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代間關係與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依據研

究目的與研究問題，本章分三節加以呈現：第一節為代間關係；第二

節為長期照護服務體系；第三節為影響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之

相關研究。 

第一節  代間關係 

本節就代間關係的意義、代間關係之面向、代間關係之相關概念

與測量、影響代間關係之因素加以探討。 

壹、代間關係的意義 

關係（relationships）是指兩個或更多元素間的相互影響，他們組

合成一個獨特的單位（社會學辭典，1991）；關係並非靜止不變的，而

會在時空的變遷中不斷地變化（陸洛、陳欣宏，2002）。關係是介於人

與人之間互惠的連結（connections），乃是人與人之間雙向性的互動。

在關係中有三種連結（bonds）的類型：互賴（interdependence）、親近

（intimacy）、及歸屬（belonging）；互賴使得人們在一起時能滿足其需

求，且也能增加個人可用之資源，親近則是使人們能夠交換情感、信

任及信賴，歸屬感則是個人獲取友誼、社會化、認同、安全及平安的

來源（Atchley, 1987）。而 David（1995）指出：代間關係是家庭中不同

年齡群的成員，透過持續性時間的改變，而持有的文化規範、家庭規

則等的聯結（bonds）。 

以社會學家 Durkheim「社會連帶」觀點出發：親子關係對父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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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年子女是強烈且獨特的社會連帶的來源，原因包含：關係通常是永

久的、範圍大的且非自願的。孩子在開始的時候是依賴父母而存活，

孩子和父母是強烈的依賴情感（Rossi & Rossi, 1990）。縱使時空的轉

變、生活的改變，父母和孩子仍透過生命全程而產生連結（Cicirelli, 

1983）；並且社會規範強烈的影響父母和子女認同此代間關係（Atkinson, 

1989）；並藉由父母傳遞給子女社會價值和態度（Glass, Bengtson & 

Dunham, 1986）。 

貳、代間關係之面向 

維繫老人家庭互動關係的要素始於「連帶（solidarity）」此字眼，

在理論上最早源自於「結構功能論（structural functionalism）」。Durkheim

就提出社會組織所賴以維繫的社會連帶（social solidarity），且將其分

為：（1）機械連帶（mechanical solidarity），團體內成員之間的近似性

（similarity）作為動力之來源，團體成員由於享有共同的規範和價值，

因而彼此之間沒有功能的差異而且可以相互替代（2）有機連帶（organic 

solidarity），團體成員之間因為勞力分化（division of labor）的現象而

產生互補性的差異，進而產生相互依賴。不過 Durkheim 也指出欲達到

社會凝聚（social cohesion）的境界，應該需要機械連帶和有機連帶兩

種機制的同時存在與配合（McChesney & Bengtson, 1988）。 

Brown & Shaw 指出初級團體在整合時所憑藉的三個主要連結：近

似性（similarity）、互賴性（interdependence）和凝聚性（cohesion）（施

教裕，1994）。而 Parsons 立基於有機連帶之上，先發展出「功能整合

（functional integration）」的概念，進一步提出家庭功能整合之結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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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並指出家庭內之兩種互補性之角色，是家庭賴以維繫的必要功

能：（1）「工具性角色（instrument role）」，是滿足成員生理需求的基本

功能；另一是（2）「情感性角色（expressive role）」，是滿足成員社會

性與情感性需求的輔助功能（McChesney & Bengtson, 1988）。 

Nye & Rushing 基於家庭整合的觀點，而將家庭關係分為多層面，

其包含之六個要素有：關聯連帶、情感連帶、一致連帶、功能連帶、

規範連帶、目標連帶，且將此六要素歸納為關聯連帶、情感連帶和一

致連帶三個主要概念（McChesney & Bengtson, 1988）。Bengtson & 

Schrader（1982），以 Nye & Rushing 的觀點提出之六元素為探討親子關

係的測量依據，且強調此六個要素：關聯連帶（associational solidarity）、

情感連帶（affectual solidarity）、一致連帶（consensual solidarity）、功

能連帶（functional solidarity）、規範連帶（normative solidarity）、代間

家庭結構（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structure）；雖然各連帶間有其獨特

性，但仍彼此關連。Bengtson & Schrader 反對 Nye & Rushing 過分強調

結構功能之觀點，而將家庭連帶重新定義為關聯連帶、情感連帶、一

致連帶三者作為檢視家庭關係的主要基準，並且強調家庭成員的相似

性（McChesney & Bengtson, 1988）。 

Mangen, Bengtson & Landry （ 1988 ）在測量代間家庭關係

（measuring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relations）的研究當中，以代間連帶

理論（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說明成年家庭生命全程父母與子女間

的關係，且認為代間家庭連帶是多面向的建構；並在測量時，分為以

下六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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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構（structure）：成年子女數和孫子女數，家庭的人數、類型。 

