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老年人口的增多，是一個世界性的趨勢，我國亦可明顯的看出此

種傾向，由於醫療衛生與科技的進步，人類生命的延長，加上出生率

與死亡率的降低，使台灣地區老人人口大幅的增加。我國老人福利法

早在民國五十八年（1969）開始研擬，直到民國六十九年才訂定此法，

共二十一條。六十九年（1980）四月公佈「老人福利法施行細則」相

關規定，又分別訂定「老人福利業務實施要點」，使得推展老人福利

工作有了法令的依據和藍圖。 

然施行以來，亦有部份的內容引發爭議，如經費的充實上未能標

明各級政府編列老人福利預算應有的比例，大都專注於老人福利之特

定具體面向，諸如：老年退休金、公保養老給付、勞工保險、老年退

休給付，包含退休金、軍人退伍給付以及老人安養福利機構，創立長

青學苑、老人免費健康檢查及保健醫療、國內交通費用及參觀文教設

施優待、敬老禮品及活動等等，但鮮少從福利的供給與需求層面來探

討來檢視台灣地區既有老人福利之相關研究，因此，本研究特別注意

老人福利法公佈以來，各級政府對於老人福利工作的推動與施行有多

少的投入，其執行績效程度與老人群體對於自己的需求受到照顧的滿

足程度有何差異，以了解兩者間的差距，以其實務與理論相互配合，

而使我國老人福利更趨落實。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壹、 研究動機 

    二十世紀是人口革命的一個時代，因為人口結構的轉變，兒童的

死亡率已經下降，直到西元 1900 年，大部分西方國家的嬰兒死亡率

已從 50％以上下降至 16％左右，而到了二十世紀末期兒童的死亡率

更是下降到至 0.05％，這也就是說絕大多數的人們都能活到老年，不

僅西方，這是全世界普遍的一種現象，而這也是人類歷史上的一大突

破。綜觀台灣，自政府遷台以來，經濟繁榮、教育普及、科技發展、

醫藥進步已邁入已開發國家之林，進而使得我國民平均壽命延長，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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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人口增加，由於生育率的降低，使得世界主要工業國家於十九世紀

末、二十世紀初，即進入高齡化社會。 

依據內政部人口統計資料發現：八十二年（1993）九月底，台灣

地區六十五歲以上的老年人口已有 1,490,801 人，佔總人口之 7.09％，

已達聯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訂的高齡化社會指標。目前臺灣地區的老

年人口至九十四年六月已增加到 2,180,230 人，占總人口的 9.60％(表
3-3)。由此可見，醫療衛生、科技、社會的快速進步，促使國民平均

壽命延長，也增進人口老化的速度，再根據內政部民國八十九年臺閩

地區老人狀況調查報告，我們可以發現，老人所表達對政府福利措施

需要的優先順序上，以醫療保健最多（72％），其次為經濟補助（70
％），再其次為休閒活動（占 52％）。因此，就台灣老人需求而言，

以「醫療保健」與「經濟安全保障」是最主要的兩項，對休閒活動也

認為相當重要老人福利政策規劃，應著重於老人需求的滿足。 

另外，從財政支出來看，我國過去十年來政府的福利支出，年年

有顯著的成長，各級政府的福利支出從民國八十年（1991）度的 2,061
億元到民國九十三年（2004）度的 5,665 億元，成長了約 1.76 倍，其

中福利支出占 GDP 比率，也從民國八十年的 4.5％到九十四年度的

5.6％，其中九十年度還曾到 6.1％（圖 4-2），此一比例雖與韓國、新

加坡不到 3％相比顯的略高點，但與鄰國日本相比略微低些，與先進

國家福利支出較高的德國、英國相比，相去甚遠。但近年我國政府財

政面臨開源不易而擴增支出壓力仍在之情況下，例如：敬老福利生活

津貼的發放，民國九十三年（2004）領取老人福利津貼人數為 69 萬

3 千人，自民國九十一年（2002）開辦至九十三年（2004），政府即

已核付了 559.9 億元，原住民敬老福利津貼發放，核付了 17.3 億元，

合計為 577.3 億元（表 4-8），以及老農津貼的發放，加上財政支出成

長受限，加上未來隨人口快速老化，老年安養需求之擴增及國民年金

之開辦，政府財政負擔將更形沉重。 

從以上的資料顯示，高齡化社會之快速變遷，引發的老人需求與

問題，已成為政府與民間注重的焦點，除了也必須有政策的規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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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策與措施，以及法規的訂定，俾使落實老人福祉之外；同時在政

