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緣起 
＜聯合新聞網 2004.10.31 訊＞年逾七旬的許姓夫婦，疑似因為病痛纏身，民

國九十三年十月三十日在計畫住進一家安養院的前夕，利用整理安養院房間的機
會，從安養院七樓跳樓身亡。老夫婦尋死毫無預警，死後也沒有留下隻字片語，
一雙兒女接獲噩耗，愕然無法相信痛失雙親。許姓夫婦的兒女在接獲消息後，趕
到雙親跳樓的 ××安養中心，由於現場無人目擊，無法得知墜樓先後，檢警現場勘
查發現，許姓夫婦將房門反鎖，之後再把椅子搬到窗邊，爬上窗台後跳樓，初步
已排除他殺嫌疑，研判是自殺。警方調查，七十五歲的男性死者是自銀行襄理一
職退休多年；而其一對兒女分別為教授和銀行理財專員，家庭環境不錯。據了解，
許姓夫婦在和兒女討論多時，於十月二十四日與 ××安養中心簽約，並準備在十一
月一日搬進安養中心雙人房。而許姓夫婦的女兒一家就住在離安養中心不遠的附
近路上，並可就近探視父母。十月三十日中午，老夫婦未告知家人便跑到安養中
心，兩人向院方表示要先整理一下即將入住的房間。由於簽約前許姓夫婦及家人
已多次參觀安養院環境，院方不疑有他，便讓老夫婦自行至位在七樓的房間整理。
沒想到進了房間沒多久，下午二時許，老夫婦便被人發現跳樓自殺。由於安養院
發現兩人時，已無呼吸心跳。 

（聯合新聞網，記者洪淑惠/台北報導） 

一對高社經地位之老夫婦且具有一對高教育程度之子女，在進入

安養院養老之前夕，相偕自殺身亡，且未留下遺書交代死因。究竟為

憂鬱症病發？或病痛纏身？或無法接受必須到安養院渡過晚年？….此

則新聞的背後，浮現值得深思的議題：台灣人口老化之趨勢、長期照

護需求、台灣傳統之孝道觀念和晚年居所安排趨勢等，以下分述說明

之： 

壹、台灣之人口老化趨勢 

在醫療科技不斷精進，物質生活條件日益改善之下，人類的壽命

也因此得以隨之延長。壽命延長的結果對於個人、家庭、社會、國家

乃至世界皆產生極大的影響。根據內政部統計，台灣人口結構已經邁

入高齡化社會，台灣地區六十五歲以上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比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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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由民國 45 年之 2.5％，上升至民國 82 年之 7.1％，再上升至民國 93

年底之 9.48％（行政院主計處，2005），又依聯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定義：

當老年人口超過總人口比率 7％時即為「高齡化」社會，也就是說，台

灣社會早已經邁入「老人國」行列。且台灣地區之人口結構金字塔型，

已轉為以青壯年為主之葫蘆型，尤其以北部地區葫蘆型人口結構最為明

顯（行政院主計處，2000）。又依據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之推估

（2004），至民國 140 年，我國老年人口比率將達 29.8％。快速高齡化

的現象，老衰、疾病及失能人口將隨著人口老化而增加，也將對台灣

社會帶來更多的衝擊、問題與挑戰。 

貳、的長期照護需求 

依據老人狀況調查報告顯示：老年人口中罹患慢性疾病者占

58%，其中有 35%罹患心血管疾病；此外，約有 167,000 位老人表示無

法自行料理生活，需人照顧（行政院主計處，2000）。另外，根據聯合

國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生命存活曲線（proportion surviving）與疾病率

（morbidity）、失能率（disability）和死亡率（mortality）的概念模型（WHO, 

1984），此曲線顯示出年齡愈大且存活時間愈久，則失能和疾病的比率

愈高。足見從高齡化社會相對衍生而來的疾病慢性化、老衰等原因，

進而導致失能，繼而對於長期照護均會產生大量的需求。 

依據國內學者和行政院的調查研究均顯示：「醫療照護與健康方

面」服務的需求一直都名列老人福利的主要需求項目（徐震、萬育維，

1994；行政院主計處，2000）。又依據「台閩地區戶口及住宅普查普查」

資料顯示：台閩地區六十五歲以上需要長期照護之人口數1為 18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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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全體老人之 9.7％（行政院主計處，2000），亦即每百位老人有