二、情感（affect）：知覺代間角色關係的親密程度。 

三、關聯（association）：世代間角色互動的頻率與型式。 

四、規範（norms）：世代間對於家庭規範的評價。 

五、交換（exchange）：世代間接受或給予協助的程度。 

六、一致（consensus）：世代間對於社會、政治、宗教態度和宗教

行為的共識程度。 

綜觀國內外學者對於代間關係所區分之面向，並沒有一致性之劃

分方式。但依據國內學者胡幼慧（1995）主張代間關係涉及了情感、

責任、義務、資源移轉與互惠交換等面向，且 Roberts & Bengtson（1990）

主張：老年父母和成年子女內化的角色、責任承諾等規範為代間關係

之核心，且強調功能連帶，即代間資源交換互惠之重要性。另外，了

解代間關係，代間交換、互惠是一研究之重要取向（Mancini & Blieszns, 

1989）；林如萍（1996）亦指出有關老人與成年子女之代間關係，應由

「代間依賴」之單向性觀點擴展至「代間交換」的互惠關係。因此本

研究依循代間關係之重要概念，將以代間連帶（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中之二面向來瞭解代間關係：一為規範連帶，即老年父母對

於其成年子女之孝道責任規範態度；另一為功能連帶，包含老年父母

和成年子女之相互協助程度。 

參、代間關係之相關概念與測量 

本研究依據上面之論述，將以規範連帶和功能連帶來瞭解代間關

係；以下就依此二面向之相關概念與測量，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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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範連帶（normative solidarity）之相關概念與測量： 

在傳統的中國社會當中，「家庭倫理」是一種深值人心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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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已深入中國社會的宗教、政治、法律、教

育等制度。傳統的文化中，往往以社會交換原則（social exchange）出

發－即報答養育之恩（胡幼慧，1992）。莊耀嘉、楊國樞（1991）指出

反哺父母為中國子女最重要的義務，過去儒家對孝道極力闡揚，亦是

使孝道深入傳統中國社會的每一範圍與角落的重要原因。在此種儒家

宇宙觀的影響下，培育後代、祖先崇拜即成為孝道之重要內涵（葉光

輝，1995）。 

David（1995）指出：規範（norm）是一群人共同分享標準典型的

行為與事件的期待與信念，有一些家庭規範透過時間和文化而持續

著，其他的則透過人口結構的轉變和社會的趨勢而改變，但仍具有相

當大的影響；代間規範（intergenerational norms）可以是跨越文化意義

而多樣化的或完全不變的。Tamara 曾提出代間規範是會透過歷史時間

的轉變，家庭相關的事件和行為會被社會價值所影響，且會有「適當

的」改變（引自 David, 1995）。 

根據國內學者 Chang 與 Ofstedal（1993）的研究發現：國人在「老

年時，希望與兒子同住」的態度及「老年時，由兒子奉養」的觀念，

均有下降之趨勢。此外，在社會變遷的過程當中，新觀念、新事物與

新科技的傳播，對於傳統的社會結構造成重大之衝擊，同樣也對於家

庭內的親子間的價值觀、生活態度與社會行為模式產生變化（李青松，

2000）；而陸洛、陳欣宏（2002）在探討代間關係中卻發現，老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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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傳統固有之規範，處於「期望孝道」與「不敢期望」中拉扯。 

在測量規範連帶方面，國內學者徐震、萬育維（1994）以「是否

要子女與之住在一起，子女才算孝順」、「養兒防老的觀念」等面向，

探討中老年人與其成年子女間的關係及奉養觀念。而亦有學者以「老

年父母是否要與子女同住」（陳寬政、齊力，1991）、「子女應該關

心慰問父母」（陸洛、陳欣宏，2002）等面向，探討傳統孝道規範的本

質。 

隨著時代的變遷，孝道責任規範是否因此而改變，在近年來國內

之相關研究呈現結果不一的現象，探究其原因，可能是以一整體概括

性概念探討孝道責任規範觀念或探究孝道責任規範之具體行為等所造

成。因此，本研究在探討規範連帶時，將以不同的特徵屬性（包含：

對於孝道責任規範之認知、意願及情感），逐一尋問其對於孝道責任規

範之態度。 

二、功能連帶（functional solidarity）之相關概念與測量： 

國內學者表示孝道的基本核心雖然未變，但傳統孝道因社會變遷

而漸由家族取向轉為自我取向，從單向之獨益性轉為雙向之互益性（莊

耀嘉、楊國樞，1991）。李青松（2000）亦表示，隨著時間之轉變，成

年子女與父母親代間交換漸趨於互惠的平衡，且改變親子間父上子下

的價值觀與生活態度。另外，依據社會交換論（social exchange theory）

中之平衡（equity）而言，當兩個體在互動當中，其中一方之付出與收

益之比率接近相等時，則兩個個體之間的關係屬於平衡狀態，會產生

公平感；但如果比率不相等的話，則兩個個體之間關係是不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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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產生不公平感，易造成不滿和緊張。 

以代間交換情形而言，周玉慧、楊文山、莊義利（1997）分析台

灣地區老人資料中指出：老人接受到的社會支持與提供之社會支持之

間有顯著相關，意味著老年父母與成年子女在工具性支持（日常生活

活動支持、生活照顧、金錢支持、物質支持）或情感性支持（傾聽、

關心和愛）之相互給予、接受協助、支持等均存在正相關，即：社會

支持處於相當互惠的狀態中。此外，父母與子女之間存在著一種取與

給的互惠關係，但是隨著社會變遷與生活型態的改變，成年子女對照

顧老年父母常陷入認知與現實能力的兩難，然而不論家庭功能如何改

變，老年父母仍會期待子女們能提供及時的照顧與幫助（徐震、萬育

維，1994）。 

國外學者在測量代間交換、代間支持或功能連帶研究當中，Mancini 

& Bliezner（1989）以「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加以區分；Stoller

