（請參考表 3-3），

不難發現已朝向多元化的方式提供安養照顧，同時開始思考就地老化之目

標；惟在整體政策思考上，仍未有具體之發展目標及實施策略，做為台灣

之整體住宅政策發展方向。以下將依社會結構的變遷及相關老人福利法規

的制定，說明高齡者居住安養發展歷程中之幾個重大的演變過程。 

一、家庭照顧為主時期 

在民國 78 年間，行政院主計處及內政部合作進行了一項全省性的

「老人狀況調查」，並於 79 年出版了「中華民國、台灣地區老人狀況

調查報告」。在報告 3-5中透過「居住方式」之分類，藉由「和誰同住」

顯示高齡者是否得到安養照顧。胡幼慧（1995：21）指出這樣的分類

方式暗示著當高齡者與子女同住時，就表示高齡者得到照顧，而當高

齡者獨居或夫婦同住時，就表示缺人照顧；換言之，高齡者的安養端

視其是否與子女同住，而認定其是否受到良好的照顧。同時在此調查

                                                 
3-5在眾多的老人研究及調查報告之中，選擇此篇報告提出討論，並不單是因為此研究調查

的樣本極大且具備全省老人的代表性，而主要的原因是由於這篇研究調查的結果，明顯

地用在老人政策的制定之上，同時這篇調查研究納入了政策界和學者專家的意見，並且

經過相當複雜的審議過程。換言之，在老人福利的制定過程中，已包括了學術菁英的參

與，其與政策間已有了某種程度的互動、對話乃至協議，呈現某種不可忽視的影響力（胡

幼慧，199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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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中，顯示出來當時的高齡者安養政策目標是加強和倡導「多代同

堂」的居住方式以解決高齡者的安養問題。 

「……老年人目前之居住方式，雖仍以與子女同住為主，但

所占比率卻逐年減低，由 75 年之 70.2%降為 65.7%，短短三年間

即降 4.5 個百分點。老人夫婦同住及獨居之比率則升高，已由 75

年之 25.6%上升為 31.3%，三年間劇增 5.5 個百分點。……故為鞏

固社會之安定，減少老人問題發生，實應由政府加強倡導『多代

同堂』人倫規範……」 

「……宜對有老人同住之家庭給予稅負減免；或參照新加

坡、日本之『多代同堂居住計劃』，對多代同堂之家庭給予優惠

購屋貸款、配購國宅、修繕貸款、以及房租津貼等多重福利措施，

以達成照顧老人的目的，並弘揚倫理與孝道的功能。」 

而在民國 79 年行政院郝院長於行政院會聽取主計處報告「老人狀

況調查」後，表示政府在住宅政策上要鼓勵三代同堂（蘇靜麒，1991：

22）。然而，三代同堂是否就是高齡者最佳且唯一的選擇呢？胡幼慧

（1995）認為在現況下答案是否定的。三代同堂的思考模糊了變遷社

會下多樣的高齡者居住方式和照顧作伴的空間組合，此種居住安養的

安排會陷不幸老人於沒有尊嚴的依賴關係、陷不幸婦女於父權體制的

從屬關係、陷貧窮家庭於擁擠、衝突和無助的惡性循環。因此，應針

對社會變遷下型態改變的情況，修正不同的政策目標及價值觀，以切

合時代變化下高齡者之安養需求。 

二、救濟、收容理念時期 

民國 32 年公佈的【社會救濟法】成為「救濟院」最初設置的依據。

主要是因為當時社會上出現許多孤苦無依的高齡者缺乏照顧，不但在

經濟能力上無法自給自足，同時亦無家庭力量的支持，成為當時社會

福利政策上之主要照顧目標。因此政策上即有所謂的公費安養機構之

設立。自民國 57 年起，改變這種消極救助的性質，變成較為積極的服

務性質，並配合更改名稱，台灣省部分稱「仁愛之家」，台北市部分則

稱為「博愛院」，主要皆是免費收容孤苦無依、無人奉養的高齡者；也

因此種救濟觀念的仁愛之家設置，造成許多的高齡者認為安養機構都

是用來「救濟」高齡者的刻板印象，因此不願去任何「安養機構」型

式的地方養老，會造成他們有被遺棄、救濟的心理壓力。同時亦有相

關研究指出，公費安養機構事實上的確存在著許多院舍老舊、專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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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不足、設施不足等問題（王立信，1986：61）。時至今日，雖現今之

公費安養機構已今非昔比，然而亦有相關研究指出無法個別化之照顧

方式，往往讓高齡者對機構無法產生認同感，同時其滿意度亦較為偏

低（陳樂屏，1989；陳亦暉，1995）。因此公費安養機構除了造成高齡

者刻板負面印象外，其在安養照顧方式上仍有其侷限。 

三、自費安養照顧時期 

民國 63 年，私立台南仁愛之家的敬老所（當時的私立台南救濟院）

是最早開始以「自費安養」的收費方式，安養少數高齡者。主要是因

為當時地方上有非經濟因素而仍需要安養的高齡者，可能是住在社區

裡無人照顧，或者在家與子女媳婦意見不合，因此開始收費讓這些高

齡者入住。但是因為當時傳統社會觀念仍較穩固，一旦上述問題在傳

統社會觀念驅迫下，獲得妥協或解決，高齡者便被子女接返家中居住，

因此遷入遷出的頻率很高（關華山，1996：32）。 

而民國 64 年，省政府函頒【台灣省政府加強照顧公教退休人員生

活實施要點】3-6，成為最早公家文件中出現了「自費安養」的名詞。

並在後續的民國 65 年【中華民國台灣經濟建設六年計劃】3-7、【當前

社會服務與社會救助業務改進方案】3-8中提出一種對高齡者居住安養

的新需求：非經濟匱乏、但乏人照顧的高齡者需要的另一種居住方式，

以便獲取必須的福利服務。之後自民國 66 年底，便開始試辦自費安

養，至今發展上，自費安養已經成為老人福利措施中一個相當重要的

項目。 

四、社區照顧概念興起 

社區照顧 3-9的概念主要是由英國興起，1970 年代的經濟危機，一

                                                 
3-6其中輔助安養一項提到：「對於單身或生活上需要照顧之退休公教人員及其配偶，無自

有房屋或寄居於公家宿舍者，由政府輔導安置適宜處所，使其安居頤養天年。並就台南

市立仁愛之家及高雄市立養老院等二個公立安養機構增設『退休人員頤養所』先行試辦

（以自費安養辦理）。」 
3-7其中社會建設部門、社會福利一節，內中提到：「贊助民間團體及社區發展單位，舉辦

老人福利事業以及安老場所，提供食宿、康樂、醫療等服務；興建老人之家，便利老人

生活起居。」 
3-8其中一項提到：「調查實際需要，利用公有土地，興建實驗老人住宅，租賃給一般缺乏

子女及親屬照顧之老人居住。組成服務委員會，照料老人之日常生活及文康活動。並鼓

勵私人或團體創辦私立安老設施。」 
3-9社區照顧在 1980 年代以前，主要強調在醫院之外的照顧，或在家裡照顧，強調的概念

是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重點不在社區，而在照顧的地點與形式，也就是

「在社區中被照顧」（care in the community）；在 1980 年代以後，則強調照顧的支持與

發展非來自專職服務人員，而是社區居民，也就是結合社區資源來照顧社區中需要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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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因經費緊縮，另一方面因高齡者人口數急速增加，故導致社區照

