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結論 

我國自古的社會風尚及傳統禮儀，注重尊老敬老，享用家庭的奉

養，因此，古代的養老濟貧，多屬消極性、臨時性與局部性的措施，

加上傳統上，老人都被視為依賴人口，以致討論的重點多半著重於其

增加時所帶來的問題，諸如：社會福利、醫療保健等方面的財政負擔

等等，但至近代，因為環境衛生改善、國民營養進步、醫療技術進步、

平均壽命的延長，使得老年人口與年遽增，在面臨老年人口比例增加

之趨勢，加上社會型態及家庭結構轉變，傳統家庭養兒防老之功能逐

漸減弱，敬老崇孝之固有價值日漸式微，以致老人的物質與精神生活

漸成問題，加上今日社會多為雙薪家庭，年輕人外出工作、求學，迫

於現實生活之所需，獨居老人與日俱增，高齡化社會中老年人的照顧

問題已形成政策性的議題。 

首先，我們瞭解到我國老年人口總數在八十六年（1997）底統計

已有175萬餘人，占總人口數比例 8.05%，根據內政部的統計截至2004
年底，台灣地區六十五歲以上的高齡人口已超過兩百一十五萬人，占

全國總人口的 9.5%。近十年來平均每年約增加 6.6 萬位老人，高齡化

社會的特徵益趨明顯（吳永銘，1998：1）。依照行政院經建會的預測，

至民國一百年（2011）時老人年口將達到 248 萬，佔總人口數比例將

升至 10.3%，經建會更推估，六十五歲以上的老年人口於 2032 年時

將達到總人口數的兩成；也就是說，屆時台灣地區每五位國人中就有

一位是老人，可看出台灣的老年人口成長速度之快速。 

人口老化是一種人口發展的情況與趨勢，青壯型社會和高齡化社

會都各有其樣態及特色，也都各有其優缺點，重點在於我們的社會對

此趨勢採取的態度及對策。因此，我們認為對於老年化社會，應該採

取新的思維方式及積極的行動策略，破除「老人是社會的負擔」的迷

思，以塑造一個「不分年齡、人人共享的社會」，有必要制定法制，

增辦老人福利措施，以期安定老人的生活。觀諸目前我國政府對於老

人的福利措施方面，經濟安全方面有：社會保險（養老給付）、社會

救助（低收入戶老人生活補助、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中低收入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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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特別照顧津貼）、普及式津貼（敬老津貼）以及退休撫卹（勞工退

休金）等。醫療保健部分有：老人預防保健服務、中低收入老人醫療

費用補助、中低收入老人重病住院看護費補助等。 

本章綜合前幾章對於老人的需求與先進國家的老人福利服務的

計畫內涵、制訂實施與特性、理念政策執行模式和行政組織結構等多

層面的相關因素，做一概況分析後，擷取各國的實施績效與經驗啟示

來探討我國老人福利政策之法治建構與政策執行效果。首先，我們需

將整個老人問題視為一個過程，瞭解老人問題的性質與結構，從研究

發現的問題中，找尋一個結論，以從我國老人福利的行政體制建立談

起，發覺老人問題與需求動向。而本文以健康需求、經濟安全需求、

教育需求及休閒需求、心理及社會適應需求與居住安養需求等五個面

向來探討我國老人福利政策對於老人的需求的實施與績效，在這五個

面向當中，根據內政部統計處的調查，又以醫療保健需求與經濟安全

需求高居老人需求的前兩名，所以，老人從職場退休後，經濟安全需

求的來源以及老人因年紀逐漸增大，體力亦不如前，同時身體器官逐

漸退化時，醫療資源與長期照護需求日增，如何建立一套完整的醫療

體系，配合社區服務與家庭倫理的發揚，同時開啟老人學研究之重視

與發展，期能使得社會資源運用到對老人福利未來的發展是本章的重

要結論。 

第一節   我國老人福利行政體制之建立 

我國的老人福利是民國六十九年制訂施行，為辦理老人福利服務

的主要依據，民國八十六年完成修正「老人福利法」，對於全體老人

的福利措施及醫療保健已有更為嚴密的保障，民國八十七年更有國民

年金保險制度整合的規劃案出現，台灣的老人福利政策整體架構的設

計、立法及實施多年來，以到大多數國民的正面肯定。然而，民間意

願的取向，選舉時民意代表的呼籲和提倡，以及政府的規劃都是不可

忽視的基本要素，加上人口結構的老化改變，老人問題與政策遂成為

近年來學術研究以及選舉時競選人更以改善老人福利政策為訴求

者，日益增多，莫不已建立一套完善的社會安全制度來保障老人的經

濟安全以及醫療服務，鑑此之際，我國的老人福利行政體系更應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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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由中央統籌規劃與運作的完整體系組織架構，以利統合管理。 

當前我國的社會福利行政組織目前隸屬於內政部，包括了社會、

衛生、勞工行政，衛生方面於 1918 年設衛生部是我國中央社衛生主

管機關的開始，1949 年改設為內政部衛生署，民國六十九年（1970）
後由於社會經濟繁榮，人口增加，新的衛生問題不斷產生，遂於 1971
年 3 月在行政院之下設立衛生署，是今日衛生行政的組織基礎。社會