（1985）將工具性支持細分為：財務、日常事物；而 Mutran & Reitzes

（1984）將情感性支持細分為：忠告、慰藉。Mangen & McChesney 

（1988）在測量代間交換和功能連帶的研究建議當中，提出建構測量

交換概念的模式，應有五個可能操作的面向，包含：財務協助。家務

協助、個人事務、忠告、禮物交換；而 Rossi & Rossi（1990）主張將

代間支持區分為三大類：個人事務(忠告、安慰、疾病照顧)、家務(修

繕、看家、日常工作)及工具性支持(送禮物、給錢、協助尋找工作)。

另外，Lubben & Gironda（1996）將支持分為四個類型：情緒/訊息上

的支持（談心事、閒聊慰藉、提供訊息及忠告）、實質上的協助（生病

時的照料、食物製備、家務事的協助）、情感上的支持（覺得被愛、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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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正向的社會互動。 

國內學者在測量代間交換、代間支持或功能連帶研究當中，王仕

圖（1993）將支持類型分為財務支持、日常生活小幫忙及情感支持等

三類。而，李孟芬（1993）將台灣老人的非正式社會支持體系面向中

之功能層面分為二類：即「工具性支持」，包含：日常生活支持、身體

照顧、物質支持、金錢支持；「情感性支持」，包含：關心與照顧、傾

聽問題、生病時的照顧。此外，熊瑞梅（1994）也將支持的類型分為

「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兩類，其中工具性的支持包括：提

供服務或金錢、協助解決各種困難；情感性的支持包括：談心事。另

外，林如萍（1998）將功能連帶分為財務、情感、個人事務及家務四

方面相互協助之程度以探討農家老人與其成年子女的代間連帶。而，

呂寶靜（2000）將支持功能之面向分為：情感性支持、情緒性支持、

工具性支持等三類以探討老人朋友網絡支持功能。 

綜上所述，本研究採用二分法，將功能連帶分為：（一）「工具

性支持」：金錢支持、物質支持、日常生活支持等；（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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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小結 

在台灣社會近一、二十年的變遷過程中，由於工業化、都市化、

民主化和多元化等因素的影響，使得親子關係原有的威權與交換連結

關係明顯減弱，因而衝擊了「抑己順親」與「順親榮親」之孝道觀念

（葉光輝，1997）；且國人對於奉養的觀念有下降之趨勢（Chang & 

Ofstedal，1993）；亦有研究指出老中青三代對於社區和政府支援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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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望比起子女本身還高，顯示出現代孝道式微（關銳火宣，2004）。相

對的，亦有許多研究指出「期望孝道」仍具有強烈的主導性（陸洛、

陳欣宏，2002；劉弘煌，2002）；且農家老人和成年子女的規範連帶很

高，且存在互惠的相互協助關係（林如萍，1998）。 

國內外對於代間關係之研究結果分歧，究竟現今育有成年子女之

老年父母對於孝道文化規範及代間相互協助之情形，是為現代化之趨

勢所影響而式微或仍保有固有之觀念，為本研究探討重點之一。 

肆、影響代間關係之因素 

David（1995）的研究中指出，影響代間關係包含二大面向：一是

家庭結構：家庭結構指的不僅是人口改變而影響實際的關係網絡，如：

出生、死亡、婚姻等；且家庭結構是動態的，不斷地涉入新的規範，

如：美國快速成長的單親家庭、女戶長家庭（female-headed families）、

僅與配偶同住的家庭、無伴的成年人家庭（lone adult families）反應了

社會的改變和人口的趨勢，都有可能會影響代間關係。第二面向是居

住模式：在二十世紀早期的美國，三代家戶（包含祖父母、成年子女、

孫子女）是非常普遍的；然而接下來的幾十年當中，由於生命餘命的

延長、社會規範和經濟因素，使得家庭居住模式的改變。到了二十世

紀中期，社會學家 Parsons 主張由於職業之需求、現代化造成之人口流

動、工業社會，使得過去以擴展家庭為主的社會轉變成以核心家庭為

主之社會結構。居住的安排透過文化和種族的不同是非常多元的。在

美國，老人大多是獨居或僅與配偶同住（David, 1995）；反觀台灣，由

於傳統的孝道規範，理想之居住模式是與子女同住（行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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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而 Bengtson & Norella（2003）以代間關係之觀點探討與父母同