顧的發展（呂寶靜，2000：18）。吳淑瓊、陳正芬（2000：29）認為社

區式和居家式服務明顯不足，故投入社區式服務的發展是未來努力的

方向。此概念在台灣之應用雖和當初在英國發展之情況不同，但事實

上皆強調讓高齡者能夠住在社區之中，透過有系統地、管理式的整合，

讓正式與非正式支持減輕照顧者的負擔，同時可以提供給被照顧者有

自主和自立的感覺。而台灣目前雖有各項送餐服務、居家服務等之資

源體系相關政策，惟各項服務之整合體系尚未成形，同時目前高齡者

在使用程度上亦相當低 3-10，顯見未來政府若要加強社區照顧之安養政

策，仍有許多努力之空間。而此概念之興起，亦影響了近年來許多國

家在高齡者安養政策上強調「在地老化」（aging in place）的政策。讓

高齡者可以繼續住在原本熟悉的環境中，而藉由各項服務與支持送入

高齡者的家中，讓高齡者可以接受到服務的供給，而繼續在原本的家

中持續老化。 

五、獎勵興建老人住宅 

最早開始非以機構式的老人住宅建設，是民國 81 年太平洋建設在

北投所推出的「奇岩居」。主要是以健康高齡者為訴求對象，然因住房

率過低，於民國 88 年結束營業。而隨著民國 85 年潤泰集團於淡水開

發的「潤福生活新象」成功推出後，老人住宅之個案開發建設便如雨

後春筍般紛紛推出。而政府參考歐美國家及日本的老人住宅發展方案

後，更於 2004 年由內政部頒布【促進民間參與老人住宅建設推動方

案】，將民間投資老人安養設施產業列為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之重大

公共建設範圍，以優惠獎勵措施增加民間參與老人住宅建設經營誘

因。然此方案雖回應了許多民間企業對於高齡化市場之期望及開發預

期，但卻也有相關研究提出不同的政策思考方向 3-11。而本研究即是在

                                                                                                                                   
顧的人，即「被社區照顧」（care by the community）（林萬億，2002：489）。 

3-10依內政部（2005）調查，65 歲以上國民對居家照顧服務利用情形，不知道的人占 60.02%，
知道但未利用的人占 39.01%；而 65 歲以上國民對老人送餐服務利用情形，不知道的人

占 63.4%，知道但未利用的人占 35.76%。 
3-11卓文乾、陳寶貴（2005：24）認為若要符合投資優惠門檻一億五千萬元以上，每件促參

案至少需提供 300 個單位的老人住宅，所占用土地面積不小，市區土地價格高，不易尋

得，勢必往郊區發展，而此與世界趨勢老人在地老化之政策似有違背。而張雅惠、賴宗

裕（2005：12）指出：應考慮到新建之老人住宅與都市之連結性，避免因老人住宅之興

建，可透過變更非都市土地的方式來開發郊區土地，而造成都市無效率之過渡蔓延，才

得以節省政府公共投資之支出，因此政府應預先正視其開發建設對於都市發展之衝擊與

影響。林萬億（2003：78）指出即使高價位的老人住宅能夠受到市場青睞，走向大型化

也絕非好事，因為容易被病毒感染，也會有社會隔離感，更有走向集中化、一體化的弊

病；若再加上與醫療事業結合，很容易走向醫療化，明顯與社會照顧的美意背離。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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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政策背景下，欲瞭解是否此方案所獎勵的居住型態符合台灣社會高

齡者之所需？將提供做為未來政策上之具體參考依據。 

表 3-3：台灣高齡住宅政策發展沿革與內容 

民 國 法 規 名 稱 老 人 居 住 安 養 相 關 內 容 

81 
內政部獎勵興建

老人公寓經營管

理原則 

1.規定接受內政部獎助之老人公寓採公設民營方式經營，由主

管機關委託當地財團法人社會福利之基金會或機構辦理。 
2.規定老人公寓之所有權為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 
3.規定其主管機關為各直轄市社會局或縣（市）政府。 
4.提供六十五歲以上老人住宿（申請同住之配偶不在此限）。 
5.老人公寓可提撥部分房間以供各地孝親旅遊者之短期住宿。 
6.規定老人公寓經費之管理。 
7.主管機關得運用老人公寓舉辦各項服務老人之活動。 
8.主管機關得訂定委託辦理老人公寓契約。 

88 
（69） 

老人福利法施行

細則 

1.規定對滿六十歲但未滿六十五歲自願負擔之老人，提供長期

照護、安養及療養服務。 
2.私立老人福利機構收費標準應報由當地主管機關核定。 
3.私立老人福利機構設立地點跨不同行政區時，以受理設立之

機關為主管機關。 
4.規定家庭較及輔導內容、時間加強推展居家服務實施方案。 

91 
（69） 老人福利法 

1.訂定獎助民間興辦老人福利機構辦法。 
2.倡導子女之扶養義務 
3.修訂老人福利機構之分類、設立標準及評鑑。 
4.辦理老人住宅事項。 
5.規定地方政府應提供身心受損致日常生活功能須他人協助

之居家服務。 

92 
老人住宅基本設

施及設備規劃設

計規範 

1.規定老人住宅之規劃設計基準。供具有生活自理能力需他人

協助之老人為居住者之老人住宅。 
2.規定範圍包括外部空間規劃、居住單元與居室服務空間規

劃、共用服務空間、公共服務空間、設備及設施等。 

93 
社會福利政策綱

領 

1.為保障國民人人有適居之住宅，政府對於低所得家庭、身心

障礙者、獨居或與配偶同住之老人、受家庭暴力侵害之婦女

及其子女、原住民、災民、遊民等家庭或個人，應提供適合

居住之社會住宅，其方式包括以長期低利貸款協助購置自用

住宅或自建住宅，或提供房屋津貼補助其向私人承租住宅，

或以低於市價提供公共住宅租予居住，以滿足其居住需求。 
2.政府應結合民間力量，以各種優惠方式，鼓勵民間參與興建

各類型之社會住宅，作為非營利用途。 
3.政府應於都市計劃中配合劃設社會福利設施用地；政府提供

之社會住宅應保留一定坪數作為社會福利或社區活動之用。 
4.政府應補助低所得家庭維修住宅，以維持其所居住社區可接

受之居住品質。 
5.政府應保證社會住宅所在之社區有便利之交通、資訊、社會

服務等支持系統，以利居民滿足生活各面向之需求。 
6.政府對於因重大災難造成之房屋損害，應有妥善之社區與住

宅重建計畫。 
7.各級政府應鼓勵社區居民參與社區發展，活化社區組織，利

用在地資源，營造活力自主的公民社會。 

                                                                                                                                   
政府又以鼓勵民間投入照顧服務產業之名，拿稅收去優惠那些高價位的老人住宅興建，

就更違反社會正義。主張其並非政府應該要介入的照顧服務產業政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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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法 規 名 稱 老 人 居 住 安 養 相 關 內 容
8.政府應整合觀光旅遊、工商業、農漁業、文化產業、環境保

護、城鄉發展、古蹟維護、教育、衛生、社會福利等資源推

動社區家園永續發展。 
9.政府應結合原住民部落文化與生態特色，推動新部落總體營

造工程。 

93 
促進民間參與老

人住宅建設推動

方案 

1.依據：老人福利法及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 
2.方案目標：老人住宅設施設備標準化、老人住宅生活機能便