行政方面，1949 年政府播遷來台，社會部裁併於內政部，分設社會

司、衛生司、勞工司辦理社會福利業務，社會司主管人民社會福利、

社會救濟、社會保險、平民住宅、合作事業等，勞工司主管就業輔導、

職業訓練、勞工福利、教育、勞動條件、工礦安全衛生檢查及勞資關

係等業務。當時的社會司如同衛生司般，位輕權輕，大量業務仰賴當

時的省政府社會處辦理，並無一個統一的行政組織架構專門辦理老人

的福利與政策機關。 

民國六十九年「老人福利法」通過後，依據「老人福利法」之規

定，「內政部為老人福利之中央主管機關，應本職掌對老人提供服務

與福利，並獎助宗教、慈善及公益等團體為之，設立老人福利促進委

員會，訂定各類老人福利機構設立標準、老人健康檢查之項目及方

式，以及施行細則，並按年編列老人福利預算等。」但至今數十年後，

仍由社會司的科處來處理老人業務，似嫌福利工作與統籌管理機關權

責不足。 

然而，一項福利需有政策合法化後，經過政策規劃、執行與評估，

才能撿討改進，繼續施行，所以我國老人福利，亦需有一套專責的行

政主管機關體系來執行與評估。因此，筆者建議應該將老人福利的主

管部門社會福利行政單位提升到部會層級，至於單獨成部或與其他業

務合部，應考量中央政府的規劃不宜過大，宜與相關業務合部設計，

根據我國社會文化與老人福利政策的內涵與廣度採社會福利與健康

合併管理，較能集中於中央統籌規劃管理，且與我國財政收支劃分法

的財政預算與財源分配契合，地方分權實施之效。 

其次，在老人福利的諸多面向之下，除了考量行政與財政的管理

分配外，另一個要注重的課題是老人的經濟安全保障與醫療保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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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口高齡化壓力，老年經濟保障制度已成為各工業國家不可迴避的

政策議題，就文中所列歐洲先進國家來說，英國、德國及瑞典等三個

國家的年金實施過程而言，德國最早在 1889 年即開始實施，英國於

1908 年以普及式福利模式開始，至於瑞典之年金制度，雖在 1913 年

就開始實施，但在社會變遷下也形成了政策轉折。 

世界銀行（World Bank）於 1994 年提出「老年危機之避免：能

提供老人保障並促進經濟成長之政策」（Averting the Old Age Crisis: 
Policy to Protect the Old and Pormote Growth）報告指出，老人經濟保

障之三層建制，應建立一個至少有三層架構的養老制度： 

第一層為基礎年金（或稱國民年金），屬社會性年金，不分職業、

身分、勞工、農民或家庭主婦，隸屬社會福利制度中所建構之社會安

全網的一部份，財源來自稅收，是強制公營層次。 

第二層為職業年金（或稱附加年金），屬企業年金性質，由雇主

提撥，國家可立法強制要求，將企業年金公共化；或由企業自行設計

自願提撥，但政府需設置一套保證給付制度，屬於社會保險性質，是

強制民營層次。 

第三層為商業年金，屬於個人儲蓄性質，依照個人能力自願提

繳，是個人自願層次。以美國、英國為代表，已建立了完整的三個層

次架構。 

老年經濟安全中的「敬老年金」實施的早晚，福利制度的健全與

否可以說是實行民主政治的標竿之一，早期像在八、九十年前的瑞

典、英國，近期的四十五年前的日本就已經實施「敬老年金」，香港

也在 1973 年公布施行，如今世界各國國民年金制，都已逐漸朝向雙

重保障的體系發展。在當今社會保障各種項目類型中，養老保障是在

世界各國出現最早、受重重視程度最高、最為普遍的社會保障項目，

根據美國社會保障署統計，在 172 個已建立社會保障制度的國家中，

有養老社會保障制度的有 167 國，占統計種類的 97.1﹪（美國社會保

障署，1999）。同時，日本以及歐美國家中，美國在 1935 年「社會

安全法案」、英國在 1908 年，法國在 1945 年，瑞典在 1913 年，日

本在 1961 年實施，這些那麼早就實施敬老年金的國家，那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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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收入不在台灣人民的兩倍半以上，近年又因為政府財政稅收的