住之優勢，研究指出：同住不但可以增加個人的福祉（如：成年子女

獲取父母實質上及情感上的支持、年老父母在人生晚期得到成年子女

的協助與支持），亦可強化家庭的連結。 

一、規範連帶之影響因素 

國內學者徐震、萬育維（1994）研究指出：中老年人之性別對於

養兒防老的看法具有差異性，即男性較傾向不贊成，女性則以贊成的

觀點居多。教育程度中，劉弘煌（2002）在探討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

代間落差中發現：老人之教育程度愈低愈認為照顧父母是子女的責

任。另外，林如萍、鄭淑子、高淑貴（1999）指出，居住與生活費的

安排不但與老人的生活方式息息相關，亦是世代間孝道責任的兩個重

要內涵。此外，老人的健康情形會影響對「養兒防老」之想法（陸洛、

陳欣宏，2002）。 

二、功能連帶之影響因素 

Bengtson（2003）跨世代長時間的共同相處，會為代間支持和協助，

帶來的潛在的負面結果。國外研究指出：性別被認為是影響代間交換

的重要因素(Rossi & Rossi, 1990)；另外有研究發現：母親比父親得到

更多來自子女的協助(Susan, Ward & Mark, 1988)。婚姻狀況中，已婚父

母相較於離婚、寡居者提供較多資源給子女，而離婚、寡居之父母則

得到較多子女協助(Rossi & Rossi, 1990)。成年子女數是影響交換行為

的家庭結構特徵之一，而地理距離則是影響老人的家務交換與財務支

持的關鍵性決定因素（Eggebeen & Hogan,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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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研究方面，詹浚煌（1996）在探討「老人的家庭互動關係

之相關因素」中發現，年齡大、教育程度低、和子女同住，較傾向於

接受子女協助。另外「1989 台灣地區老人健康狀況與生活問題調查」

的分析中指出，老年女性與成年子女同住，常會幫助家中之瑣事，並

提供情感性的社會支持（李孟芬，1993）。Chang, Hermalin & Ofstedal 

（1993）探討台灣地區老人的社會支持中發現：外省籍和本省之老人

在接受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協助沒有差異；而以與配偶及未婚子女同

住者，接受較多之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協助；外省籍比起本省籍接受

較少之財務支持。而姚美華（1995）研究發現，成年子女對於老年父

母的情緒支持不易受到所居地理距離影響，但是家務的支持則強烈地

受到地理距離的影響。而老人的健康狀況與照顧實務具有相關，即健

康狀況愈差之老人愈希望有陪同就醫和飲食起居之協助；另外，經濟

狀況也會影響照顧期盼（劉弘煌，2002）。 

三、小結 

綜上所述，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社會變遷、人口趨勢和社會結構之

改變，似乎對於中西方國家的代間關係造成程度不同之影響。其中，

影響規範連帶的因素有：性別、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居住模式、經

濟狀況和健康狀況等；而影響功能連帶的因素，則包含：年齡、性別、

籍貫、成年子女數、婚姻狀況、居住模式、健康狀況等。本研究依據

文獻探討提出影響代間關係之因素，並進一步驗證中老年人與其成年

子女的代間關係及影響因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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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長期照護服務體系 

依據行政院主計處統計局（2004）國情統計報告指出，台灣地區扶

老比3：由民國七十九年之 9.1％，上升至民國九十二年底之 12.2％，即

每 7.7 位工作年齡人口扶養 1 位老年人口，以上足見老年人口增加、扶

老比增加，更顯示出老後居所與照顧安排的重要性。 

老後居所之安排，大致可分為老年夫婦同住、老人獨自居住、與

未婚子女同住、與已婚子女同住、輪住於已婚子女家中、居住於安養

護機構等。柯瓊芳（2002）針對歐盟會員國分析指出：經濟社會的現

代化與子女對父母同居照顧意願間存在有明顯的相關。隨著台灣工商

業發達，婦女勞動參與率增加，雙薪家庭增多的社會結構變遷下，台

灣老年人與子女同住之比率為何？依據行政院主計處中部辦公室

（2003）統計調查顯示：我國老年人口與子女同住比率呈現逐年遞減

之趨勢，由民國 79 年底之 62.3％，降至民國 91 年之 54.9％，而僅夫

婦二人同住者占 21.6％，老人獨居者占 9.00％，其他占 14.5％；即老

年夫婦二人同住、老年獨居者呈現逐漸增加之趨勢。在健康良好之狀

況下，夫婦二人同住及獨居，是老人可以接受和應付日常生活事務之

所需；若健康狀況變差，那麼夫婦二人同住及老人獨居，將會危急生

命安全。 

為了因應高齡化所帶來家庭照顧能力減弱及被照顧者大量增加，

且國內之相關研究指出：多數老人均偏好留在原有家庭及社區的居住 

                       
3扶老比＝65 歲以上人口/15-64 歲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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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即所謂的「在地老化（aging in place）」（萬育維，1996；吳淑瓊、

王正、呂寶靜、莊坤洋，2003）。長期照護體系之概念就是使老人照護

走向「生活正常化」與「服務社區化」之原則，盡量讓輕度和中度失

能之老人能夠居住於自己熟悉之環境中，至重度或極重度失能才至機

構安置，以落實「在地老化」原則，也因此長期照護服務體系在現階

段與未來是台灣所迫切需要進行之方向（行政院社會福利委員會，

2004）。 

    長期照護服務體系為個體年老後，居所與照顧安排之選擇模式，亦

符合「在地老化」之概念和因應社會變遷、家庭照顧能力減弱需求所發

展之替代模式選擇，以下分述說明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定義、概念及長

期照護服務體系之類型： 

壹、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定義與概念 

    以下針對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定義及長期照護服務體系概念二部

分加以探討。 

一、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定義 

依 Weissert（1977）的說法，長期照護目標是在增進身體、社會和

心理功能，其服務對象包含所有年齡具有慢性疾病和身心障礙者，對

其提供診斷、治療、復健、支持及維護服務，這些服務可在機構、非

機構及家中提供。而 Kane & Kane（1987）則認為，長期照護是對先天

或後天失能者提供一段長時間的服務，提供的服務內容除了健康照護

外，更包含了個人照顧與社會服務，故長期照護是跨越衛生與社會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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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兩大領域。而 Bordy, Poulshock & Masciocchi（1978）則認為長期照