利化、老人住宅服務功能人性化、老人住宅經營管理產業

化、老人住宅促參輔導優惠化。 
3.實施期限：民國九十三年五月至民國九十六年六月止。 
4.規定實施要項：將老人住宅納為社會福利設施項目、將營利

事業組織經營老人住宅業列為營利事業登記項目、協助民間

排除用地取得障礙、提高老人住宅容積率、投資獎勵（租稅

減免）、對老人住宅投資提供低利貸款、建立老人住宅及老

人福利機構供需資訊、加強老人住宅建設宣導、營運不善 與
營運期滿之管理、抗爭排除。 

5.規定經費來源：各主、協辦機關年度預算相關經費支應。 

94 
（92） 

老人住宅綜合管

理要點 

1.規定老人住宅入住對象以單獨居住或僅與配偶同住之老人為

限。進住對象年齡得放寬為年滿六十歲、原住民為年滿五十五歲

以上，同住配偶年齡不限，並均應以生活能自理者為限。 
2.直轄市、縣（市）政府專案或鼓勵民間興建之老人住宅，專供租賃。

民間以自有或租用土地興建老人住宅，未享有政府提供優惠者，依

市場機制租售。 
3.老人住宅所有權人得就其所提供之設施收取租金，老人住宅業得

就其所提供之服務收取費用，並將收費規定函送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備查；變更時，亦同。 
4.本要點實施前已營運專供租賃之老人住宅，其基本設施及設備不

符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六章老人住宅規定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輔導其改善。 

94 
第三期加強老人

安養服務方案 3-12 

1.依據：老人福利法、護理人員法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例。

2.方案目標：加強老人生活照顧、維護老人身心健康、保障老

人經濟安全、促進老人社會參與。 
3.實施期限：民國 94 年 1 月 1 日起至民國 96 年 12 月 31 日止。

4.規定實施要項：含長期照顧與家庭支持、保健與醫療照顧服

務、津貼與保險、老人保護網絡體系、無障礙生活環境與住

宅、社會參與、專業人力培訓、教育及宣導共八大類。 
5.規定經費來源：本方案所需經費由各主(協)辦機關年度預算

相關經費支應。 
6.其中在無障礙生活環境與住宅要項下規定：協助中低收入老

人改善居住無障礙環境，提供修繕補助，並推廣住家無障礙

環境之觀念（每年提供中低收入老人住宅設施設備補助 500
人次）。 

94 
老人福利法修正

草案修正重點 
1.增訂老人住宅興建管理等相關規定，將老人住宅之興建、經

營管理、輔導與監督等機制明確規範，保障進住老人權益。

資料來源：參考陳水芳（2003）；作者自行整理內政部老人福利法法規彙編 

註：括號內的數字代表制定年度。 

                                                 
3-12 為解決人口老化所衍生之問題暨加強對老人福利之重視，行政院分別於 87 年 5 月及

91 年 6 月核定第一、二期「加強老人安養服務方案」，實施六年來，各部會及地方政

府均依權責加強辦理各項老人福利服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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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現況老人住宅政策課題分析 

一、政策內容說明 

政府於 2004 年頒布【促進民間參與老人住宅建設推動方案】，同

時研訂【老人住宅基本設施及設備規劃設計規範】規範老人住宅之建

築設計，而在老人住宅的後續經營管理上，則以【老人住宅綜合管理

要點】來加以進行營運管理規劃，俾維護高齡者居住安全及權益。由

於目前依【促進民間參與老人住宅建設推動方案】所建議之老人住宅

為政府所積極推動之老人住宅政策，目的在於提高民間投資，滿足未

來老化社會之安養需求，因此本研究將探討此政策下之老人住宅。長

庚養生文化村是目前市場上第一個依此方案所設立之「老人住宅」
3-13，而其他相關之高齡者住宅實施策略及原則整理說明如下 3-14：  

（一）居住對象 

老人住宅之居住對象以單獨居住或僅與配偶同住之高齡者為限。

進住對象年齡得放寬為年滿 60 歲、原住民為年滿 55 歲以上，同住配

偶年齡不限，並均應以生活能自理者為限。 

（二）所需用地 

本方案興建所需之用地，應優先輔導民間投資人使用非農業用

地。如需使用農業用地，應依下列次序使用： 

1. 都市土地； 

2. 農業發展條例第三條第十一款耕地定義以外之農業用地； 

3. 農業發展條例第三條第十一款之耕地。 

但應儘量避免使用非都市土地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土

地；惟如有使用之必要時，於內政部審定符合本方案報核之 300 公頃

總量管制及相關配套審核機制下，視同經行政院核定之公共建設所需

用地，程序上免再逐案報院核定。 

                                                 
3-13【促進民間參與老人住宅建設推動方案】中所稱老人住宅，係指供住宅使用之建築物依

【老人福利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專案興建適合老人安居之住宅，並採綜

合服務管理方式，專供老人租賃」及第三款規定：「鼓勵民間興建適合老人安居之住宅，

並採綜合服務管理方式，專供老人租賃」。【老人住宅綜合管理要點】中所稱老人住宅，

指依老人福利法或依其他相關法令規定興建，且其基本設施及設備規劃設計，符合建

築主管機關老人住宅相關法令規定，供生活能自理之老人居住使用之建築物。 
3-14以下說明，本研究摘錄較為重要相關部分，詳細的政策內容及規定，請參照【促進民間

參與老人住宅建設推動方案】（93/04/26）與【老人住宅綜合管理要點】（94/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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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地面積 

興建老人住宅應符合區域計畫法、都市計畫法及其他相關法令規

定，其建築基地面積應符合下列規定： 

1. 在實施都市計畫地區達 500 平方公尺以上，且依都市計畫規定

容積核算總樓地板面積達 600 平方公尺以上。 

2. 在非都市土地甲種建築用地及乙種建築用地達500平方公尺以

上。 

3. 在丙種建築用地、遊憩用地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達 1,000 平方

公尺以上。 

（四）營運方式 

直轄市、縣（市）政府專案或鼓勵民間興建之老人住宅，專供租

賃。民間以自有或租用土地興建老人住宅，未享有政府提供優惠者，

依市場機制租售。 

（五）協助民間排除用地取得障礙 

1. 認定老人住宅係【非都市土地申請變更作為社會福利設施使用

其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第二點所稱之其他中央法規有明文

規定，地方政府應按需要設立或獎勵民間興辦之各類社會福利

設施。 

2. 使用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土地 3-15時，在區位部分應嚴

格規劃，注重景觀規劃設計並避免破壞整體農業生產環境。 

3. 使用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應優先符合 300

公頃總量管制及相關配套審核機制。 

4. 申請農業用地變更使用應徵得農業主管機關同意。 

5. 興建老人住宅所需之公有土地可依促參法第十五條規定辦

理，並依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公有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租

金優惠辦法規定辦理租金優惠。 

 

 
                                                 
3-15內政部業已修正發布「非都市土地申請變更作為社會福利設施使用其事業計畫審查作業

要點」，未來經核定為公共建設者，得使用非都市土地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

業用地，以協助經營者排除用地合法化障礙（立法院公報 94 卷 4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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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各項投資獎勵 

