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分為二節，第一節為本研究之結論，第二節則針對研究結

果提出相關之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老年人個人背景變項、代間關係與長期照護

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三者之關係，以參與台北縣市松年大學或長青學

苑之 55 歲以上中老年人為對象，經立意取樣的方式，取得有效樣本

共計 471 份。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進行資料蒐集，所使用的工具為

「代間關係與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之問卷，包括「規範連

帶量表」、「功能連帶量表」、「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量表」。所

得問卷資料，分別以描述性統計、多元迴歸分析、多元階層迴歸分

析等統計方法進行處理。 

本研究之主要發現可從三方面來看：一為中老年人之個人背景

變項；再者，中老年人與成年子女之代間關係及其影響因素；最後

為，中老年人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及其影響因素、中介

因素。總結本研究之結果共三大要點，分述如下： 

壹、中老年人之個人背景變項 

參與台北縣市松年大學或長青學苑之中老年人的平均年齡約67

歲；教育程度偏高，約有一半的人為高中職及以上。居住安排方面，

中老年人以與子女、配偶同住居多，僅與配偶同住者次之；而中老

年人經濟主要來源，則以仰賴本人/配偶退休金為主。 

 

 

   105



   106

貳、中老年人與成年子女的代間關係及其影響因素 

一、規範連帶 

整體而言，中老年人對於成年子女的孝道責任期待主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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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女應該常和父母聊天，傾聽

父母的心事」，即以情感面和保持聯繫為主。相對而言，較不期待的

是：「子女結婚後應該和父母住在一起」。而中老年人對於成年子女

的孝道責任呈現二極化觀點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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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中老年人對於傳統之「婚後與子女同住」之

觀念，已不同於過去；而對於「年老時依靠子女」和「仰賴子女生

病照顧」之期待則呈現二極化之觀點。 

由表 5-1-1 之摘要表可以得知，影響中老年人「規範連帶」之

因素有：宗教信仰、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居住狀況、經濟來源；

其中又以居住狀況最具預測力。即中老年人有宗教信仰、教育程度

低、無配偶、與子女同住、經濟來源為子女供給者，其規範連帶較

高。 

二、功能連帶 

整體而言，中老年人與成年子女間存在相互協助之互惠關係。

中老年人表示成年子女總是和時常為他做的事情，以「關心」、「傾

聽」和「金錢支持」為最主要項目；而表示總是和時常給予成年子

女協助之項目，以「關心」、「提供訊息、意見」和「傾聽」為最主

要項目。再則，「中老年人接受成年子女之協助」高於「中老年人給

予成年子女之協助」；且中老年人與成年子女之相互協助情形，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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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支持」多於「工具性支持」。 

由表 5-1-1 之摘要表可以得知，影響中老年人「功能連帶」之

因素有：子女數、居住狀況、經濟來源、自覺經濟狀況；其中又以

居住狀況最具預測力。即中老年人子女數愈多、與子女同住、經濟

來源為子女供給、自覺經濟狀況較佳者，其功能連帶較高。 

表 5-1-1 規範連帶、功能連帶之影響因素摘要表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規範連帶 功能連帶 

性別（男性）   

年齡   

籍貫（本省）   

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     ＊（＋）  

教育程度 ＊＊＊（－）  

婚姻狀況（有配偶）   ＊＊（－）  

子女數      ＊（＋） 

居住狀況（與子女同住） ＊＊＊（＋） ＊＊＊（＋） 

經濟來源（子女供給）   ＊＊（＋） ＊＊＊（＋） 

自覺經濟狀況      ＊（＋） 

自覺健康狀況   

   

決定係數（R2） .182 .132 
校正後決定係數（Adj．R2） .161 .108 
＊p＜.05，＊＊p＜.01，＊＊＊p＜.001，（＋）：正向影響，（－）：負向影響 

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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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整體分析 

整體而言，中老年人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使用態度，以對

於「日間托老」、「居家護理」和「居家服務」之使用態度最高；相

對而言，中老年人對於「安養機構」之使用態度最低。足見，當中

老年人身體狀況較差時，以「居家式照護」最受青睞，即中老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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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體狀況不佳時，仍偏好留在家中照顧，輔以使用健康照護服務。 

二、不同類型之影響因素、中介因素分析 

本研究進一步將「長期照護服務體系」區分為：「居家式照護」、

「社區式照護」、「機構式照護」三大類型，以下呈現不同類型長期

照護服務體系之影響因素、中介因素的分析結果： 

（一）居家式照護 

比較表 5-1-2 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多元階層迴歸模式一和模

式二，相較之下模式二更能夠有效預測居家式照護之使用態度。因

此可以得知，影響中老年人對於「居家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因素有：

教育程度、自覺健康狀況、規範連帶。換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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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於居家式照護之