護應包含：（1）機構照護（2）社區照護與（3）居家照護等三大類服

務。Evashwick（1991）則進一步認為此三類服務應整合為連續的服務

網絡，方能提供完整持續的長期照護，目的在促使接受照顧者的生理、

心理、及社會功能各方面皆達到最佳狀態。除了上述之界定之外，國

內外學者及國內之社政與衛政單位對於長期照護（long-term care）一

詞，有多種不盡相同的定義，以下分別羅列之： 

表 2-2-1  長期照護（long-term care）的定義 

學  者 定    義 

Brody 
（1982） 

對於罹患慢性疾病或心理障礙患者，提供診斷、預防、治療、復

健、支持性及維護性的服務。這些服務可經由不同的機構或非機

構設施獲得，如：慢性病療養院、復健中心、安養院、護理之家

等機構，或是非機構式家庭；其目標在促使患者的生理、心理、

社會功能各方面皆達到最佳狀態。 

Somers 
（1982） 

對於家庭、社區或機構中提供長時間的醫學、護理、社會和相關

的服務，對象為所有罹患六個月以上的慢性疾病、失能者或功能

性受損者。 

Kane & Kane
（1987） 

長期照護是由健康照顧、個人照顧與社會生活照顧等三纇照顧組

合而成，對於失去或永遠無法執行某些身體功能的民眾提供長期

照護的服務。 
Evashwick
（1991） 

長期照護為對暫時性或慢性功能障礙人口提供一段長時間的健

康、社會及住宿服務。 
張淑英 
（1992） 

長期照護是連續性的照護觀念，也是跨醫療和社會服務領域的照

護服務。 

羅紀瓊、吳正儀 

（1995） 

長期照護是提供慢性病患（生理或心理方面）或殘障者相關的醫

療服務、技術性護理及個人照顧等長期性的、連續性、多樣性的

健康服務。其目的在使接受照顧者恢復、維持、並增進健康，或

將其疾病和殘障的影響減少到最低。 
行政院經濟建

設委員會 
（1998） 

服務對象主要針對罹患慢性疾病患者（如：自然衰老、中風、老

人痴呆），病情處於穩並狀態，但無法自理日常生活或不能執行

日常生活功能，經評估需要長期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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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長期照護（long-term care）的定義（續） 
學  者 定    義 

李世代 
徐菊枝 
（1999） 

指一段時間內，對身心功能障礙者，提供一套包含長期性醫療、

保健、護理、生活與社會支持之照護；其主要對象為居住於社區

或機構中，因身心功能障礙，而需依賴他人之幫助，以行常態生

活者；目的在增進或維持身心功能，使其遂行自我照顧或獨立自

主之生活功能，以減少其依賴程度，減輕他人或社會負擔，或增

進其尊嚴；照護內容通常包含醫療、護理、保健、復健、心理、

營養、社工等系列之維護或支持性的工作 
德國之長期照

護保險法 
（王正，2000） 

因傷病或殘障事故，使得在日常生活上所從事日常性及規律性活

動，需要接受他人持續或更長之時間協助者，所需要被提供之一

種資源。 

美國聯邦政府 
（王正，2000） 

長期照護是針對慢性病或精神病患所提供的服務，包含診斷、治

療、復健、預防、支持與維護一系列的服務，其服務措施包含機

構與非機構的照護，目的在提升或維持受照顧者最家的佳的身、

心、社會功能狀態。 

加拿大政府 
（王正，2000） 

提供持續性的照護服務，以協助個人得以獨立居住在自己家裡，

若有必要則協調相關機構，使其獲得所需的機構式照護。並提出

連續性照護的概念，強調它是一種整合的服務體系，以照護為

主，而不是以治療為主。 

行政院衛生署 
（2000） 

長期照護係針對長期照護者提供綜合性與連續性之服務。其服務

內容可以從預防、診斷、治療、復健、支持性及維護性以至於社

會性服務。其服務對象不僅須包含病患本身，更應考慮到照護者

的需要。 

台北市政府 
（2002） 

長期照護是對身心功能障礙者，在一段時間內，提供一套包含醫

療與生活照護之支持系統；主要服務對象為居住於社區或機構

中，且身體功能障礙且需依賴他人幫忙日常生活的人；具體而

言，基本上可包括因疾病、傷害或老衰所引起的生理功能障礙與

認知功能損害者；目標是增進或維持身體功能及獨立生活的能

力；服務內容包含診斷、預防、治療、護理、復健、支持或維持

等一系列的服務。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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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護之對象，可包括：因疾病、傷害或衰老所引起的生理功