減少，有人擔心會因為實施敬老年金而經濟衰退，觀諸世界各國並沒

有因為實施敬老年金而經濟衰退的例子。 

反觀國內於民國九十一年（2002）七月開辦敬老津貼，敬老津貼

政策是為照顧社會中一群未能受到既有制度照顧的老人，政策上將其

視為國民年金的過渡措施，故乃稱為「暫行條例」，即是國民年金制

度一實施，敬老津貼即告終止，但是一些選舉人士為了選票，任意的

往上加上籌碼以獲得政治選票，使得國家財政亦趨拮据，由於這幾年

政府財政的窮困，高層決策人士不可不知道，期間雖有主計處官員的

強烈反對與質疑，最終乃仍決議用公益彩券原提撥給國民年金的款

項，作為擴大發放後增加的支出財源，此舉雖然暫時為敬老津貼的擴

大解套，但同時卻也埋下了未來政府更多財政潛藏的危機。 

再論我國目前的國民年金制度規劃，宣稱採取「業務分立、內涵

整合」的規劃方向，即是將現行軍、公、勞保的老年一次給付年金化，

並另行為軍、公、勞保被保險人以外的其他國民，成立國民年金保險，

提供基礎年金給付。所謂的業務分立，主要是指各保險體系的費用收

繳、基金管理與財務分別獨立，依此看來，目前規劃的年金制度仍以

職業身份作為投保的基礎，並不符合全體國民身份的平等，雖然規劃

者強調內涵的整合，也就是不同保險體系的基礎年金投保年資可以轉

換，確實減少了就業因素對福利資格取得的影響，但是由於以職業類

別來作為投保的基礎，仍須繳交保費，對於無工作報酬的人與家庭主

婦者而言，仍必須依賴眷屬為其繳交保費才能投保，尤其是基礎年金
40採同額保費制，無所得重新分配效果，不利於無工作報酬的人與家

庭主婦者，無雇主分擔個人所需繳保費額可能較有工作收入者為高，

就如目前的全民健保，沒有工作者所繳的的保費為全額保費，如果個

人須繳交保費才能領取給付，那麼即使年金的提供是以全民為對象，

但是對於沒有工作收入的人而言，顯然是一大負擔。 

                                                 
40 亦稱基本年金，指政府為保障國民於老年退休或到達一定年齡時，對於符合

給付條件者所提供基本經濟生活安全的一種年金形態而言，其保險內涵包括老

年事故、殘廢及死亡（遺屬）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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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筆者建議基礎年金的財源部份，最好能由政府稅收支付，

或課徵特殊的社會安全稅支付，如此可消除未就業者取得福利保障的

障礙，而非依賴個人繳交保費的社會保險。所以，一套完善的福利政

策，端賴於健全的行政體制來統籌規劃與整合措施，以及如何去施行

這項福利政策了。 

第二節   老人學研究之重視與發展省思 

    台灣社會已是高齡化社會，依內政部社會司的統計，截至九十四

年（2005）六月份為止，全台已有約 218 萬的老年人口，占人口總數

的 9.60%，依照聯合國的定義，當一個地區六十五歲以上人口超過

7%，即可稱為「高齡化社會」，隨著老年族群的擴大，首當其衝衍生

而出的健康隱憂也一一浮現，人口老化是全球先進國家的共同趨勢，

由於人口老化會影響疾病的分布變化，進而影響醫療生態的趨勢，同

時也是公共衛生的重要課題之一。因此，隨著醫療的進步，人口結構

的逐步老化，老人罹患疾病已是不容忽視的問題。因此，有關老人學

的研究甚為重要，老年問題是我們這個社會天天都得應對的問題，老

人學是一門包括醫學、社會學、法學等諸多學科在內的綜合性學科，

老齡化問題的突出矛盾迫切需要一批專業的人去研究學習社會養老

保險、退休金制度、老年人資源開發、退休年齡的再劃分等問題，其

在老人學專業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義，其發展主要任務也包括了：調

查研究人口老齡化發展的趨勢、做好老年人口發展的預測、預報工

作，為做好研究老齡問題提供科學依據；研究人口老齡化對社會發

展、經濟發展帶來的影響，提出適合台灣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的老齡

問題的策略對策；協調社會各方面的力量，開展老年人口學、社會老

人學、老年生物學、老年醫學、老年心理學的基礎理論研究等文化態

度，製定老齡科學研究的長期和短期規劃、加強學術研究交流活動，

以及人口老齡化與養老保障制度研究等項目，期能提高老人之福利、

社會地位與規劃日常生活消遣活動。 

在高齡化社會日益加深的趨勢下，如何做好老人安養工作，是政

府與家庭無法逃避的重大課題，但基於工業社會的現實和政府財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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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民間企業的參與，將是協助做好老人安養工作的重要力量。另

外，現代社會老人罹患憂鬱症的高的比例也是值得注意的，依世界各

地研究，在老年人口的各種精神疾病中，以憂鬱症盛行率為最高，在

16％到 26％之間，其次是老人癡呆症。高雄醫學院與成大醫學精神

科曾對台灣地區一千五百名六十五歲以上的老人，進行一項社區調查

後發現，台灣老年憂鬱症患者竟高達 21.1％；而在分析對比調查數據

時還發現，曾與子女衝突，是老人憂鬱症最值注意的高危險因子（謝

幸容，2002：14-18）。 

日前，美國前總統雷根因阿茲海默氏症（Alzheimer’s disease）引

起的併發症肺炎病逝，全世界同聲哀悼之際，也將目光投注在「阿茲

海默氏症」及「失智症」41（benign senescent forgetfulness）的疾病探

討，想藉此了解人類老化的疾病的病因以及治療之道。人類對了解老

化的過程越來越感興趣，促成了老人學的研究，老人學是探討個體老

化過程之科學，以科學方法研究人類老化的各個層面，包括生物、醫

學、護理、職能治療、心理學、精神病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

社會科學及社會工作等（圖 6-1），必須運用邏輯、統計分析與實驗工

具而進行研究，研究範圍除了各自然科學的領域外，也包括個人之老

年生活中的信仰與態度，並進一步探討社會福利、經濟發展與國家政

策對老人的影響。 

由研究發現，我國人的平均壽命雖已提高，但是精神壽命是否改

善不無疑問，如果精神與身體健康未改善，壽命延長對於老人、家庭

與社會都非真正的幸福，老人在老化的過程中所面臨的是器官與生理

機能全面性的逐步衰退，因此其毛病往往是眾多器官功能同時衰退的

綜合表徵，很少只牽涉到單一的原因。因此，應以支付制度為誘因，

鼓勵醫院發展老人醫學科或是設置老人醫學門診，使老人在求醫的過

程中可以得到綜合且完整的照護。而不是像目前大部分醫院的情況，

                                                 
41 又稱為老年癡呆症，是通盤的智能喪失，包括記憶、判斷力、抽象思考等功

能，而且人格也有明顯改變，造成失智的原因很多，最常見的有阿茲海默症及

多發梗塞性癡呆症。老年失智症是一種漸行性的大腦退化症，大腦內產生大量

類澱粉斑，神經細胞內有神經纖維叢，造成患者記憶力嚴重混淆、喪失、腦部

顳葉中部逐漸縮小，寬度減為同齡健康者之ㄧ半（彭駕騂，199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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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和老人有關的醫療分散在各不同的科別中，讓老人家自行在不同的