使用態度愈高。 

此外，規範連帶在中老年人教育程度對於「居家式照護」使用

態度之影響中，具有部分之中介作用。換言之，中老年人之教育程

度愈高、會透過規範連帶愈低，而使其對於居家式照護之使用態度

愈高。 

（二）社區式照護 

比較表 5-1-2 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多元階層迴歸模式一和模

式二，相較之下模式二更能夠有效預測社區式照護之使用態度。因

此可以得知，影響中老年人對於「社區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因素有：

年齡、自覺健康狀況、規範連帶、功能連帶。換言之，中老年人年

齡愈小、自覺健康狀況愈差、規範連帶愈低、功能連帶愈高者，其

對於社區式照護之使用態度愈高。 

此外，規範連帶在中老年人教育程度對於「社區式照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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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度之影響中，具有部分之中介作用。換言之，中老年人之教育程

度愈高、會透過規範連帶愈低，而使其對於社區式照護之使用態度

愈高。 

表 5-1-2 居家式照護、社區式照護、機構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影響因素摘要表 
效標變項 

居家式照護 社區式照護 機構式照護 預測變項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一 模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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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決定係數（R2） .113 .135 .091 .148 .118 .243 
校正後決定係數

（Adj．R2） 
.088 .107 .066 .120 .094 .219 

＊p＜.05，＊＊p＜.01，＊＊＊p＜.001，（＋）：正向影響，（－）：負向影響 

（三）機構式照護 

比較表 5-1-2 機構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多元階層迴歸模式一和模

式二，相較之下模式二更能夠有效預測機構式照護之使用態度。因

此可以得知，影響中老年人對於「機構式照護」使用態度之因素有：

年齡、自覺健康狀況、規範連帶。換言之，中老年人年齡愈小、自

覺健康狀況愈差、規範連帶愈低者，其對於機構式照護之使用態度

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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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規範連帶在中老年人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對於「機構式

照護」使用態度之影響中，具有部分之中介作用。換言之，中老年

人之教育程度愈高、會透過規範連帶愈低，而使其對於機構式照護

之使用態度愈高；中老年人有偶者、會透過規範連帶愈低，而使其

對於機構式照護之使用態度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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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依據研究結果與結論，分別針對中老年人與成年子女、辦

理老人教育內容、推動社會福利工作、未來研究四方面，提出以下

之建議： 

壹、對於中老年人與成年子女之建議 

一、適時溝通觀念與保持情感聯繫，維繫兩代間關係的連結 

本研究發現：中老年人對於成年子女的孝道責任期待主要是以

情感面和保持聯繫為主；相對而言，中老年人對於成年子女的孝道

責任已較不期待「婚後與子女同住」；但中老年人與成年子女間仍存

在互惠之相互協助情形，其中又以「情感性支持」較多。足見中老

年人因應現代化、都市化、民主化之社會變遷，思想與觀念已隨時

代而有些許調整；但基於血緣、命脈關係，中老年人與成年子女之

情感交流、相互協助關係，不因時代變遷而改變。進一步建議中老

年人與成年子女：在日常生活當中，除了視自身能力和需求給予對

方支持與協助之外，更應「設身處地」思索在彼此的時代背景下之

觀點，適時溝通觀念，並保持情感聯繫，以維繫兩代間的關係與連

結。 

二、因應時代變遷，調整傳統之孝道責任規範觀念 

近年來我國社會福利部門，因應失能和失智人口增加、家庭型

態變遷和家庭照顧人力短缺之情況下，推動長期照護服務體系服務

模式。而依據本研究結果指出：中老年人之教育程度愈高，會透過

規範連帶愈低，而使其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愈高。進一

步可知，若中老年人因應時代變遷而適時調整其對於孝道責任觀

念，勢必較能接受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居家式照護、社區式照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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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式照護模式，亦可補足家庭照護人力缺乏之憾。 

