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章分為三個部分分析，第一節呈現受訪中老年人之基本資

料，第二節探討中老年人與其成年子女的代間關係及其影響因素，

第三節探討中老年人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使用態度及其影響因

素。 

第一節  受訪中老年人之基本資料 

本節針對受訪中老年人之基本特質，以描述性統計（次數和百

分比）加以分析。在分析 471 份有效問卷中，由表 4-1-1 資料顯示

受訪中老年人之基本特質如下： 

一、性別：男、女性之比例，約佔各半；男性佔 43.5％、女性佔 56.5

％。 

二、年齡：若分為 55-64 歲和 65 歲以上，則分別佔 39.7％、60.3％。 

三、籍貫：以台灣閩南人居多，佔 72.4％；大陸各省僅佔 18.4％。 

四、宗教信仰：以佛教和民間信仰居多，分別佔 38.5％和 35.9％；

而基督教和天主教，僅佔 8.1％和 1.7％。 

五、教育程度：以高中/職和國/初中居多，分別佔 27.7％和 25.6％；

其次為專科、大學及以上，佔 22.1％；再其次為國小，佔 20.3％。 

六、婚姻狀況：已婚者佔 80.5％最多；其次為喪偶，佔 17.4％。 

七、子女數：兒子數以具有一位或二位兒子居多，分別佔 39.9％和

34.6％；女兒數以具有一位或二位女兒居多，分別佔 38.6％和

27.2％；子女數以具有三位子女最多，佔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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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居住狀況：與子女、配偶同住者，佔 51.0％最高比例，僅與配

偶同住佔 27.2％，僅與子女同住佔 13.8％，獨自居住佔 7.0％。 

九、經濟來源：主要以本人/配偶退休金佔 42.7％為多數；子女供給，

佔 24.6％；本人/配偶工作所得，佔 17.5％。 

十、自覺經濟狀況：以自覺經濟狀況普通最多，佔 70.8％。 

十一、自覺健康狀況：以自覺健康狀況普通居多，佔 56.6％。 
 

表 4-1-1  受訪中老年人個人背景資料表 
項  目 人  數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女性 

年齡 
  55-64 歲 
  65 歲以上 

 
205 
266 

 
187 
284 

 
43.5 
56.5 

 
39.7 
60.3 

籍貫 
  台灣閩南人 
  台灣客家人 
  大陸各省 

宗教信仰 
     沒有信仰 
     民間信仰 
     佛教 
     一貫道 
     道教 
     基督教 
     天主教 

教育程度 
  國小以下 
  國小 
  國/初中 
  高中/職 
  專科、大學及以上 

 
339 
 43 
 86 

 
 49 
168 
180 
  8 
 17 
 38 
  8 

 
 20 
 95 
120 
130 
104 

 
72.4 
 9.2 
18.4 

 
10.5 
35.9 
38.5 
 1.7 
 3.6 
 8.1 
 1.7 

 
 4.3 
20.3 
25.6 
27.7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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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受訪中老年人個人背景資料表（續） 
項  目 人  數 百分比（％） 

婚姻狀況 
     已婚 
     分居 
     離婚 
     喪偶 

兒子數 
     0 
     1 
     2 
     3 
     4 及以上 

女兒數 
     0 
     1 
     2 
     3 
     4 及以上 

子女數 
     1 
     2 
     3 
     4 
     5 

6 及以上 
居住狀況 

與子女配偶同住 
僅與配偶同住 
僅與子女同住 
獨自居住 
其他 

主要經濟來源 
  本人/配偶收入 
  子女供給 
  本人/配偶退休金 
  政府補助 
  儲蓄存款/利息 
其他 
 

 
379 
  4 
  6 
 82 

 
 40 
188 
163 
 59 
 21 

 
 74 
182 
128 
 60 
 27 

 
 23 
123 
158 
104 
 35 
 28 

 
240 
128 
 65 
 33 
  3 

 
 81 
114 
198 
 10 
 56 
 5 

 
80.5 
 0.8 
 1.3 
17.4 

 
 8.5 
39.9 
34.6 
12.5 
 4.5 

 
15.7 
38.6 
27.2 
12.7 
 5.8 

 
 4.9 
26.1 
33.5 
22.1 
 7.4 
 6.0 

 
51.0 
27.2 
13.8 
 7.0 
 0.6 

 
17.5 
24.6 
42.7 
 2.2 
12.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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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受訪中老年人個人背景資料表（續） 

項  目 人  數 百分比（％） 
自覺經濟狀況 
     非常不好 
     不好 
     普通 
     好 
     非常好 

 
  6 
 27 
330 
 98 
 5 

 
 1.3 
 5.8 
70.8 
21.0 
 1.1 

自覺健康狀況 
     非常不好 
     不好 
     普通 
     好 

非常好 

 
  2 
 34 
263 
150 
 16 

 
 0.4 
 7.3 
56.6 
32.3 
 3.4 

整體而言，本研究受訪中老年人在性別方面男女比例接近，平

均年齡則約為 67 歲左右，籍貫則以台灣閩南為主，宗教信仰則約各

有三成五左右為佛教或是民間信仰。就教育程度而言，約有一半左

右之受訪中老年人教育程度是高中/職及以上；婚姻狀況則約有八成

之受訪中老年人為已婚且配偶健在。居住安排則約有五成為與子

女、配偶同住。另一方面，就經濟主要來源而言，以仰賴本人/配偶

退休金為主，並且自覺經濟狀況普通。而自覺健康狀況方面，大多

數受訪中老年人自覺健康狀況普通。 

為了解受訪中老年人之特質，進一步將本研究受訪者之基本資

料與臺閩地區六十五歲以上人口概況（表 4-1-2）加以比較，較顯著

之差異有三：一為，受訪中老年人之教育程度，相對而言明顯偏高；

第二則是，雖然居住安排約有五成中老年人為與子女、配偶同住，

但比起臺閩地區六十五歲以上人口概況，受訪中老年人僅與配偶同

住之比率偏高；第三為，臺閩地區老人經濟主要來源為子女奉養，

而本研究之受訪中老年人則為本人/配偶退休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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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臺閩地區六十五歲以上人口概況 
項      目 人      數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女性 

 
1,083,496 
1,066,979 

 
50.4 
49.6 

教育程度 
國小以下 
國小 
國/初中 
高中/職 
專科、大學及以上 

 
1,111,154 
 459,887 
 205,852 
 204,231 
 169,351 

 
51.7 
21.4 
 9.6 
 9.5 
 7.8 

婚姻狀況 
    未婚 
    有偶 
    離婚 
    喪偶 

 
  90,365 
1,348,059 
  54,175 
 657,840 

 
 4.2 
62.7 
 2.5 
30.6 

經濟來源 
    子女奉養 
    退休金/撫恤金 
    工作收入 
    政府救助或津貼 
    儲蓄/利息/投資 
    其他 

 
 

 
47.1 
15.4 
13.7 
12.3 
 9.3 
 2.2 

自覺經濟狀況 
    相當充裕 
    大致夠用 
    相當困難 
    非常困難 

  
22.3 
57.7 
13.7 
 6.3 

居住狀況 
    與配偶/子女同住 
    僅與配偶同住 
    與親友同住 
    獨自居住 
    機構 
    其他 

  
58.7 
19.6 
 1.7 
13.6 
 5.6 
 0.8 

註：經濟來源、自覺經濟狀況、居住狀況為內政部（2002）進行之臺閩地區老

人狀況調查，採分層隨機抽樣之方式，故依照原始資料，僅呈現百分比之

部分。 
資料來源：性別、教育程度、婚姻狀況整理自 內政部統計處（2004）。經濟來

源、自覺經濟狀況、居住狀況整理自 內政部統計處（2002）。 



 63

為何會有此差異？由於本研究受限於抽樣方式，是採立意取

樣，抽取 55 歲以上參與台北縣松年大學分校及台北市各區老人服務

中心之長青學苑中老年人為對象，因此教育程度之分佈不同於臺閩

地區之狀況，呈現偏高之狀況。而本研究之受訪中老年人僅與配偶

同住之比率偏高，推測其可能原因，由於因應時代環境變遷，加上

子女外出求學或謀生，「與子女同住」已非必然之狀況。此外，本研

究之受訪中老年人之經濟主要來源為本人/配偶退休金，探就其因

素，可能是由於此一群受訪中老年人教育程度較高，因此在退休後

仍能依靠先前職業之退休金生活。另外，依據 Yeatts, Thomas & 

Edward（1992）資源可近性之觀點，可能因此一群受訪中老年人教

育程度較高，因而對於政府部門福利措施的瞭解程度與接受度較

高，也較願意去使用政府資源，如：較瞭解社會福利措施、參與松

年大學或長青學苑之中老年人教育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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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老年人與其成年子女的代間關係及其影響因素 