10 位需要長期照護。而在民國 100 年至 120 年時，當戰後嬰兒潮進入

老年期，則老年人口數將激增至 5,660,000 人（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004），進而推估失能人口數2約佔 507,702 人。綜上可知：面臨台灣地

區人口快速老化之事實，若失能人口相對增加，老人與家庭對醫療照

護服務需求的迫切性，尤其是長期照護服務方面是刻不容緩。 

參、台灣傳統的孝道觀念與晚年居所安排趨勢 

在傳統的台灣社會當中，「家庭倫理」是一種深植人心的價值觀。

而「孝」則是家庭倫理的重心，子女孝順父母的規範除了在非正式的

社會化過程中被強調外，亦已深入台灣社會的宗教、政治、法律、教

育等制度。報答老年父母養育之恩，「生」、「養」的恩惠成為「孝」、「奉

養」的社會心理基礎（胡幼慧，1992）。然而，隨著社會變遷、家庭結

構功能改變、傳統價值倫理觀的變化，老人與家庭的關係也受到了影

響（沈淑芳，1995），即孝道責任規範、代間關係受到衝擊。 

「三代同堂」也是國內政策界與學界討論「老人安養問題」的焦

點，不論是居住安排、生活照應、或是老人照護，許多研究顯示三代

同堂是多數老人們最佳的理想居住方式（周雅容，1996）。但根據「台 

                          
1台閩地區六十五歲以上需要長期照護者：是指老人因生病、受傷、衰老而具下列

一項之活動障礙且需他人幫忙長達三個月以上者：1.吃飯；2.上下床；3.更換衣服；

4.上廁所；5.洗澡；6.在室內外走動；7.家事活動能力，含煮飯、打掃、洗衣。 
2依據臺閩地區失能老人機構照護供需資源分布狀況調查研究成果報告（2001）指

出：有長期照護需求之各縣市老人人口數佔 65 歲以上之老年總人口數 8.97％。 

 

  
 

3 



閩地區老人居住安排與健康照護」之研究資料顯示：整體而言，老年

父母與成年子女同住之比率，由台灣在民國 79 年底之 62.3％降為 91

年底之 54.9％，老年夫婦二人同住者占 21.6％，老人獨居者占 9.0％，

其他占 14.5％（行政院主計處中部辦公室，2003）。傳統觀念中，老人

的居住安養應由子女承擔，但是，過去十年來，台灣地區老人獨居或

僅與配偶同住的比率呈現出增加的趨勢，而老人與子女同住的比率則

明顯的呈現出下降的趨勢。足見社會變遷、傳統價值觀受到衝擊之下，

「與子女同住」之老後居所安排或「由子女來照顧」的方式已成為非

必然之狀況。 

肆、小結 

當戰後嬰兒潮邁入老年期，高齡化現象影響年輕人與老年人之相

對數量，也代表社會中潛在的老年依賴程度，不過並非所有老人都有

長期照護服務之需求。縱使人口老化快速，倘若老人失能比率下降，

則人口老化威脅將得以減低；但如果壽命延長的同時是帶來老年健康

的惡化，則問題將更加嚴重。另一方面，大多數的個體是依附家庭生

活於社會中，因此當老人有失能狀況發生時，因應家庭結構不同和照

護需求程度不同，長期照護服務之型式也應隨之而異，如：有些需要

居家服務照護、有些需要暫時性照護、有些則需要機構安養或療養等。

美國有感於有別於機構式安置之概念，自一九六 O 年代起，即有一些

專為身受慢性疾病之苦、或行動不便的老人所設計的「長期照護服務

體系（organized system of services）」。之後，世界各國也相繼發展出各

種正式及非正式之服務，以因應老人各方面的需求。這一系列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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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有：療養院、疾病照顧、醫療保健、心理衛生、緊急救援系統、

