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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老年人口於民國 82 年達到 149 萬人，占總人口比例 7％，開始邁入高齡
化社會，而總生育率也在民國 99 年降至 0.9 人，為世界生育率最低國家之一，高
齡化以及少子化形成了嚴峻的考驗。
禮記禮運大同篇有言，大同社會是使老有所終，亦即使老年人得以安享晚
年。然今日之社會，晚婚、不婚者比比皆是，已婚者生兒育女的意願也大為降低，
不少夫妻只願生育一個孩子甚至選擇不生育，這些從小被嬌生慣養的獨生子女長
大後是否有能力撫養雙親？晚婚夫妻年老時，其子女也許才剛成年，將如何奉養
父母？不婚無子女者如何得到妥適的安養照顧？
本文希望藉由瞭解現行法令依據及相關政策、老人的安養現況，配合老化現
象與理論、社會福利理論，探討在老人安養方面有那些仍需努力的地方，期使能
讓每一位老人都能擁有尊嚴和自主的老年生活。
綜上所述，我國老人安養體系可以從以下幾個面向加強：
一、在觀念方面：應該讓民眾瞭解唯有自助再輔以人助，才能選擇自己理想
的安養方式。二、在制度方面：相關部門業務應進行整合，以提供民眾整合性的
優質服務。三、在實務方面：除了持續加強硬體部分的照顧，也必須充實軟體部
分的照顧才算完整。
此外，高齡人口增加所形成的銀髮市場，正生機勃勃，商機無限，銀髮經濟
為我國必須發展與思考的方向；在社會參與方面，老人的知識、經驗和技術都是
非常難能可貴的資源，應善用這些銀髮人力，讓老人們「退而不休」
，並且有貢獻
能力的機會，使其生活更有意義。

關鍵詞：高齡化、老人福利、在地老化、活躍老化、社會參與

iii

Abstract
The elderly population of Taiwan reached 149 million (about 7% of the total number
of people in Taiwan) in 1993, the number renders that Taiwan was changing into an
ageing society in the near future. Since 2000 the domestic TFR (total fertility rate) had
been declining to 0.9, the number represents that Taiwan became one the lowest TFR
nations of the world, and facing a severe struggle of aging and low birth rate.
Chapter on the Great Commonwealth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mentioned that
“Privision is made of the aged till their death”, which means this society should be
prepared for the geriatric. Now a days, more and more people choose to marry at a
mature age or stay single; and further, the fertility desire of married is declining so that
many people tend to not have more than one child. Hence those children would face
potential issues of the age gap between parent and children. Whether the young adults
have the ability to afford their parental retire life? While the others who had no children
to take care of their retire life?
The purpose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concentrate upon the laws and decrees, related
government policies, conditions of elder care and rehabilitation, and further concerning
with phenomenon and theories of aging and social welfare discussion to investigating
the insufficient factors which might not fit for the current aging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make each elder could live with respect and liberty.
Base on the reasons aforementioned, the elder care system could be reinforced by
several aspects as below:
1. Concept: people should realize that idea geriatric nursing and care is relied on
themselves and public support. 2. System: well coordination between related
departments could provide people integrated and qualified service. 3. Pragmatic:
completed geriatric care should combine with substantial appliance and software supply.
Furthermore, the growth of aging population is going to be a thriving market with
potential commercial possibility, in other words, the silver economy would be regarded
as a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moreover, in the aspect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the knowledge, experience and techniques of elders are rare and recommendable
resource. The society could use those resources wisely, and let the elders to have various
opportunities to contribute their ability for the public.
Keyworks：ageing、 elderly welfare、 aging in place、 active ageing、 social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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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背景：高齡化社會是如何造成？
人口是國家構成的基本要素之一，其組成、素質、分布、發展及遷徙等面向，
關係國家發展與社會福祉。觀察一個國家人口的數量、素質、結構及分布情形便
可瞭解該國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狀況，因此，人口問題是許多問題的根本所
在。
過去我國由於土地面積及自然資源極為有限，但是人口成長卻極為快速，以
致面臨沈重的人口壓力，諸如居住擁擠、升學競爭激烈、犯罪率增加、能源缺乏、
環境污染、公共設施不足、交通紊亂等問題，不但影響國家經濟發展，亦阻礙國
人生活水準之提昇。因此，緩和人口成長壓力係過去政府積極推展人口政策之首
要目標。近三十餘年來，由於政府、民間團體及國人全力配合推行人口政策及家
庭計畫，已有效達成緩和人口成長的目標，此一績效並獲致「美國人口危機委員
會」於民國 76 年、民國 81 年評鑑為世界 120 餘個開發中及已開發國家之第 1 名，
「國際人口行動委員會」於民國 86 年亦評定我國與香港、新加坡、南韓及突尼西
亞同列 88 個被評定國家之第 1 名（分數為滿分）
，且友邦國家亦迭來我國觀摩，
藉以吸取我國在執行人口政策方面的寶貴經驗。雖然我國已有效達成緩和人口成
長之目標，惟為因應高齡化社會及國家未來持續發展之需要，政府於民國 81 年重
新調整推行人口政策之方向，並將移民政策納入人口政策中，希望達到維持人口
合理成長、提高人口素質及均衡人口分布等目標1。
近幾年，我國總生育率快速下降，早已邁入少子化的社會，民國 99 年總生育
率更降至 0.9 人 ,平均每位婦女生育不到一位嬰兒，少子化的趨勢可以說來的又快
又猛(參見表 1-1)，而鄰近我國的香港、南韓、新加坡及日本則分別為 1.1 人、 1.2
1

《人口政策資料彙集》（內政部，2010 年 10 月）
，頁 1。
1

人、 1.2 人及 1.4 人。

表 1-1

我國總生育率及嬰兒出生數統計表

年別

總生育率(人)

嬰兒出生數(萬人)

民國 40 年

7.04

38.5

民國 45 年

6.51

41.4

民國 50 年

5.59

42.3

民國 55 年

4.82

41.8

民國 60 年

3.71

38.3

民國 65 年

3.09

42.5

民國 70 年

2.46

41.4

民國 75 年

1.68

30.9

民國 80 年

1.72

32.2

民國 85 年

1.76

32.6

民國 90 年

1.40

26.0

民國 95 年

1.12

20.4

民國 96 年

1.10

20.4

民國 97 年

1.05

19.9

民國 98 年

1.03

19.1

民國 99 年

0.90

16.7

民國 100 年

1.07

19.7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http://www.ris.gov.tw/346〉
。

生育率的變化一般會對一個社會的年齡結構產生最重大的影響，而不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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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水準如何，生育率下降是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的唯一重要原因2。
而不生的原因源於不婚，我國不婚、不生的情形愈來愈嚴重，造成不婚、不
生的原因絕對不是單一因素，而是牽涉到許多層面，其中又與育兒成本過高有很
大的關聯，包括養育費用及精神成本等，因此不難看出生育問題乃是經濟問題的
反射3。
我國生育率持續下降，衛生署調查發現，無論是已婚或未婚，婦女不想生小
孩的理由，以經濟負擔、社會環境不穩定、沒把握做好父母角色居前三名；另外
國內婦女晚婚、不婚也是導致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二十四年來，生育年
齡更往後延了五年4。
依據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民國 97 年對國內廿歲至四十九歲女性進行的「第十
次家庭與生育率」調查，針對不想生孩子的理由，
「因生小孩對家庭是一項經濟負
擔」高居第一，已婚、未婚婦女分占 62.9％、55.6％；其次為「因社會、治安、環
境不穩定」分占 11.2％、12.8％，顯示不生小孩和經濟欠佳高度相關。另外，
「沒
有把握做好父母的角色」則為第三原因，分占 9.3％與 12.6％，生小孩會失去自由、
沒人幫忙帶小孩、因工作、就業關係不想生小孩也都是不生原因5。
調查同時發現，國內女性生育年齡不斷往後延，民國 74 年女性生育年齡高峰
為廿五、六歲，但到了民國 98 年，生育年齡卻延到卅歲之後，晚了五年之多。有
偶婦女的理想子女數，則從民國 74 年的 2.5 人降到民國 97 年的 2.1 人。
現代女性普遍晚婚、不婚，而女性遲遲不婚理由，卅歲以前「還沒有經濟基
礎」是主因；但年滿卅歲「還沒有遇到合適的對象」則為大宗。
目前教育普及，女性平均教育年數延長，是導致結婚年齡往延後的原因，加
上未婚懷孕、未婚生子較不符合傳統觀念，婦女晚婚、未婚比率增加，這樣的現

2

3
4

5

John R.Weeks 著，涂肇慶、侯苗苗譯，
《人口學：觀念與議題》
（臺北：前程文化，2010 年）
，頁
363。
于宗先、王金利，《臺灣人口變動與經濟發展》（臺北：聯經，2009 年）
，頁 257。
邱俐穎，〈為何不生？ 經濟負擔是主因〉
，《中國時報》
，2011 年 08 月 05 日，
<http://life.chinatimes.com/life/100304/112011081500092.html>。
《第十次家庭與生育力調查報告》
（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11 年 5 月）
，頁 21，93-96。
3

象的確值得社會關心6。
而在少子化的同時，我國老年人口的比例也持續上升，民國 82 年開始，我國
進入人口高齡化國家，民國 100 年底我國 65 歲以上人口已達 252 萬 8 千人，占總
人口比率達 10.89% (參見表 1-2)。

表 1-2
年

別

年底人口三階段年齡結構、老化指數及扶養比

年 底 人 口 數 (人)
0～14 歲

15～64 歲

65 歲以上

百 分 比 分 配 (%) 老化 扶養
0～14 歲 15～64 歲 65 歲以上 指數 比

民國 82 年

5,279,705 14,224,910

1,490,801

25.15

67.75

7.10 28.24

48

民國 83 年
民國 84 年

5,169,581 14,445,937
5,076,083 14,650,294
4,982,543 14,851,282

1,562,356
1,631,054
1,691,608

24.41
23.77
23.15

68.21
68.60
68.99

7.38 30.22
7.64 32.13
7.86 33.95

47
46
45

4,914,280 15,076,479
4,815,400 15,302,960
4,734,596 15,492,319

1,752,056
1,810,231
1,865,472
1,921,308

22.60
21.96
21.43

69.34
69.79
70.13

8.06 35.65
8.26 37.59
8.44 39.40

44
43
43

1,973,357
2,031,300
2,087,734

21.11
20.81
20.42
19.83

70.26
70.39
70.56
70.94

8.62
8.81
9.02
9.24

40.85
42.33
44.17
46.58

42
42
42
41

民國 85 年
民國 86 年
民國 87 年
民國 88 年
民國 89 年
民國 90 年
民國 91 年
民國 92 年
民國 93 年
民國 94 年
民國 95 年
民國 96 年
民國 97 年
民國 98 年
民國 99 年
民國 100 年