綜合研究所得之資料，本節以描述性統計（次數、百分比、平

均數、標準差）呈現中老年人與其成年子女的代間關係之二面向：

規範連帶與功能連帶；以多元迴歸分析代間關係之影響因素。 

壹、中老年人與其成年子女之代間關係 

一、中老年人與其成年子女之規範連帶 

（一）規範連帶之各項目分析 

由表 4-2-1 資料顯示，受訪中老年人對於規範連帶中之 13 題

項，表示非常同意和同意該項孝道責任規範，以「如果住得很遠，

子女應該經常打電話或寫信給父母」百分比最高，達 88.7％；其次

為「如果不與父母同住，子女應該經常回去看父母」，佔 87.5％；再

其次為「子女應該常和父母聊天，傾聽父母的心事」，佔 79.6％。相

對而言，受訪中老年人表示非常不同意和不同意之孝道責任規範，

以「子女結婚後應該和父母住在一起」最高，達 35.9％；其次為「父

母撫養子女是為了年老時有依靠」，佔 22.7％；再其次為「父母生病，

需要有人長時間照顧時，子女應該調整工作時間來照顧父母」，佔

21.4％。 

若將中老年人對於成年子女的孝道責任期待轉換為分數，即「非

常不同意」1 分、「不同意」2 分、「普通」3 分、「同意」4 分、「非

常同意」5 分。則受訪中老年人對於規範連帶之同意程度的平均數

來看，由表 4-2-2 可以得知：13 項中僅有二項的平均數超過「4」，

即達到介於「同意」和「非常同意」的程度，依序分別是：「如果住

得很遠，子女應該經常打電話或寫信給父母」、「如果不與父母同住，

子女應該經常回去看父母」。相對而言，「子女結婚後應該和父母住

在一起」之平均數小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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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合併表 4-2-1 和 4-2-2 觀之，中老年人對於「如果不與父

母同住，子女應該經常回去看父母」和「子女應該常和父母聊天，

傾聽父母的心事」之平均數為 4.12 和 4.19，其標準差為 0.64 和 0.65，

其得分範圍約在 3.50-4.85 之間，足見此一群中老年人期待成年子女

探視與情感聯繫之孝道期待頗高且一致偏向同意。相對而言，中老

年人對於「子女結婚後應該與父母住在一起」之平均數為 2.91，其

標準差為 0.93，其分數範圍約在 1.98-3.84 之間，即此一群中老年人

期待子女婚後同住介於為不同意和同意之間。另外，中老年人對於

「父母撫養子女是為了年老時有依靠」、「父母生病，需要有人長時

間照顧時，子女應該調整工作時間來照顧父母」之平均數為 3.40 和

3.44，其標準差為 1.05 和 1.00，其得分範圍約在 2.30-4.50 之間，足

見此一群中老年人對於年老時依靠子女和生病照顧之期待介於為不

同意和非常同意之間，即呈現二極化之現象。 

綜上所述，受訪中老年人對於成年子女的孝道責任期待主要

是：經常與父母保持聯繫、探視父母與關心父母；相對地，受訪中

老年人對於與子女婚後同住的期待似乎不高；此外對於傳宗接代、

生病照顧父母之觀念，則分別呈現二極化之觀點。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同意程度 
 

項      目 次數 ％ 次數 ％ 次數 ％ 次數 ％ 次數 ％ 

1. 父母生養子女最大目的是為了傳宗接代。 11 2.3 56 11.9 122 25.9 215 45.7 67 14.2 

2. 父母撫養子女是為了年老時有依靠。 17 3.6 90 19.1 111 23.6 194 41.2 59 12.5 

3. 父母年老、生病時，子女應該負責照顧。 6 1.3 19 4.0 71 15.1 285 60.5 90 19.1 

4. 父母老了、病了，無法照顧自己時，應該與子女同住。 6 1.3 53 11.3 94 20.0 240 51.0 78 16.6 

5. 父母生病，需要有人長時間照顧時，子女應該調整工作時間來照顧父母。 8 1.7 93 19.7 112 23.8 198 42.0 60 12.7 

6. 子女應該定期拿錢回家，撫養父母、孝敬父母。 5 1.1 62 13.2 148 31.4 220 46.7 36 7.6 

7. 過年、過節或父母生日時，子女應該包紅包或送禮物表示心意。 4 0.8 24 5.1 110 23.4 264 56.1 69 14.6 

8. 子女結婚後應該和父母住在一起。 17 3.6 152 32.3 180 38.2 100 21.2 22 4.7 

9. 如果不與父母同住，子女應該經常回去看父母。 1 0.2 3 0.6 55 11.7 291 61.8 121 25.7 

10. 如果住得很遠，子女應該經常打電話或寫信給父母。 1 0.2 2 0.4 50 10.6 270 57.4 147 31.3 

11. 子女應該經常陪伴父母。 2 0.4 42 8.9 140 29.7 210 44.6 77 16.3 

12. 子女應該常和父母聊天，傾聽父母的心事。 1 0.2 15 3.2 122 25.9 243 51.6 90 19.1 

13. 子女有重要事情要做決定時，應該聽父母的意見。 2 0.4 48 10.2 157 33.3 205 43.5 59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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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中老年人對於成年子女之規範連帶－次數、百分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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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中老年人對成年子女之規範連帶－平均數分析 
題      目 平均數 標準差 

1. 父母生養子女最大目的是為了傳宗接代。 3.57 0.95 
2. 父母撫養子女是為了年老時有依靠。 3.40 1.05 
3. 父母年老、生病時，子女應該負責照顧。 3.92 0.78 
4. 父母老了、病了，無法照顧自己時，應該與子女同住。 3.70 0.91 
5. 父母生病，需要有人長時間照顧時，子女應該調整工

作時間來照顧父母。 3.44 1.00 

6. 子女應該定期拿錢回家，撫養父母、孝敬父母。 3.47 0.86 
7. 過年、過節或父母生日時，子女應該包紅包或送禮物

表示心意。 3.79 0.79 

8. 子女結婚後應該和父母住在一起。 2.91 0.93 
9. 如果不與父母同住，子女應該經常回去看父母。 4.12 0.64 
10. 如果住得很遠，子女應該經常打電話或寫信給父母。 4.19 0.65 
11. 子女應該經常陪伴父母。 3.68 0.87 
12. 子女應該常和父母聊天，傾聽父母的心事。 3.86 0.76 
13. 子女有重要事情要做決定時，應該聽父母的意見。 3.58 0.85 

（二）規範連帶之整體分析 

整體而言，若就受訪中老年人之規範連帶來看（表 4-2-3），在

理論最低分 13 分，最高分 65 分，理論中點為 39 分的情況下，本研

究受訪中老年人之規範連帶平均數為 47.64，高於理論中點分數。 

表 4-2-3 中老年人之規範連帶 

面 向 題數 最低分 最高分 總分平均數 標準差 各題平均數

規範連帶 13 19 65 47.64 7.39 3.67 

本研究結果，中老年人對於孝道責任規範之態度，與 Chang & 

Ofstedal（1993）的研究結果相似：國人在老年時，希望與兒子同住

的態度有下降之趨勢；並且，如同林如萍（1998）對於農家老人之

研究發現一般：農家老人之代間規範連帶很高，且以期望兒女與父

母保持聯繫最高，但對於和已婚兒子同住之期待似乎不高。由此可

知：中老年人對於成年子女的孝道責任之期待主要以情感面為主，

相對而言期待婚後同住之觀念已有些許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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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老年人與其成年子女之功能連帶 

（一）功能連帶之各項目分析：中老年人接受成年子女協助之情形 

過去一年當中，受訪中老年人接受成年子女協助的項目與頻率

如表 4-2-4 所示，受訪中老年人表示成年子女「總是」和「時常」

為他做的事情，以「關心」百分比最高，達 43.2％；其次為「傾聽」，

佔 39.5％；再其次為「金錢支持」，佔 39.3％。相對而言，受訪中老

年人表示成年子女「從來沒有」和「很少」為他做的事情，以「日

常生活支持」最高，達 24.1％；其次為「物質支持」，佔 21.7％。 

表 4-2-4 中老年人接受成年子女協助之情形－次數、百分比分析 
從來 
沒有 

很少 有時 時常 總是           頻    率 
 

項    目 次數 ％ 次數 ％ 次數 ％ 次數 ％ 次數 ％ 

工具性支持           

金錢支持 15 3.3 67 14.7 194 42.6 118 25.9 61 13.4

物質支持 12 2.6 88 19.1 222 48.3 103 22.4 35 7.6

日常生活支持 13 2.8 99 21.3 180 38.7 134 28.8 39 8.4

情感性支持           
關心 5 1.1 77 16.4 185 39.4 163 34.7 40 8.5

提供訊息、意見 12 2.5 85 18.0 214 45.4 124 26.3 36 7.6

傾聽 14 3.0 84 17.9 185 39.5 138 29.5 47 10.0

若將中老年人接受成年子女協助之情形轉換為分數，即「從來

沒有」1 分、「很少」2 分、「有時」3 分、「時常」4 分、「總是」5

分。則受訪中老年人接受成年子女協助之頻率的平均數來看，由表

4-2-5 可以得知：過去一年內，中老年人接受成年子女協助的情形，

六項當中平均數均超過「3」，即達到介於「有時」和「總是」之程

度。其中，受訪中老年人表示接受子女協助其情形，以「關心」、「金

錢支持」、「傾聽」最多；相對而言，以「物質支持」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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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中老年人接受成年子女協助之情形－平均數分析 
項      目 平均數  標準差 