科別中轉來轉去，不但造成醫療資源之重置與浪費，亦無法使老人家

綜合性的毛病獲得適當的診治，觀諸我國對於老人醫學醫療與老人的

精神保健尚欠佳，為了因應高齡社會的到來，未雨綢繆、大力倡導老

人醫學的研究，定老人身體與精神保健法規，推動老人運動等措施，

應是老年學發展的重點工作，影響的層面將不僅僅是老年年金的發放

與否可以覆蓋的。 

綜合結論，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個人與心理、生理、心靈相關，

而老人學研究更需要自然科學、應用科學與人文科學相互應用。從生

理角度來看，生理學是探討人類老化的開始，人能保持健康不生病唯

有借重醫學中之老人醫學與精神醫學，才能提供老人保健與醫療之正

確服務，心裡學中之發展心裡學、老人心裡學與社會心理學，對於研

究老人之心理、智力、情緒、人格與調適自我，都有相關的幫助，社

會學方面，老人問題很多是在人際互動關係上產生；另一方面，社會

變遷、人口結構、社會組織也會直間或間接影響到老人問題的產生，

經濟學的財政與政治學的政策也直接或間接的與老人有關。而對於老

人我們究竟瞭解了多少，老人最需要的是什麼？對於日益增多的老人

族群所面臨的實際問題，探求有效的輔導策略，從而提高老人生活品

質，希望不但能夠活得久，更活得健康而幸福，這些問題都是老人學

中所研究的課題與內容。 

其次，老人學中有關生理研究，最基本的是老化的研究，另外，

我國有關長期照護的政策當中，筆者認為最重要最先需要解決的應該

是財務機制與長期照護問題。老年人的健康衰竭與醫療照護的需求，

已隨著國家步入「老人國」越來越顯得迫切，當前首要建構的必須有

一套完整的醫療照護網，即是建構急性照護導向的醫療照護環境及基

礎中開始籌畫建構長期照護體系，落實醫療保健照護，讓老年人的健

康有著最大的保障。以期能完成並順利師做落實醫療保健照護。倘若

沒有解決一般民眾之經濟負擔，或是將低提供者的成本，無論談及任

何政策，都沒有實際功效；在人口急速老化、家庭照護功能式微的趨

勢下，長期照護政策的研究規劃已迫在眉睫，政府宜儘早規劃發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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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社會的迫切需求。在老人照護與醫療保健方面，應整合醫療照護

資源，並鼓勵企業投入照顧服務產業。 

基本上，老年醫學家可視為老人的第一線健康保護者，因為我們

這一代還很缺少老年家庭醫生，有關教育培訓，目前老人專科醫師的

培訓僅有老年醫學專科醫師的考試，它是屬於次專科的層次，投考者

必須具備內科或是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的資格，但是次專科醫師都有

他們發揮專長的天地，過去也曾有派遣一些醫師、醫事人員出國，準

備作為老年醫學的種子隊伍，但是常聽到的理由是人才不夠，不足以

成立醫學院老人醫學科或醫院的老年醫學部，最後還是不得不轉行到

其他領域。 

所以提倡老年學之研究與發展勢在必行，老年醫學和老年生物學

領域的新經驗，針對人口老齡化的對策進行學術研討，其包含了老年

社會學、老年心理學、老年健康學、老年經濟學等，以便使這些專業

的實踐中具備適應老齡化社會需求的能力。可以為目前在職各類老年

服務人員和有意尋求老年服務業職位的人員開設專業資格培養訓練

項目，提升老年服務質量，促進老年服務市場的規範化，學術單位亦

可召開了公司與社會公益研討會，討論政府、企業、非營利組織合作

推進公益事業的課題以供政府決策人士參考採用，政府應允許符合一

定條件的企業和個人興辦和管理非營利基金會，直接資助老人福利公

益項目，同時政府可以定期在媒體上公佈批准的公益建設和運營項目

以及社區服務項目、項目的詳細資料及對贊助者的獎勵和優惠，供社

會企業、非營利組織單位選擇參與合作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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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老人學相關領域系統圖 

資料來源：筆者參考彭駕馭，（1999：4-8），〈老人學之不同領域〉，《老

人學》編製。

第三節   社區服務與家庭倫理的發揚 

台灣社會人口高齡化的特徵日益明顯，又受到社會變遷所造成家

庭結構與功能的轉變影響甚劇，其中的轉變透露出三個問題：一是核

心家庭人手不足，無法完全照顧年長者之生活，或年長者需協助看顧

第三代，以致退休生活無法得到清閒；二是成年子女雖有心想奉養父

母，但受限於工作關係，呈現心有餘而力不足的矛盾；三是老年人的

生活型態、習慣與年輕人不盡相同，一起生活容易產生代溝或衝突；

因此，為了讓高齡者擁有更適合於自己的生活空間，由專人提供各項

周全的服務遂應時而生。如前所述因為就業關係，很多人居住於都

市，而都市房價昂貴，一般家庭都採小家庭方式，多數老人都與子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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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居住，於是生活照顧就發生困難。因此發展社區式綜合服務，包