4,703,093
4,661,884
4,598,892
4,481,620

15,652,271
15,770,327
15,890,584
16,035,196

4,387,082
4,259,049
4,145,631
4,030,645
3,905,203

16,151,565
16,294,530
16,443,867
16,584,623
16,729,608

2,150,475
2,216,804
2,287,029
2,343,092
2,402,220

19.30
18.70
18.12
17.56
16.95

71.20
71.60
71.88
72.24
72.62

9.50
9.70
10.00
10.21
10.43

49.00
52.00
55.17
58.13
61.51

40
40
39
38
38

3,778,018 16,884,106
3,624,311 17,049,919

2,457,648
2,487,893

16.34
15.65

73.03
73.61

10.63 65.05
10.74 68.64

37
36

3,501,790 17,194,873

2,528,249

15.08

74.04

10.89 72.20

35

說明：1.老化指數：為衡量一地區人口老化程度之指標，指老年人口對幼年人口之比再乘以 100。
2.扶養比：為依賴人口(0~14 歲及 65 歲以上)對工作年齡人口扶養負擔的一種簡略測度。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http://www.ris.gov.tw/346〉
。

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當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達到

6

邱俐穎，前揭註 4。
4

7%，即達到高齡化社會（ageing society）的門檻；當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提
高至 14%時， 則達到高齡社會（aged society）的門檻；當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 占
總人口的比率再提高到 20%時，將達到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的門檻。
更確切地說，國際間通常以聯合國定義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從 7%（高齡化
社會）提高到 14%（高齡社會）
，以及從 14%再提高到 20%（超高齡社會）所需的
時間，作為衡量一國人口老化速度的總體指標7。
我國於 1993 年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超過 7%，成為高齡化社會；
預估至 2017 年此比率將超過 14%，成為高齡社會，2025 年此比率將再超過 20%，
成為超高齡社會( 以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中推計為例，參見圖 1-1)。

說明：圓圈內百分比數字代表三階段年齡人口結構百分比。

圖 1-1 三階段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趨勢－中推計8

而三階段年齡人口推計數及其百分比參見表 1-3，其中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數
7

8

舒昌榮，
〈由積極老化觀點論我國因應高齡社會的主要策略~從「人口政策白皮書」談起〉
，
《社區
發展季刊》
，第 122 期，2008 年 6 月，頁 216。
《2010 年至 2060 年臺灣人口推計》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0 年 9 月）
，頁 17-18。
5

推計如下：
一、高推計：老年人口將由 2010 年 248.6 萬人，預計於 2015 年左右，當 1950
年出生之戰後嬰兒潮世代進入 65 歲時，老年人口數將快速攀升為 294.2 萬人，2060
年老年人口將再增加為 784.4 萬人，約為目前的三倍之多。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由 2010 年 10.7%，2060 年上升為 39.4%。
二、中推計：同高推計，老年人口將由 2010 年 248.6 萬人持續增加，至 2060
年增加為 784.4 萬人；同期間，占總人口比率則由 10.7%，上升為 41.6%。
三、低推計：同高推計，老年人口將由 2010 年 248.6 萬人持續增加，至 2060
年增加為 784.4 萬人；同期間，占總人口比率則由 10.7%，上升為 45.6%。

表 1-3

三階段年齡人口推計數及其百分比9

換言之，由高齡化社會至高齡社會，在先進國家如法國歷經 115 年，瑞典花
了 85 年，美國走了 69 年才能達到，我國卻只花 24 年( 參見表 1-4 )。人口的高齡
化是全世界一致的情勢，無論是已開發或是未開發國家皆然，我國目前人口的老

9

《2010 年至 2060 年臺灣人口推計》
，前揭註 8，頁 14。
6

化程度雖然尚無法與日本、歐美等先進國家相比，但是在速度上，卻是以極快的
步伐在追趕，也就是說，我國不論是在人口的「量」與「結構」方面，將面臨快
速的變遷10！

表 1-4

臺灣與其他國家老化速度的比較11

國別

老人人口由 7 %至 14 %的年數

老人人口由 14 %至 20 %的年數

臺灣

24

9

日本

25

11

新加坡

19

8

南韓

18

11

美國

69

38

法國

115

44

瑞典

85

40

義大利

61

25

整體而言，人口老化的原因主要在於持續的低生育率和人類預期壽命延長兩
個因素，此與死亡率和出生率均低的狀態有關。世界各國老人人口比率較高的國
家，如義大利、瑞典，人口自然增加率低，其生育率也低，當一個國家生育率持
續低於人口替代水準，將導致人口呈負成長現象，而幼年人口減少，促使老人人
口比率相對上升，增加人口老化速度，以我國目前總生育率僅 0.9 人，若未能及時
逐年提升，未來將會使人口高齡化速度更為加劇，再加上平均壽命的不斷增長，
則高齡化的情形也無法避免12。
根據美國人口研究機構「人口資料局」 (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 簡稱

10
11
12

黃富順、楊國德，《高齡學》
（臺北：五南圖書，2011 年）
，頁 1。
黃富順、楊國德，前揭註 10，頁 34。
舒昌榮，前揭註 7，頁 216。
7

PRB) 」於 2011 年 7 月所發布「 2011 年世界人口估計要覽表」 ( 2011 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 ) 指出，雖然有許多國家關心的人口問題是生育率太低，但
事實上即使全球人口成長率已下降，全球人口數量卻創歷史新高，而且愈是窮困
地區人口成長愈快速，使全球貧窮人口問題更加嚴峻。
在人口組成結構方面，人口結構的發展主要決定於出生率及死亡率，由於全
球醫療科技進步及公共衛生的改善，人類的壽命延長，死亡率下降，在高度發展
區域出生率及死亡率平行下降， 2011 年每千人出生數為 11 人，死亡數為 10
人，但在低度發展區域出生率下降的速度低於死亡率下降的速度，在 2011 年每
千人出生數仍高達 22 人，死亡數則僅為 8 人，使全球人口轉型態樣呈現兩種趨
勢併存，全球最年輕的國家均集中在非洲地區，而最老的國家則除日本13之外，全
為歐洲國家，人口高齡化問題勢必成為各國面臨的重要課題(參見表 1-5)。

13

日本 65 歲以上人口於 1970 年達到 7%，並於 1994 年達到 14%。
參閱 Roger Goodman and Sarah Harper，Ageing in Asia（New York : Routledge，2008）
，p.2.
8

表 1-5 2011 年全球前 10 名人口結構最老及最年輕的國家14
人口結構最老的國家

人口結構最年輕的國家

順
位

國家

65 歲以上人口比率 %

國家

15 歲以下人口比率 %

1

日本

23.2

尼日

48.9

2

德國

20.7

烏干達

48.3

3

義大利

20.2

馬利

47.6

4

希臘

18.9

安哥拉

47.3

5

瑞典

18.5

尚比亞

46.5

6

葡萄牙

17.9

隆地

46.3

7

保加利亞

17.7

剛果

46.0

8

奧地利

17.6

莫三比克

45.3

9

芬蘭

17.5

查德

45.3

10

拉脫維亞

17.4

布基那法索

45.2

依據聯合國統計，西元 1991 年全球老年人口數為 3 億 3 千 2 百萬人，至西元
2000 年增加為 4 億 2 千 6 百萬人，短短 10 年間老年人口即增加將近 1 億人，此現
象預告全球人口高齡化將快速來臨15。而在前述有效達成緩和人口成長目標的香
港、新加坡、南韓及突尼西亞四國，在 2011 年 65 歲以上人口比率分別為 13%、
9%、13%及 7%，均已屬於高齡化國家。由此可知，一個國家的人口政策若未能配
合國情適時修正，將會影響一個國家未來數十年的人口組成結構，影響國力至為
深遠。
我國總生育率民國 40 年為 7 人，之後持續下降，民國 73 年降至 2.055 人，已
低於人口替換水準 2.1 人。近年來更因受到晚婚或不婚、晚育或不育等因素之影
響，至民國 99 年再降至 0.9 人，為世界生育率最低國家之一，呈現少子女化嚴峻

14

范瑟珍，〈2011 年世界人口重要指標〉，2011 年 9 月 1 日，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
研究與資訊中心》
，<http://cdnet.stpi.org.tw/techroom/policy/2011/policy_11_040.htm>。
15
《臺灣老人人權與實踐之探討專案調查硏究報告》
（監察院，2010 年）
，頁 1。
9

現象。在高齡化方面，老年人口於民國 82 年達 149 萬人，占總人口 7％，開始邁
入高齡化社會；至民國 100 年底逾 252 萬人，占總人口 10.89％，未來高齡化速度
將更為明顯16。
而我國社會隨著經濟發展，環境衛生的改變，醫療水準的提昇，以及民眾保
健知能的增進，使得平均壽命不斷地延長。從經建會對未來人口結構推估來看，
目前男性的平均餘命為 73.71 歲，女性為 79.25 歲，但是到 2014 年時，預估男性
平均餘命為 77.11 歲，女性為 83.74 歲，可以預期的是，整體人口結構勢必形成所
謂「倒金字塔」的形狀，導致所謂「食之者眾，養之者少」情況的發生17。美國在
1960 年代，大約是 4 個工作年齡人口負擔 1 個退休人員，預期到了 2030 年，將會
變成 2 個工作年齡人口負擔 1 個退休人員18。而我國這種人口結構失衡的現象，將
使我國逐漸由一個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負擔相對較輕、有利於經濟發展之人口
結構，轉變為高度人口負擔之人口年齡結構19。而年齡影響個人的生活型態及工作
能力甚鉅，一個國家人口的年齡結構直接與經濟活動力、消費力、社會福利需求
等都有關係20。
在國人平均壽命逐漸延長，婦女總生育率降低，加上人口老化速度顯著的情
形下，在可預見在未來，人口老化之現象將持續不斷，且速度加快。由於其他國
家自上個世紀初、中葉以來，即經歷及面對人口老化之課題並預作準備，但我國
老年人口倍化之時間比先進國家為短，預作準備之時間更加有限。在面臨世界最
低水準之生育率與最快速度之高齡化同時進行之際，老人權益與福祉之建構及保
障，已成為社會各界共同關注之重要議題21。由圖 1-1 的人口推計趨勢來看，至 2060
年時，65 歲以上高齡人口與 15~64 歲工作年齡人口的比例將趨於 1：1，政府應及
早因應如此龐大高齡人口所衍生的安養問題，以減輕未來年輕人的負擔。
16
17
18