工具性支持   
金錢支持 3.31 0.99 
物質支持 3.13 0.90 
日常生活支持 3.19 0.96 

情感性支持   
關心 3.33 0.89 
提供訊息、意見 3.18 0.91 
傾聽 3.26 0.97 

綜合而言，受訪中老年人接受成年子女協助以平時關心、陪伴、

聊天、過年過節給紅包、定期不定期給生活費為最主要。 

（二）功能連帶之各項目分析：中老年人給予成年子女協助之情形 

過去一年當中，受訪中老年人給予成年子女協助的項目與頻率

如表 4-2-6 所示，受訪中老年人表示「總是」和「時常」給予成年

子女協助，以「關心」百分比最高，達 45.9％；其次為「提供訊息、

意見」，佔 43.5％；再其次為「傾聽」，佔 42.7％。相對而言，受訪

中老年人表示「從來沒有」和「很少」給予成年子女協助，以「金

錢支持」最高，達 33.2％；其次為「物質支持」，佔 31.4％。 

表 4-2-6 中老年人給予成年子女協助之情形－次數、百分比分析 
從來 
沒有 

很少 有時 時常 總是        頻    率 
 

項    目 次數 ％ 次數 ％ 次數 ％ 次數 ％ 次數 ％ 

工具性支持           
金錢支持 37 8.0 116 25.2 211 45.8 69 15.0 28 6.1

物質支持 26 5.7 118 25.7 205 44.6 84 18.3 27 5.9

日常生活支持 32 6.9 77 16.5 190 40.8 116 24.9 51 10.9

情感性支持           
關心 7 1.5 55 11.7 193 41.0 170 36.1 46 9.8

提供訊息、意見 10 2.1 70 14.9 186 39.5 158 33.5 47 10.0

傾聽 10 2.1 67 14.3 191 40.8 148 31.6 52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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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將中老年人給予成年子女協助之情形轉換為分數，即「從來

沒有」1 分、「很少」2 分、「有時」3 分、「時常」4 分、「總是」5

分。則受訪中老年人給予成年子女協助之頻率的平均數，可以由表

4-2-7 窺之概況。由表 4-2-7 可以得知：過去一年內，中老年人給予

成年子女協助的情形，六項當中有四項平均數均超過「3」，即達到

介於「有時」和「總是」之程度，依序分別為：「關心」、「傾聽」、「提

供訊息意見」、「日常生活」支持。相對而言，「物質支持」和「金錢

支持」低於平均數「3」，即僅介「很少」和「有時」之程度。 

表 4-2-7 中老年人給予成年子女協助之情形－平均數分析 
項      目 平均數  標準差 

工具性支持   
金錢支持 2.86 0.97 
物質支持 2.93 0.95 
日常生活支持 3.17 1.05 

情感性支持   
關心 3.41 0.87 
提供訊息、意見 3.34 0.92 
傾聽 3.35 0.93 

綜合而言，受訪中老年人給予成年子女之協助，主要以「情感

性支持」為主，即以給予關心、提供訊息意見、傾聽最多；而給予

「物質支持」和「金錢支持」的協助則較少。 

（三）功能連帶之各項目分析：中老年人與成年子女相互協助之情形 

由表 4-2-8 顯示：中老年人接受成年子女協助愈多，其給予成

年子女之協助也愈多，即受訪中老年人與成年子女之相互協助情

形，中老年人接受成年子女協助與中老年人給予成年子女協助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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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互惠之平衡狀況。且由表 4-2-9、4-2-10 之平均數比較，粗略可以 

得知：大部分的中老年人仍覺得其「接受成年子女協助」較多一些，

且以情感性之相互支持較多。 

表 4-2-8 中老年人與成年子女代間協助－相關分析 
 接受協助 給予協助 工具性支持 情感性支持 

接受協助 1    
給予協助 .471*** 1   
工具性支持 .733*** .791*** 1  
情感性支持 .826*** .745*** .630*** 1 

表 4-2-9 中老年人與成年子女代間協助整體比較－接受、給予成年子女協助 
接受成年子女協助 給予成年子女協助 

項      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整體協助 3.23 0.75 3.18 0.71 
工具性支持 3.21 0.81 2.99 0.84 
情感性支持 3.26 0.84 3.37 0.82 

表 4-2-10 中老年人與成年子女代間協助整體比較－工具性、情感性支持 
工具性支持 情感性支持 

項      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整體協助 3.10 0.64 3.31 0.75 
接受成年子女協助 3.21 0.81 3.26 0.84 
給予成年子女協助 2.99 0.84 3.37 0.82 

（四）代間關係之功能連帶 

整體而言，若就受訪中老年人之功能連帶來看（表 4-2-11），在

理論最低分 12 分，最高分 60 分，理論中點為 36 分的情況下，本研

究受訪中老年人之功能連帶平均數為 38.43，略高於理論中點分數。 

表 4-2-11 中老年人之功能連帶 

面 向 題數 最低分 最高分 總分平均數 標準差 各題平均數

功能連帶 12 16 60 38.43 7.67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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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中老年人之功能連帶略高，且接受與給予成年子

女之協助趨向於互惠之平衡狀況，此結果與多數之研究結果或觀點

相同（莊耀嘉、楊國樞，1991；周玉慧、楊文山、莊義利，1997；

林如萍，1998）。由此可知：中老年人接受成年子女協助與給予成

年子女協助趨向於互惠狀況，但仍以「接受成年子女協助」較多一

些，且以「情感性之相互支持」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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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老年人與其成年子女代間關係之影響因素 

一、影響規範連帶之因素 

本研究進一步瞭解影響規範連帶之因素為何？首先，先將預測

變項之非連續變項轉換為虛擬變項，並以規範連帶之平均數為效標

變項。在進行多元迴歸分析之前，先進行多元共線性診斷。 

表 4-2-12 各預測變項間共線性之診斷結果 
變項名稱 容忍度（tolerance） 膨脹係數（VIF） 

性別 .822 1.217 
年齡 .691 1.446 
籍貫 .814 1.229 
宗教信仰 .942 1.061 
教育程度 .783 1.277 
婚姻狀況 .838 1.193 
子女數 .810 1.235 
居住狀況 .933 1.071 
經濟來源 .792 1.262 
自覺經濟狀況 .804 1.243 
自覺健康狀況 .789 1.268 
註：容忍度（tolerance）應＞.1，而膨脹係數（VIF）應＜10，否則會有共線性

之問題（陳正昌、程炳林、陳新豐、劉子鍵，2003）。 

由表 4-2-12 可以得知各預測變項間共線性之診斷結果（性別、

年齡、籍貫、宗教信仰、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子女數、居住狀況、

經濟來源、自覺經濟狀況、自覺健康狀況），且由表 4-2-13 得知各

預測變項間之相關係數並無＞.8，即並沒有共線性之問題。 

此外，由表 4-2-13 中發現：年齡、籍貫、宗教信仰、子女數、居住

狀況、經濟來源與規範連帶間具有顯著正相關存在，而教育程度、

婚姻狀況與規範連帶間具有顯著負相關存在。為了瞭解各相關變項

是否能有效預測規範連帶，因此進一步以多元迴歸分析檢驗，結果

如表 4-2-14。 



 性別 年齡 籍貫 宗教信仰 教育程度 婚姻狀況 子女數 居住狀況 經濟來源 經濟狀況 健康狀況 規範連帶 

性別 1            

年齡 .265*** 1           

 1          

1         

          

  1       

        

          

     

           

        

    

籍貫 -.068 -.146**

宗教信仰 -.093* -.062* .208***

教育程度 .203*** -.019 -.287*** -.071 1

婚姻狀況 .173*** -.243*** .042 -.058 .128**

子女數 .033 .335*** .129** .002 -.206*** -.161*** 1

居住狀況 -.044 -.185*** .133** .064 -.043 -.004 .016 1

經濟來源 -.104* .169*** .178*** .007 -.339*** -.235*** .246*** .107* 1

經濟狀況 -.021 .008 .082* -.008 .061 .073 .011 -.011 -.018 1

健康狀況 .067 -.093* .072 -.015 .101* .118** .015 -.001 -.076 .425*** 1

規範連帶 -.052 .096* .141** .122** -.261*** -.197*** .151** .221*** .263*** .059 .0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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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3 中老年人的個人背景變項與規範連帶之相關係數矩陣 

＊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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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4 規範連帶之多元迴歸分析 
規範連帶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迴歸係數 
B 

標準誤 
S. E. 

標準化係數

（ßeta） 
t 值 

截距 2.994 .339  8.844***

性別（男性） .021 .055 .018 .038 
年齡 .006 .004 .076 1.460 
籍貫（本省） .038 .072 .025 .525 
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 .167 .083 .090 2.023*

教育程度 -.028 .008 -.182 -3.714***

婚姻狀況（有配偶） -.182 -.068 -.127 -2.689**

子女數 .011 .020 .027 .555 
居住狀況（與子女同住） .246 .054 .205 4.578***

經濟來源（子女供給） .173 .064 .131 2.698**

自覺經濟狀況 .065 .047 .068 1.398 
自覺健康狀況 .029 .041 .035 .708 
     
F 值  8.816***

R 值 .427 
決定係數（R2） .182 
校正後決定係數（Adj·R2） .161 
＊p＜.05，＊＊p＜.01，＊＊＊p＜.001 

受訪者之個人背景變項是否會影響規範連帶？由表 4-2-14 可以

得知，以個人背景變項（性別、年齡、籍貫、宗教信仰、教育程度、

婚姻狀況、子女數、居住狀況、經濟來源、自覺經濟狀況、自覺健

康狀況）預測「規範連帶」時，進入迴歸方程式之顯著變項有：宗

教信仰、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居住狀況、經濟來源五項（F＝8.816，

p＜.001），多元相關係數為.427，決定係數為.182，校正後決定係

數為.161。即宗教信仰、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居住狀況、經濟來

源能預測「規範連帶」16.1％的變異量，其中以居住狀況最具預測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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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個人背景變項」對於規範連帶之影響，進一步觀察標