治制度與專業的考量下，並從政府財政負擔的角度，就社會福利資源

配置加以檢討，以我國的社會福利規模及其配置現況作一概括說明，

同時由於先進福利國家的殷鑑未遠，本文乃參酌先進國家老人福利相

關計畫與政策經驗的啟示，予以借鏡。 

老人福利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內涵，政府除了考量財政負擔、專業

技術之外，近年來更由於政治民主轉型，多元化的政治、人民對政府

的期望隨之提高、人民壓力團體、各候選人為爭取選票相繼提出競選

政策，加上老人政治參與率提高，使得老人福利政策受到政府與民間

的重視，有鑑於此，實有必要對於我國老人福利政策的規劃原則與實

施的政策、設計模式，以及實施的績效做一統整的研究與評估，期使

未來社會福利之釐訂及有限資源之配置，更趨合理並符合公義。 

貳、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本文研究之目的在嘗試探索我國老人福利政策之

執行成效，將以分析台灣社會老人福利與追求老人福利政策的關聯性

及影響因素，並對於財政經費與國家補助對於老人福利政策實施研究

之影響做深入分析；同時探討世界其他國家關於老人福利的情形並加

以比較，以西方先進國家之老人福利政策與措施為借鏡，研究分析我

國老人福利政策其轉變與各國發展情況做適切之探討，針對我國「老

人福利政策」的執行與評估分析，並作綜合評估結果。最後探討我國

老人福利在追求社會福利上的政策在國家財政上應如何配合與互

動，以提昇我國老人福利品質，增加老人生活安定，同時設定以下問

題： 

一、 如何建立一套我國老人福利統籌規劃的行政體制？ 

二、 我國老人福利政策制定之變遷為何？其政策對於追求社會福

利又有什麼影響？ 

三、 財政經費、國家補助與老人福利政策之推行關係為何？以及

如何加強老人學研究之重視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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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國老人社會福利政策中，政府如何以有限的經費補助來推

展老人的社區服務？又該怎樣運用家庭倫理的發揚增強老人

的社區服務。 

五、 目前我國推動「老人福利政策」及其執行情形與評估分析為

何？社區資源運用對於我國老人福利的發展有助於提升老人

生活的問題與生活保障程度嗎？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 

壹、 研究方法 

     老人福利的相關問題相當龐雜，為達成研究之預期目標，期能建

立一套完政之行政體制、加強老人學研究的重視，發展社區服務與家

庭倫理的發揚，以及運用社會資源增進老人福利發展，因此，本文涉

及老人福利的範圍甚多，舉凡法制方面的老人福利法、勞工基準法、

社會救助法、中低收入戶老人生活津貼，以及敬老福利生活津貼暫行

條例、原住民敬老福利生活津貼暫行條例等爭議不斷，加上我國對於

老人福利措施並無一套完善的社會安全制度來保障老人的生活無匱

乏，在研究上選擇先進國家為比較及借鏡之援引參考，並對於老人福

利的理論與實際，嘗試釐出爭議的焦點，對我國老人福利政策規劃與

實施績效評估評估，以便促成建構一套統籌管理規劃老人福利制度的

可能性，本文之研究方法可歸納如下： 

一、 本研究首先將以「文獻分析法」針對老人福利需求與時代背

景、老人福利之理論與內涵、撤離理論、活動理論、次文化理

論、細胞老化理論及世界其他國家在追求社會福利政策中的老

人福利情況等面向進行分析，並採用「比較分析法」對先進國

家老人福利制度與我國作一比較，進而提出建構我國老人福利

行政體制與社區服務、社會資源運用。 

二、 接著採用「內容分析法」，分析我國老人福利政策對於追求老

人生活品質的照顧的演進與轉變，同時，亦對我國老人福利政

策、老人年金經費補助、與政策之制定與執行方式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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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採用比較法針對各國，如：英國、美國、日本、瑞典的老人