19
20
21

參閱《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
舒昌榮，前揭註 7，頁 218。
Gardenia Harris, Bernard Ivan Tamas, and Nancy S. Lind，Dynamics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 : right
versus left（Lanham : Rowman & Littlefield，2008）
，p.189.
《2010 年至 2060 年臺灣人口推計》
，前揭註 8，頁 19。
蔡宏進，《臺灣的人口與人力硏究》
（臺北：唐山，2004 年）
，頁 556。
《臺灣老人人權與實踐之探討專案調查硏究報告》
，前揭註 15，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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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項 研究動機
禮記禮運大同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
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
有所養。」其中「使老有所終」亦即使社會上的老年人得以安享晚年，然今日之
社會，晚婚、不婚者比比皆是，已婚者生兒育女的意願也大為降低，不少夫妻只
願生育一個孩子甚至許多夫妻選擇不生育，當這些從小被父母嬌生慣養的獨生子
女長大後是否有能力撫養雙親？晚婚夫妻年老時，其子女也許剛成年甚至尚未成
年，將如何奉養父母？不婚無子女者，將如何得到妥適的安養照顧？
每個人都會有年老的一天，一個完善的老人安養制度使「老有所終」是每個
人所嚮往的，而根據問題背景的分析，政府的人口政策是影響人口結構的重要因
素，也是目前我國人口高齡化的主要原因，而其衍生出的老人安養問題，政府更
是責無旁貸，應為老人規劃完善的安養環境與制度。
第二項 研究目的
老人安養所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舉凡與老人相關的人權、經濟、醫療保
健、照顧、教育、就業、住宅、交通、社會參與等都包括在內。以我國目前人口
老化的速度來推估，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將從 2010 年的 10.7％，至 2060 年增
加為 41.6％，而其中 80 歲以上高高齡人口占老年人口之比率，更將由 2010 年的 24.4
％，至 2060 年大幅上升為 44％22。我國在未來將邁入一個超過四成人口是 65 歲以
上老人的社會，而其中更有近五成是屬於高高齡人口，以目前的安養條件勢必無
法滿足未來社會的需求。
在少子化與高齡化的趨勢下，未來年輕人的負擔將會日趨加重，無論是在經
22

《2010 年至 2060 年臺灣人口推計》
，前揭註 8，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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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方面或是在家庭照顧責任方面，都有可能成為多數年輕人無法承受的重擔。另
外，未來的家庭結構與功能也將會因為少子化與高齡化的影響而產生改變，當年
輕人無法同時兼顧到自己的家庭以及照顧雙親時，很可能會造成親子關係間的摩
擦，嚴重者甚至演變成親子關係破裂，政府若能為老人建立妥善的安養環境，不
僅能讓老人得到適切的照顧，另一方面也能減輕年輕人安養父母的負擔，讓親子
間的關係不會因此而產生危機，對於維持家庭關係的和諧及傳統孝道的傳承將會
有很大的幫助。
因此，本文的目的是希望藉由瞭解現行法令依據及相關政策、老人的安養現
況，配合老化現象與理論、社會福利理論，探討在老人安養方面有那些仍需努力
的地方，期使能讓每一位老人都能擁有尊嚴和自主的老年生活。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以及比較研究法
（Comparative Research）
，以下分別針對此兩種研究方法進行說明：
第一項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經由文獻資料進行研究的方法，此方法作為間接研究方法，在
社會研究中被廣泛運用。因為在某些限度之內，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過去、重建
過去、解釋現在及推測將來，而有助於研究的進行。
由於文獻分析是經由文獻資料所進行的研究方式，因此需要先將文獻資料的
內涵和分類方式加以說明，再對文獻資料分析的意義和特點進行分析。
「文獻」一
詞原意指典籍與宿賢，今專指具有歷史價值的圖書文物資料。這就說明文獻的基
本內涵是記錄過去有歷史價值的知識，雖然文獻外延範圍很廣泛，它包括現代社
會的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藝術館、聲像館、科技情報中心以及各單位的圖
書資料室、檔案室，及至私人所收藏的一切文字、符號、圖形、聲頻與視頻等手
段記錄下來的各種有歷史價值的知識載體。但是，文獻的內涵本質是過去發生的
12

社會事實記錄，並屬於有歷史價值而保留下來的知識23。
文獻資料分析實施過程，雖然蒐集、摘錄、整理文獻的操作方法有所差別，
但是對於整個文獻調查過程來說，必須遵循以下原則24：
一、有系統的進行
當文獻資料分析有了方向和中心後，就要圍繞課題的需要，進一步有系統、
有秩序地進行蒐集。有系統的進行文獻資料分析，就能保證蒐集和摘錄的文獻資
料完整、全面。有秩序地進行文獻資料分析，就能使蒐集和摘錄的文獻資料不會
遺漏。
二、有選擇的進行
經由有系統、有秩序地進行文獻資料分析，取得完整、全面的文獻資料，不
是都屬於有用的資料。特別是有些文獻因為作者的政治立場、觀點不同，對當時
社會現象所持的態度不一樣，使之記錄下來的文獻有的能真實反應當時的真相，
有的難免失真，甚至有的屬於歪曲事實。這就需要在文獻調查過程中必須有選擇、
有取捨地蒐集和摘錄。透過選取能反應事實本來面目的文獻，捨棄失真和歪曲的
文獻，才能保證蒐集的文獻有真實性和準確性。
三、有目標的進行
文獻資料浩如煙海，如果漫無邊際地或毫無方向地蒐集和摘錄，那不僅將會
浪費大量人力和時間，而且也難以得到研究課題所需要的文獻資料。因此，蒐集
和摘錄文獻資料必須從實現研究課題的目標出發，並緊緊圍繞為實現課題目標的
需要進行，才會使文獻資料分析始終能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文獻資料分析方法的具體作法，表明文獻資料分析具有與其他調查方法不同
之長處，因而一般研究課題和調查過程都要運用，但是，從運用合適的程度來說
可從兩方面來分析25：
第一方面，從調查方法在社會調查研究中有廣泛的適用性，但是運用時，也
23
24
25

葉至誠、葉立誠，《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臺北：商鼎數位，2011 年）
，頁 138。
葉至誠、葉立誠，前揭註 23，頁 147-148。
葉至誠、葉立誠，前揭註 23，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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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到文獻資料分析方法的一些侷限性。例如，文獻資料分析所獲資料畢竟是第
二手資料，沒有親自所獲第一手資料那樣真實可靠。任何文獻都是反映過去社會
事實的記載，按文獻資料分析所獲的資料也與發展、變化的社會生活實現有時間
差距。因此，就要求在文獻調查時，也要根據課題需要結合其他調查方法進行，
才能使這些文獻調查方法的侷限性得到彌補。
第二方面，從適用的研究課題來說，最適用於專門的歷史性和系統的比較主
題。
本文是蒐集與本研究主題相關的學術研究成果、書籍、期刊、政府出版品、
學位論文、報章雜誌等資料，加以分析、歸納及分類，再予以探討和評析。尤其
與老人安養相關的政策、措施以及安養的新觀念等有關文獻，期能從中發掘問題，
作為政策評估改善之建議。
第二項 比較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是以比較對照的方法，藉由參考其他先進國家的老人安養制度，
以提供我國在規劃老人安養政策的參考。由於我國人口高齡化的情形比其他國家
快速，因此政府必須加快腳步，積極妥善發展老人安養體系，以建構一個「安全、
有品質、有尊嚴」的老人安養環境。

第四節 研究範圍
高齡化社會之快速變遷，引發了新的需求與問題，向為政府及民間關注的焦
點，因而也需有相對的規劃及因應對策與措施，乃至法規的修訂，俾使政策、立
法、服務合一，有效落實老人福祉。在高齡化社會裏，如何讓老人維持尊嚴和自
主的生活是一項挑戰，也是整個社會包括老人本身、家庭、民間部門和政府共同
的責任。
我國人口老化速度遠高於歐美先進國家，加上小家庭結構與工商社會等外在
環境的轉變，是以老人福利服務相關需求益形殷切，並讓老人照顧的相關問題備
14

受各界重視。為解決人口老化所衍生議題暨提升老人福利服務品質，政府應落實
老人福利法，並積極推動各項照顧政策，使老人得以享有活力、尊嚴與獨立自主
之老年生活，實現「公益社會，永續福利」之社會福利政策願景26。
我國老人照顧(護)相關服務可劃分為三大服務體系27：
一、衛生醫療服務體系
以慢性醫療及技術性護理服務為主，例如慢性病醫院、護理之家、居家照護、
日間照護等長期照護機構，並由衛生醫療單位以「醫療法」
、
「全民健康保險法」
及「護理人員法」等相關法規予以規範。
二、社會服務體系
係以提供一般日常生活照顧服務為主，例如長期照顧機構、安養機構、在宅
服務、日間托老等，並由社會福利單位以「老人福利法」
、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等予以規範。
三、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體系
以提供榮民安養和養護照顧為主，並以「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予以規
範。
由於衛生醫療服務體系涉及專業的醫療、復健、護理、藥物、公共衛生、食
品衛生等領域，非筆者能力所及，而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體系則是
以國軍退除役官兵的輔導安置為主，服務對象並非一般老人，社會服務體系的對
象則普及一般老人，因此，本文是以社會服務體系為主。
此外，依據「98 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的統計顯示，在「健康與身心功能狀
況」方面，感覺良好(占 52.21%)及普通(占 19.02%)的老人合計有 71.23%(參見表
1-628)，而在「日常生活起居活動自理情形」方面，感覺沒有困難的占 82.77%(參見
表 1-729)，顯示目前老人的日常生活起居活動大多能自理。

26
27
28
29

內政部社會司，〈http://sowf.moi.gov.tw/04/01.htm〉
。
黃源協、蕭文高，《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臺北：雙葉書廊，2011 年）
，頁 319。
內政部統計處，《98 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
（臺北：內政部，2010 年）
，頁 44。
內政部統計處，前揭註 28，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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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65 歲以上老人覺得自己目前健康與身心功能狀況
民國 98 年 6 月底
良好
項目別