貳、對於辦理老人教育內容之建議 

一、依「成功老化」及「活躍老化」之概念，規劃多元化之課程 

依據台北縣辦理松年大學之宗旨（2004）指出「提升長者精神

生活品質，培養休閒娛樂，擴大知識層面，規劃銀髮生涯，使銀髮

族充分享受健康快樂的生活」；而台北市辦理長青學苑之宗旨（2004）

為「積極辦理各項文康休閒活動及講座，鼓勵長者走出家門多多參

與各項活動，以充實長者生活，落實老人服務工作」。進而觀看其課

程內容，包含：英語會話、日語班、電腦班、卡拉 OK 班、國際標

準舞、書法班、乒乓球等等，實屬於休閒性、娛樂性和教育性之課

程活動。 

依據Rowe & Kahn（1997）定義「成功老化」為具有能力維持以

下三個關鍵的行為或特性：疾病或失能的低風險、心智與身體的高功

能、以及對老年生活的積極承諾，三者交集俱皆達成時即為最成功的

老化狀況。另外，WHO（2002）定義「活躍老化（enhance quality of 

life as people age）」為：使老人健康、參與、和安全達到最適化機會

的過程，以便促進老人的生活品質；即老人應追求從身體、心理、社

會等多方面的健康，進而使老年維持自主與獨立，提高生活品質。縱

上所述，所謂的「成功老化」及「活躍老化」，即是促使老人具備健

康的身體、心理、社會之外，並強調老人的生活獨立自主與積極的生

活投入。 

因此，建議台北縣市社會局在辦理松年大學和長青學苑時，宜進

一步以實踐長者「成功老化」及「活躍老化」為理想目標。課程設計

方面，除了兼具娛樂與教育性質之外，更應融入老人之生活適應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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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老人之心理健康、老人社會福利資訊）、對生活情境之調適力

（如：老年經濟規劃、老年生活規劃）等之多元課程規劃，進而達成

「成功老化」及「活躍老化」之最高理想目標。 

二、關注「家人關係」之主題，開設合適之家庭生活教育課程，以

協助中老年人調適晚年生活 

本研究發現：整體而言，中老年人與其成年子女的規範連帶很

高、功能連帶略高；但進一步觀察分析之細部項目，中老年人對於

婚後與子女同住、老時依靠子女奉養、生病照顧，已不如過去之孝

道責任觀念。本研究結果相對地顯示出：中老年人在觀念上轉變及

對於目前生活、環境的調適成為關鍵因素。因此，如何針對中老年

人規劃相關之教育主題活動，協助其培養調適能力是十分重要的。 

就此一群中老年人而言，台北縣之松年大學分校和台北市各區

老人服務中心是其較為熟悉之組織。目前，台北縣之松年大學分校

和台北市各區老人服務中心針對中老年人辦理之活動，主要為康樂

性、學藝性、聯誼性、娛樂性等性質，相較於其他縣市，雖已具備

因應中老年人的需求及學習特性而規劃之豐富課程活動；但相對於

「代間關係」之主題是較為缺乏，因此未來台北縣市社會局，除應

積極推動松年大學與長青學苑之教育性活動之外，更應針對「代間

關係」之主題，而規劃各類活動，以提供中老年人與成年子女對話

之機會，進而瞭解世代間之異同，並協助中老年人對於代間關係的

深入理解與調適晚年生活之能力。 

依據林如萍（1998）指出：老人與成年子女的代間關係是老年

期家人關係之核心，亦攸關兩代之生活福祉。進而指出「代間關係」，

可以擴展至以老人為主體之「家人關係」，包含：老年夫妻關係、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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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親子關係、祖孫關係等等，透過相關之教育活動，提供兩代相互

了解、調適為人父母、為人子女之合理規範和適當的角色行為、協

助調適不合時宜之傳統觀念，促進思考、討論與子女、與孫子女相

處之道（林如萍，1998）。以下參考相關資料（林如萍，2005；李宗

派、鄭淑子，2003；Bruaker, 1990），分別針對中老年夫妻關係、中

老年親子關係、祖孫關係之家庭生活教育課程之重要內涵提出建

議，如以下說明： 

表 5-2-1 中老年夫妻關係、中老年親子關係、祖孫關係之家庭生活教育課程之

重要內涵建議 
主  題 重要內涵 

中老年 
夫妻關係 

1. 中老年夫妻關係具有相互支持與彼此依靠之特性。 
2. 中老年夫妻關係需重新學習溝通與決策互動模式。 
3. 中老年夫妻應發展滿足雙方需求之娛樂、休閒生活方式。 
4. 中老年夫妻仍需滿足性愛需求的親密關係表達需求與性愛