括輔導、工作、家務處理、社區教育、社區康樂、洗衣室等服務，同

時也要積極培訓義工，推廣健康活動提供連續性服務的休閒活動，由

政府動員並整合社區內的人力、物力、財力資源，針對社區中老人的

不同需求提供各項福利服務，使老人能在熟悉的社區中得到安養照

顧，即加強社政、教育，及老人福利主管機構間的協調或整合行政的

必要條件。 

目前政府有計畫、有組織的結合民間單位，辦理相關的社區照顧

服務，尤其對獨居老人或因行動不便，而其子女均在就業無法提供家

庭照顧之老人，更有其需要及迫切性。未來高齡老人將增多，對於健

康老人的增多，居民居住群的養老設施應該是向社區開放性的綜合性

服務型的，兼顧日托、長期住宿、康復、護理等功能，所以統合社區

發展興建的養老設施，社區照顧服務的主要措施應包括老人保護、營

養餐飲服務、日間照顧、短期或臨時照顧等，分述如下： 

一、老人保護：老人遭受家人的疏忽或虐待較不為人所察覺，而其

居家安全甚為重要。是以內政部依「老人福利法」新增老人保護專

章規定，加強推動建立各地方政府之老人保護網絡體系，以落實各

項保護措施。 

一、 日間照顧：內政部獎勵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對日間子女因

須就業而無力照顧之老人，提供日間家庭照顧，白天由家人將

老人送到日間照顧中心，由中心提供生活照顧及教育休間服

務，晚上將老人接回家中，可以享受家人的溫情關懷，日間照

顧之模式分為醫療模式、社會模式二大類。  

二、 營養餐飲服務：高齡化社會中國民平均餘命不斷延長，生活自

理能力隨年齡增長或健康影響而退損，故須提供營養餐食以減

少高齡老人炊食之危險及購物之不便。有關用餐方式，對於行

動自如之老人，係選定適當地點提供餐飲集中用餐；至行動困

難者則以送餐到家的方式辦理，一方面解決老人炊食問題，一

方面讓老人與社會接觸，獲得情緒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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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短期或臨時照顧：當家庭照顧者因病或因故而短期或臨時無

法照顧時提供短期或臨時性照顧，以疏緩家庭照顧者之壓力、

情緒及增進專業知能。  

四、 社區安養設施：台灣省各鄉(鎮市)所負責之安養堂，使老人留

養於社區中。 

五、 興設老人公寓：為協助老人留住於社區，目前台北市有陽明老

人公寓，台南市高雄縣有松鶴樓，台北縣有長春樓獲內政部補

助興建老人公寓。 

其它並有提供教育及休閒、長青學苑研習活動、志工推展居家

服務等。 

另外，針對失能老人的長期照護方面，目前來看我國對長期照

護服務的投入嚴重不足，雖然社會福利行政體系對低收入戶提供機

構及居家式服務的救助，衛生行政體系亦將重症居家護理服務納入

全民健保給付，但是長期照護業務在此情況下，長期分屬社會福利

與衛生行政體系，統籌、協調、管理十分困難且難達事半功倍之效，

故其可照顧的範圍十分狹小，提供服務的人力與設施亦嚴重欠缺，

導致絕大多數長期照護的責任均由家庭獨力負擔，造成沉重的身心

與財力負荷。再觀諸目前未立案安養中心紛紛興起，照護品質與安

全難以保障；長期照護病人長期占用急性病床，浪費急性醫療資源，

在目前健保財務已如此吃緊的情況下；不應再這樣漠視，造成急性

病人經常等不到病床的窘境。如果進一步討論健保財務為何會有如

此吃緊，則除了上述原因還包括： 

一、 社會人口結構改變，目前 65 歲以上老人已佔全人口 8.5%民

眾就醫率自然向上提昇。 

二、 醫療資源的便利性，使民眾可輕易利用其醫療資源看病便宜

又方便何樂不為。 

三、 制度供給面誘發醫療機構衝業績(論量計酬) 。 

四、 政治因素使得全民健保費率無法精算。 

這些困境均明顯指出我國福利服務的漏洞，是我國全民健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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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後，另一個新興的照護問題，我國老人對於一般醫院及療養和養

護機構的需求雖無正確的統計資料，但有明顯供不應求的現象，尤其

是慢性疾病患者常為一般醫院所拒收，而療養及養護機構又顯然不

足，雖然有不少的民營養護中心出現，但是設備差、人員不足，大都

沒有專業的醫護人員，因此，政府宜大力推動在宅服務，從醫療和福

利兩方面去服務在宅老人。 

目前我國在宅服務均偏重於家事、文書、休閒及精神支持等服

務，較缺乏醫療保健及復健的專業訓練，根本無法提供有效的醫療、

保健及復健的服務然員，這方面可採行英國的社區服務，推行「基層

保健服務隊」所推動的老人服務社區醫療服務，由政府輔導民間服

務，誠如英國在 1976 年提出「做個好鄰居」（Be a Good Neighbour）
以及 1981 年提出的「協助老人」（growing older）強調非正式的志願