包括提高老人住宅容積率 3-16、投資獎勵（租稅減免）及對老人住宅投

資提供低利貸款等，請參考表 3-4。 

表 3-4：老人住宅納入重大公共建設投資獎勵表 

1.優先承租公有土地 

2.享有較低的公有土地租金 用地取得優惠 

3.農地可變更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1.增加居室服務空間5% 

2.增加共用服務空間5% 

3.增加公共服務空間10% 
容積率優惠 

（總樓地板面積增加約20%） 

1.申請行政院經建會中長期資金 
低利貸款優惠 2.適用中美基金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優惠

貸款要點 
1.協調財政部簡化金融機構資金投資老人住

宅產業的核准手續 

一

般

促

參

優

惠 

投資資金 
2.協助保險機構資金投資養老事業之相關核

准事宜 

1.5年免納營利事業所得稅 

2.投資支出之營利事業所得抵減15% 

3.地價稅自開始興建起5年全免 

4.房屋稅自開始興建起5年每年減免50% 

租稅減免 

5.營利事業股東就持股20%分4年抵減營所稅 

老

人

住

宅

公

共

建

設

之

促

參

優

惠 

納

入

重

大

之

促

參

優

惠 
使用特農用地 

1.審定符合本方案報核之3年300公頃總量管

制及相關配套審核機制下，視同經行政院

核定之公共建設所需用地，程序上免再逐

案報院核定 

資料來源：內政部社會司 

備註：投資總額（不含土地）達新台幣一億五千萬元以上者是重大促參；

以下者則為一般促參。 

 
                                                 
3-16 廖慧燕（2006）認為：由於「建築技術規則」限定老人住宅的容積獎勵必須用於共同

設施，對業者的誘因不足，加上政府以「除弊」而非「興利」的心態規範老人住宅，

對老人住宅的未來發展將造成限制（自由時報，2006/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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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程序 

在申請程序上，民間投資興建老人住宅依【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

第四十二條及第四十六條規定，應擬具相關土地使用計畫、興建計畫、營

運計畫、財務計畫、金融機構融資意願書及其他法令規定文件等，向土地

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申請流程以台北縣政府為例，請參

考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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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1.財團法人 
2.公司

準備相關資料 
一式八份

1.籌建申請書 
2.公司登記證明或法人登記證書 
3.公司章程或捐助章程 
4.股東或董事會議決議紀錄 
5.目的事業主管機構備函影本 
6.土地登記謄本或所有權狀影本 
7.地籍謄本 
8.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9.土地使用同意事 
10.建築物基地位置圖及相關樓層 
11.其它文件 

向本府(社會局) 
提出申請

審查計畫

可行

1.分會相關局室審查 

2.必要時安排現場會勘 

3.必要設置審查小組審議 

核准籌設 

 

駁回 

得展期，但以

三十日為限 

得展期二次，每

次不得超一年 

得展期二次，每

次不得超一年 

應備文件 
1.登記申請書 
2.公司登記證明或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3.職員名冊 
4.建築物核准使用證明文件影本 
5.土地、建築權利證明文件 
6.土地、建物同意使用證明文件影本 
7.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約影本 
8.老人住宅相片、簡介摺頁 
9.老人住宅基本資料表 
10.入住契約範本 
11.其它文件 

須辦理 
土地使用變更 

水土保持處理及維護 
環境影響評估 

 

依核准事項辦理 

申請建築執照 

籌設興建完成 

向本府（社會局）

申請登記證

三十日內補正 

廢止籌建核准 

申請人 
三十日內補正 

一年內 
提出申請 

一年內
提出申請 

申請建築執照 

核發登記證 

層報內政部備查 

駁回 

書面及實地
會勘審查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符合

不符合

圖 3-6：台北縣政府受理老人住宅籌設申請流程 
資料來源：台北縣政府社會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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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目前各界參與老人住宅建設現況 

「台東縣金齡老人住宅」係行政院【促進民間參與老人住宅建設推動

方案】附錄之示範案例，主要由民間自行規劃，以BOT3-17方式推動辦理。

計畫總經費為新台幣一億二千萬元，原本預定將在 2004 年十月簽訂投資契

約，然卻因業者已放棄使用政府提供之土地 3-18，故本BOT 案已於 2004 年

四月終止，俟業者自備土地並提促參計畫時，再改以BOO3-19方式辦理。而

目前依此方案已立案之老人住宅只有財團法人長庚紀念醫院附設「養生文

化村老人住宅」，經桃園縣政府於 2004 年十二月二十九日，以府社老字第

0930341816 號函核發老人住登記證。除此之外，現況目前仍有已簽約之案

件、推動中之案件及未來四年預定推動案件等（請參考表 3-5 及表 3-6）。 

     表 3-5：已簽約及推動中之案件一覽表 

現況 已簽約案件 推動中案件 
名稱 歸來地區老人住宅社區 南投縣富達老人住宅 
主辦機關 屏東縣政府 南投縣政府 
參與方式 BOO BOO 
土地面積 2 公頃 0.8215 公頃 
簽約時間 93 年 7 月 21 日 94 年 12 月 
預定完工時間 94 年 12 月 95 年 12 月 
投資人 躍宸股份有限公司 富達休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金額 5.4 億元 1.2 億元 
預定興建戶數 240 戶 99 戶 
動工時間 94 年 3 月 95 年 1 月 
預定營運時間 95 年 6 月 95 年 12 月 
目前進度 興辦老人住宅中 興辦事業計畫與水土保持送縣府

審核中 

資料來源：蘇麗瓊，2005 
 

                                                 
3-17BOT（Build-Operate-Transfer）指民間部門興建完成後，由興建者經營一段時期，期滿

後移轉與政府營運。此型式係由民間部門自籌資金投資興建，興建完成後可經營一定期

限，以回收資本，期屆後將所有權轉交給政府，並由政府接手營運。 
3-18由台東縣政府提供台東市台東段 160-36 號土地供興建之用，然因政府所提供之土地不

符合民間開發興建之需求（腹地過小），因此本案最終決定放棄此土地，由民間業者另

行尋找適合土地，再以 BOO 方式辦理興建老人住宅。 
3-19BOO（Build-Operate-Own）係指經政府核許，完全由民間投資、興建、營運及擁有。

此型式主要以民間為主體，政府之任務則在於規劃分析，引導建設及督導其興建與營

運，土地及交通設施之產權屬私人所有，除經營不善或違反法令規定外，政府不能侵犯

私有財產。而二者之間之差異可參考下表。 
民間參與型式 規劃主體 開發建設主體 營運主體 土地權屬 設施權屬

BOT 公、民 民 民（一定期間之

經營權）公 公 公* 

BOO 民（公） 民 民 民 民 
*民營期間產權屬民有，經營期屆滿後，土地及交通設施移轉與政府 
資料來源：金家和，199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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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未來四年預定推動案件一覽表 