準化係數 ßeta 值分別為： 

1. 宗教信仰 ßeta 值.090（t＝2.023，p＜.05），顯示：有宗教信仰者

之規範連帶愈高。 

2. 教育程度 ßeta 值-.182（t＝-3.714，p＜.001），顯示：教育程度越

低，規範連帶愈高。 

3. 婚姻狀況 ßeta 值-.127（t＝-2.689，p＜.01），顯示：無配偶者之

規範連帶愈高。 

4. 居住狀況 ßeta 值.205（t＝4.578，p＜.001），顯示：與子女居住

者之規範連帶愈高。 

5. 經濟來源 ßeta 值.131（t＝2.698，p＜.01），顯示：主要經濟來源

為子女供給者之規範連帶愈高。 

上述之研究結果部分支持本研究假設一之 1-1：宗教信仰、教育

程度、婚姻狀況、居住狀況、經濟來源會影響規範連帶，與國內外

學者部份研究結果或觀點相同（David, 1995；林如萍、鄭淑子、高

淑貴，1999；劉弘煌，2002）。相對來看，性別並不會影響規範連帶，

此研究結果與徐震、萬育維（1994）觀點相異；而自覺健康狀況並

不會影響規範連帶，此研究結果與陸洛、陳欣宏（2002）觀點相異；

進一步推測其可能因素：由於抽取樣本之對象群不同及所使用之測

量規範連帶工具不同所致。由此可知：影響規範連帶之因素，與國

內之研究結果不盡相同，但多數國內外之研究共同支持：有宗教信

仰、教育程度低、無配偶、與子女同住、經濟來源為子女供給者，

其規範連帶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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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功能連帶之因素 

本研究進一步瞭解影響功能連帶之因素為何？首先，先將預測

變項之非連續變項轉換為虛擬變項，並以功能連帶之平均數為效標

變項。 

表 4-2-15 各預測變項間共線性之診斷結果 
變項名稱 容忍度（tolerance） 膨脹係數（VIF） 

性別 .829 1.207 
年齡 .692 1.446 
籍貫 .810 1.235 
宗教信仰 .946 1.057 
教育程度 .776 1.288 
婚姻狀況 .845 1.183 
子女數 .807 1.239 
居住狀況 .936 1.069 
經濟來源 .790 1.266 
自覺經濟狀況 .824 1.213 
自覺健康狀況 .807 1.240 
註：容忍度（tolerance）應＞.1，而膨脹係數（VIF）應＜10，否則會有共線性

之問題（陳正昌、程炳林、陳新豐、劉子鍵，2003）。 

在進行多元迴歸分析之前，先進行多元共線性診斷，由表 4-2-15

可以得知各預測變項間共線性之診斷結果（性別、年齡、籍貫、宗

教信仰、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子女數、居住狀況、經濟來源、自

覺經濟狀況、自覺健康狀況），且由表 4-2-16 得知各預測變項間之

相關係數並無＞.8，即並沒有共線性之問題。 

此外，由表 4-2-16 中發現：子女數、居住狀況、經濟來源、自

覺經濟狀況與功能連帶間具有顯著正相關存在，而性別與功能連帶

間具有顯著負相關存在。為了瞭解各相關變項是否能有效預測功能

連帶，因此進一步以多元迴歸分析檢驗，結果如表 4-2-17、4-2-18。 

 



 性別 年齡 籍貫 宗教信仰 教育程度 婚姻狀況 子女數 居住狀況 經濟來源 經濟狀況 健康狀況 功能連帶 

性別 1            

年齡 .255*** 1          

        

1        

1       

 1      

      

        

    

       

    

       

 

籍貫 -.064 -.157** 1  

宗教信仰 -.095* -.064 .198***  

教育程度 .198*** -.014 -.295*** -.089*  

婚姻狀況 .177*** -.241*** .040 -.055 .118**  

子女數 .037 .336*** .134** .013 -.200*** -.155*** 1  

居住狀況 -.048 -.188*** .139** .049 -.057 .008 .021 1  

經濟來源 -.097* .166*** .188*** -.001 -.351*** -.215*** .252*** .097* 1  

經濟狀況 -.001 .010 .079 -.006 .074 .086* .006 -.007 -.023 1  

健康狀況 .086* -.094* .065 -.022 .100* .125** .018 -.012 -.074 .399*** 1  

功能連帶 -.089* -.036 .047 -.047 -.038 -.013 .141** .233*** .206*** .131** .07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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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6 中老年人之個人背景變項與功能連帶之相關係數矩陣 

＊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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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7 中老年人接受、給予成年子女協助、整體協助之多元迴歸分析 
接受成年子女協助 給予成年子女協助 整體協助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B ßeta t 值  B ßeta t 值  B ßeta t 值  

截距 2.303  4.993*** 2.961  6.795*** 15.681  6.503***

性別（男性） -.160 -.106 -2.158* -.040 -.028 -0.569 -.589 -.077 -.1561
年齡 .002 .019 .349 -.010 -.111 -2.028* -.026 -.052 -.924 
籍貫（本省） .008 .004 .082 -.125 -.068 -1.348 -.345 -.035 -.686 
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 -.238 -.097 -2.117* -.006 -.003 -0.056 -.682 -.055 -1.161
教育程度 .003 .013 .253 .007 .038 0.744 .052 .050 .956 
婚姻狀況（有配偶） -.009 -.005 -.103 .100 .057 1.144 .238 .025 .498 
子女數 .102 .185 3.752*** .009 .018 0.352 .348 .127 2.457*

居住狀況（與子女同住） .224 .140 3.055** .318 .215 4.590*** 1.680 .210 4.383***

經濟來源（子女供給） .303 .172 3.461** .206 .127 2.488* 1.668 .190 3.639***

自覺經濟狀況 .172 .133 2.690** .093 .078 1.540 .775 .120 2.345*

自覺健康狀況 -.011 -.010 -.199 .093 .089 1.752 .192 .034 .651 
       

F 值   6.629***   4.607***   5.566***

R 值 .379 .323 .363 
決定係數（R2） .143 .104 .132 
校正後決定係數（Adj·R2） .122 .082 .108 
＊p＜.05，＊＊p＜.01，＊＊＊p＜.001 

受訪者之個人背景變項是否會影響中老年人接受成年子女協

助？由表 4-2-17 可以得知，以個人背景變項（性別、年齡、籍貫、

宗教信仰、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子女數、居住狀況、經濟來源、

自覺經濟狀況、自覺健康狀況）預測「中老年人接受成年子女協助」

時，進入迴歸方程式之顯著變項有：性別、宗教信仰、子女數、居

住狀況、經濟來源、自覺經濟狀況六項（F＝6.629，p＜.001），多

元相關係數為.379，決定係數為.143，校正後決定係數為.122。即性

別、宗教信仰、子女數、居住狀況、經濟來源、自覺經濟狀況能預

測「中老年人接受成年子女協助」12.2％的變異量，其中以子女數

最具預測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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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之個人背景變項是否會影響中老年人給予成年子女協

助？由表 4-2-17 可以得知，以個人背景變項（性別、年齡、籍貫、

宗教信仰、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子女數、居住狀況、經濟來源、

自覺經濟狀況、自覺健康狀況）預測「中老年人給予成年子女協助」

時，進入迴歸方程式之顯著變項有：年齡、居住狀況、經濟來源三

項（F＝4.607，p＜.001），多元相關係數為.323，決定係數為.104，

校正後決定係數為.082。即年齡、居住狀況、經濟來源能預測「中

老年人給予成年子女協助」8.2％的變異量，其中以居住狀況最具預

測力。 

表 4-2-18 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整體性支持之多元迴歸分析 
工具性支持 情感性支持 整體支持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B ßeta t 值  B ßeta t 值  B ßeta t 值  

截距 2.719  6.894*** 2.546  5.518*** 15.681  6.503***

性別（男性） -.055 -.043 -.869 -.145 -.097 -1.952 -.589 -.077 -.1561 

年齡 -.005 -.060 -1.117 -.003 -.033 -0.612 -.026 -.052 -.924 

籍貫（本省） -.148 -.089 -1.773 .032 .0160 0.325 -.345 -.035 -.686 

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 -.121 -.059 -1.262 -.123 -.051 -1.091 -.682 -.055 -1.161 

教育程度 .006 .032 .623 .004 .022 0.424 .052 .050 .956 

婚姻狀況（有配偶） .112 .070 1.421 -.022 -.012 -0.237 .238 .025 .498 

子女數 .026 .055 1.098 .086 .158 3.145** .348 .127 2.457*

居住狀況（與子女同住） .272 .202 4.338*** .270 .172 3.683*** 1.680 .210 4.383***

經濟來源（子女供給） .297 .200 3.963*** .212 .123 2.423* 1.668 .190 3.639***

自覺經濟狀況 .146 .135 2.684** .118 .093 1.850 .775 .120 2.345*

自覺健康狀況 .013 .013 .2660 .069 .062 1.228 .192 .034 .651 

       

F 值   5.211***   5.084***   5.566***

R 值 .341 .337 .363 
決定係數（R2） .116 .114 .132 
校正後決定係數（Adj·R2） .094 .091 .108 
＊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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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之個人背景變項是否會影響工具性支持？由表 4-2-18 可