服務以及社區內服務（in community service）。此外，衛生單位亦必

須大力培訓醫療保健及復健的服務人員，並與社會福利單位密切配

合，從質與量兩方面，提升老人在宅服務的水準，應是老人醫療對策

的重點工作。 

除了政府的大力推行老人社區服務之外，根據調查，大多數的老

人，希望與子女一起居住，含飴弄孫，以娛晚年，可是台灣有為數可

觀的老人因獨居、喪偶、子女遺棄、長年受病魔所折磨，或因單身榮

民經濟狀況較差，又受慢性疾病纏身而住進各種型態的安養機構，因

此，社區服務宜與與家庭倫理發揚並駕齊驅發展。 

社會福利的推展，關係民眾福祉與社會祥和，是國家進步的重要

指標，健全的社會福利制度，也必須滿足民眾基本需求；亦須不斷因

應社會變遷，適時調整，新時代的家庭倫理，從積極的層面而言，應

建立起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與關懷，由於社區蘊藏豐富民俗文化資

產，並著眼發揚在地文化，因此，社會福利制度一方面要依據政府財

政負擔能力，基於社會公平正義原則，合理分配，務期使全民共享經

濟發展成果，提昇生活品質；另方面，也必須廣泛結合民間資源與力

量，發展社區服務，與家庭倫理的發揚，照顧老人，以彌補政府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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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福利的普及化，注入新的水源頭。 

多年以來，政府一直以實踐社會公義的原則，積極推動社會福利

工作，今後更要以前瞻的規劃，配合國家整體的發展，擴大社會福利

的層面，舉凡關懷老年福祉，除了是政府未來工作的重點，同時也是

社會每個人的責任，落實「社會福利社區化」的理念，以家庭倫理和

社區照顧為基礎，深化社會福利制度，透過家庭成員的關懷照顧，以

及社區居民的互助合作，提振家庭倫理，凝聚社區意識，建立和諧感

通的福利社會。因此，我國未來老人福利制度的發展，將朝向家庭、

社區、政府之間多層次與組合式的服務網建立邁進，應加強規劃老人

居家服務、以社區為基礎的照顧中心或居家護理等相關社區式福利服

務、福利社區化的服務模式，以滿足老年人的需求或是研訂社區老人

醫療福利中心規劃。所以，應致力整合政府與民間的資源，共同推展

各項老人福利措施讓老人能真正享有家園生活之樂，以及享有人權的

生活品質。 

第四節   社會資源運用對老人福利未來發展 

 老化是每一個人終將經歷的複雜和迷人的過程，老化之所以複

雜，是因為它的多面向，包含了生理的、情緒的、認知的、經濟的和

人際的各個層面。老人生活需求的滿足成為家庭與社會關懷的重心，

政府在規劃社會經濟、教育文化、國際外交的各項政策時，亦應照顧

曾經擔當國家棟樑為國出力的老人們，不僅在衣食住行育樂六個方面

滿足老人們的需求，更應協助老人們規劃未來的生命歷程，妥善滿足

老人們的生理、心理與靈性的需求。因此，我們認為對於老年化社會，

應該採取新的思維方式及積極的行動策略，破除「老人是社會的負擔」

的迷思，以塑造一個「不分年齡、人人共享的社會」，有必要運用社

會資源來增辦老人福利措施，以期安定老人的生活。 

依照一般福利國家的經驗，敬老津貼與國民年金在福利分工上，

所扮演的角色是不相同的，社會津貼經費多賴政府的稅收移轉，社會

保險則是介於個人與國家之間的半集體主義觀念，強調社會互助也重

視個人的責任，同時鑑於國家資源有限，有關社會政策之立法，必須

考量國家經濟及財政狀況，依資源有效利用之原則，就福利資源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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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之分配。 

    同時在制訂老人福利政策時，檢視我國現行社會福利政策中，津

貼政策與政黨選舉間常有關聯性，透過政黨操作，將選舉與民間壓力

團體互動，政策應該是有其一貫性與持續性，不是隨著政黨輪替或是

選舉政見所左右，在法制化的國家裡，一切均須依法行政，中央在立

法時應該慎重考量，制訂一套社會福利基準法作為統合依歸，將福利

體系統合建構，才能避免資源浪費，未來在符合社會正義的社會福利。 

現今世界各國平均年齡普遍提高與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發展，

老年相關問題的研究日漸興盛，這其中牽涉到生理的、心理的、個人

的、群體的、經濟的與社會的廣泛差別。什麼是經濟安全保障，這包

括個人及家庭能否有效規避老年經濟風險？國家能否有效提供老年

經濟安全保障？國家所建立的老年經濟安全保障應該保障到何種程

度等等議題。國家面對老年經濟安全問題時，或基於社會福利國原

則；或基於基本權利之保障，有義務為全體老年人口建構一套社會安

全制度，來加以維護人民之老年經濟安全為充分運用中高齡者人力資

源，鼓勵其就業或再就業，以調節勞動市場供需功能。中高齡者人力

運用以均衡就業市場供需功能為主，以協助充實精神生活，鼓勵保持

社會參與感，「志願服務」的社會功能重於「再就業」的經濟功能，

藉以消除「退休震盪」（retirement shock）及「無角色的角色」（roleless 
role）的現象，重獲社會的肯定與支持，達到「退而不休」的境界。 

我國社會，老年人口明顯呈現快速成長的現象，大多數年老的老

都會遭遇身體虛，收入少、老伴逝、故友稀、子女外遊的處境，是以

特別需要別人的關懷及老人福利的照顧，因此關懷老人、重視老人亦

明顯地成為當前我國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然而在面臨到全球化

與知識經濟的衝擊下，也面臨國內經濟快速衰退與貧富差距擴大的問

題，面對這樣的衝擊，除了政府的社會福利政策之外，在面對龐大的

老年人口時，我們更可運用社會資源來增進老人的福利。

研究發現，老人福利政策的規劃方向可朝以下幾點規劃： 

壹、 重整老人福利體系 

由於我國目前雖然實施了各項的老人社會福利政策，但是對於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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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社會福利基本需求缺乏統合與完整的認定，同時有關福利制度屬性