案件

名稱 
主辦

機關 
投資人 參與

方式 
投資金額 土地 

面積 
預定興

建戶數 
預定

簽約

時間 

目前 
進度 

長安

旗尾

山老

人住

宅 

高雄

縣政

府 

財團法人

高雄縣私

立長安社

會福利慈

善事業基

金會 

BOO 2.26 億元 0.6066
公頃 

215 戶 95 年

2 月 
研擬興

辦事業

計畫與

規劃建

築設計

中 
悠閒

別莊

老人

住宅 

高雄

市政

府 

國城建設

股份有限

公司 

BOO 8.6 億元 1.6212
公頃 

360 戶 96 年 辦理可

行性評

估中 

林口

長庚

養生

文化

村第

二期

工程

案 

桃園

縣政

府 

財團法人

長庚紀念

醫院 

BOO 24.8 億元 34.42公
頃 

1,619戶 97 年 辦理可

行性評

估中 

新港

養生

文化

村 

嘉義

縣政

府 

財團法人

長庚紀念

醫院 

BOO 120.13 億

元 
52.7 公

頃 
10,000
戶 

98 年 辦理可

行性評

估中 

資料來源：蘇麗瓊，2005 

二、課題分析 

政府透過獎勵投資的方式，鼓勵民間參與興建老人住宅，增加老

人集合式住宅的居住型態，是目前台灣屬於較為具體之老人住宅政

策；然而在政府之獎勵機制下，此種居住型態仍產生五個面向之課題

值得進一步思考及分析，分別為（1）高齡學角度；（2）日本老人住宅

政策發展經驗；（3）經濟負擔之公平性；（4）開發區位之選擇迷思；

以及（5）台灣老人之特質。 

（一）理論角度分析 

就活動理論而言，高齡者在老化之後，其世界仍是活躍的，仍需

要適度與社會進行互動，以提昇高齡者之生活滿意度並維持良好的適

應，增進老人之生命力。因此，在社會參與程度上對老人而言是相當

重要的。當單一住宅開發規模過大，將使高齡者無法在此環境中與人

群產生深切互動，可能會造成高齡者參與社會活動的情況並不強烈，

因此會加速其老化過程。雖然在此空間範圍中，高齡者可以與其同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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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高齡者具有互動之話題，但應避免大規模過於同質年齡之居住環

境，否則會造成高齡者心理上被遺棄的負擔，同時也會有社會隔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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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實上，高齡者中有喜歡

熱鬧與隱居孤獨二種類型的人，政策上實不應直接忽略掉老人選擇參

與社會活動的自主權利。 

若再藉由「個人－環境」理論說明，當高齡者受限於環境約束及

限制時，即便居住環境並不符合個人的期待，高齡者亦會滿意逐漸惡

化的環境；而隨著個人年紀增長，高齡者進行環境改變的能力便愈小，

只能讓環境不斷地影響自己，進行自我調適。因此高齡者的居住困境

將在高齡者自身不自覺的情況中慢慢發生。當高齡者原本所居住的環

境並不適合居住時，高齡者會慢慢改變自己以符合環境的要求，此時

環境帶給高齡者的是一種壓力、威脅及無奈。實有必要進行適當的環

境改變，讓高齡者可以擁有一個更適宜的居住環境。 

然而環境改變的程度，若進行過多或過激烈時，對高齡者而言都

將形成相當大的調適壓力及挑戰，且隨著年齡愈大，其調適壓力及挑

戰即愈大。因此高齡者在老化的情況下，須將環境進行適當的改變，

但並不鼓勵其重新遷移至一個新的環境，此遷移將迫使高齡者需要再

去適應另一個新的環境，對高齡者而言將是一大負擔。因此目前政策

獎勵之老人集合式住宅，似有悖於高齡學理論及「個人—環境」理論

精神，值得再深思。 

（二）日本老人住宅政策發展經驗 

日本於 1970 年即邁入高齡化社會，相較於台灣提早進入高齡化

社會，又因為政府當局重視高齡化的人口現象，因此住宅問題，早於

1963 年訂定的【老人福祉法】中獲得重視。從日本的老人住宅發展經

驗分析之，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以做為台灣在興建及發展老人住宅

時之參考依據。 

1.日本老人住宅興建量體主要以小規模、小量體 3-20為主，可以有

效地促進老人之間的感情連絡，同時減少高齡者之防禦性及不安

                                                 
3-20 日本葛飾區都營東堀切社區，提供能夠自立的老人居住，其戶數為 110 戶（曾思瑜，

2001：150），顯見台灣所獎勵之開發量體太大；例如台塑集團之「長庚養生文化村」

第一期工程已完成 700 戶，第二期工程即將完成 1,400 戶，是否具有經營規模效率或

是造成不效率？有待後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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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感；避免大規模過於同質之年齡居住環境，將會造成高齡者心

理上被遺棄的負擔，同時也會有社會隔離感。 

2.日本老人住宅區位選擇主要融合於社區之中（曾思瑜，2001：

157），讓高齡者在心理上不覺得被隔離於社會之外；依據活動理

論分析，高齡者若多多參與社會，將使高齡者提高其生活滿意

度。因此，若將老人住宅區位選擇於社區之中，不將其獨立於都

市外、或是郊區中，將會使得高齡者易於參與社會，同時能夠融

入社區活動。 

3.日本政府目前已經正視老人住宅往郊區蔓延的問題，藉由緊密性

都市的構想 3-21，指導人口集中居住之策略，避免都市無效率的

開發及蔓延，造成其開發建設對都市發展之衝擊及影響。因此台

灣在目前老人住宅開發之初，亦應該要從都市規劃角度正視這個

老人住宅往郊區蔓延的問題。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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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請，通過各項審核後，即能取得入

住資格（曾思瑜，2001：142）。 

相較於台灣的情況，由於政府之重大公共建設投資之獎勵門檻，

將造成每件促參案至少需提供 300 個單位的老人住宅（卓文乾、陳寶

貴，2005：24），因此會使得老人住宅在開發量體上悖於日本的發展經

驗，朝向大規模開發。回顧日本相關老人住宅建設經驗，發現大多數

的住宅量體開發單位都在 30 戶、50 戶，少有超過 100 戶之大規模 3-22；

在老人的住宅提供上，應是以小量體、分佈廣的思考模式進行開發，

                                                 
3-21日本已經提出 compact city（緊密性都市）構想，做為指導人口集中居住之策略，連預

定在 2010 年啟用的東北新幹線新青森車站，由於被劃分為郊外，所以車站周圍禁止新

蓋商業大樓或旅館（天下雜誌，2005/2/15）。因此在老人住宅蓬勃發展之初，政府應預

先正視其開發建設對於都市發展之衝擊及影響。在開發區位的選擇上，為節省政府公

共財政之負擔，應優先選擇在已經有足夠之公共設施、交通系統規劃完善之地區進行

開發，而非以地價較低之土地（非都市土地）為優先開發區位，否則將會造成現有都

市規模不斷向外擴大蔓延發展，且為了要滿足擴大範圍之公共設施需求，又將造成額

外之公共設施財政負擔。 
3-22 雖卓文乾、陳寶貴（2005）指出依日本老人住宅營運經驗，150 單位至 350 單位為最

適管理規模；然曾思瑜（2001：156）指出：理論上在入居者個別性及個人隱私權的立

場，設施的規模是 30 人左右較理想，但在考慮經營及管理效率上則以 50 人左右較為

理想。而一般社區中的老人其共同居住經驗中，其家人大多在 10 人以下，自 10 人以

下的家庭突然轉換到數百人的大規模集住設施，而老人本身就很難適應新環境的變

化，將會增加入居老人身心及生活適應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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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夠使得各地區之高齡者都可以避免遠離原本之熟悉環境；因此在