總計

計

還算
好

很好

普通

計

不好
不太
好

單位：％
不知
很難
道/拒
說
答

很不
好

94 年調查

100.00

33.44

11.58

21.86

36.62

29.52

22.83

6.69

0.43

0.00

98 年調查

100.00

52.21

13.90

38.31

19.02

27.15

21.82

5.33

1.46

0.16

表 1-7 65 歲以上老人最近一個月日常生活起居活動自理情形
民國 98 年 6 月底
單位:%
自理困難情形
項目別

總計

沒有困難

不知道/
拒答

有困難

94 年調查

100.00

87.33

12.67

-

98 年調查

100.00

82.77

16.81

0.42

因此，本文是以社會服務體系做為討論的範圍，並針對日常生活能自理的老
人為對象來探討其安養問題，而失能、失智等需長期照顧的老人則非本文討論的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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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老化現象與理論
老年學是一個綜合性的領域，它涵蓋了許多不同專業的知識以及實務技巧，
從生理、心理及社會等各種不同的角度，來探究一切有關於老年及老化的議題。
老化包含四種不同的過程，而這四種過程又是互相影響的：
一、年齡的老化：指的是一個人從出生開始所累計的年數，例如 5 歲、50 歲
或 100 歲。
二、生理的老化：指的是一個人隨著年齡增長所經驗到的身體上的變化。人
體中有些器官或系統的功能會因老化而減弱，但有些卻能保持相當穩定的狀態。
三、心理的老化：指的是一個人隨著年齡增長所經驗到的心理層面的變化，
包括智力、知覺、記憶、人格、動機、智慧、壓力處理及調適等等。
四、社會的老化：指的是一個人隨著年齡增長所經驗到的角色和人際關係上
的變化。有關家庭、鄰里和朋友等非正式支持系統，以及由正式服務所構成的正
式支持系統的種種議題，都是社會老化關切的重點。
這四種老化同時在生命的過程中進行著，互相參照、互相影響30。
第一項 生理老化31
生理老化是每一個體均需經歷的過程與人生課題，無法逃避。生理老化隨著
時間改變，人體生理自然產生變化之歷程，又稱為身體老化。同時，生理老化與
改變，使得原有的機能退化，日常生活功能會受到影響。加上醫藥與科技的進步
使人類壽命延長，老年期占了人生的 1/3，更有必要對生理改變多加認識，以關切

30
31

梅陳玉蟬、楊培珊，
《臺灣老人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
（臺北：雙葉書廊，2005 年）
，頁 2-3。
黃富順、楊國德，前揭註 10，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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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機能隨年齡增加而趨於退化之現象。
一、生理老化的現象32
基本上，生理改變的現象概分為一般生理改變、感覺系統改變及老化病理現
象等三大項，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一）一般生理改變的現象
主要有外在及內在生理之別。外在的生理改變是最容易感受到身體外觀上的
改變，例如皮膚皺紋、白髮等；內在生理改變，則是肌肉骨骼、心血管循環、呼
吸、消化、泌尿排泄、免疫、生殖、內分泌等系統的退化。
（二）感覺系統改變的現象
除一般生理改變外，感覺器官系統的老化衰退也值得重視。人類依靠感官與
外在世界互動，隨著年齡增加，感覺器官產生相當大的變化，而且有些退化也較
早。感覺器官包括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痛覺及運動覺的能力，除生
理功能的意義，在社會功能及社交活動的意義上更是重要，對其功能退化的現象
應多加認識。
（三）老化病理的現象
隨著年齡增長，發生疾病的機率增加。因為老化不是疾病，但是許多疾病伴
隨人體老化而生，例如阿茲海默症、帕金森氏症、骨質疏鬆、退化性關節炎、肌
肉萎縮、尿失禁、視力減弱、牙齒退化、荷爾蒙失調、疼痛等等，這些都是組織、
器官或生理系統退化的現象。
此外，很多老年人的死亡，係由於慢性病所造成，最常見的是關節炎、高血
壓和糖尿病。加上身體機能變差，遭受意外事件的風險增加，造成的後果也比較
嚴重，形成複合式的疾病。若對照國人十大死因來看，包括惡性腫瘤、心臟疾病、
腦血管疾病、糖尿病、事故傷害、肺炎、慢性肝病及肝硬化、腎炎腎症候群及腎
性病變、高血壓性疾病及自殺，也呈現逐漸累積到病症爆發而死亡的情形。
從另外的角度來看，老化的產生可分為主因老化及次級老化兩項。主因老化
32

黃富順、楊國德，前揭註 10，頁 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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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每個人都會發生，普遍而不可避免，可能來自基因的構造，故稱為生物性老化
或正常老化。這種老化現象可以觀察或察覺，例如頭髮變灰、變稀，視力減退、
聽力衰退、行動變慢等。次級老化則並非年齡造成，也不是普遍必然的現象，可
採取適當的因應措施以避免或防患之。
因此，就老化的病理現象而言，正常老化不是疾病，很多疾病是次級老化所
造成的。針對老化的相關疾病，可由早期診療延緩其退化，或以天然或人工組織
進行更換，以修復損傷。若能平時保健預防、早期診斷與治療，就可以提升老年
生活品質，減少疾病的發生以節省各種醫療支出。
二、生理老化的理論33
生理老化理念必須符合以下四個前提，才是可被接受的理論：其一、過程必
須具有普遍性，即各種生物體都必須經歷同樣的現象。其二、此過程的發生必須
是有害的，會造成生理功能的衰退。其三、此過程必須是漸進的，也就是功能的
喪失隨著時間而逐漸發生。其四、功能喪失必須是內因性的（自然發生）
，沒有辨
法由有機體本身加以矯治或更正。
依照這樣的規準，可以篩選出目前經常引用的生理老化理論來加以分析。而
且大體上，生理老化的理論概分為兩種主要類型：程式論和累積論，前者主張老
化是源自基因系統，特定的基因會導致生物的改變，最終導向死亡。後者認為老
化是生活累積的結果，個體在生活中遭遇各種變化經年累月對生理損害，引起功
能衰退或喪失，由此可分別說明生理老化現象與歷程的某些部分，也凸顯老化的
複雜性。
所以，在此區分生理老化的理論取向通常包括上述先天與後天、遺傳和環境、
預設的程式或是事件的累積等等不同觀點。以上述所列的條件來說，先天、遺傳、
預設的程式是較具普遍性的，正是目前生物科技要加強探究加以解釋的；至於後
天、環境、事件的累積涉及個人與社會的差異性，經由生理醫學分析討論，或可
進一步尋求改善，也是健康促進及醫療照護值得努力克服的重點。以下就這兩種
33

黃富順、楊國德，前揭註 10，頁 5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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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分別加以說明。
（一）先天遺傳基因之理論取向
此一理論取向以先天遺傳的基因程式為基礎，說明老化程的規律性和預測
性，強調個體生命與發展由遺傳基因所控制。此種程式論主張老化是自然現象，
認為在人類的各器官中，原本就潛伏老化因子，只要到達一定年齡，老化現象就
會自然浮現，主要的理論內容包括基因遺傳理論、細胞分裂理論、免疫系統理論、
新陳代謝理論等。
（二）後天結構損傷之理論取向
除了先天遺傳基因決定外，生物老化也在後天環境中累積而來。此一理論取
向強調身體機能的損害是由於生活中日積月累的結果，主張要避免老化受損，要
增強身體的修補機能，延緩身體功能的急遽衰退。此類理論認為老化是由日常生
活的關係而導致個體身體產生一些未預期之改變，從而造成身體機能的衰敗，主
要的理論內容包括耗損理論、交錯結理論、損傷修補理論、自由基理論等。
第二項 心理老化
大多數學者都認為老化的生理和心理是相關的，生理的老化影響到心理的老
化。以往心理學家的生命階段論總是過分偏向於幼年、童年和青少年的心理發展
的討論，因此，對老年時期心理發展狀況往往避而不談或模糊帶過，也因此生命
階段長度的劃分往往把中年時期和老年時期混為一談，宜將之區分並注意到每一
階段的獨特風格與對生命的挑戰34。
一、心理老化的現象35
個體心理老化係來自個體生理老化的結果。個體因生理的老化，使其感覺與
知覺產生變化，智力與記憶能力出現了改變，在人格與情緒上做了調整，以及對
心理健康產生影響，這些都是心理老化的重點所在。一般所謂心理的老化，是指