以得知，以個人背景變項（性別、年齡、籍貫、宗教信仰、教育程

度、婚姻狀況、子女數、居住狀況、經濟來源、自覺經濟狀況、自

覺健康狀況）預測「工具性支持」時，進入迴歸方程式之顯著變項

有：居住狀況、經濟來源、自覺經濟狀況三項（F＝5.211，p＜.001），

多元相關係數為.341，決定係數為.116，校正後決定係數為.094。即

居住狀況、經濟來源、自覺經濟狀況能預測「工具性支持」9.4％的

變異量，其中以居住狀況最具預測力。 

受訪者之個人背景變項是否會影響情感性支持？由表 4-2-18 可

以得知，以個人背景變項（性別、年齡、籍貫、宗教信仰、教育程

度、婚姻狀況、子女數、居住狀況、經濟來源、自覺經濟狀況、自

覺健康狀況）預測「情感性支持」時，進入迴歸方程式之顯著變項

有：子女數、居住狀況、經濟來源三項（F＝5.084，p＜.001），多

元相關係數為.337，決定係數為.114，校正後決定係數為.091。即子

女數、居住狀況、經濟來源能預測「情感性支持」9.1％的變異量，

其中以居住狀況最具預測力。 

就整體相互支持協助而言，受訪者之個人背景變項是否會影響

功能連帶？由表 4-2-17、4-2-18 可以得知，以個人背景變項（性別、

年齡、籍貫、宗教信仰、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子女數、居住狀況、

經濟來源、自覺經濟狀況、自覺健康狀況）預測「功能連帶」時，

進入迴歸方程式之顯著變項有：子女數、居住狀況、經濟來源、自

覺經濟狀況四項（F＝5.566，p＜.001），多元相關係數為.363，決

定係數為.132，校正後決定係數為.108。即子女數、居住狀況、經濟

來源、自覺經濟狀況能預測「功能連帶」10.8％的變異量，其中以

居住狀況最具預測力。 



 82

為瞭解「個人背景變項」對於功能連帶之影響，進一步觀察標

準化係數 ßeta 值分別為： 

1. 子女數 ßeta 值.127（t＝2.457，p＜.05），顯示：子女數愈多，功

能連帶愈高。 

2. 居住狀況 ßeta 值.210（t＝4.383，p＜.001），顯示：與子女同住

者功能連帶愈高。 

3. 經濟來源 ßeta 值.190（t＝3.639，p＜.001），顯示：主要經濟來

源為子女供給者之功能連帶愈高。 

4. 自覺經濟狀況 ßeta 值.120（t＝2.345，p＜.05），顯示：自覺經濟

狀況愈好，功能連帶愈高。 

上述之研究結果部分支持本研究假設一之 1-2：子女數、居住狀

況、經濟來源、自覺經濟狀況會影響功能連帶，與國內外學者部份

研究結果相同（Eggebeen & Hogan, 1990；詹浚煌，1996）；相對來

看，婚姻狀況並不會影響代間之相互協助，此研究結果與 Rossi & 

Rossi（1990）相異；而自覺健康狀況並不會影響代間之相互協助，

此研究結果與劉弘煌（2002）相異。若進一步就中老年人接受與給

予成年子女協助觀之，則發現：女性中老年人接受成年子女愈多之

協助情形，此研究結果與 Susan, Ward & Mark（1988）、林如萍（1998）

相同；自覺經濟狀況愈佳，接受成年子女愈多之協助，此研究結果

與林如萍（1998）相同。年齡並不會影響中老年人接受成年子女之

協助情形，此研究結果與詹浚煌（1996）相異，相對而言卻會影響

中老年人給予成年子女之協助情形。與子女同住者之中老年人，接

受與給予成年子女協助愈多，此研究結果與 Chang, Hermalin & 

Ofstedal（1993）、詹俊煌（1996）、Bengtson & Norella（2003）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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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一步就中老年人與其成年子女在工具性與情感性相互協助情況

觀之，與子女同住之中老年人其與成年子女在工具性之相互協助情

況愈多，此研究結果與 Eggebeen & Hogan（1990）、姚美華（1995）

相同；籍貫並不會影響工具性之相互協助情形，此研究結果與 Chang 

& Ofstedal（1993）相異；與子女同住之中老年人其與成年子女在情

感性之相互協助情況愈多，此研究結果與姚美華（1995）相異。進

一步探究其相異之因素：可能由於抽取樣本之對象群不同及所使用

之測量功能連帶工具、面向不同所致。由此可知：影響功能連帶之

因素，國內外之研究結果不盡相同，但多數之研究共同支持：子女

數愈多、與子女同住者、自覺經濟狀況愈佳者，其功能連帶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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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老年人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使用態度 

及其影響因素、中介因素 

綜合研究所得之量化資料，本節以描述性統計（次數、百分比、

平均數、標準差）呈現中老年人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使用態度；

以多元迴歸分析、多元階層迴歸分析影響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

度之因素和中介因素。 

壹、中老年人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使用態度 

（一）中老年人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之各項目分析 

由表 4-3-1 資料顯示，受訪中老年人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中 9

種服務類型之使用態度，表示絕對會使用和使用該項服務，以「日

間托老」百分比最高，達 58.6％；其次為「居家護理」，佔 57.9％；

再其次為「居家服務」，佔 55.7％。相對而言，受訪中老年人表示絕

對不會使用和不使用之服務項目，以「安養機構」最高，達 46.9％；

其次為「養護機構」，佔 35.1％；再其次為「日間照護」，佔 28.9％。 

表 4-3-1 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不同服務項目的使用態度－次數百分比分析 
絕對不會 
使用 

不使用 
 

不一定 使用 絕對會 
使用      使用態度

服務項目 
次數 ％ 次數 ％ 次數 ％ 次數 ％ 次數 ％ 

居家式照護           
送餐服務 20 4.2 68 14.4 137 29.1 186 39.5 60 12.7
居家服務 23 4.9 77 16.3 109 23.1 191 40.6 71 15.1
居家護理 26 5.5 61 13.0 111 23.6 196 41.6 77 16.3

社區式照護           
日間托老 17 3.6 64 13.6 114 24.2 189 40.1 87 18.5
喘息服務 34 7.2 92 19.5 112 23.8 178 37.8 55 11.7
日間照護 39 8.3 97 20.6 110 23.4 179 38.0 46 9.8

機構式照護           
安養機構 104 22.1 117 24.8 119 25.3 103 21.9 28 5.9
養護機構 55 11.7 110 23.4 105 22.3 158 33.5 43 9.1
護理之家 39 8.3 92 19.5 97 20.6 162 34.4 81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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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將中老年人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使用態度轉換為分數，

即「絕對不會使用同意」1 分、「不使用」2 分、「不一定」3 分、「使

用」4 分、「絕對會使用」5 分。則受訪中老年人對於長期照護服務

體系使用態度之平均數來看，由表 4-3-2 可以得知：9 種服務類型當

中有 8 項的平均數超過「3」，即達到介於「不一定」和「使用」的

程度，依序分別是：「日間托老」、「居家護理」、「居家服務」、「送餐

服務」、「護理之家」、「喘息服務」、「日間照護」、「養護機構」。相對

而言，「養護機構」排列最後，且平均數小於「3」，僅有 2.65。 

表 4-3-2 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不同服務項目的使用態度－平均數分析 
服務項目 平均數  標準差 

居家式照護   
送餐服務 3.42 1.02 
居家服務 3.45 1.08 
居家護理 3.50 1.08 

社區式照護   
日間托老 3.56 1.05 
喘息服務 3.27 1.12 
日間照護 3.20 1.13 

機構式照護   
安養機構 2.65 1.21 
養護機構 3.05 1.18 
護理之家 3.33 1.21 

綜上所述，受訪中老年人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使用態度：

以「日間托老」和「居家護理」最高；相對地，受訪中老年人「安

養機構」的使用態度似乎不高。 

（二）中老年人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之整體分析 

整體而言，若就受訪中老年人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不同類型

的使用態度來看（表 4-3-3），在總分介於 3 分至 15 分的情況下，全

體受訪中老年人對於居家式服務使用態度之平均數為 10.37、對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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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式服務使用態度之平均數為 10.04、對於機構式服務使用態度之平

均數為 9.03，由上平均數粗略可以得知：中老年人對於「居家式照護」

和「社區式照護」之使用態度介於「不一定」和「使用」之間，而對

於「機構式照護」之使用態度則傾向於「不一定」。 

表 4-3-3 中老年人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使用態度 

類 型 題數 最低分 最高分 總分平均數 標準差 各題平均數

居家式照護 3 3 15 10.37 2.93 3.46 
社區式照護 3 3 15 10.04 2.84 3.35 
機構式照護 3 3 15 9.03 3.25 3.01 

本研究結果：中老年人偏好於「日間托老」，進一步分析其原

因，可能由於健康型中老年人之日間托老，其性質相似於受訪中老

年人目前參與松年大學和長青學苑之老人教育課程活動，也因此受

到中老年人青睞；相較之下，中老年人對於健康時至安養機構安養

的使用態度較低。由此可知：大多數之中老年人偏好於「居家式照

護」，至身體功能不佳時，才願意接受「機構式照護」態度；此結果

亦服膺國內學者所提出之「在地老化」概念（萬育維，1996；吳淑

瓊、王正、呂寶靜、莊坤洋，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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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老年人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之影響因素、中介因素 