政府獎勵投資興建門檻上，實有再檢討之必要，避免讓台灣老人住宅

開發朝向大規模開發方式進行。 

（三）經濟負擔之公平性 

根據【老人住宅綜合管理要點】規定，只針對依直轄市、縣（市）

政府專案或鼓勵民間興建之老人住宅，進行只租不賣的規範，然而卻

沒有針對租賃價格進行限制；換言之，專案鼓勵下所興建之老人住宅

租賃價格將藉由市場機制來決定。而其他由民間以自有或租用土地興

建老人住宅，未享有政府提供優惠者，可依市場機制租、售。析言之，

未來的老人住宅將分成二種屬性，其一為有接受政府專案鼓勵興建之

老人住宅，專供租賃；其二為民間自行興建之老人住宅，並未享有政

府之優惠者，可租可售。其產生的課題說明如次： 

1.只租不售 

依據長庚養生文化村進住的高齡者屬性分析，發現主要以軍公教

退休人員為主 3-23；換言之，在現代社會中，要負擔如此高的保證金及

生活費的開銷，可能屬軍公教退休人員較有能力。而一般高齡者在退

休之後，其經濟來源主要還是以依賴子女為主，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

是否有「能力」住得起如此高價格的老人住宅？值得再進行分析。質

言之，價格決定了老人是否住得起的問題，雖然相較於過去的老人而

言，現今老人的經濟情況條件較佳，但是，事實上老人之間的經濟情

況貧富差距也加大了，造成在高齡者團體中，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

情況。因此在老人住宅的提供上，可能會變向成為一種「階級式」的

住宅，唯有經濟條件較佳的老人才有能力住得起，而其他一般經濟狀

況的老人，仍是沒有辦法享受到一個較好的住宅環境。若大膽假設住

得起這種高消費住宅的高齡者是屬於社會所得層級較高的人，而政府

卻拿全民之稅獎勵投資這種高消費的老人住宅，是否有違社會公平正

義與縮小社會貧富差距的目標 3-24？老人住宅政策究竟是一種社會福

利的提供？或是一種提供給經濟條件較好高齡者的另一種住宅選擇？

若非為一種普及性的住宅供給，政府之獎勵投資興建是否有其公平正

                                                 
3-23 軍公教退休者占 45.4%，工商服務業者占 21%（聯合報，2005/6/13）。 
3-24 根據立法院公報 93 卷 13 期委員會記綠 18-19 頁中可得知：老人住宅的開發及建設主

要是以促參條例的精神為依據；以促進民間參與投資為手段，發展老人住宅產業，同

時帶動經濟的繁榮，並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因此似乎缺少了社會性、公平性的政策考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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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在高齡者這個異質高的次文化團體中，應該仍要針對不同特性（經

濟條件、健康條件）的高齡者思考不同的住宅政策，才能使全體高齡

者都能享有一個良好的居住環境。 

2.可租可售 

根據【老人住宅綜合管理要點】中說明：「直轄市、縣（市）政

府專案或鼓勵民間興建之老人住宅，專供租賃。民間以自有或租有土

地興建老人住宅，未享有政府提供優惠者，依市場機制租售。」「第一

項鼓勵民間興建之老人住宅所有權人，得將取得之優惠獎勵，依相關

法令規定辦理結算其金額，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繳回並將全

部入住之老人妥善安置後，依前項規定辦理。」析言之，在老人住宅

的開發建設過程中，當建商受政府優惠獎勵興建老人住宅時，住宅之

營運、服務設計必須要符合政府相關之規定，同時必須只租不售；而

當建商依法繳回政府之各項優惠獎勵時，在營運限制上，即開放了可

依市場機制租售。此項法令之修正，是否隱含著為政策執行推動之順

利、為市場上建商解套之疑慮，而非從高齡者之角度出發進行思考呢
3-25？ 

從高齡者的角度分析之，目前台灣住宅自有率已經超過 85%，復

依內政部（2005）所進行之調查，國民 50 歲至 64 歲保有房子、土地

或其他不動產的人，占 50.33%，而 65 歲以上保有房子、土地或其他

不動產的人，亦有 35.98%，而在這些沒有房子、土地或其他不動產的

人，泰半都是已經移轉給子女。因此老人住宅政策之目標，是否為讓

高齡者「買」一間適合自己居住的房子？亦或是讓高齡者「租」一間

適合自己居住的房子？若為前者，則政府在整體住宅政策推動上，是

否應該仿效日本之住宅政策，將朝向無障礙終生住宅之政策目標，而

非只是單方面開放老人住宅可供買賣，否則恐生政策施行缺乏前瞻性

及整體性之考量，並且有為建商解套之嫌，無顧及高齡者才是老人住

宅政策中之重要角色。 

                                                 
3-25【老人住宅綜合管理要點】2003 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發布之規定：「老人住宅之居住單元

以租賃為主，不得出售」；而 2005 年八月十五日業經修正後，則分為專供租賃及可依

市場機制租售之情況。在這段期間中，雖然建商對於老人住宅之詢問度高，但是實際

成功開發的個案卻寥寥可數，可見建商對於老人住宅之開發商機仍屬於觀望、評估期

間。而日本民營收費式老人住宅的收費模式，包括（1）終生使用權；（2）出租；（3）
終生租賃（鄭景文，2005：47），皆是屬於出租之模式，並非為「出售」模式，因此在

老人住宅是否適用於「出售」的概念，是值得再深入研究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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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發區位之選擇迷思 

許多論述都在討論老人住宅究竟應該要蓋在怎樣的區位較為適

合？是郊區？亦或市區？Paul（2002）指出高齡家庭在區位的選擇上

偏好郊區（suburbs）的比例大於市中心地區（central cities）或鄉村地

區（rural area），其中 55 歲到 64 歲的高齡者又較偏向郊區外圍（outlying 

suburbs），而 65 歲以上的高齡者則較偏向靠近市中心的地方（suburbs 

closer in to a central city）。然而從台灣地區都市發展歷程觀察，台灣的

空間發展很難去區分都市、鄉村及郊區的空間範圍，因此若要以郊區

或市區的角度切入討論老人住宅之適合區位，將會是一個無法深入討

論的議題；若再考量高齡者的異質性（heterogeneous）及台灣高齡者

缺乏退休準備之觀念 3-26等，更可凸顯出此議題之困窘。因此，不論是

將老人住宅規劃在市區或郊區，有一點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絕不能

將老人住宅獨立於原本的社區之外，不應該讓高齡者住在一個很明顯

是「標榜」高齡者住的地方，不但對高齡者本身而言會產生壓力，同

時也會構成周遭之居民以「不同」的眼光來看待，若能適度地與一般

社區結合，不論在高齡者心理上或社會關係上，都是屬於較佳的發展

方式。 

過去台灣之住宅開發經驗中，為了規模經濟及開發效率之目的，

往往很容易興建一大片相同性質的住宅，例如像是國民住宅；反而會

造成周遭居民看待住在裡面之居民產生一種「貧窮」的印象，因此容

易形成一種居住壓力，而在老人住宅的興建概念上亦然。在現實社會

中，有人偏好住在大都市，享受便利的生活模式，也有人偏好住在鄉

村中，享受安靜、無污染的環境，而這些不同的偏好，隨著個人年齡

的增長，亦會逐漸累積於每個人身上 3-27。因此在區位的選擇上，並無

法歸納出一個毫無爭議的結論，但絕不能將高齡者孤立於社會之外，

這卻是無須爭辯的結論。 

                                                 
3-26由於台灣以農立國，目前 65 歲以上的許多高齡者皆為從事一級生產職業，包括農林漁

牧業（依內政部 2005 年之統計，65 歲以上老人有職業的比例為 13.58%，其中以從事

農林漁牧的工作人員比例最高，佔 7.69%，其次則為非技術工及體力工佔 1.89%），而

這些職業的特性之一，即無「退休」之觀念；不像公務人員有 65 歲之退休期待，因而

會進行退休後生活之準備；而從事一級生產工作的高齡者，即便是超過了「法定」退

休年齡，仍會繼續從事生產工作，直到沒有辦法或沒有能力工作時。因此產生台灣高

齡者較缺乏退休準備觀念之推論。 
3-27持續理論（coherent theo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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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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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灣高齡者之特質 