復健、法律服務、財物諮詢、就業服務、住屋服務、居家保健、膳食、

日托、交通、暫歇性服務、在宅服務、陪同購物、個人照護、友善訪

視、電話問安等（Abraham, 1990）。 

回顧近年來台灣之社會福利措施，對於「長期照護」一詞眾說紛

紜，有長期照護管理示範中心、長期照護機構、長期照護服務中心，

其性質為照護諮詢服務或機構式照護，有別於國外之「長期照護服務

體系」一詞；相較於國外學者主張：一個理想的長期照護服務模式，

應包含：居家式照護、社區式照護與機構式照護，才能夠完整地提供

老人持續性的長期照護（Kane & Kane, 1987）。有鑑於此，目前台灣社

政與衛政單位著手於規劃長期照護體系時，即秉持「在地老化」、「在

地安置」的原則，讓老人照護走向「生活正常化」與「服務社區化」

兩大重點，使老人能盡量居住於自己熟悉之環境中，減少不必要之安

置機構及延長安置於機構之時間，以落實「家庭化、社會化」原則（劉

訓蓉，2004）。歸結國外「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概念，與台灣目前推

動之政策方向相符，因此本研究採用「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一詞。 

然而，影響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使用態度因素為何？此對於台灣

目前正在推展之長期照護服務體系，實為重要之參考資料。另一方面，

台灣之民情與西方國家不盡相同，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的看法與選

擇可能有別於其他國家，故影響長期照護使用的因素與國外研究發現

是否相同，是必須加以深思的。對於服務之態度會影響其對服務的使

用（Calsyn & Roades, 1993），然而第一波戰後嬰兒潮人口目前約 55 歲

左右，即為潛在照護需求者；因此了解潛在照護需求之中老年人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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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使用態度及其影響因素，實為一重要之研究主題。 

另一方面，在台灣傳統的孝道觀念中，家庭應扮演著主要照顧者

的角色，包含：照顧服務的提供、財務的支持，和心靈上的支持等（李

光廷，2001）。然而，由於社會環境的變遷，家庭結構及功能的改變，

雙薪家庭與單親家庭的增加，代間居住安排型態轉變，挑戰了代間關

係和家庭能否繼續維持傳統的照顧功能。有鑑於此，故在進行台灣之

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研究，除了探討對於中老年人使用長期照護服務

體系態度之影響因素之外，代間關係對於中老年人使用長期照護服務

體系態度之影響亦是值得關注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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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台灣正值長期照護資源蓬勃發展之際，中老年人對於長期照護安

排的態度及其影響因素實為重要的參考資料。雖然國內對於長期照護

服務體系影響因素之研究頗多，但多以單一服務體系為焦點進行，如：

安養機構（林聖峰，1994）、護理之家（吳淑瓊、李中一、張阿蘭，1996）、

日間照護（林岳峰，1999）、居家照護（李怡真，2000）。再者，雖有

針對不同類型之長期照護服務體系進行研究，但卻是以 20-64 歲之民眾

為研究對象（吳淑瓊、朱昭美，1995）、或以老人之主要照顧者為對象

（曾桂琴，2002；白惠婷，2000）、或以社區機構提供老人照護者之相

關專業人員（宋蕙安，1997）、或以正在使用照護服務的老人為對象（邱

黎明，2000；利見清，2002）。 

而對於代間關係與長期照護服務體系關係方面，在國內目前仍屬

少數，且以探討代間關係與機構式照護關係之質性研究為主（姚美華，

1995）；相對而言，台灣目前以量化研究代間關係與長期照護服務體系

之研究仍為之少數。因此，代間關係與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此

一重要議題仍待進一步研究。 

有鑑於此，本研究以潛在照護服務需求的中老年人為對象，即以

第一波戰後嬰兒潮之 55 歲以上之中老年人進行量化研究，探討「中老

年人與其成年子女的代間關係及其影響因素」、「中老年人對於長期照

護服務體系的使用態度是否被個人背景變項、代間關係所影響」。具體

而言，本研究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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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瞭解中老年人與其成年子女的代間關係。 

二、探討中老年人的個人背景變項對於代間關係之影響。 

三、瞭解中老年人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使用態度。 

四、探討中老年人的個人背景變項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之

影響。 

五、探討中老年人的代間關係在個人背景變項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

使用態度影響中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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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探討的問題如下： 

一、中老年人與其成年子女的代間關係為何？ 

二、中老年人是否因個人背景變項不同，而影響代間關係？ 

三、中老年人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使用態度為何？ 

四、中老年人是否因個人背景變項不同，而影響長期照護服務體系

之使用態度？ 

五、中老年人的代間關係是否在個人背景變項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

系使用態度影響中具有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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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壹、代間關係（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國內學者林如萍（1998）以 Roberts & Bengtson 的代間連帶模式觀