34
35

蔡文輝，《老年社會學》
（臺北：五南圖書，2008 年）
，頁 106-109。
黃富順、楊國德，前揭註 10，頁 7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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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在逐漸變老的過程中，所相伴而生的心理反應，亦即個體對老化的一種心理
感受以及對自我感覺到老化的心理表現方式。
（一）對「老」的心理感覺
個體何時感覺到自己「老」了，沒有人能指出確切的時間點。因生理老化的
過程，是緩慢而靜靜、持續的進行。個體對「老」的感覺，一定要等到各種內、
外在生理的變化持續而多面向的發生之後，引起自己的察覺，直至超過了閾限後，
才會承認自己「老」了。對於個體在何種情況下，才會感覺自己老了，或承認自
己「變老」了，美國成人發展心理學家懷特伯恩(Whitbourne)曾提出「生理老化與
自我認同的多重閾限模式」來加以說明。他指出老化的過程不斷挑戰自我的穩定
感，老化的多重閾限模式就在說明年齡改變與自我認同、因應過程、調適結果及
與年齡有關的行為改變關係。在此模式中，所謂閾限值係指個體因年齡改變而被
迫承認「老」的時間點。在此一閾限未達到前，個體並不承認自己已「老化」了
或是「老了」
，或甚至已有「老化」的現象出現後亦不承認。而一旦跨過了閾限，
個體就會承認老化所帶來的功能喪失，而開始改變自我認同，來加以適應。
在此模式中，所謂「多重」係指老化過程與身體的每一個系統有關，故沒有
單一閾限可以導致對老化的自我認同。個體可能會對某種功能的改變，如動作，
感覺到「老」
；但對另外的層面，如視力或智力功能，並不覺得老，或仍覺得年輕。
是否會跨過閾限，一方面需視老化過程的實際影響；或它對某特定而重要的功能
產生的影響。活動力對個體而言，可能尚非重要，因個體重要的樂趣來源，尚可
因靜態的閱讀活動而得到。故活動力的改變，如與視力或記憶的喪失相比，可能
與個體對環境的適應或自我認同沒有多大的關聯，對個體適應與能力有重要影響
的改變，才會對自我認同有所影響。而且個體間達到閾限的能力各有不同，有些
人快；有些人面對年齡的改變，影響相當小，甚或否認，個體到達閾限的時間點
是相當有彈性的。導致個體自我認同的改變，通常來自外貌、活動性及內在系統
的變化等三部分。
（二）心理老化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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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老化主要係受生理老化的影響而產生的一些心理現象，生理老化一般而
言類皆因外在或內在系統造成一些機能的衰退，而產生功能的退化與不足，此種
反應以消極與負面的居多。至於心理老化所表現出來的現象究竟如何，歷來有各
種的說法，歸結而言，正向與負向兩種影響都有，亦即生理的老化類皆為負面居
多，而心理的變化則可能兩者兼具。
1、正向的表現
由於歲月的推移、經驗的累積，對個體會有正面的影響。一般反應在情緒與
智慧兩方面。在情緒方面，越老越穩定，越能對自己的情緒加以掌握，不衝動，
達到所謂平心靜氣、平順溫和的狀態。在智慧方面，一般認為越老越顯睿智，而
有智慧的產出。智慧是一種來自經驗與生活淬鍊的結晶，可以應用於實際生活中
的一種智能。它可以表現在各種生活層面上，包括判斷力提升、解決問題能力的
增強。所謂越老越懂人性，越了解物性；越老越能洞悉因果，越能掌握事件的脈
絡。智慧與老化的關係，一直受到關注，我國俗諺有云：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嘴上無毛，辦事不牢」
、
「薑是老的辣」等，均在說明年長者是具有智慧的人，
也有很多民間的傳聞或生活軼事都指出智慧是老年人的特徵。
在實證性研究中，也有很多的研究發現年齡與智慧的發展有關。柏提斯和史
密斯(Baltes & Smith)兩人曾進行相關研究，發現有智慧的人中，多數為老人，但老
人不一定有智慧。老年人由於有較豐富的生活經驗，較有解決兩難困境的經驗，
有淬鍊解決問題的能力，故較有可能長出智慧，應係事實。
2、負向的表現
心理老化既來自生理老化，而生理的老化，又類皆為消極、負面的居多。因
此，心理老化屬於消極、負面的部分亦屬不少。如就得與失的觀點而言，一般的
研究類皆指出老年期失多得少。當人生在「得」的時候，往往顯現高興、快樂、
愉悅的心理與情緒；反之，面臨「失」的時候就會顯現灰心、失望、抑鬱等負面
的情緒。個體進入老年期，通常被視為走入「喪失時期」
，將不斷面臨健康的喪失、
動人容貌的消褪、經濟獨立性的失去、同輩親友的凋零、動作能力的減退、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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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會地位的喪失、智能與生動情感的衰退等，這些改變，均會導致老年人負向
的心理與情緒的出現。
二、心理老化的理論36
一般在心理老化常提到的理論有艾利克遜（E. H. 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危
機理論、佩克（R. C. Peck）的發展理論、認知行為理論、訊息處理理論、社會情
緒選擇理論、認知情緒發展理論、差異情緒理論及分離情緒功能主義者理論等。
（一）心理社會發展危機理論
此一理論係由發展心理學家艾利克遜於 1963 年所提出。他的理論來自佛洛依
德的精神分析學派，但對個性的了解從家庭轉移到變遷中的社會強調發展是個
體、社會與歷史的交互作用，亦即個體的發展係來自心理與社會兩層面，因此艾
氏生命發展理論的核心即在於個體、社會及歷史的緊密結合。他從生命全程的觀
點提出個體一生的發展可以分成八個階段，包括：嬰兒期、幼兒期、遊戲期、學
齡期、青少年期、青年期、成年期、老年期。
每一發展階段都有一種發展的危機。這是由兩個相對的心理趨向產生衝突而
來。個體每一生命階段的任務，就是要解決這種衝突，以促進自我的發展，而達
到成熟。如不能順利解決，將影響下一階段的發展。他使用「危機」一詞，並不
意味著有災難發生，而是強調衝突的解決，就可以使發展朝向任一方面發展，可
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
艾氏理論提出了個體在不同生命階段發展的關鍵，具有生命全程的發展觀，
對於老年期發展核心的看法，也受到不少學者的支持並輾轉引用，迄今不衰。但
艾氏的理論也被檢驗，有些學者指出對階段的觀念缺乏嚴格的科學描述及劃分，
故他的主張被認為是猜測性質；再者，一個階段的發展受阻，仍可在後期獲得補
償，艾氏的妨礙後期發展的說法也被認為過於武斷。
（二）發展理論
此一理論係由佩克在 1955 年所提出。佩克將艾利克遜的理論中老年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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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擴充為三層次，強調老年人為了心理發展順利，必須解決發展上的三大危機，
包括：1、自我分化與工作角色偏見的危機 2、身體超越與身體偏見的危機 3、自
我超越與自我偏見的危機。
基於上述，老人的發展任務，在於自我分化、身體超越與自我超越，才有健
康幸福的晚年。
佩克的發展論，事實上是對艾利克遜理論的補充與擴張，其提出的老年期三
大發展危機，對老年期發展任務的看法，也受後繼不少學者的支持與肯定，成為
進行老人適應問題與輔導上的依據與重要參考，有其應用價值。
（三）認知行為理論
從認知行為的途徑來探討老化，已越來越普及且被接受檢驗個體晚年生活的
一種良好的架構。此一觀點係來自認知行為治療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為伊利斯(A.
Ellis)、貝克(A. T. Beck)和梅陳保(D. Meichenbaum)。他們主張個人思考的方式多數
取決於他的感覺，亦即思想會引發情緒的反應。個體所以會對老化具有正向的態
度，可從認知行為理論上獲得了解。故美國前總統卡特(J. Carter)1998 年在其所著
《老化之美善》中指出：
「我是老人，但這是好事」這種對老化的正向態度，即來
自於對老化的認知。
認知行為理論就是試圖改變個體不適當的思考習慣，以減輕情緒困擾，包括
沮喪、生氣與焦慮等，以促進個人日常的適應。
認知行為的理論已被成功地應用在各種老年人的認知與情緒的問題上，包括
沮喪、記憶喪失、考試焦慮、慢性病的副作用、智能任務的表現以及反應的緩慢。
（四）訊息處理理論
訊息處理理論與認知行為理論，在了解因年齡的增加而導致功能的喪失，個
體如何處理與因應，都是相當有效的說法。所謂訊息處理係指個體如何經由感官
接受訊息、處理訊息、貯存訊息以及使用訊息的心理歷程。這是認知心理學對個
體處理訊息的心理歷程，所作的推論性解釋。從訊息處理的觀點來看，老年人在
問題解決及真實世界中，都是一個積極的處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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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認知情緒發展理論
老年人對於情緒的覺察、說明情緒的能力以及控制情緒的技巧等，都是個體
晚年認知活動的重要部分。有關對情緒發展及自我控制的關注和探討，與其他認
知行為或老化的訊息處理觀點比較，歷史甚短，屬於新近的議題。
有三種重要的理論，關注到情緒改變的動力，即卡斯坦遜（Carstensen）的社
會情緒選擇理論、拉伯維－威富（Labouvie-Vief）的認知情緒發展理論和馬格（Magai
& Nussbaum）的分離情緒功能主義者理論。前面二個理論同質性較高，故對拉伯
維－威富的理論不作探討。
1、社會情緒選擇理論
此一理論係由卡斯坦遜於 1990 年初期所提出，源自於康米和亨利(E. Cumming
& W. E. Henry)在 1960 年代初期所提出的撤退論。這是一種非病理學的探討，試圖
要在個體生命期中對社會動機各情感控制作明顯的連結，但不把晚年從社會活動
中撤退視為全面衰退或沮喪的信號，而主張晚年社會網絡的縮小是一種適應與正
常的老化模式，與情緒控制有關。此一理論主張社會互動係受三種初始動機所驅
使，包括尋求資訊、發展及保有自尊、和控制情緒。此三種動機在整個生命期中
均存在，但在不同生命階段的重要性不同。
2、分離情緒功能主義理論
分離情緒功能主義者的理論，認為個體的情緒包括各自分離的情緒狀態，自
出生以後，透過與環境或重要的事件互動而形成。隨著年齡的增長，個體的情緒
經驗就更加複雜。情緒是相當的穩定，經內化而形成人格的一部分，故人格與情
緒的關係相當密切，人格的改變通常來自重要情緒事件的發生。一般而言，人格
的改變是緩慢的，但如果出現了在情緒上有強烈影響的事件，則改變也可能突然
發生。
第三項 社會老化
一、社會老化的意義及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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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老化涉及個體與社會環境的互動關係，究竟它所涉及的範圍為何？又社
會老化會表現在哪些現象上？茲就社會老化的意義與現象兩部分分述之。
（一）社會老化的意義37
人類對老化的探討淵遠流長，但長久以來，一直偏重生理的層面，其後關注
到心理的部分，至於社會層面的探究，則遲至 1950 年代之後。社會層面的探討，
充實了對個體老化差異的了解，並且打開了個體老化研究的新視野，推進了對個
體老化全面的認識，進一步窺探個體老化的全貌，相當具有意義。社會學家漢德
里克斯和社會歷史學家阿欽伯恩(Hendricks & Achenbaum)說：
「老化是一種普遍的
現象，但藉由經濟、經驗和文化因素的介入，始能彰顯它的影響與意義。」可見
社會老化的探討是個體面對老化的因應與調適上重要的一環。
所謂社會老化係指個體進入高齡階段後，與社會互動關係的改變情形，亦即
個體從主流社會撤退或脫離的現象。個體在老化的過程中，與社會的互動關係，
有時非由自己所能完全決定，而是社會對年紀較大者的行為模式已設定了一種制
度，來規範他的行為，即社會已為老年人設定了一些行為的準則和規範。例如認
為老年人該從職場上撤離，而有退休制度的建立；或認為老年人該在家庭中含飴
弄孫，頤養天年，這些想法都會影響老年人的角色轉型與生活型態，進而決定其
與社會互動的關係。因此，社會的老化，不像生理和心理的老化，可藉由本身的
努力將老化對個人的影響減到最低，甚或扭轉為積極的一面。
基於上述，社會的老化，包括四方面的涵義：
1、社會老化來自生理與心理老化的結果
個體的生理和心理老化，是一種客觀的法則，為每個人所無法逃避的現象。
個體在歷經身心老化之後，其直接的後果，就是與社會互動的改變，人際關係的
弱化。亦即，老年人因生理與心理的老化，再社會化的能力減弱，因此，往往被
排除在社會生產的主流群體之外。1870 年代，由德國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首
相所主導建立了強迫退休制度，當時的想法，即在於對年邁不堪的老年人，使其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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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能有所保障。老年人在一生中已為社會工作多年，作出貢獻，期望其在老年
時能生活無虞，獲得安養，即對已工作數十年的老人應作一種生活上的回饋。但
此種制度，從另一種角度來看，也是對個體老化抱持一種否定、負面的態度。故
個體的社會老化，係來自生理與心理老化的結果，也是社會對個體身心老化結果
的一種回應，而使個體以退出工作領域的方式顯現。
2、個體社會老化的具體表現就是角色的中斷與次級角色的轉換
角色是指個體在整個社會系統中所擔負的一種職份。個體因擔負了一種社會
職份，就承擔了某種角色。角色代表一種社會地位、一種關係。與角色相伴而生
的是一種相應而來的權利、義務及行為規範模式。故角色也是人們對具特定身分
者的行為期望，它構成了社會群體或組織的基礎。
社會科學家很早就關注個體在老化過程中，角色的改變問題。如雷利、詹森
和佛諾(Riley，Johnson & Foner)就將「老化」界定為：經由社會角色的參與而累積
的經驗。角色可以幫助了解老化的過程和生命歷程的變遷。角色對個體所擁有的
社會地位作了規範性的指引，因此，在角色增加或喪失時，就形成個體生命過程
的行為期望。老年期所失去的角色，大都是相當重要的，然取而代之者常為次級
或輔助性的角色。
個體主要的角色在於職場及家庭。到了老年階段，這二個場域的角色均有所
改變與鬆動。在職場上，面臨退休，原有的角色喪失，即使再重行工作或擔任志
工，均為次一級或輔助性角色。工作角色代表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給個人聲名利
祿，使生命更有價值。個體退休後，取而代之者，往往是退休老人的新角色。在
家庭中，老年父母的角色也產生模糊化，權利與義務相當模糊不清，使老年父母
難以調適這種角色的中斷及角色的轉換，這些對高齡者的社會參與與關係，均會
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3、個體社會老化呈現相當大的差異性
個體社會老化的差異性來自三方面，即身人老化的差異性、角色改變的差異
性及再社會化的差異性。首先，就身心老化的差異性而言，社會老化是伴隨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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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心理老化現象而來。在身心老化方面，個體間在速度、程度等層面就有極大的
不同。有些人快，有些人慢；有些人反映在某種層面上，另有些則顯現在另外的
部分；有些人衰退幅度大，有些人則影響較小，故有人老當益壯，健步如飛；有
些人則癱瘓在床，無法照顧自己；其次，就角色的改變而言，有些人仍然持續工
作至最後生命期，並沒有中斷或轉換另一種角色，有些人則轉換另一種工作，仍
積極或活躍，或為部分時間的工作者，或擔任志工，有些人則完全離開原有工作，
賦閒在家，頤養天年，過著清靜無為的生活。再就再社會化而言，社會老化並不
是指社會化過程的結束，而只是社會化過程的弱化而已，亦即個體社會老化之後，
仍然持續可以再社會化。此種再社會化的情形，因人而異，有相當大的差異。有
人彈性大，易接受新觀念、新思維，積極參與學習，吸取老年的新知能；有的人
則墨守成規，保守頑抗、拒絕新知能、新行為及新觀念的獲取與調整，而無法適
應社會的發展與變遷。個體社會老化的差異性大，就是個體晚年生活型態、社會
參與、人際關係不同的重要原因。
4、個體角色改變的過程，依三階段進行
個體社會老化，最具體的顯現乃為角色的改變。個體社會老化，其角色的改
變，依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中年的角色穩定時期。個體到了中年期，一般而
言，生理功能已開始下降，生理的老化現象逐漸顯現，約在 40 歲左右發生，為個
體自身所能感受到或他人所察覺到。生理的衰退，會帶來心理能力的下降，亦即
再社會化能力的減弱。故已屆中年，一般不輕易更動原已具有的角色，中年在角
色上顯現了穩定固化的特徵；第二階段則為角色中斷或轉換為次級角色的時期。
此一階段，通常會遇到退休。退休意味原有工作角色的中斷，或轉換為次級的角
色。在家庭中的角色，也呈現弱化的情形；第三階段，則為角色的撤離。個體在
進入高齡階段，一般而言，體力衰弱，生活上無法照顧自己，需他人照護扶助，
或已無法擔任次級角色，可以說進入一個角色撤離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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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老化的現象38
個體社會老化會帶來人際互動及關係的疏離與減少，其主要的原因為角色的
改變。因此，社會老化的體現，即在於工作角色的中斷或次級角色轉換、社會地
位的低落、家庭角色的改變、人際互動的減少及社會生活參與的不足等，茲分述
如下：
1、工作角色的中斷或次級角色的轉換
工作角色的中斷或次級角色的轉換，主要來自退休，由於身心的老化，多數
人所面臨的重大挑戰就是退休。退休是人生重大的轉換，個人是否退休，何時可
以退休，依循社會制度而來，並非個體單方面可自由決定。由於工作，使個體扮
演了工作者的角色，伴隨而生的是金錢、自尊、自信及人際網絡的改變。退休會
使原有工作產生中止，導致原扮演角色的中斷，而使個體形成沒有角色的角色，
對個體的身心會有重大的影響。有些人在原有工作結束後，會轉換另一項工作，
或轉為部分時間的工作，或擔任志工。但不管是哪一種，其轉換後的工作，在整
個社會的主流中，往往是次一級的角色或輔助性的角色。
2、社會地位的滑落
所謂社會地位，係指伴隨社會角色而來的社會尊嚴與社會責任。一般而言，
社會角色重要，社會尊嚴與社會責任就高；社會角色不重要，社會尊嚴與社會責
任就不高。社會角色產生變化，社會責任與尊嚴就會相應發生變化。個體從中年
到老年，是社會角色發生變化的時期，也是社會地位轉變的時期。高齡期在社會
地位的轉變，其主要特徵，就是社會地位下降。高齡者社會地位下降，具體表現
在二個方面，即退休和社會對老人的歧視等。退休制度的建立，原具有人本主義
的色彩，體恤高齡者年老力衰，無法再勝任工作者的角色，故給予在工作達到一
定年限、年齡到達某一階段後，生活能有所保障的一種制度。退休制度的出現可
以說是工業革命後的產品，農業社會裡並沒有退休制度39。但是自 19 世紀末實施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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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富順、楊國德，前揭註 10，頁 105-109。
蔡文輝，前揭註 34，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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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其產生的狀況，值得檢討者有三：
（1）現代高齡者健康狀況已大為改善：
由於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醫藥水準的提高、營養的改善，現代高齡者的身
心健康已大幅進步，因而生命期不斷向後推移，故仍以一個世紀前，一般老人的
身心狀況作為強迫退休的指標，顯非適當；
（2）以實足年齡為退休依據，無法確
切代表其身心狀況：退休的決定，係以實足年齡為唯一指標。以實足年齡來作為
個人身心健康的代表，多數研究均指出並非適當。實足年齡代表個體經歷的時間
歲月，並非衰老體弱、能力不足的標記，故實足年齡並非身心健康的確切指標；
（3）
以年齡為指標，一體適用所有的高齡者，未顧及其個別差異：發展心理學家經由
研究發現，個體間發展的差異與年齡有關。年齡越大，個體間的差異度越大。在
高齡階段，個體間所顯現的異質性，達到最大。故高齡者在身心健康上有極大的
差異。退休制度採取以實足年齡為唯一標準的做法，一體適用於所有的高齡者，
無視於這種發展上所顯現的個別差異存在，顯然隱含所有個體到達一定年齡者，
均為老邁體弱、無法勝任工作者的角色，應勒令其停止。這種將年齡尺度及其所
隱含的對老年的觀點，強加給所有老年人身上的做法，其實已反映對老年人社會
地位的無足輕重。
其次，1930 年代之前出生的老年人，經由電子及平面傳播媒介的報導，事實
上已給老人建立了體弱多病、保守頑固、僵化固執的圖像，因此，把老年人視為
弱者，要給予憐憫照顧、關懷協助，這種對老人的偏見頗為盛行，甚至在整個社
會體系中帶來種種對老人的歧視行為。事實上，並非所有老年人均屬如此，且新
一代的老人，健康良好，教育程度，高經濟有保障，參與社會活動積極，已非 1930
年代之前出生的老人可比。但在社會上，仍普遍存在著對老年人的偏見與歧視，
導致個體一走入老年人的國度，在無形之中，被冠以「老年無用」
、
「老而沒有價
值」的印象，使個體進入高齡期後，社會地位大幅的滑落。
除了退休和對老人的歧視是影響老人社會地位的低落之外，其他包括：老年
人收入的減少，及不能正視老年人的價值與貢獻，也是助長老年人社會地位低落
的因素。因老年人已離開工作，雖有退休金的收入，但其替代率約為原工作時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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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 7 成或 8 成左右，加上其他福利津貼，退休者的收入仍明顯減少；再者，老
年人並非無用的人，他們往往有豐富的經驗，可以成為年輕人的導師，但社會缺
乏讓老人的價值發揮的平台，導致兩代的雙輸。因此，老年人的價值不獲社會的
肯定，也是老年人社會地位低落的助長因素。
3、家庭角色的淡化
個體社會老化的表現方式，除了退休，造成工作者角色的中斷，導致社會地
位的低落外，家庭角色的轉換也是重要的表現方式。老年人在家庭中，最重要的
二種角色就是父母和配偶。就父母角色而言，當家庭走入空巢期時之後，由於子
女已經長大，已具有獨立的人格，父母作為家長或監護人的角色也隨之淡化，亦
即父母不再對成年子女的行為負有責任，其撫養與教育子女的義務也隨著子女成
長而淡化。而社會對空巢期父母角色的期望，也隨之降低或終止。就我國情形而
言，老年父母與成年子女間的關係，父母常成為成年子女生活的幫手，負起照顧
或教養孫子女的責任，扮演隔代父母的角色或家庭的協助角色。總之，老年父母
在父母角色的權利、義務與社會期望上產生重要的改變。
在配偶角色方面，到了高齡階段，老伴是老年人生活的重要依賴，在經濟支
持、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上，老伴均發揮了子女無法替代的作用。在進入喪
偶階段後，無論男女都會面臨重大的打擊，對男性的負面影響高於女性。因男性
對於妻子有較多的情緒和生活依賴，而妻子往往會與好友及親近的家庭成員分享
自己的情緒。
4、家庭地位的削弱
個體社會老化的結果，使用在家庭中角色產生轉變，由具有重要權威的父母
角色，逐漸淡化。在經濟上，也由家庭中負經濟重任的角色中卸下；對家庭中事
務的參與或決定，老年人也逐漸退居幕後，甚或不再過問，扮演被告知的角色。
在東方文化中，相當重視家庭功能及親情，這種改變對高齡者的心理影響尤大，
有待好好引導，樹立正確的社會老化觀念，以降低其衝擊。
5、人際關係的疏離，互動的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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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從工作崗位上退休，因工作而產生的各種人際關係，將隨退休而逐漸疏
遠，甚至中斷。工作可以幫助個體結交許多朋友，也幫助個體安排每天的活動；
再次，由於子女長大離開、配偶死亡，這些現象，均會造成老年人人際互動的減
少，人際關係的淡化。
二、社會老化的理論
從社會層面進行老化的探討，一般係以個體在社會中的角色地位為探討的重
點，從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社會規範的要求出發，來闡釋社會與個體之間的互
動關係及角色變遷現象，提出個體社會老化的現象及因應的方式的觀點。
（一）微觀層面的理論40
微觀層面的理論，主要關注個體老化如何適應社會的問題。因此，這些理論
相當受到其他社會科學學門的影響，特別是心理學和人類學。不同的微觀理論對
正常老化的現象，提出各不相同的說明，但其共同點就是提出最適老化的假設，
及均著眼於個體在老化的過程中，應採取何種最好的調適方式。
1、撤退論
撤退論是在 1950 年代後期發展出來的理論，學者康米和亨利(E. Cumming & W.
E. Henry)在 1961 年依據他們在 1959 年所作的調查分析所提出，是第一個正式的
老化理論。此一理論係從功能論的觀點出發，主張老年人從社會活動中撤出對社
會及老年人均有益處。他們認為個體由於年齡的增長、健康衰退，對外界的活動
必然要減少，將其在社會中所占據的地位和角色空出交給年輕人，這是社會生生
不息的自然律則，這樣能避免社會體系的中斷，社會才得以永續生存發展；同時
這種作法對老年人亦有幫助，因其體力日衰已不適合在社會中活動，這是面對老
化最好的調適的方法，是正常老化的過程。
撤退論提出後影響至為深遠，常被引用為處理個體老化與社會互動的準則，
但撤退論亦受到不小的批評，包括：撤退是否足以作為一般社會老化理論的通則？
撤退是一種普遍的過程嗎？在所有歷史時代和各種社會中均應如此嗎？撤退是不
40