在台灣的社會中，很明顯地會發現一個有別於國外社會的現象，

即是高齡者對與子女同住的需求非常地高 3-28；許多推論認為因台灣家

族同堂的觀念牢不可破，子女也不願背負不孝的社會壓力，使得第一

個適用【促進民間參與老人住宅建設推動方案】獎勵的長庚養生文化

村，傳出市場反應不如預期的消息。雖然老人集合式住宅在國外發展

已成為高齡者退休安養之趨勢 3-29，然而在台灣文化及觀念影響之下，

是否政策所鼓勵之集合式住宅型態，能符合台灣社會高齡者之期待？

實有必要從台灣高齡者的特質進行分析。 

首先 Chao（2005）藉由獨立二面向模式（the two-dimension model 

of independence）分析中國老人（Chinese olders）（請參考圖 3-7）指

出中國老人特性屬於 D 象限，因為受文化不同及社會背景影響，是屬

於追求獨立感高，但是依賴他人程度亦高的特性。主要是由於中國高

齡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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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o，2005：97），

因此文化背景及社會特性的確影響了高齡者的獨立性及依賴性程度。 

 

 

 

 

 

 

 

                                                 
3-28依內政部（2005）調查統計，六十五歲以上國民認為理想的居住方式，有 60.19%的老

人認為是與子女同住，雖相較於過去之統計有逐年下降之勢，但仍為目前社會上老人

最高的理想居住方式。 
3-29雖然在【促進民間參與老人住宅建設推動方案】中指出歐美國家 65 歲以上老年人口中，

目前約有 10%的比例使用老人住宅及安養護設施，日本則在 5%左右。然柯瓊芳（1998：
40）指出丹麥政府曾增建許多養老院，結果老人都選擇住在家裡；荷蘭政府則是把錢

用在老人自己住宅的重新裝潢設計上，而不是用在養老院的增建上。而瑞典在 1976 年

便規定所有新建的三層樓（含）以上住宅都要裝設電梯；英國則在 2000 年規定所有的

集合式住宅在共同設施部分，須規劃無障礙環境（自由時報，2006/01/01）。因此，老

人住宅至今是否仍為國外先進國家所採用的居住安養觀念？值得再針對國外社會情勢

變化，以及國內社會現有情勢發展重新思考。 

低

低

高

高

A 

B C 

D 獨

立

性

依賴性 
（依賴他人程度） 

（主觀上的評價或經驗）

圖 3-7：獨立二面向模式圖 
資料來源：Secker et.，2003；轉引自 Chao，200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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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國的家庭制度是完全基於孝道上，為人子者，生者養，

死則祭，因此傳統社會對不孝的懲罰頗為嚴峻，不只家人不容，亦為

社會所不許，甚至於繩之於法。「父雖不慈，子不可以不孝」、「五刑之

屬三千，而罪莫大於不孝」，不孝在中國傳統的社會中是一種罪惡，而

且是最不可饒恕的罪惡。人情皆惡不孝，為人子者亦戰戰兢兢，如臨

深淵，如履薄冰，唯恐冒上不孝之名。正因為此種觀念之影響，有研

究發現子女不願背負不孝的壓力、高齡者不願失其顏面等傳統觀念，

造成現行高齡者對於老人集合式住宅之實際利用率偏低（台灣省政府

社會處，1992；曾舉敏，1996）。 

除此之外，許多研究指出台灣高齡者喜歡與子女同住，除了是傳

統社會觀念影響所致，更與台灣高齡者特有的社會支持關係相關。林

松齡（1993）的研究結果顯示：高齡者之社會支持來源主要侷限於家

庭成員的配偶、兒子和媳婦。雖然高齡者亦會從朋友、鄰居方面獲得

協助，然而從朋友所獲得的支持則偏向「情感性支持」或「自我價值

的再確認」（呂寶靜，2000），從鄰居獲得的支持則多以「生病時來探

訪」或「外出時幫忙看家」為多數（呂寶靜，1999），但是家庭成員所

給高齡者的支持則提供病痛的服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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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松齡，1993）。因此家庭成員中之配

偶與子女，往往是高齡者最有頻繁互動的重要他人，也因此造就高齡

者對於配偶與子女，在情感上、期待上依賴甚深的原因之一。 

綜觀目前政府所推動之老人住宅政策，除了會產生住宅價格課

題、開發量體課題、開發區位課題外，亦無法兼顧台灣傳統社會觀念

下，高齡者與子女同住的需求（張雅惠、賴宗裕，2005）。傳統社會觀

念及壓力，以及老人對於鄰里關係的依附感是說明目前台灣老人住宅

市場叫好不叫座的主要原因（信義房屋，1997：741；統領雜誌，1999：

53）。因此實有必要針對高齡者的特性進行分析及調查，瞭解台灣社會

文化中帶給高齡者之影響，進而如何影響其對於居住型態的選擇。而

後，則可針對台灣高齡者安養需求，提供其所需要的住宅政策，符合

台灣社會高齡者之安養期望。 

總而言之，這個社會需要多樣化的居住型態以滿足不同的老人對居住

之需求；絕不可能有一種居住型態是對每個人都適合的，因而政府在政策

獎勵順序上，所主張之居住型態應為大多數人所偏好的，或是能符合大多

數人的需求，才具有政策上之意義。否則將形成塗具帶動民間企業投資興



第三章 老人住宅政策與影響居住因素分析                                         

3-30 

建老人住宅，反而加重目前市場上空屋率之負擔。而上述所分析的課題，

都是在政府獎勵下之老人集合式住宅居住型態，值得再深思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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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居住型態影響因素分析 