能障礙與認知功能損害者；目標是增進或維持身體功能及獨立生活的

能力；服務的內容包含：診斷、治療、復健、預防、支持或維護等服

務。故日常生活活動力（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s）、工具性日常

生活活動能力（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IADLs）和認知功

能評估量表決定是否需要長期照護服務的關鍵。而一般用以鑑定功能

失常與評估長期照護需求及其需求類型之依據指標為：日常生活活動

能力（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s），包含：吃飯、上下床、上下椅

子、室內走動、室外走動、穿衣服、洗澡、上廁所等；以及工具性日

常生活活動（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IADLs），包含：輕

鬆家事、洗衣服、煮飯、上街買日用品、理財、吃飯、打電話等；與

認知功能（cognition）程度指記憶、定向、抽象、判斷、計算及語言能

力（Guralnik & Simonsick, 1993）。至少一項以上的 ADLs、IADLs 或認

知功能不全者，即為長期照護的對象（阮玉梅，1999）。 

總結以上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定義，長期照護服務體系不僅具有

連續性的概念，亦是跨越醫療與社會服務領域的照顧服務。具體而論，

長期照護服務體系的對象，並不限制在某一特殊年齡層，但卻以老年

人口（即失能者和認知功能障礙者）為大多數。綜合而言，本研究定

義長期照護服務體系為一連續性和整合性之預防、支持、護理、醫療

的照顧服務，目的在於落實「在地老化」的理念。 

二、長期照護服務體系概念 

日本學者林玉子曾提出維持老後生活的一些生活必要條件（如下

  28



圖 2-2-1）。當老人開始出現身心條件不如意時，首先，其「日常活動

能力（ADLs）」逐漸減低。第一階段中家事功能逐漸衰退，需要「家

事援助（residential care）」；第二階段是「日常生活照顧（daily care）」，

即一些對 ADLs 之協助；第三階段就需要較專業性的護理服務（nursing 

care）、醫療照護（medical care）與臨終之「安寧照護（terminal care）」，

必須要有醫生、護士、物理治療師、職能治療師，以及社會工作人員

之協助（引自劉佳琪，1999）。 
 

健康自立期               障礙期                 臥床期 
 

住 
宅 
考 
量 

                
         

 
安全性 補全性 療養性 

 
護理、醫療 
安寧照護 

日常生

活照顧
家事
援助自我照顧 

需 
要 
的 
照 
顧 
服 
務 
 

醫生、護士、物理治療師、職能治療師、社工員等

 
家  人 

 
義工、家事服務員 

人 
力 
照 
顧 
條 
件 

圖 2-2-1 維持老後生活必要條件圖 

  資料來源：引自劉佳琪（199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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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以「在地照顧」之概念來說明圖 2-2-1，即用在地的服務資源來

滿足老人的需求，以延長老人留住在社區的時間（即第一階段和第二

階段），直至其到達第三階段時才使用機構式照護。而所需之照護資源

包含：輕、中度失能老人的居家照護和社區照護服務模式和重度、極

重度失能老人的機構照護模式。實踐「居家式」照護與「社區式」照

護之理念，必須提供家庭照護所需之相關支持性服務以及經濟上的支

援，且由家人、照顧人員和專業的護理人員配合，包含：送餐服務、

居家服務、送餐服務、日間托老、喘息服務、日間照護、居家護理等；

而「機構式」照護，主要則必須由專業醫療、護理等人員主導，家人

的配合，包含：護理之家、養護機構、長期照護中心等。 

貳、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類型 

Litwak（1985）指出提供適當的老人服務需要分為三階段進行，第

一、當老年健康狀況良好時，住在老人年齡同質性社區中是有益的；

第二、當失能狀況發生時，理想的居住環境，是住在靠近老人子女居

住附近的年齡異質性社區；最後，如果失能程度發展到老人需要二十

四小時照顧時，則最好的環境是護理之家。Evashwick（1991）更近一

步認為此三類服務應整合成一個連續性的服務網絡，才能提供老人完

整持續的長期照護服務體系。 

長期照護服務體系是一種跨專業的團隊服務，失能老人的照護更

應結合多重的資源，以建立一個綜合性、多元性及連續性的長期照護

服務體系。以下依據國內學者依使用者地點區分長期照護服務體系的

類型（呂寶靜，2001）、台閩地區長期照護機構名冊-2004 年版（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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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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台灣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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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將長期照護服務體系整理如下圖

2-2-2 所示，包含三大類型九個服務項目，並就其服務類型、服務項目

和適用對象，簡要說明如下： 

 

長期照護服務體系類型 

居家式照護 社區式照護 機構式照護 

喘
息
服
務

居
家
護 

送
餐
服
務 

日
間
照
護

居
家
服
務 

日
間
扥
老

護
理
之
家 

養
護
機
構 理 

安
養
機
構

 
圖 2-2-2 長期照護服務體系類型與服務項目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一、居家式照護 

（一）送餐服務：由政府委託之單位，以餐盒方式將餐食送到老人

家中，以提供不方便自行準備餐點的老人，有均衡的飲食。 

（二）居家服務：主要針對 65 歲以上有需求之個案或獨居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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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居家服務員到家中提供家事服務、日常生活照顧（含：餐