點，將代間連帶視為多面向建構，包含面向為：結構連帶、關聯連帶、

情感連帶、功能連帶和規範連帶等。本研究將以此五面向中之規範連

帶和功能連帶來瞭解老年父母與其成年子女間之代間關係，以下說明

之： 

一、規範連帶（normative solidarity）：代間對於孝道責任之意識程度，

本研究將規範連帶定義為：老年父母對其成年子女之孝道責任規

範態度。 

二、功能連帶（functional solidarity）：功能連帶是指代間之協助，為雙

向之互動關係。本研究將功能連帶定義為：老年父母與其成年子

女彼此之間的（1）「工具性支持」：金錢支持、物質支持、日常生

活支持等；（2）「情感性支持」：傾聽、提供訊息和意見、關心等

之相互協助支持情況。 

本研究擬參酌 Mangen, Bengtson & Landry（1988）的「代間關係

測量」，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四期第二次－「代間關係與

子女奉養問題」、「奉養態度」部分（章英華、傅仰止，2002），林如萍

（1998）「農村老人與其成年子女代間連帶問卷」，周玉慧、楊文山、

莊義利（1997）「社會支持量表」和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問卷－「婚

姻與家庭」部分（伊慶春，1994），編制「代間關係問卷」，以瞭解中

老年人與其成年子女的規範連帶與功能連帶。「代間關係問卷」包括「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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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連帶」量表及「功能連帶」量表，個人在某一量表總分愈高，表示

其持有該連帶的程度愈高。 

貳、長期照護服務體系（organized system of long-term care services） 

所謂照護體系（integrated system of care）是指系列性的整合照護，

是以服務對象之需求為導向的照護系統，不僅指服務，同時也包含整

合相關服務之機制，藉由這些機制可以確認受照顧者之照護需求，提

供給受照護者可近性的長期照護服務體系（Evashwick, 1987）。在台

灣，長期照護服務體系是整合社政和衛政對於老人提供之福利服務，

為一連續性的服務網絡，使不同狀況之失能老人能夠使用合適之服務

資源，以達成在地老化之理念（行政院社會福利委員會，2004）。本研

究將長期照護服務體系定義為：連續性和整合性之預防、支持、護理、

醫療的照顧服務。 

本研究擬依據國內學者呂寶靜（2001）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的

分類、台閩地區長期照護分類-2004 年版（中華民國長期照護專業協

會，2004）、衛生署長期照護資源手冊（行政院衛生署，1996）、台北

市社會局老人福利簡介（台北市社會局，2001）和台北市長期照護資

源手冊（台北市衛生局，2001）等來定義「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並採

台灣各縣市普遍具有之長期照護服務體系服務項目，以接受服務之所

在地，將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服務模式分為三大類型九個服務項目，

包括（1）居家式照護：送餐服務、居家服務、居家護理；（2）社區式

照護：日間扥老、喘息服務、日間照護；（3）機構式照護：安養機構、

養護機構、護理之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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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 

Fishbein & Ajzen曾提出「理性行動理論（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認為態度是影響個人行為的重要因素，且認為態度包含二個

部分，一個定義為對行為的態度（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此因素

為主觀的評量，另一個因素為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s），此因素為

特殊他人或社會界定是否要做此行為之評量依據（引自林聖峰，

1994）。在Gilbert, Fiske & Lindzey（1998）的研究指出，態度是個人的

心理過程，此過程決定了每一個人在社會世界中實際與潛在的反應，

且具有引導性的影響力。歸納上面所述，當個體對於某項行為持愈強

信念時，個人對於該行為態度也愈強，則未來個體採取行動的機會也

愈大。而本研究旨在探討中老年人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使用態

度，此對象為一群即將或正面臨晚年居所、照護安排選擇之中老年人，

目前所持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會影響日後對於長期照護

服務體系之使用。綜上所述，本研究將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定

義為：中老年人對於使用長期照護服務體系的主觀評量，即個人的使

用意願。 

本研究擬由「居家式照護」、「社區式照護」、「機構式照護」等三

大類型來探討中老年人對於使用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態度，個人在某

一類型分數愈高，表示其對於該類型的照護方式之使用意願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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