黃富順、楊國德，前揭註 10，頁 1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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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的嗎？對每個人都是如此嗎？它是老化的內在而自然的因素，或只是一種
社會的過程？以下的理論，就提出了對撤退論的挑戰。
2、活動理論
活動理論指出撤退論認為老年人與中年人的人理與社會需求是不同的，此觀
點是有問題的，因為並非多數個體都想從社會生活中撤退。對大多數的個體而言，
老年人仍然是盡可能維持活躍，如同中年一樣，這才是老年人自然而規範式的生
活方式，除非發生了個體所無法控制的事件，如生病、脆弱或家人死亡。
活動理論的假設有四：
（1）角色失去越多，活動參與量越少（2）越能維持高
度的活動參與量，越有助於高齡者的角色認同（3）所扮演角色的越穩定，越有助
於自我概念的穩定（4）自我概念越趨正向積極，生活滿意度越高。故活動理論指
出，最適老化，就是積極的抵拒從社會中退縮。當年齡漸大，個體應創造新的社
會角色，建立新的社會連結或強化既存的角色，來彌補某些角色中斷的缺口，而
非一昧的撤離。
其所參與的活動本質，及和其他參與此活動者彼此分享信任的程度，對老人
幸福感的增進是重要的，活動理論即主張裝備新的互動技巧，重新定位及修正新
角色41。
3、持續理論
持續理論的觀點是個體的正常老化並不會帶來心理或生理的疾病，正常老化
和病理老化是不同的。故從持續理論的觀點而言，撤退會發生，但並非不可避免
的現象，也不是一種功能調適的過程。撤退的發生，係來自內在或外在的病理因
素導致繼續的中斷，是一種非功能性的結果。
4、綜合探討
每一種理論亦都指出某些措施的介入對個體的最適老化是有幫助的。以撤退
論而言，它指出從大多數社會關係中逐漸撤退是適當的；而活動論，則指出要創
造機會使個體以新的角色來代替失去的角色，這才是重要的；持續理論的觀點，
41