之地位也不甚明顯，雖然政府已在老人福利供給措施上作出了相當的

努力，但是在下列問題上仍有加強改進的必要：   

一、 從行政的層級與組織質量： 

目前我國社會福利涵蓋勞工福利、社會保險、社會救助、福利

服務、衛生醫療、環境保護及國民住宅等項目，制度複雜，由不同

的行政主管機關負責，雖有專業制度與人事措施之運用，但易形成

業務重複與資源之浪費，導致社會福利行政十分紛歧；我國社會福

利行政仍未臻健全，實有必要提高層級以增進功能。 

二、 建立社會福利部門： 

統管社會保障事宜，包括政策的制定、保費的收繳、養老金的

發放等。在統一政策指導下，由社會福利部門委托其他部門或地方

政府代為行使個別管理職能，以減少政府開支。 

三、 加速整合主管社會福利的內政部社會司與主管衛生醫療的衛

生署： 

合併成立衛生及社會福利的部門：根據民國九十四年（2005）
中央政府總預算，社會福利支出占 289,100,000,000 元（17.7％），

高居各政事別支出第二位，僅次於教育科學文化支出（事實上近年

來均是如此）。由此可看出社會福利在目前政府施政的重要性。 

貳、 醫療保健方面 

人口老化對於社會福利、醫療服務的需求也會增加。在扶養方

面也會加重子女的經濟與體力負擔，簡單說明如下： 

一、 人口老化的危機： 

台灣人口老化的速度遠比其他歐美國加快，以英國為例，1990
年超過 60 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的數的 21％，而台灣同一年佔了

12％，但是到了 2050 年以後，台灣與英國同為 30％，換句話說，

台灣人口老化的速度是英國的 1.5 倍 （表3-4），台灣目前為止還

沒有真正面臨到老化的問題，但四十五年後我們所面臨的老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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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比英國嚴重。因此，人口老化對於國家社會整個福利資源分配

是一項新的挑戰， 

二、 醫療保健支出： 

以醫療保健支出來看，我國在 1998 年僅為 482,062 百萬元，占

了 5.3％GDP，65 歲以上老年人口占 8.26％（表3-2、表 3-3、表4-17）
，同年英國醫療保健支出占了 6.8％GDP，65 歲以上老年人口占 15.7
％（表3-2、表 3-3、表 6-1），再比較我國 2000 年時老年人口占總

人口比例為 8.62％，此時老年人口使用醫療費用比重為 24.42％（表

6-2），老年人口使用醫療費用之比例隨著占總人口之比例上升而

上漲，年紀愈大無論是門診或是住院，醫療服務利用程度愈高，除

了醫療照護外，長期照顧、特殊老人照顧、失智老人照顧等等問題

都需要醫療服務資源，因此，要如何運用有的資源就顯得相當重

要，也是政府相關單位所必須注意與積極進行規劃的。 

三、 醫療保健措施： 

政府為了提昇國民的健康水準，對於老人的醫療保健應該特別

重視。目前，先進國家都以社會保險的方式提供醫療給付，或是以

財政預算提供老人的免費醫療，但是此種措施容易造成貧者負擔，

富者醫療費用的不公平現象，易造成過度使用醫療資源的浪費情

形；同時，亦造成國家的財政負擔。 

以我國的長期照護體系來看，主要分為衛生醫療護理體系、榮

民醫療照護體系以及社會福利之老人安養機構服務體系，均是以照

顧一般老人或是罹患長期慢性疾病且需要醫療護理服務之老人為

目的，目前亦引進外籍看護，實施居家照護人員，建構多元化長期

照護體系，各個照護體系所提供的服務項目有因為服務對象與機構

性質不同，所產生的保障不同，且以附表的統計資料來看，區域分

配亦不均，多集中在北部與都市地區，有的縣市甚至沒有照護機構

設置，城鄉差距造成資源的分配不均，實為政府資源分配與行政體

系設計制度時所應留意的現象。老年人由於受到各器官系統老化的

影響，常有多種健康問題，而且很多都是屬於長期性不可治癒的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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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疾病，因此，不論在老人或醫療人員，一個穩定與長期的醫病關

係都能使雙方互蒙其利。

表 6-1   未來老年人口與醫療費用占總人口之比例與未來醫療費用

成長趨勢 

 
老年人口與醫療費用

佔總人口之比例（％）
醫療費用成長趨勢（中推估） 

年度 人口 費用 總費用 

1996 7.74 20.91 2,810 

2000 9.94 24.42 2,947 

2005 9.30 25.53 3,047 

2010 9.54 26.08 3,136 

2015 10.49 28.37 3,200 

2020 13.07 35.05 3,241 

2025 15.87 42.92 3,265 

2030 18.47 50.45 3,269 

2035 20.20 55.32 3,249 

2040 20.94 57.22 3,195 

2045 22.09 59.98 3,116 

2050 22.73 61.78 3,026 

資料來源：陳俊全，（1997：67）。 

參、 經濟保障方面 

老年的經濟保障方面，社會現象中，這幾年來「高齡化、少子化、

生育率低」一直是台灣社會沸沸揚揚的熱門話題，我們關心的重點似

乎都在「如何提升生育？」這個課題；另一方面，財政赤字，甚至是

財政危機，那麼，台灣會不會有「人口老化和財政危機緊密關連」的

危機呢？加上新閣揆也已強調老人福利，而「國民年金」更討

論多年，及新的勞退金制度將於今年 7 月開始實施，我國的財

政赤字是否隱藏著重大危機，我們應及早正視這個課題，防範

未然，尤其有關主管機關、年金社會保險，以及醫療照護，是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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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高齡化社會的當務之急。 