福利或具代表性者，進行歷史分析比較，分析各國對於老人福

利的特色發展、執行以及對於老人年金施行的方法。 

三、 此外，在對於「老人福利政策」的執行方面，採用米特（D.S.Van 
Meter）和洪恩（Carl E.Van Horn）「政策執行模式1」為政策研

究分析架構，1975 年提出的政策執行力模式，屬第二代政策

執行研究，第二代政策執行模式是：將執行變數劃分為：標準

和目的、外在資源投入、組織間溝通與執行評估、機構的特質、

社會經濟和政治條件、執行者意向，其中組織間溝通與執行評

估、機構的特質、執行者意向為其重視的組織結構層面分析。

所以，當我們將此模式投射在老人福利服務工作上時，除了對

老人福利工作的執行績效做概略性的討論外，機構特質、執行

人員的特徵與態度意向以及組織機構間的互動協調將是我們

期望探索的重點。針對結構與內容透過政策的分析，希望能瞭

解其政策推動的過程與過去的補助方式有何不同？困難點為

何？財政經費的使用方式與計畫額度的看法；而在政策的執行

中，其與老人族群結構本身的問題，如何互動與相互合作？ 

四、 最後，針對「老人福利政策」的執行與評估，採用「資料分析

法」，對「老人年金(老人津貼)」的預算經費使用、發展推動

方面、各國發展情形方面，進行評估分析，以提出解決爭議的

方案。 

貳、 研究步驟 

 

近年來，我國人口結構漸趨老化，家庭規模縮小，家人相互扶持

功能不若往昔，社會福利需求日益殷切。有鑒於此，政府採逐步擴展
                                                 
1 1975 年提出政策執行力模式，屬第二代政策執行研究，根據美國公共政策學者  
  Malcolm L.Goggin、Ann O.M.Bowman、lames P.Lester、Laurence J.O.Toole,Jr 
  四人於 1990 年所著《執行理論與實際：邁向第三代》認為第一代執行研究偏

重實務個案研究，第二代執行研究偏重理論分析架構的建立，第三代執行研究

則企圖整合理論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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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推動多項社會福利措施，致社會福利支出節節攀升。睽諸先進國

家短期間內社會福利支出的急遽增加，不僅造成政府財政沉重負擔，

影響基礎建設的推動，同時亦抑低經濟成長，因而紛紛削減社福支

出，進行社福改革。 

因此，本研究分析架構首先為相關理論的文獻研究；其次探討台

灣社會老人福利與老人福利政策的相關性及影響因素，以及其他國家

追求老人福利情況；再其次研究我國老人福利的相關實施策略，包

括：老人福利政策的轉變、政府補助情形以及老人醫療發展現況；接

著探討我國國民年金保險制度以及健康保險制度的執行分析；然後進

行老人福利實施後的評估分析；並以米特（D.S.Van Meter）和洪恩

（Carl E.Van Horn）政策執行模式進行分析，運用此模式投射在老

人福利服務工作上時，除了對老人福利工作的執行做概略性的討論

外，機構特質、執行人員的特徵與態度意向以及組織機構間的互動協

調將是我們期望探索的重點，在此架構下探討行政組織架構的特質、

經費的來源與分配、福利機構的類別、福利措施的種類進行分析，最

後提出發現與建議。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名詞解釋 

壹、 研究範圍 

本文的研究範圍以 1980年至 2005年國內外相關老人福利研究與

文獻來分析探討。社會保障或社會福利(social welfare)係為保障人民

的基本生活，目前多數國家施行社福相關措施，多建立在扶助與自

助、互助並重的精神上，使人民得免於貧乏、恐懼進而維護人性的尊

嚴。目的將以分析台灣社會老人福利與追求老人福利政策的關聯性及

影響因素，並對於財政經費與國家補助對於老人福利政策實施研究之

影響做深入分析；同時探討世界其他先進國家關於老人福利的情形並

加以比較，尤其是老人福利當中的經濟安全保障、敬老津貼以及醫療

保健等攸關老人身心的主要內涵，政府政策的制定與形成過程，以及

老人福利實施後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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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名詞解釋 