    以下分析中老年人的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和代間關係

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之影響；且將「長期照護服務體系」

區分為「居家式照護」、「社區式照護」和「機構式照護」三大類型，

探討中老年人的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和代間關係對於三大

不同類型照護的使用態度之影響。 

一、影響「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因素 

本研究進一步瞭解影響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因素為何？首

先，先將預測變項之非連續變項轉換為虛擬變項，並以居家式照護

使用態度之平均數為效標變項。 

在進行多元迴歸分析之前，先進行多元共線性診斷，由表 4-3-4

可以得知各預測變項間共線性之診斷結果（性別、年齡、籍貫、宗

教信仰、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子女數、居住狀況、經濟來源、自

覺經濟狀況、自覺健康狀況、規範連帶、功能連帶），且由表 4-3-5

得知各預測變項間之相關係數並無＞.8，即並沒有共線性之問題。 

表 4-3-4 各預測變項間共線性之診斷結果 
變項名稱 容忍度（tolerance） 膨脹係數（VIF） 

性別 .823 1.215 

年齡 .683 1.463 

籍貫 .807 1.239 

宗教信仰 .925 1.081 

教育程度 .742 1.347 

婚姻狀況 .822 1.216 

子女數 .794 1.260 

居住狀況 .870 1.149 

經濟來源 .761 1.314 

自覺經濟狀況 .812 1.231 

自覺健康狀況 .804 1.243 

規範連帶 .675 1.482 

功能連帶 .725 1.378 

註：容忍度（tolerance）應＞.1，而膨脹係數（VIF）應＜10，否則會有共線性

之問題（陳正昌、程炳林、陳新豐、劉子鍵，2003）。 



 性別 年齡 籍貫 宗教信仰 教育程度 婚姻狀況 子女數 居住狀況 經濟來源 經濟狀況 健康狀況 規範連帶 功能連帶 居家式照護 

性別 1              

年齡 .255*** 1             

           

1           

1          

 1         

 1        

         

       

          

        

  

      

籍貫 -.064 -.157** 1 

宗教信仰 -.095* -.064 .198***

教育程度 .198*** -.014 -.295*** -.089*

婚姻狀況 .177*** -.241*** .040 -.055 .118**

子女數 .037 .336*** .134** .013 -.200*** -.155***

居住狀況 -.048 -.188*** .139** .049 -.057 .008 .021 1

經濟來源 -.097* .166*** .188*** -.001 -.351*** -.215*** .252*** .097* 1

經濟狀況 -.001 .010 .079 -.006 .074 .086* .006 -.007 -.023 1

健康狀況 .086* -.094* .065 -.022 .100* .125** .018 -.012 -.074 .399*** 1

規範連帶 -.063* .088** .145** .126** -.259*** -.197*** .142** .237*** .265*** .070 .028 1 

功能連帶 -.089* -.036 .047 -.047 -.038 -.013 .141** .233*** .206*** .131** .073 .437*** 1
居家式照護 -.079 -.151** -.033 -.010 .158** .074 -.089* .041 -.149** -.141** -.180*** -.217*** -.062 1 

表 4-3-5 中老年人之個人背景變項、規範連帶、功能連帶與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之相關係數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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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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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表 4-3-5 中發現：教育程度與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具

有顯著正相關存在，而年齡、子女數、經濟來源、自覺經濟狀況、

自覺健康狀況、規範連帶與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具有顯著負相關存

在。為了瞭解各相關變項是否能有效預測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因

此進一步以多元迴歸分析檢驗。 

（一）個人背景變項對於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影響 

首先，以個人背景變項（包含：性別、年齡、籍貫、宗教信仰、

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子女數、居住狀況、經濟來源、自覺經濟狀

況、自覺健康狀況）為預測變項，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為效標變項，

進行多元迴歸分析。 

表 4-3-6 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多元階層迴歸分析 
模式一 模式二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B S.E. ßeta t 值 B B.E. ßeta t 值 
截距 5.242 .627  8.364*** 5.981 .678  8.819***

性別（男性） -.170 .101 -.087 -1.683 -.163 .100 -.083 -1.630 

年齡 -.014 .007 -.111 -1.975* -.012 .007 -.096 -1.707 

籍貫（本省） .066 .131 .026 .506 .080 .130 .032 .616 

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 -.059 .153 -.019 -.387 -.001 .153 .000 -.006 

教育程度 .045 .014 .170 3.188** .037 .014 .137 2.550*

婚姻狀況（有配偶） .128 .124 .052 1.027 .067 .125 .027 .534 

子女數 .013 .037 .018 .348 .012 .037 .017 .322 

居住狀況（與子女同住） .059 .100 .029 .594 .127 .102 .062 1.240 

經濟來源（子女供給） -.216 .119 -.096 -1.817 -.174 .120 -.077 -1.452 

自覺經濟狀況 -.148 .086 -.089 -1.722 -.132 .086 -.079 -1.536 

自覺健康狀況 -.265 .077 -.180 -3.450** -.253 .076 -.172 -3.322**

規範連帶     -.297 .095 -.177 -3.125**

功能連帶     .008 .014 .030 .555 

   

F 值   4.645***   4.810***

R 值 .335 .367 
決定係數（R2） .113 .135 
校正後決定係數（Adj·R2） .088 .107 
＊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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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3-6 發現，模式一：個人背景變項對於居家式照護使用

態度的預測力達顯著水準（F＝4.645，p＜.001），多元相關係數

為.335，決定係數為.113，校正後決定係數為.088。即年齡、教育程

度、自覺健康狀況能預測「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8.8％的變異量。 

進一步觀察模式一各預測變項之標準化係數 ßeta 值，以瞭解個

人背景變項對於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影響，如以下說明： 

1. 年齡 ßeta 值-.111（t＝-1.975，p＜.05），顯示：年齡愈小，其對

於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愈高。 

2. 教育程度 ßeta 值.170（t＝3.188，p＜.01），顯示：教育程度愈高，

其對於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愈高。 

3. 自覺健康狀況 ßeta 值-.180（t＝-3.450，p＜.01），顯示：自覺健

康狀況愈差，其對於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愈高。 

（二）個人背景變項與代間關係對於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影響 

進一步以個人背景變項（包含：性別、年齡、籍貫、宗教信仰、

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子女數、居住狀況、經濟來源、自覺經濟狀

況、自覺健康狀況）和代間關係（規範連帶和功能連帶）為預測變

項，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為效標變項，進行多元迴歸分析。 

由表 4-3-6 發現，模式二：個人背景變項、規範連帶與功能連

帶對於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的預測力達顯著水準（F＝4.810，p

＜.001），多元相關係數為.367，決定係數為.135，校正後決定係數

為.107。即教育程度、自覺健康狀況、規範連帶能預測「居家式照

護使用態度」10.7％的變異量。進一步觀察模式二各預測變項之標

準化係數 ßeta 值，以瞭解個人背景變項和代間關係對於居家式照護

使用態度之影響，如以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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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程度 ßeta 值.137（t＝2.550，p＜.05），顯示：教育程度愈高，

其對於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愈高。 

2. 自覺健康狀況 ßeta 值-.172（t＝-3.322，p＜.01），顯示：自覺健

康狀況愈差，其對於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愈高。 

3. 規範連帶 ßeta 值-.177（t＝-3.125，p＜.01），顯示：規範連帶愈

低，其對於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愈高。 

在中介效果上，比較表 4-3-6 多元階層迴歸分析之模式一和模

式二可以得知：當個人背景變項、規範連帶、功能連帶同時進入迴

歸方程式模式二時，這些變項對於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的變異量，

由 8.8％提升至 10.7％，即增加 1.9％的解釋量，且以規範連帶之預

測力最高。進一步探究其中介因素，在第四章第二節表 4-2-14 可

以得之：教育程度可以顯著預測規範連帶，又由表 4-3-7 模式二

可以發現：當規範連帶進入迴歸方程式時，教育程度之 ßeta 值，

由 .170（p＜ .01）降低至 .137（p＜ .05），表示教育程度對於「居

家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影響，部分被「規範連帶」所中介。 

綜上所述，影響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因素，研究結果部分支

持本研究假設二之 2-1：教育程度、自覺健康狀況、規範連帶會影響

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與國內外學者部份研究結果相同（Coulton & 

Frost, 1982；Andersen, 1995；Hopp, 1999；李怡真，2000）；相對而

言，年齡、性別、婚姻狀況與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之關係，和國內

部分研究相異（曾昭蓉，1997；林峰輝，1998；利見清，2002）。進

一步探究其相異之因素，可能由於研究對象不同、且本研究所採之

樣本同質性較高並以已婚且配偶健在之樣本數居多等因素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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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影響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因素，國內外之研究結果不

盡相同，但多數之研究共同支持：中老年人教育程度愈高、自覺健

康狀況愈差、規範連帶愈低者，其對於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愈高。

且由本研究結果發現：規範連帶之預測力最高，並在教育程度對於

「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影響中具有部分中介效果，此研究結果

部分支持本研究假設三之 3-1；換言之，雖然中老年人的教育程度會

影響居家式照護之使用態度，但規範連帶會中介中老年人的教育程

度對於「居家式照護的使用態度」的預測力，即教育程度會透過規

範連帶而去影響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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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因素 