過去研究在探討影響高齡者居住型態選擇之因素時，大多從社經人口

特質的角度進行討論，因此本研究延續過去相關研究，將社經人口變數做

為基礎，建構本研究欲探討之架構，做為第四章實證分析研究之基礎。茲

分成社經人口變數及個人居住偏好因素二部分進行說明。 

壹、社經人口變數 

Soldo et al.（1988）將居住安排視為理性選擇的過程，影響因素可分為

四個面向：（1）機會因素：包括婚姻狀況、子女有無等；（2）資源因素：

個人的社經變項等；（3）需要因素：包括健康狀況、社會心理需求等；（4）

態度因素：個人的主觀偏好等。對於影響高齡者居住選擇的因素，國內外

許多學者都曾嘗試著從不同的觀點、角度切入探究，如從人口社經特質變

數來尋求解答，包括：性別、年齡、教育程度、所得、子女數或婚姻狀況

等，因此本研究選取年齡、性別、教育程度、婚姻狀況、所得因素等五個

變數討論，而本研究後續欲實證之概念與假設請參考圖 3-8。 

一、年齡 

年齡是影響老年父母與成年子女居住的因素之一（Stinner et al.，

1990），其影響的方向是年齡愈大的高齡者愈傾向與已婚子女同住

（Ofstedal，1995）、也較可能搬入機構居住（Spitze et al.，1992）；年

齡愈小者，愈可能獨自居住或與子女分住（蘇金蟬，1988）。可能是由

於年齡愈大的高齡者健康變差的可能性較高，所以較可能需要人照顧

而與子女同居或入住安養機構（林子瑜，2006：5）。 

年齡除了在生理上代表是否為「高齡者」的客觀因素之外，亦在

社會心理學中代表了一個人對於自己未來居住選擇的成熟度。因此年

齡對於居住型態的選擇影響在於，不同年齡的情況下，考量居住型態

選擇時的角度不同，而過去的研究指出年齡確實會對居住選擇造成影

響，只是影響的方向不一（羅紀瓊，1987；蘇金蟬，1988；陳肇男、

史培爾，1990；齊力，1995；章英華，1994；關華山等，1992；黃健

忠，1992）。但若從實際的數據討論 3-30，可發現隨著年齡愈高，高齡

                                                 
3-30根據內政部（2002）統計發現，隨著年齡愈高，老人獨居或住老人安養機構的比例愈高。

例如在 50-64 歲間，獨居的比例為 3.25%，65 歲以上的比例佔 8.25%，80 歲以上的比

例則佔 10.29%；在 50-64 歲間，住老人安養機構的比例為 0.16%，65 歲以上的比例佔

7.51%，80 歲以上的比例則佔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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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獨居或是住老人安養機構的比例愈高。因此隨著年齡的增加似乎會

影響其對於居住型態之選擇。 

二、性別 

陳肇男（1993）指出女性較男性傾向於與子女同住；藉由現代性

的觀點認為：過去女性的教育程度普遍較男性低，較少接受現代價值

觀，所以多受傳統家庭規範約束，而較可能與子女同住。而亦有推論

指出原因是老年女性較於老年男性更需要依賴子女的協助頤養天年，

同時老年女性可能較能夠提供扶持與協助子女家務，例如打掃房屋、

照顧孫子女等，或因為與子女的關係較為親密，而傾向與子女同住。

因此老年女性可能較傾向與子女同住的居住型態（陳妙盡，1996）。 

三、教育程度 

教育程度愈高，代表著獨立自主生活的能力愈強；不論是在觀念

上較能擺脫過去傳統觀念之影響（養兒防老），同時亦在經濟能力上代

表著具有較強的所得收入能夠選擇自己的理想居住型態，因此會形成

不與成年子女同住的生活型態（徐良熙等，1989；羅紀瓊，1987；陳

肇男、史培爾，1990；齊力，1995；陳肇男，1993；黃建忠，1992）。 

四、同住狀況 

一般研究指出有偶的高齡者傾向獨居，而離婚、喪偶或與配偶分

居的高齡者則較傾向與子女或其他親人同住（Crimmins et al.，1990）。

主要是由於當老年夫妻雙方都活著，會互相幫助彼此在行動上的不變

與困難，所以二個人仍可維持獨居的生活模式，但當某一方死掉時，

獨居的型態便會消失（Fillenbaum and Wallman，1984）；而關華山等

（1992）指出離婚、喪偶或與配偶分居的老人，因缺少了配偶之支持，

進而將生活重心放在子女身上，會傾向與子女住在一起。因此與另一

半的同住狀況將會影響高齡者的居住選擇。 

五、所得因素 

所得多寡代表了高齡者居住選擇能力的強弱。高所得的高齡者較

於低所得的高齡者有能力選擇自己偏好的居住型態，較不受限於子女

的約束，在居住型態的選擇上具有較高的自主權，更能依據個人的主

觀偏好及理想居住型態進行選擇。反之，低所得的高齡者受限於生活

資源，因此在居住型態上則不可能選擇獨居，以獲得經濟上之支持與

照顧（羅紀瓊，1987；陳肇男，1993）。然而隨著社會變遷與傳統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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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與價值觀的改變，再加上因就學或工作所導致的城鄉遷移，使得父

母與子女同居的家庭制度與功能瓦解，造成愈來愈多的成年子女及老

年父母在態度上並不期望一定要同居，且雙方更偏好以經濟奉養的方

式照顧老年父母（章英華，1994）。因此，高齡者的所得情況會影響其

居住選擇，而經濟較需依賴他人的高齡者較無選擇居住安排的自由，

須視經濟提供者同居意願的高低。 

 

 

 

 

 

 

 

 

 

貳、個人居住偏好因素 

除了上述的社經人口變數外，影響高齡者居住選擇的因素另有 Solodo 

et al.（1988）所指之態度因素，即個人偏好因素。而此個人居住偏好因素

依本研究之推論與整理，可分類為對子女的偏好、對原居地的偏好、對居

住環境的偏好等三個因素討論。 

一、對子女的偏好 

由於台灣社會文化及觀念的影響，造成台灣社會中老人對於子女

依賴偏高；而在歐美國家中，許多家庭中的子女成人後，父母皆會任

其在社會上自食其力，而當父母年老之後，亦不會希望與子女同住
3-31，只希望能夠夫妻二人單獨過著退休後之生活安排。這是台灣社會

                                                 
3-31美國有一種二代居住的新趨勢「有距離的親密」（intimacy at a distance）（羅紀瓊，1987；

蘇金蟬，1988），其優點在於：既可減少代間共住的摩擦，又可以在必要時就近協助的

方便；這種安排，國內學者亦表推崇，強調其可避免有老人的家庭所產生的問題。國外

許多研究指出：老年父母不與子女共住，但仍保持有功能性的頻繁接襡。由此觀之，老

年父母與子女分住在近距離的範圍內，是利多害少的（轉引自王阿保，199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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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年齡 
2.性別 
3.教育程度 
4.同住狀況 
5.所得因素 

  

居
住
型
態
選
擇 

1.與子女同住 
2.老人集合式住宅 
3.獨居 
4.與子女同鄰 

H1：年齡會影響高齡者的居住型態選擇 

H5：所得因素會影響高齡者的居住型態選擇

H4：同住狀況會影響高齡者的居住型態選擇

圖 3-8：本研究之概念與假設圖 

資料來源：作者繪製

H3：教育程度會影響高齡者的居住型態選擇

H2：性別會影響高齡者的居住型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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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外社會最大的不同之處。因此在台灣社會中，討論老人的居住型

態選擇時，對子女的偏好是相當重要的因素。 

二、對原居地的偏好 

由於台灣社會安土重遷觀念的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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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搬遷到生活環境品質較高的地區。雖然目前尚未有相關研究指出對

原居地的偏好確會影響高齡者的居住選擇，然而在探討高齡者是否會

選擇老人集合式住宅課題，高齡者面臨是否遷移的考量時，對原居地

之偏好為重要影響因素之一。 

三、對高居住環境品質的偏好 

受到個人主義及現代化的影響，許多過去忙碌生活的人，等到他

們開始準備退休時，會希望能夠盡其可能地享受生活、充實自我。雖

「個人－環境」理論指出，高齡者對於逐漸惡化的環境，仍是會感到

滿意，因此對於高居住環境品質應不會有特殊偏好；但本研究欲瞭解

老人集合式住宅所強調之優質生活居住環境，是否會對高齡者產生吸

引力？因此亦將高居住環境品質列為選擇因素之一進行探討。 

綜合上述，本研究建立第四章實證分析所欲討論的變項，瞭解各種因

素影響高齡者選擇居住型態的情形？以及高齡者對於目前政府獎勵興建老

人住宅之看法？觀察是否能夠符合高齡者之居住期待，提供做為政策上之

參考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