一、 出生率（birth rate）： 

    人口學家發展若干出生率的測量方法，以分析人口的變遷，這

些方法包括粗出生率、特別出生率、一般出生率與生育比。 

二、 粗出生率（crude birth rate）： 

 是一年內出生的活嬰數與年中總人口之比，然後乘以一千，這

個方法的缺點是未考慮人口的年齡與性別組合對出生率的影響，但

它被廣泛使用，因為計算所需的資料容易取得，而計算也容易。 

三、 粗死亡率（crude mortality rate）： 

是基於一年內的死亡人數與年中總人口數的比，乘以一千，粗

死亡率不是一種很正確的測量方法，因為它未考慮人口的年齡分

配，年老的人口會比年輕的人口有較大的死亡率。 

四、 平均餘命（life expectancy）： 

平均餘命(或稱預期壽命)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概念，指一般人根

據一組既定的年齡別死亡率(機率)來存活(或死亡)，所能預期的平

均存活年數。在計算程序上，每個年齡組的人口都可以取得一個平

均存活年數，稱為年齡別平均餘命，但經常被使用來量度壽命水準

的數據乃是零歲時的平均餘命，稱為出生時平均餘命。 

五、 醫療照顧（medicare）： 

    係依「社會安全法案2」（Social Security Act，1935）修訂條文

設置之公營健康保險制度，其內容主要為兩大部分所組成：一為住

院保險（Hospital Insurance），屬強制投保項目；一為補充性醫療保

險（Supplemental Medical Insurance），屬任意投保項目。1972 年再

次修正，擴大至未滿六十五歲的殘障、慢性腎疾病患者，所以聯邦

                                                 
2 為 1935 年美國羅斯福總統（Franklin D.Roosevelt）於 1935 年 8 月 14 日簽署頒 
  行，此一法案之精神，主要在保障人民經濟生活之安全，故以社會保險為主幹，   
  輔以公共救助、就業輔導，以及衛生福利服務等工作，為一全民的社會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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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照顧，實即六十五歲以上老人、殘障者、慢性腎疾病患者健康

保險。前者多如住院服務、居家照顧、安養院等，後者如醫師服務、

救護車運送服務等。 

六、 醫療補助（medicaid）： 

    屬社會救濟體系，是一種所得直接移轉，簡單來講就是以財富

重分配達成對窮者的人的實際救助（黃耀輝，1994：29-31）。其種

類有三大類： 

（一） 強制性需要者：一般而言，凡參與或領取各種社會救濟的現

金收付者，皆屬救濟對象，但州仍保有對需要者的裁量權力。 

（二） 選擇性需要者：州政府有權將未實際領取現金給付者，納為

有需要政府提供醫療補助的團體。 

（三） 醫療上有需要者：此類只有能力應付基本生活需要，但不足

支應醫療支出者。因此，這些團體通常需要通過州政府訂定

的所得與資產調查，而此所得資產標準又視家庭大小而定。 

七、 老人學（gerontology）： 

    老人學旨在研究老化的各個層面，如生物、心理及社會等，老

人學家包括了研究人員和實行者，其領域遍佈於生物、醫藥、護理、

牙醫、物理及職能治療、心理學、精神病學、社會學、經濟學、社

會科學及社會工作（林歐貴英、郭鐘隆合譯，2003：7）。這些領域

的工作都與老化的許多層面有關，從研究、描述細胞老化的過程，

到尋找良好，改善年長著的生活品質，除注重預防或處理老化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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