本研究進一步瞭解影響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因素為何？首

先，先將預測變項之非連續變項轉換為虛擬變項，並以社區式照護

使用態度之平均數為效標變項。 

表 4-2-7 各預測變項間共線性之診斷結果 
變項名稱 容忍度（tolerance） 膨脹係數（VIF） 

性別 .823 1.215 

年齡 .683 1.463 

籍貫 .807 1.239 

宗教信仰 .925 1.081 

教育程度 .742 1.347 

婚姻狀況 .822 1.216 

子女數 .794 1.260 

居住狀況 .870 1.149 

經濟來源 .761 1.314 

自覺經濟狀況 .812 1.231 

自覺健康狀況 .804 1.243 

規範連帶 .675 1.482 

功能連帶 .725 1.378 

註：容忍度（tolerance）應＞.1，而膨脹係數（VIF）應＜10，否則會有共線性

之問題（陳正昌、程炳林、陳新豐、劉子鍵，2003）。 

在進行多元迴歸分析之前，先進行多元共線性診斷，由表 4-3-7

可以得知各預測變項間共線性之診斷結果（性別、年齡、籍貫、宗

教信仰、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子女數、居住狀況、經濟來源、自

覺經濟狀況、自覺健康狀況、規範連帶、功能連帶），且由表 4-3-8

得知各預測變項間之相關係數並無＞.8，即並沒有共線性之問題。 

此外，由表 4-3-8 中發現：教育程度、婚姻狀況與社區式照護

使用態度具有顯著正相關存在，而年齡、子女數、自覺健康狀況、

規範連帶與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具有顯著負相關存在。為了瞭解各

相關變項是否能有效預測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因此進一步以多元

迴歸分析檢驗。 



 性別 年齡 籍貫 宗教信仰 教育程度 婚姻狀況 子女數 居住狀況 經濟來源 經濟狀況 健康狀況 規範連帶 功能連帶 社區式照護 

性別 1              

年齡 .255*** 1             

           

1           

1          

 1         

         

         

       

          

        

  

      

籍貫 -.064 -.157** 1 

宗教信仰 -.095* -.064 .198***

教育程度 .198*** -.014 -.295*** -.089*

婚姻狀況 .177*** -.241*** .040 -.055 .118**

子女數 .037 .336*** .134** .013 -.200*** -.155*** 1

居住狀況 -.048 -.188*** .139** .049 -.057 .008 .021 1

經濟來源 -.097* .166*** .188*** -.001 -.351*** -.215*** .252*** .097* 1

經濟狀況 -.001 .010 .079 -.006 .074 .086* .006 -.007 -.023 1

健康狀況 .086* -.094* .065 -.022 .100* .125** .018 -.012 -.074 .399*** 1

規範連帶 -.063* .088** .145** .126** -.259*** -.197*** .142** .237*** .265*** .070 .028 1 

功能連帶 -.089* -.036 .047 -.047 -.038 -.013 .141** .233*** .206*** .131** .073 .437*** 1
社區式照護 -.063 -.191** -.060 -.054 .144** .115* -.139** .064 -.079 -.047 -.112* -.265*** .004 1 

表 4-3-8 中老年人之個人背景變項、規範連帶、功能連帶與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之相關係數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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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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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背景變項對於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影響 

首先，以個人背景變項（包含：性別、年齡、籍貫、宗教信仰、

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子女數、居住狀況、經濟來源、自覺經濟狀

況、自覺健康狀況）為預測變項，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為效標變項，

進行多元迴歸分析。 

由表 4-3-9 發現，模式一：個人背景變項對於社區式照護使用

態度的影響達顯著水準（F＝3.677，p＜.001），多元相關係數為.302，

決定係數為.091，校正後決定係數為.066。即年齡、教育程度、自覺

健康狀況能預測「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6.6％的變異量。進一步觀

察模式一各預測變項之標準化係數 ßeta 值，以瞭解個人背景變項對

於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影響，如以下說明： 

1. 年齡 ßeta 值-.156（t＝-2.736，p＜.01），顯示：年齡愈小，其對

於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愈高。 

2. 教育程度 ßeta 值.141（t＝2.619，p＜.01），顯示：教育程度愈高，

其對於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愈高。 

3. 自覺健康狀況 ßeta 值-.142（t＝-2.677，p＜.01），顯示：自覺健

康狀況愈差，其對於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愈高。 

（二）個人背景變項與代間關係對於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影響 

進一步以個人背景變項（包含：性別、年齡、籍貫、宗教信仰、

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子女數、居住狀況、經濟來源、自覺經濟狀

況、自覺健康狀況）和代間關係（規範連帶和功能連帶）為預測變

項，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為效標變項，進行多元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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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9 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多元階層迴歸分析 
模式一 模式二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B S.E. ßeta t 值 B S.E. ßeta t 值 
截距 5.102 .620  8.223*** 6.022 .658  9.146***

性別（男性） -.108 .100 -.056 -1.081 -.088 .097 -.046 -.902 
年齡 -.020 .007 -.156 -2.736** -.016 .007 -.127 -2.283*

籍貫（本省） -.082 .129 -.033 -.631 -.054 .126 -.022 -.430 
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 -.155 .151 -.050 -1.023 -.050 .148 -.016 -.337 
教育程度 .037 .014 .141 2.619** .022 .014 .085 1.586 
婚姻狀況（有配偶） .198 .123 .083 1.608 .096 .121 .040 .793 
子女數 -.027 .036 -.039 -.734 -.034 .036 -.050 -.957 
居住狀況（與子女同住） .089 .099 .044 .903 .169 .099 .084 1.705 
經濟來源（子女供給） .021 .118 .010 .180 .061 .117 .027 .520 
自覺經濟狀況 -.005 .085 -.003 -.061 .008 .083 .005 .097 
自覺健康狀況 -.203 .076 -.142 -2.677** -.187 .074 -.130 -2.535*

規範連帶     -.476 .092 -.289 -5.156***

功能連帶     .029 .014 .116 2.145*

       

F 值   3.677***   5.346***

R 值 .302 .384 
決定係數（R2） .091 .148 
校正後決定係數（Adj·R2） .066 .120 
＊p＜.05，＊＊p＜.01，＊＊＊p＜.001 

由表 4-3-9 發現，模式二：個人背景變項、規範連帶與功能連

帶對於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的預測力達顯著水準（F＝5.346，p

＜.001），多元相關係數為.384，決定係數為.148，校正後決定係數

為.120。即年齡、自覺健康狀況、規範連帶、功能連帶能預測「社

區式照護使用態度」12.0％的變異量。進一步觀察模式二各預測變

項之標準化係數 ßeta 值，以瞭解個人背景變項和代間關係對於社區

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影響，如以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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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年齡 ßeta 值-.127（t＝-2.283，p＜.05），顯示：年齡愈小，其對

於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愈高。 

2. 自覺健康狀況 ßeta 值-.130（t＝-2.535，p＜.05），顯示：自覺健

康狀況愈差，其對於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愈高。 

3. 規範連帶 ßeta 值-.289（t＝-5.156，p＜.001），顯示：規範連帶愈

低，其對於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愈高。 

4. 功能連帶 ßeta 值.116（t＝2.145，p＜.05），顯示：功能連帶愈高，

其對於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愈高。 

在中介效果上，比較表 4-3-9 多元階層迴歸分析之模式一和模式

二可以得知：個人背景變項、規範連帶、功能連帶（模式二）同時

進入迴歸方程式時，這些變項對於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的變異量，

由 6.6％提升至 12.0％，即增加 5.4％的解釋量，且以規範連帶之預

測力最高。進一步探究其中介因素，在第四章第二節表 4-2-14 可

以得之：教育程度可以顯著預測規範連帶，又由表 4-3-11 模式二

可以發現：當規範連帶進入迴歸方程式時，教育程度之 ßeta 值，

由 .141（p＜ .01）降低至 .085（p＞ .05），表示教育程度對於「社

區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影響，部分被「規範連帶」所中介。 

綜上所述，影響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因素，研究結果部分支

持本研究假設二之 2-2：年齡、自覺健康狀況、規範連帶、功能連帶

會影響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與國內外學者部份研究結果相同

（Coulton & Frost, 1982；Calsyn & Roades, 1993；Hopp, 1999；謝美

娥，2002）；相對而言，婚姻狀況、成年子女數、居住情形與社區式

照護使用態度之關係，和國內外部分研究相異（Logan & Spitze, 

1994；林峰輝，1998；利見清，2002；Wayne, Peter & Heath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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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探究其相異之因素，可能由於研究對象不同、且本研究所採

之樣本同質性較高等因素所造成。由此可知：影響社區式照護使用

態度之因素，國內外之研究結果不盡相同，但多數之研究共同支持：

年齡愈低、自覺健康狀況愈差、規範連帶愈低、功能連帶愈高，其

對於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愈高。且由本研究結果發現：規範連帶之

預測力最高，並在教育程度對於「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影響中

具有部份中介效果，此研究結果部分支持本研究假設三之 3-2；換言

之，雖然中老年人的教育程度會影響社區式照護之使用態度，但規

範連帶會中介中老年人的教育程度對於「社區式照護的使用態度」

的預測力，即教育程度會透過規範連帶而去影響社區式照護使用態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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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響機構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因素 