飲服務、環境改善、身體照顧、文書處理、陪同就醫、陪同

或代購物品、陪同散步、精神支持及靈性關懷等）。 

（三）居家護理：由專業居家護理師到案家給予病情穩定能夠在家

中進行護理者，提供護理服務、衛教或協助呼吸照護。 

二、社區式照護 

（一）日間扥老：提供身體功能正常和智能正常之老人，白天社交

型服務，含：文康休閒、簡易課程活動、簡易護理等。 

（二）喘息服務：針對照顧者所提供的福利，讓接受照顧者至機構

暫時照顧，使照顧之家屬可以休息。 

（三）日間照護：提供失能或認知功能障礙之老人，白天相關專業

服務，含：課程活動、休閒活動、復健、醫療、護理服務等。 

三、機構式照護 

（一）安養機構：以安養自費老人或留養無扶養義務之親屬或扶養

之親屬無扶養能力之老人為主。 

（二）養護機構：以照顧生活自理能力缺損且無技術性護理服務需

求之 65 歲以上老人為主，提供 24 小時全天候之照顧。 

   （三）護理之家：照顧（1）罹患慢性病需長期護理之病人；（2）

出院後需繼續護理之病人。由專業護理人員提供二十四小時

全天候護理服務，如：氣切管、導尿管、胃管之更換、傷口

護理、呼吸等特殊照護及一般生活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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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之相關研究 

影響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之因素為何？本節就個人背景因

素與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之相關研究、代間關係與長期照護服

務體系使用態度之相關研究加以探討。 

壹、個人基本背景因素與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之相關研究 

國外學者 Cantor & Little 曾指出，老人對於服務體系之偏好，以家

庭成員是老人的第一選擇，除非家庭成員不在時，老人才會去使用機

構服務（引自呂寶靜，2000）。國內學者在調查民眾對老人長期照護安

排之態度也發現，民眾認為一般家庭在有照顧老人的需求時，58.1%會

選擇居家式的照護，而選擇社區與機構等照護方式的比率分別為 31.8%

與 10.1%（吳淑瓊、朱昭美，1995）。雖然傳統居家式的照護屬最受歡

迎，但因應社會變遷，老化人口增多，照護人力短少的情況下，居家

式的照護是否仍受青睞？而影響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之個人背

景因素因素為何？以下就國內外之相關文獻和研究結果整理，分述說

明之： 

一、年齡 

在年齡方面：國外學者指出年齡是預測老人服務使用的顯著因

素，年齡愈老者使用正式服務愈多（Calsyn & Roades, 1993）。國內學

者李光廷（2001）也指出：長期照護者具有高齡化之特質；使用機構

式照護，以 70 歲以上佔大多數（萬育維，1996）；而使用居家式照護

之服務者比機構式照護老人年齡低（曾昭蓉，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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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 

在性別方面：國外有研究指出性別和正式服務的使用沒有顯著的

相關（Coulton & Frost, 1982）；而 Calsyn & Roades（1993）研究指出：

男性選擇機構照護之比率較女性為高。反之，李光廷（2001）以台灣

的家庭價值觀來分析日本介護保險制度成立的背景與條件卻指出：長

期照護者具有女性化之特質；且利見清（2002）也指出居家照護的使

用率以女性居多。 

三、籍貫 

在籍貫方面：國內研究調查發現：外省籍的老人具較高的護理之

家居住意願（吳淑瓊、賴惠玲、江東亮，1994）。而吳淑瓊、朱昭美（1995）

在控制其他相關之重要因素後，大陸省籍比起一般民眾顯著地較能贊

成與接受機構式的照護，因此主張：機構式照護與籍貫有關。 

四、婚姻狀況 

在婚姻狀況方面：Hopp（1999）指出婚姻狀況為預測使用正式服

務之因素之一，且未婚者較喜歡選擇護理之家的照護（McAuley & 

Blieszner, 1985），而已婚或與配偶同住者，對於居住於護理之家有較大

之壓力（Stein, Linn & Stein, 1985），已婚者傾向使用居家照護（利見清，

2002）。反之，林峰輝（1998）研究指出：使用居家照護、護理之家及

日間照護，以喪偶老人較多；而劉弘煌（2002）卻發現：未婚和離婚

老人傾向住進安養機構。 

五、教育程度 

在教育程度方面：國外研究指出，高教育程度者對於護理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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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有較大之需求（Stein, Linn & Stein, 1985）。反觀國內之研究，教育

程度卻與使用安養機構意願成負相關（行政院主計處，2000）；教育程

度低者對於機構式之服務使用率較高，以不識字比例最高、其次為國

小（萬育維，1996）；而曾昭蓉（1997）研究指出，居家式照護比機構

式照護老人教育程度低。 

六、成年子女數 

在成年子女數方面：國外學者 Hopp（1999）的研究指出有無家庭

成員為預測使用正式服務之因素之一；且 Roberto, Allen & Slieszner

（2001）指出：家庭結構會影響其期待對於未來之安排。在國內研究

方面，陳肇男（1999）指出：人口可用性會影響老後居住安排之選擇；

家庭照護資源的有無是影響老人可否在家中安療養的決定因素，子女

數過少者會影響其由家人照護之機會（張明正，1999）；老人入住機構

安養和成年子女數有關係（郭玉燕，1993）。 

七、居住情形 

在居住情形方面：國外研究指出：與子女同住或住在附近，會增

加失能老人留住於社區（Wayne, Peter & Heather , 2002）。在國內研究

方面，學者吳淑瓊、賴惠玲、江東亮（1994）的研究指出：無子女同

住之老人，對於居住於護理之家的意願較高。 

八、經濟狀況 

在經濟狀況方面：社會經濟資源會影響老後居住之安排（McAuley 

& Blieszner, 1985）。以子女角度而言，經濟資源較好，較有資源做其他

的照顧，反之，收入低且在資源缺乏下無法做其他照顧安排時，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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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與老人同住而由自己來照顧（Couch, Daly & Wolf, 1999）。以老年父