謝秀芬，《家庭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臺北：雙葉書廊，2011 年）
，頁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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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認為要幫助個體獲得因應技巧，使其能夠將中年的活動持續至老年，或突破身
體及資源的限制，從個體內、外在均能維持持續性，這才是很重要的。
三種理論各有假設，也都有其立論依據，及依此而提出的因應策略。事實上，
老年期相當漫長，個體在此期間身心亦不斷地改變，如以生命歷程的脈絡而言，
可以將此三個理論應用在高齡期的三個階段，亦即持續理論可以適用於退休後初
期的生活狀況；活動理論可以適用於退休後中期的行為；撤退論則適用在晚期（高
高齡以後）
，老年人由於身體健康和心智的退化，宜從社會中撤退。
（二）中觀層面的理論42
中觀理論強調個體和社會體系的關係，將二者的關係嵌入理論中，將對個體
的關注轉到更側重社會的層面。
1、老年次文化理論
老年次文化理論，如同撤退論及活動論，也是建基在晚年角色的改變上，但
與其不同的是它側重次文化發展的社會理論，而有別於前二者建基於社會心理層
面上。所謂次文化，係指社會中某一團體的生活方式，既包括這個社會的共同文
化特徵，又包括某些獨特的、不為其他團體所具有的文化因素，這個團體文化就
被稱為次文化。
次文化理論係由羅斯(A. Rose)所提出，強調高齡者在人口特質、角色改變、生
理限制、社會參與的變遷等，都有某些共同的特徵，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價值體
係與行為模式，因此，很容易自成一個專屬團體；再加上社會大眾的偏見，促使
高齡者更加相互依賴，而與其他年齡層較少往來，進而易為人所排斥，甚至因刻
板印象，成為被隔離、歧視的團體。因此，在面對社會變遷時，老年次文化有其
不同的調適方法。
2、交換理論
交換理論主張社會各成員間的「交換行為」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基礎。社會互
相實際上就是一種交換行為，在交換過程中，會有利益問題。如果對利益不滿意，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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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沒有互動必要。故酬償是交換理論的基石。從交換理論的觀點來看，老年問題
的產生，就是因為老年人缺乏可交換的價值，故與其他社會成員的互動少，而受
冷落，即在於老年人缺乏給予他人利益。大多數老人所擁有的資源，與年輕人相
比，究屬較為不足，不管是在資訊、技能力量或持久性等方面皆然。因此從交換
的觀點，他們是較為不利的一群。在年輕人與老年人的交換中，二者在資源上是
不對等的。
3、綜合探討
中觀理論重視老年族群與社會其他團體間連結關係的探討，有其貢獻。老年
次文化理論強調社會視老年人為具有次文化特性的族群；交換理論則指出在交易
或交換時，時間及金錢和所關注的事務均要納入考慮。由於老年人在交換時所能
提出的資源較少，會導致他們在社會互動的退縮。事實上，交換的行為，不管是
在家庭或其他環境中，均不可能獨立於社會情境之外，社會結構中的政治、經濟
和文化的因素，會增強或限制交換的機會及物品，此即為鉅觀理論所要探討的部
分。
（三）鉅觀層面的理論43
微觀及中觀理論對老化的探討，均有其重要的貢獻，但二者均不能說明歷史
和快速的社會變遷對老化過程的影響。故社會學家提出鉅觀理論，試圖從歷史和
社會結構的觀點，說明對個體老化和人口高齡化的影響。
1、現代化理論
現代化理論由柯基爾和何姆斯(D. Cowgill & L. Holmes)在 1970 年代初期提
出。這是從現代化的情境，來探討社會變遷對老化和老人的影響。由於生產技術
的進步，會為個體及其家庭創造新的角色與地位，也會帶來對老年人的社會與文
化的效應。此理論的假設為工業化前的社會，對老人及其智慧相當尊敬，是老人
的黃金年代。但現代化過程，由工廠的工業生產取代了傳統的農業和手工業，就
降低了老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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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富順、楊國德，前揭註 10，頁 1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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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齡階層理論
年齡階層理論指出，社會常用年齡將個體分為高低不同的階級，而社會資源
的分配亦因年齡而有不同。老年人和年輕人皆屬於其各自不同的階層，故有不同
的待遇，各有其目前的社會角色；亦即社會成員進入某一年齡階層時，該階層的
權利與義務即為其所有。
年齡階層理論強調，老年是在社會機會不利的時期。當社會人口的動態（年
輕人少）與個體生命（生命期增加，晚年是失能與脆弱的）未能同步調整，就會
形成結構落差。落差程度視社會制度而定，如教育、職場、政府及家族等。年齡
階層理論依循功能主義主流社會學理論，相當強調社會角色及規範所造成的社會
秩序。
3、綜合探討
在現代社會中，社會歷程對社會中所有的人均會有所影響，不僅是高齡者而
已。工業化改變了物品及服務生產的方式及地點。教育興起，個體得以接受科學
技術的新觀念和實務，改變了家庭型態、文化價值及其他的社會制度。儘管工業
化理論有其缺點，但經過了兩世紀以來，在了解社會變遷對個體老化的影響，卻
頗有幫助，使吾人可以對變遷的型態與步調交互關係有系統性的思考。
年齡階層理論，有助於了解年齡結構及世代對社會改變的影響。它強調年齡
對社會制度的影響，個體不僅是受社會變遷的影響，也是促進社會變遷的力量之
一。