本研究將進一步瞭解影響機構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因素為何？首

先，先將預測變項之非連續變項轉換為虛擬變項，並以機構式照護

使用態度之各題平均數為效標變項。 

在進行多元迴歸分析之前，先進行多元共線性診斷，由表 4-3-10

可以得知各預測變項間共線性之診斷結果（性別、年齡、籍貫、宗

教信仰、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子女數、居住狀況、經濟來源、自

覺經濟狀況、自覺健康狀況、規範連帶、功能連帶），且由表 4-3-11

得知各預測變項間之相關係數並無＞.8，即並沒有共線性之問題。 

此外，由表 4-3-11 中發現：教育程度、婚姻狀況與機構式照護

使用態度具有顯著正相關存在，而年齡、籍貫、子女數、經濟來源、

自覺健康狀況、規範連帶、功能連帶與機構式照護使用態度具有顯

著負相關存在。為了瞭解各相關變項是否能有效預測機構式照護使

用態度，因此進一步以多元迴歸分析檢驗。 

表 4-2-10 各預測變項間共線性之診斷結果 
變項名稱 容忍度（tolerance） 膨脹係數（VIF） 

性別 .823 1.215 

年齡 .683 1.463 

籍貫 .807 1.239 

宗教信仰 .925 1.081 

教育程度 .742 1.347 

婚姻狀況 .822 1.216 

子女數 .794 1.260 

居住狀況 .870 1.149 

經濟來源 .761 1.314 

自覺經濟狀況 .812 1.231 

自覺健康狀況 .804 1.243 

規範連帶 .675 1.482 

功能連帶 .725 1.378 

註：容忍度（tolerance）應＞.1，而膨脹係數（VIF）應＜10，否則會有共線性

之問題（陳正昌、程炳林、陳新豐、劉子鍵，2003）。 



 性別 年齡 籍貫 宗教信仰 教育程度 婚姻狀況 子女數 居住狀況 經濟來源 經濟狀況 健康狀況 規範連帶 功能連帶 機構式照護 

性別 1              

年齡 .255*** 1             

           

1           

1          

 1         

         

         

       

          

        

  

      

籍貫 -.064 -.157** 1 

宗教信仰 -.095* -.064 .198***

教育程度 .198*** -.014 -.295*** -.089*

婚姻狀況 .177*** -.241*** .040 -.055 .118**

子女數 .037 .336*** .134** .013 -.200*** -.155*** 1

居住狀況 -.048 -.188*** .139** .049 -.057 .008 .021 1

經濟來源 -.097* .166*** .188*** -.001 -.351*** -.215*** .252*** .097* 1

經濟狀況 -.001 .010 .079 -.006 .074 .086* .006 -.007 -.023 1

健康狀況 .086* -.094* .065 -.022 .100* .125** .018 -.012 -.074 .399*** 1

規範連帶 -.063* .088** .145** .126** -.259*** -.197*** .142** .237*** .265*** .070 .028 1 

功能連帶 -.089* -.036 .047 -.047 -.038 -.013 .141** .233*** .206*** .131** .073 .437*** 1
機構式照護 -.010 -.180*** -.093* -.075 .194*** .180*** -.168*** -.012 -.186*** -.045 -.094* -.438*** -.144** 1 

表 4-3-11 中老年人之個人背景變項、規範連帶、功能連帶與機構式照護使用態度之相關係數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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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p＜.01，＊＊＊p＜.001 

 

 



（一）個人背景變項對於機構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影響 

首先，以個人背景變項（包含：性別、年齡、籍貫、宗教信仰、

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子女數、居住狀況、經濟來源、自覺經濟狀況、

自覺健康狀況）為預測變項，機構式照護使用態度為效標變項，進行

多元迴歸分析。 

表 4-3-12 機構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多元階層迴歸分析 
模式一 模式二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B S.E. ßeta t 值 B S.E. ßeta t 值 
截距 4.960 .697  7.122*** 7.008 .707  9.912***

性別（男性） -.012 .112 -.006 -.107 -.001 .105 .000 -.010 
年齡 -.021 .008 -.144 -2.566* -.016 .008 -.110 -2.097*

籍貫（本省） -.096 .145 -.034 -.661 -.064 .135 -.023 -.476 
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 -.214 .170 -.061 -1.258 -.070 .159 -.020 -.442 
教育程度 .042 .016 .140 2.646** .020 .015 .068 1.340 
婚姻狀況（有配偶） .332 .138 .122 2.402* .177 .130 .065 1.360 
子女數 -.034 .041 -.044 -.844 -.034 .038 -.043 -.882 
居住狀況（與子女同住） -.040 .111 -.018 -.364 .150 .107 .065 1.403 
經濟來源（子女供給） -.197 .132 -.078 -1.486 -.073 .125 -.029 -.581 
自覺經濟狀況 -.018 .095 -.010 -.191 .031 .089 .017 .349 
自覺健康狀況 -.223 .085 -.136 -2.619** -.190 .079 -.116 -2.402*

規範連帶     -.765 .099 -.408 -7.714***

功能連帶     .011 .015 .037 .725 
    

F 值   4.911***   9.927***

R 值 .344 .493 
決定係數（R2） .118 .243 
校正後決定係數（Adj·R2） .094 .219 
＊p＜.05，＊＊p＜.01，＊＊＊p＜.001 

由表 4-3-12 發現，模式一：個人背景變項對於機構式照護使用態

度的影響達顯著水準（F＝4.911，p＜.001），多元相關係數為.344，決

定係數為.118，校正後決定係數為.094；即年齡、教育程度、婚姻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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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健康狀況能預測「機構式照護使用態度」9.4％的變異量。進一步

觀察模式一各預測變項之標準化係數 ßeta 值，以瞭解個人背景變項對

於機構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影響，如以下說明： 

1. 年齡 ßeta 值-.144（t＝-2.566，p＜.05），顯示：年齡愈小，其對於

機構式照護使用態度愈高。 

2. 教育程度 ßeta 值.140（t＝2.646，p＜.01），顯示：教育程度愈高，

其對於機構式照護使用態度愈高。 

3. 婚姻狀況 ßeta 值.122（t＝2.402，p＜.05），顯示：無配偶者對於機

構式照護使用態度愈高。 

4. 自覺健康狀況 ßeta 值-.136（t＝-2.619，p＜.01），顯示：自覺健康

狀況愈差，其對於機構式照護使用態度愈高。 

（二）個人背景與代間關係變項對於機構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影響 

進一步以個人背景變項（包含：性別、年齡、籍貫、宗教信仰、

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子女數、居住狀況、經濟來源、自覺經濟狀況、

自覺健康狀況）和代間關係（規範連帶和功能連帶）為預測變項，機

構式照護使用態度為效標變項，進行多元迴歸分析。 

由表 4-3-12 發現，模式二：個人背景變項、規範連帶與功能連帶

對於機構式照護使用態度的預測力達顯著水準（F＝9.927，p＜.001），

多元相關係數為.493，決定係數為.243，校正後決定係數為.219。即年

齡、自覺健康狀況、規範連帶能預測「機構式照護使用態度」21.9％的

變異量。進一步觀察模式二各預測變項之標準化係數 ßeta 值，以瞭解

個人背景變項和代間關係對於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影響，如以下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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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1. 年齡 ßeta 值-.110（t＝-2.097，p＜.05），顯示：年齡愈小，其對於

機構式照護使用態度愈高。 

2. 自覺健康狀況 ßeta 值-.116（t＝-2.402，p＜.05），顯示：自覺健康

狀況愈差，其對於機構式照護使用態度愈高。 

3. 規範連帶 ßeta 值-.408（t＝-7.714，p＜.001），顯示：規範連帶愈低，

其對於機構式照護使用態度愈高。 

在中介效果上，比較表 4-3-12 多元階層迴歸分析之模式一和模式

二可以得知：個人背景變項、規範連帶、功能連帶（模式二）同時進

入迴歸方程式時，這些變項對於機構式照護使用態度的變異量，由 9.4

％提升至 21.9％，即增加 12.5％的解釋量，且以規範連帶之預測力最

高。進一步探究其中介因素，在第四章第二節表 4-2-14 可以得之：

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可以顯著預測規範連帶，又由表 4-3-14 模式二

可以發現：當規範連帶進入迴歸方程式時，教育程度之 ßeta 值，由.140

（p＜.01）降低至.068（p＞.05）；婚姻狀況之 ßeta 值，由.122（p＜.05）

降低至.065（p＞.05），表示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對於「機構式照護使

用態度」之影響，部分被「規範連帶」所中介。 

綜上所述，影響機構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因素，研究結果部分支持

本研究假設二之 2-3：年齡、自覺健康狀況、規範連帶會影響機構式照

護使用態度，與國內外學者部份研究結果相同（Coulton & Frost,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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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edenharn & Normoyle, 1991；張淑英，1992；Calsyn & Roades, 1993；

Andersen, 1995；吳淑瓊、李中一、張阿蘭，1996；賴惠玲、吳淑瓊、

江東亮，1996；徐慧娟、吳淑瓊，1998；Hopp, 1999；李光廷，2001；

McCormick et al., 2002）；相對而言，性別、籍貫、教育程度、婚姻狀

況與機構式照護使用態度之關係，和國內外部分研究相異（Stein, Linn 

& Stein, 1985；McAuley & Blieszner, 1985；郭玉燕，1993；吳淑瓊、賴

惠玲、江東亮，1994；吳淑瓊、朱昭美，1995；萬育維，1996；林峰

輝，1998；Hopp, 1999；行政院主計處，2000；李光廷，2001）。進一

步探究其相異之因素，可能由於研究對象不同、且本研究所採之樣本

同質性高（即受訪中老年人之教育程度與社會地位較高）、以本省人和

已婚且配偶健在者居多等因素所造成。由此可知：影響機構式照護使

用態度之因素，國內外之研究結果不盡相同，但多數之研究共同支持：

中老年人年齡愈小、自覺健康狀況愈差、規範連帶愈低者，其對於機

構式照護使用態度愈高。且由本研究結果發現：規範連帶之預測力最

高，並在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對於「機構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影響中

具有部份中介效果，此研究結果部分支持本研究假設三之 3-3；換言

之，雖然中老年人的教育程度、婚姻狀況會影響機構式照護之使用態

度，但規範連帶會中介中老年人的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對於「機構式

照護的使用態度」的預測力，即教育程度、婚姻狀況會透過規範連帶

而去影響機構式照護使用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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