母的角度而言，McAuley & Blieszner（1985）指出有較高收入者較喜歡

選擇護理之家的照護；此外，陳肇男（1999）亦表示：經濟可行性會

影響老後居住型態之選擇。 

九、自覺健康狀況 

在自覺健康狀況方面：在國外學者 Andersen（1995）認為自覺健

康狀況會影響醫療使用行為；而，Hopp（1999）的研究也指出：身體

功能狀況為預測使用正式服務之因素之一。在國內研究方面，吳淑瓊、

賴惠玲、江東亮（1994）研究指出：老人認為有需求時，才會居住於

護理之家；另外，李怡真（2000）指出：覺察居家照護、認知能力高、

自覺健康狀況差之老人，對於居家照護的接受度較高。 

    綜上文獻之討論，個人背景因素與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使用

態度或意願之關係如下： 

1. 年齡為預測因子，且與年齡成正相關，年齡愈高使用機構式照護

之意願愈高。 

2. 性別在國外研究不同的長期照護類型上，沒有一致的趨勢存在；

但在國內研究中發現，女性較偏好去使用長期照護之服務類型。 

3. 籍貫則以外省籍較能夠接受機構式照護。 

4. 婚姻狀況為預測因子，且以沒有在婚姻狀態中者（未婚、喪偶、

離婚）較能夠接受機構式照護，已婚者則傾向使用居家式照護。 

5. 教育程度方面，國外研究指出，高教育程度者偏好使用護理之

家，反觀國內研究，卻以不識字者使用機構式照護意願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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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年子女數為預測因子，即家庭照護資源的有無是影響選擇照護

方式的決定因素。 

7. 與子女同住或居住於鄰近地區者有較高之社區式照護使用意

願，而獨居者有較高之機構式照護之使用意願。 

8. 經濟狀況為預測因子，即會影響老後居所照顧之選擇，有較高收

入之老人偏好選擇機構式照護。 

9. 自覺健康狀況為預測因子，國內外研究指出：自覺健康狀況差之

老人，對於居家照護的接受度較高；老人認為有需要時，才會去

使用機構式照護。 

貳、代間關係與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之相關研究 

在台灣固有之傳統倫理文化較西方國家盛行，因此當需要健康照

顧或社會支持的協助時，大部分的老人會先轉向家人和親友而不是向

正式的老人服務體系求助，足見家庭及其他非正式的支持扮演了一個

協助的重要角色。然而，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充斥著西方文化和現代化、

工業化的衝擊之下，政府也因應老化人口增多，照護人力短少而建立

長期照護服務體系；反思，孝道規範和互惠協助功能是否會影響長期

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以下就國內外之相關研究結果整理，分述說

明之： 

一、規範連帶與長期照護服務使用態度之相關研究 

國外研究方面：就老人的照顧而言，會受到文化傳統等因素影響

家庭所擔任之角色（Wayne, Peter & Heather, 2002）。Roberto, Allen & 

Slieszner（2001）研究結果顯示：中年後之年長者認為，不論家庭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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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關係為何，家庭成員均有責任負起照顧年長者父母未來生活之責

任。McCormick et al.（2002）在分析不同種族使用長期照護服務之態

度中發現：不同種族之文化規範會影響使用護理之家的意願。 

國內研究方面：張淑英（1992）研究發現：大部分的人認為照顧

殘障老人是家庭的責任，而約有半數之比率的照顧者認為把老人送安

養院是不好的、把老人送機構安養有違中國傳統孝道。此外，賴惠玲、

吳淑瓊、江東亮（1996）研究指出：大多數之子女表示基於輿論之壓

力、親情等因素，不會把生病的老人送至護理之家。而在謝美娥（2002）

在探討失能老人與成年子女照顧者的關係中發現：「養兒防老觀」是成

年子女將失能老人留在社區中照顧的關鍵。且，李怡真（2000）在研

究影響老人接受居家照護服務之中指出：兩代間關係會影響老人對於

居家式照護之接受度。 

二、功能連帶與長期照護服務使用態度之相關研究 

國外有研究發現在控制其他變項（人口、社經、身體健康等）之

後，獲得家人協助之難易度是預期住進護理之家的重要影響因素

（Biedenharn & Normoyle, 1991）；另外，在分析老人使用社區式和居

家式服務方案情形中指出：未接受來自子女協助之老人較可能使用社

區式和居家式服務方案（Logan & Spitze, 1994）。而在協助之程度方面，

年輕一代對於子女提供予父母照顧有較平等互惠的態度（Brody, 

1983）。 

    國內學者指出，工具性的支持對於老人住進護理之家具有保護作

用，而財務支持則不具有影響力（吳淑瓊、李中一、張阿蘭，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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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徐慧娟、吳淑瓊（1998）的研究顯示：實物性的社會支持（如：金

錢補助或獲得）是影響老人使用機構式照護意願的重要因素。 

    綜合本研究整理之文獻所述，代間關係與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

態度之研究實為一重要之研究主題。然而，藉由上述之文獻結果顯示：

不同背景變項反應出不同使用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態度，不同代間關

係反應出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之不同。因而，本研究以此文獻

為基礎，進一步檢驗中老年人個人背景變項、代間關係對於使用長期

照護服務體系態度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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