表現。 

中老年 
親子關係 

1. 中老年人與成年子女關係具有互助互惠之特性。 
2. 中老年人與成年子女應覺察兩代差異，並調整溝通、互動

模式。 
3. 居住情形方面，應考量中老年人與成年子女雙方之「意願」

與「資源」，取得適切之居住安排方式。 

祖孫關係 

1. 祖父母角色是具有強化世代間連結之功能。 
2. 祖父母角色具有生命延續、經驗傳承之意義。 
3. 祖孫關係之維繫，仰賴於人格特質、情感支持與雙方互動

關係。 
資料來源：整理自林如萍（2005），李宗派、鄭淑子（2003）。 

參、對於推動社會福利工作之建議 

一、落實「在地老化」理念，建立綜合性、連續性之長期照護服務

體系輸送系統 

依據本研究「中老年人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使用態度」結

果指出：中老年人在身體狀況佳時，偏好使用「日間托老」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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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照護，較不喜愛「安養機構」之機構式照護。此研究結果與「在

地老化」概念不謀而合，「在地老化」主張：老人應儘可能留在家庭

或社區中老化，以保有自我掌控之生活、獨立尊嚴與隱私，並持續

已習慣之生活方式；透過相關服務資源的提供，以使老人無須為獲

得資源而遷移（吳淑瓊、王正、呂寶靜、莊坤洋，2003）。即儘量讓

老人在自己熟悉之家庭、社區中老化，除非不得已或老人失能狀況

極度嚴重已非留在家中或社區所能照護，進而才使用「機構式照

護」。 

同時，本研究結果驗證了中老年人規範連帶為影響「居家式照

護」、「社區式照護」、「機構式照護」使用態度之重要預測變項和中

介變項；並且中老年人規範連帶降低，會使得中老年人對於「居家

式照護」、「社區式照護」、「機構式照護」的使用態度增高。因而進

一步可以推測：因應工業化、社會化的時代變遷、雙薪家庭增多、

家庭結構變遷的現象之下，當中老年人對於子女的孝道責任規範期

待降低，則相對地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增高；足見

在社會變遷急遽之台灣，建構一連續性、綜合性之長期照護服務體

系，以符合不同家庭類型之需求，是刻不容緩的。 

二、強化上層單位與下層單位、公部門與私部門之連結關係，打破

傳統之孝道責任規範之迷思，進而廣泛宣導「長期照護服務體

系」資源 

依據本研究結果指出：整體而言，中老年人對於「絕對不使用」

和「不使用」之長期照護服務體系服務項目的使用態度，分佈從 18

％~45％不等。且根據 Yeatts, Crow & Folts（1992）指出：「缺乏知

識」是服務使用的首要障礙因素，因此可以進一步推測，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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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老年人對於不同服務項目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使用態度障礙

因素為：「缺乏知識、認知」，即欠缺對於服務項目知識、缺乏申請

服務手續之知識等等；因而加強將內政部目前推展之「長期照護服

務體系」工作宣導為一重要之途徑。又依據本研究結果：中老年人

之教育程度愈高，會透過規範連帶愈低，而使其對於居家式、社區

式、機構式照護之使用態度愈高；中老年人有偶者、會透過規範連

帶愈低，而使其對於機構式照護之使用態度愈高；足見打破傳統之

孝道責任規範之迷思，將有助於中老年人提高對於居家式、社區式、

機構式照護之使用態度，此為另一可行之途徑。又本研究之樣本為

參與台北縣松年大學和台北市長青學苑之中老年人，其承辦單位為

政府之下層單位、公辦民營單位、協會、民間團體等等，所直屬之

上層單位為社會局，因而對於政府所推動之「長期照護服務體系」

的可獲資訊應是最為豐富與齊全；因而建議在辦理松年大學與長青

學苑之同時，並藉此管道傳達「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知識與理念、

並打破傳統之孝道責任規範之迷思，以讓中老年人更加深入與廣泛

地瞭解與接受長期照護服務體系。 

肆、對於未來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主題方面：進一步探討中老年人與其成年子女代間關係之

各面向與不同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服務項目之關係，以擴增對

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影響因素之瞭解 

本研究應用林如萍（1998）以 Roberts & Bengtson 的代間連帶

模式觀點，將代間連帶視為多面向結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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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研究僅以

規範連帶和功能連帶之代間關係面向，來探討其對於中老年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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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護服務體系態度之關係。本研究中尚缺乏探討結構連帶、關