論及有關經濟保障方面，整個福利體制的涵蓋面非常廣泛，因為

它是一個為維護並保障人民生、老、病、死、食、衣、住、行等根本

問題而設的一些制度，但是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維持最基本的生活，

「敬老年金」就是為了保障老了無飯吃的困境，這是因為老了失去工

作能力是人普遍的現象並不是個人或一部份人而已，但是老年的經濟

保障不能只是治標的津貼補助，更應該積極的開源與治本，包括各個

層面的保障，論述如下： 

一、 就業保障：國人的傳統觀念認為，老人必須在家含飴弄孫，

以民國九十年（2001）來看，我國六十五歲以上老人人口就業者

有 143,000 人，全國老年人口數（表 3-4、表 6-3）為 1,973,357
人，占老年人口的 7.24％，民國九十一年(2002) 六十五歲以上

老人人口就業者有 155,000 人，全國老年人口數 2,031,300 人，

占老年人口的 7.63％，到民國九十四年(2005)三月時六十五歲以

上老人就業者有 164,000 人，全國老年人口數 2,169,709 人，占

老年人口的 7.55％，就業率甚低，可見老人的經濟來源依靠就業

保障者甚少。 

二、 加速實施國民年金的腳步：同時整合並健全目前分歧、龐雜

的社會保險體系：我國社會福利組織業務內容，宜採重點方式，

避免過去龐雜且形成政府財政重大負擔，並造成民眾過度依賴政

府福利救濟的風氣。對於國民養老年金的規劃，總體目標是要基

於社會正義與總體利益的原則加以規劃，其規劃構想包括了制度

體系原則、適用對象、保費負擔、過去服務債務、給付年齡、財

務方式、配合措施等具體原則。適用對象方面老人養老年金保險

制度的被保險人。 

三、 建立「社會保險」式制度：西方社會安全制度中「社會保險」

是重要實施制度；常被區分為兩大實施模式：俾斯麥模式

（Bismarck Model）及貝佛里奇模式（Berveridge Model），前者

重社會保險精神對保險人所得重分配較低，後者則傾向以普及式

方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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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社會養老的很多環節都需要資金，如何募集社會資金

用於養老事業，不能只期待人們購買公益彩券和掏出自己儲蓄的錢辦

養老機構或志願者服務，社會養老資金的籌措與法律、保險、稅收、

社會保險等有直接關係，建議政府組織各方力量加速研究，就如高科

技技術產業的發展一樣，只有政府實實在在造就一個良好的經濟保障

制度，才有可能發展，可藉由政策採行社會福利投資主體多元化的一

個機制，擬定一套具體的措施和保障，使投資管道暢通。一方面，應

該從精神上積極表彰興辦養老機構的社會人士和力量，一方面應該採

納西方在稅收上對捐款贊助公益和福利事業方面的政策，只有實行了

優惠稅政策，才會有更多的企業和個人出資，政府應組織法律、稅務

等有關專家，認真研究，在適當的時間出相關政策和法律，與納稅上

的鼓勵政策相連結，相信這一舉措施不但可以開源，更會得民心、有

作用的。 

表 6-2  我國老人就業人數 

就業者按年齡分 

  單位：千人 

年  月  別 總計 60～64 歲 65 歲以上 

90 年  平均  262 143 
91 年  平均  264 155 
92 年  平均  265 159 
93 年  平均  265 156 
94 年  平均    
94 年  1 月  261 160 
94 年  2 月  260 162 
94 年  3 月  258 164 
94 年  4 月  259 166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http://www.dgbas.gov.tw（上網檢視日期：

05/12/2005） 

肆、 養老機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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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老機構在任何國家都是一個福利事業，不是賺錢的買賣，靠利

潤最大化的商業營運的模式是行不通的，國家財政的社會福利撥款和

社會集資這些有限的資金如何最有效的使用，是個課題。筆者建議政

府財政的社會福利預算中可擬定每年拿出一部分固定資金，試行獎勵

制度，其目的是促進提升養老機構的質量和水準，解決養老機構的實

際問題，扶植優秀福利機構，該部分資金可以是現金、或提供免費培

養訓練、贊助養老機構提出的改進項目等方法，獎勵符合質量標準和

規範的任何提出申請的養老機構。 

    目前我國養老機構依「老人福利法」規定有扶養機構、療養機構、

休養機構、服務機構四類，目前全國各縣市均有養老機構，唯目前，

社會各方對養老工作的認識尚不一致，資源分佈不均衡，如偏遠地區

仍嫌不足，覆蓋面太小，社區老年人活動基地仍顯不足，尤其是老舊

式機構硬體設施不足，人口密集，缺少老人活動場所，居住品質良宥

不齊；居家養老的老人也存在用餐、護理及就醫問題。筆者建議老人

福利服務網路，應以居家養老為主、機構養老為輔，機構建設的思考

和管理要在形成組織在政府、支撐在社會、工作在基層、落實在社區

的工作機制的指導原則下，逐步完善養老機構紓困的社會網路體系，

並結合社區資源與企業從事公益事業與非營利單位投入，方能建立普

遍與品質良好的養老機構與服務。加快社會福利設施建設，鼓勵並扶

持社會力量創辦福利機構，制訂完善的養老機構和居家養老的政府與

社區網絡服務制度，進一步推進了老年社會福利社會化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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