聯連帶和情感連帶與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之關係研究，仍有

待未來相關研究進一步探討其關聯性。 

早期之國內外研究有若干針對單一不同服務類型之長期照護服

務體系之研究，然而研究結果的解釋仍很歧異。本研究是繼國內學

者吳淑瓊、朱昭美（1995）之後，針對連續性、綜合性之長期照護

服務體系之使用態度探討，且本研究不同於其之研究對象－20-64

歲民眾，是以潛在服務需求者－55 歲以上未失能之中老年人為對

象，並加入代間關係之規範連帶與功能連帶，因而更加貼近被照護

者需求之研究設計。本研究結果指出自覺健康狀況、規範連帶為影

響不同類型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共同因素，然而年齡、教育程度、

功能連帶對於不同類型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影響則不盡相同；本研

究更進一步發現：規範連帶具有部分之中介效果。另外，中老年人

除了對於不同服務類型之偏好不同之外，其健康和失能程度亦是影

響其對於不同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服務項目的選擇，例如：同樣是

健康狀況較佳、未失能的情況之下，中老年人對於「日間托老」、「安

養機構」之使用態度則不盡相同。因此，除了本研究採用之「以接

受服務之所在地」將長期照護服務體系區分為居家式、社區式、機

構式三種照護類型之外；未來研究可進一步探討：影響不同健康情

況下長期照護服務體系服務項目使用態度之因素、不同代間關係面

向與不同長期照護服務體系服務項目使用態度之關係、及存在於個

人背景變項與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的重要中介因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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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方面：擴大樣本數與取樣範圍，針對中老年人與其成

年子女之對偶分析研究，以豐富研究結果 

本研究僅以參與台北縣松年大學、台北市長青學苑之中老年人

為研究對象，所取得之樣本較無法全面性涵蓋全台灣，乃至鄉村地

區的中老年人。又所選取之樣本較為社經地位高、教育程度高、資

源可獲性和可近性高之中老年人；相較於鄉村中老年人之社經地位

較低、教育程度較低、資源可獲性和可近性低之狀況，較無法進一

步推論鄉村中老年人之代間關係與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之關

係。相關研究更進一步指出：現代家庭中代間關係的異質性逐漸顯

著（Bengtson, Rosenthal & Burton, 1990）。因此，代間關係與中老年

人使用長期照護服務體系態度在城鄉差距的比較，頗值得未來進一

步探討。 

代間關係是一複雜的動態歷程（Qureshi & Walker, 1989），並且

老人與成年子女對代間關係之看法亦存在差異（Rossi & Rossi, 

1990）。且因應社會變遷、雙薪家庭增多，中老年人與成年子女對於

安養觀念亦具有歧異性。此外，近來研究的新取向－對偶分析（a 

dyadic approach），因此未來研究可擴展至以中老年人與成年子女的

配對樣本為對象，進而針對雙方之觀點分析，更可進一步瞭解中老

年人與成年子女間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之異同。 

三、研究方法方面：進一步採用三角測量法、質性深入訪談法及縱

貫性研究等方法，深入探討代間關係、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

態度、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歷程之關係 

本研究係以問卷調查法於短期內蒐集量化研究資料，所測量的

是 55 歲以上之中老年人對於代間關係、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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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主觀感受，進而進行推論性之結果分析。然而 Layder（1993）提

出「新策略（new strategies）」的研究取向，指在擷取質化、量化研

究兩者之長，兼顧個人意義及因果關係，聯合微視與巨視的觀點，

合併使用質的資料蒐集及量的測量方式，在研究主題上做更全面性

的探討。就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而言，一項研究中融合一種以上的方

法，便是採取多元方法來蒐集資料，稱之為三角測量法

（triangulation）；是以多元方法之三角交叉檢視方式，對現象中的

時、空、人各層次作深厚的描述，整合不同視角和資料的歧異，找

尋出更值得信賴的研究詮釋（胡幼慧，1996）。國外對於相關的研究，

還有利用質性深入訪談法（Wayne, Peter & Heather, 2002）、縱貫性

研究（McCormick, Uomoto, Young, Graves, Haug & Vitaliano, 1996）

等。因此，建議國內研究可使用上述之研究方法，進一步探討中老

年人與其成年子女代間關係之多面向概念、不同情境下對於長期照

護之使用態度、及經過時空轉換其代間互動關係的改變和對於長期

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之轉變歷程，並進而證實代間關係影響個人

使用態度，繼之影響使用行為之過程。 

此外，本研究係針對年滿 55 歲以上未失能之中老年人進行研

究，若能針對此一群人進行後續之追蹤研究，則可增進對於代間關

係與中老年人使用長期照護服務體系態度之歷程的瞭解，例如：與

子女同住前後、失能狀況深淺對於中老年人使用長期照護服務體系

態度之影響，中老年人現階段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使用態度至

進入使用期間的代間關係轉變歷程和關鍵性之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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