第二節 社會福利概論

第一項 社會福利的意義
「社會福利」一詞，根據美國社會工作人員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簡稱 NASW)的解釋認為：社會福利在一般情況是指，政府與民間機構為
尋求防止、減輕、解決社會問題或改善個人、團體、社區之福利的各種有組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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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社會福利一詞也可以從理念和服務的內容來加以解釋，所謂理念上就是指它
是一個解決社會問題，維護社會安全的一種制度，藉由社會福利的推動，讓社會
上弱勢族群可以得到生活上的照顧，以防止社會的不安；而其內容，依性質可區
分為財稅福利、職業福利和社會性的福利；在實務上，社會福利部門所服務的對
象涵蓋甚廣，幾乎是從出生到死亡，從搖籃到墳墓，只要跟人民生活問題有關的
事情，都看得到社會福利的蹤影，例如兒童福利、婦女福利、身心障礙者福利、
青少年福利、老人福利、急難救助等等。
因此，社會福利是有關歷史性、現實性的社會福利政策與實務活動措施，也
就是與國民生活有所關連的一切政策與措施。
從廣義的社會福利而言，社會福利涵蓋意識型態和實際服務二個層面，也就
是社會福利觀念和社會福利內容，涵蓋一般國民生活有關的一切政策和措施，或
人類潛能發展的綜合性責任。
但就狹義的社會福利而言，它的服務對象則侷限於對特定的社會弱者或者不
幸的國民，給予物質或金錢上的救助，並不包括一般的國民。其具體的服務內容
包括生活照顧與輔導、就業與更生輔導、醫療保健服務、住宅或家庭服務、教育
服務、社會參與服務等等44。
事實上，對社會福利的解釋可以有五種不同的取向：(1)從民間活動或歷史發
展的角度來看，社會福利是一種慈善的助人活動；(2)從功能目的的意義來理解，
即將社會福利視之為一種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或制度；(3)從文化或文字的意義來
理解，即將社會福利視之為一種民眾的福利；(4)從政府政策、制度與行政的角度
來理解，即將社會福利視為當代社會制度、政府政策與行政的一部分；(5)從學科
領域的角度來認識社會福利，視社會福利為一個學門而探討其範圍。
一、社會福利是一種慈善的助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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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旐濤、戴章洲、黃梓松、辛振三、徐慶發、官有垣、黃志隆，《社會福利槪論：以老人福利為
導向》（臺北：心理出版社，2008 年）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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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接受高等教育或專業訓練的多數人民而言，社會福利的性質與意義接近
於對貧困者的協助與救濟。事實上，在社會福利發展的初始階段，個人的慈善性
救助活動或是宗教組織的慈善性救助都是由社會中一群人志願的協助另外一群人
(受助者)獲得更佳生活水準的情況，而是一種慈善性的助人活動。
這種將社會福利意義認知或理解為對貧困者之救濟，一方面乃係受到歷史文
化傳統的影響，同時也是受到字面意義暗示效果的結果。這種慈善式的助人活動，
從傳統、社會福利發展初期的、由個人或宗教團體所支持的慈善救濟，到由政府
鼓勵、政府支持的救濟活動。甚至，在一些地區或國家(如香港，或六 O 年代以前
的臺灣)，則延續將對象限制在特定(貧困)對象的救助，尚屬人道活動的性質而非
普遍性的社會制度。
二、社會福利是舒緩解決政治、社會、經濟問題的方法
從歷史發展的傳統來看，現代社會福利制度乃源於人類社會的慈善救濟，即
對貧困、老弱、殘疾、孤寡者予以協助。到了十九世紀，因社會結構及生產制度
改變，傳統的民間志願式、由個人或宗教團體所支持的慈善救濟，無法兼顧全面
性的社會貧窮問題與非人道現象，亦一再出現激烈的勞資抗爭活動，乃有社會改
革者基於人道精神、及尋求社會進步與政治安定的目標，推動社會政策與社會福
利活動，倡導及立法由政府介入提供制度性的保護與救助，藉以解決政治、社會
與經濟問題。
換言之，從問題角度來看，社會福利乃在於回應社會、經濟、政治問題。就
英國、德國的歷史來看，政府介入社會福利事務是一種回應當時社會的干預行動，
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工業革命初期，一方面企業對機器生產的諸多條件尚欠缺
全面掌握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在「利己心」的基礎上，企業或工廠以任何可能的
方法來降低生產成本。降低成本的主要方法為運用童工、不安全不衛生的工作環
境，以及在按件、按時計酬的工資制度中，工人的生命沒有保障，甚至處於慘絕
人寰的環境中。政府採納了當時一些社會改革者所提出的一些社會改革主張，即
為現代社會政策(當時是社會行政)的起源，透過社會福利制度解決當時的政治、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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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及社會問題45。
三、社會福利是追求幸福的方法
社會的概念有兩層的意義，在多數的情況中，社會意指達成幸福的方法、手
段或機制是「社會性的」
，亦即透過社會中他人的協助，或社會中人群們的互助合
作而達到幸福。在某些情況中，特別是在回應社會變遷所產生的社會結構性新興
社會現象與問題時(如十九世紀的工人貧困問題、1990 年代的新貧問題)，社會福利
也包括預防社會問題惡果的努力。即社會福利具有追求幸福的意思。
其次，社會亦表示這種福利具有社會主義、社會改革的精神，亦即相對於資
本主義，以及相對於透過自由競爭運作機制而達成幸福的方法，即社會福利具透
過社會改革或人群相互合作的方法促進人類的幸福。
四、社會福利是政府干預、資源再分配以促進人群幸福的方法
政府介入社會福利領域之後，社會福利乃成為制度性的合作機制，甚至再分
配機制。透過政府規範、主導、運作的機制(如透過社會保險制度收保費及提供給
付；或透過稅收與公共服務機制運作之)，協助人們在面對風險(如失業、疾病)、
困境時可以獲得協助。此時，社會福利更具有國家法制與社會制度的性質。也因
此，
「社會福利」乙詞有時會與「社會政策」交互混用。在這樣的概念意義中，
「社
會政策」中的「社會」是用以相對於其他的政策領域，如外交、國防等。
至於所謂的「社會」領域究係指哪些範圍呢？當然，社會福利在不同國家、
不同時代中也有不同的意義。當代多數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是指促進國民福利、
具再分配性質的政策，而可能包括不同政府單位的政策。在英國及多數的歐陸國
家，社會福利是指所得安全、醫療衛生、社會性住宅以及由社會工作者和其他專
業服務人員所提供的個人性社會服務。而在美國，則指國家提供的、必須經過資
產調查的殘補性救助。在我國，此一概念範圍的社會政策，可以包括勞工安全、
就業、健保、年金、貧濟救助、國民(及弱勢)住宅及福利服務。
而如果從國家政治分工的角度來看，
「社會」的情況指的是政治分工上的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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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易駿，《社會福利概論》（臺北：洪葉文化，2011 年）
，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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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局處)名稱及職責。此更高度與各國歷史傳統、政治思維而有差異。如在九Ｏ年
代的瑞典，
「福利部」所主管的社會領域包括醫療衛生、社會事務、勞動就業、住
宅、教育及文化。而我國中央政府的社會福利部門，往往指包括行政院勞委會、
行政院衛生署、內政部兒童局、內政部社會司。
五、社會福利是一種有意識之集體性目的之行動
所謂的社會福利不但是政府的政策或制度，更是國民共同的合作、一種集體
性、有目的性的行動，而透過政府政策作為干預的方法，以追求更好的生活福祉。
就社會福利制度的運作來看，無論是透過稅收體系而對特定人口群的給付或
服務，或是透過社會保險的所得再分配(如醫療保障)，其中均涉及到支付資源(繳
稅或繳保費)，而必須建立在國民的認同(至少是其代表的同意)之上，即表現出國
民集體意識的行動。
而這種國民的集體行動更涉及到國民對行動目標與方法的選擇與共識。而共
識的形成往往建立在社會價值取捨之上，更意指著社會價值上的共識。在社會福
利的價值觀點方面，滿足福利需求、追求社會之公平、平等、安全是較常出現的，
或是較易成為共同的目標與共識。而在這些價值共識中，形成集體性的行動，即
構成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與輸送，且國民支持及遵循在社會福利的制度中。
六、社會福利是預防困難與不幸的方法
當社會福利成為一種集體性的社會目的以及社會制度時，社會福利的效果則
從解決問題延伸到預防問題、預防個人及家庭的困難與不幸。
社會保險、社會津貼以及福利服務均有預防的功能。社會保險中的老年給付
與失業給付，雖在被保險人面對所謂的社會風險(即年老、失業)，符合條件後乃給
付，但是在這時間上，被保險人尚未淪入貧窮的困境中，而透過保險給付達到預
防的效果。在福利服務方面，透過對於有特別需求的個人，如發展遲緩的兒童提
供早期療育與整合性的專業服務，仍具有部分預防的功能。
七、社會福利是一門學科與研究領域
對多數人民而言，對社會福利的關心多集中於實質的給付或支付的代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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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福利有較多認識的知識份子或行政者、專業者，多將社會福利認知為社會
制度或政府職能的重要領域。但對學術研究與輸送社會福利的專業者而言，社會
福利更是一個研究領域，甚至是一門學科。
所謂學科強調的是一個特定的研究領域及具有體系、共識性的思考觀點。就
學科及研究的角度來看，一般而言，當代社會福利研究者對社會福利相關議題的
研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議題：社會福利與社會政策出現的社會狀態；社會福利
所要回應的社會問題，以及社會福利所要作用即達成的目標；社會福利政策決策
制訂的過程以及政策被執行的方式；社會福利與社會政策的效果以及形成效果的
決定性作用。
換言之，社會福利關心的範圍乃從社會現象、問題到政策方案，以及政策方
案的執行。至於現象與問題的範圍，則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中有不同的關心。至於
所謂的體系性的思考觀點，則包括對弱勢與困苦者的人道關懷，從結構角度探討
社會變遷產生的結構失衡與生活困苦，以及在社會運作失當下的個別性困境等46。
第二項 社會福利的功能
社會福利常被認為是只消費不生產，人們只看到有社會福利的結果，卻沒看
到沒有社會福利的後果；只擔憂社會服務的支出在成長，卻沒發現其他社會福利
對社會、經濟、政治的貢獻。以下分述之：
一、保障人民的尊嚴
透過社會福利方案與服務，使每個國民都能維持過得去的生活。使人們不需
要沿門、沿街托缽，而能獲得社會薪資。亦即，窮人不需要接受他人的禮物施捨，
而可以得到給付權利。雖然在當代社會福利體系裡仍然有部分給付帶有烙印成
分，如社會救助，但是，大部分社會福利是一種社會權。例如，以老年年金來保
障老人晚年的經濟安全；以職業災害保險來預防與補救工人的工作不安全；以社
會救助來維持貧窮家戶的基本生活所需；以社會住宅來讓無住宅者有安身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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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易駿，前揭註 45，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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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庭暴力防治機制來保護受害者免於恐懼等。據此，社會福利方案與服務可保
障人民的最低生活標準，獲得最起碼的尊嚴生活。
二、促進社會團結
社會團結是指個人經由文化與歷史橋接成為社會的一份子。社會成員間不分
種族、性別、身心條件等差異而有互惠與義務，相互容忍與慈悲。亦即，團結的
社會是互惠多於競爭的，公益多於私利的，公平多於差序的，協商多於威權的。
透過社會福利的所得重分配，縮短貧富差距；經由集體風險分攤機制，如兒童津
貼、公共托兒、公共長期照顧等，讓家庭照顧負擔減輕；又藉著全民健康保險，
讓所有國民享有基本的健康照顧；在失業保險之下，受僱者與雇主共同分攤個人
失業風險，維持社會和諧，讓風險社會化，而不是個人化。簡言之，社會福利如
同「桶箍」一樣將人民緊緊結合在一起，互相幫助，不要讓社會因財富分配不均
而相互嫉妒、仇視；讓社會成員緊密地結合在社會安全網之下，而非鬆散地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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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叢林中奮鬥求生存 。
三、發展經濟
社會福利的發展在公平與效率的困境中顛頗前進，公共經濟學最典型的例子
是：甲有 8 顆橘子，乙只有 2 顆，這是不公平。為了要達到公平，政府出現了，
將甲的橘子拿走 3 顆給乙，結果甲、乙理應都會有 5 顆。其實不然，乙只會得到 2
顆，因為其間會有歐昆（Okun）所說的漏桶（leaky bucket）現象。有一顆橘子會
在資源移轉的過程中不見了，即國家失靈（state failures）
，如行政成本、貪污、詐
欺、管理不當等。這就是為了公平必須犧牲效率，公共經濟學者稱之為公平與效
率的交換。然而，首先論者會質疑，為何一定會損失一個橘子？例如，以累進稅
來達到財富分配的公平，一定會降低人們的工作意願嗎？會降低多少？其次，憑
什麼甲一定要給乙 3 顆橘子？給 2 顆不行嗎？亦即，什麼是公平？給多少橘子
（稅）
才是公平（社會價值）？主張公平優先的人認為甲給乙 3 顆橘子才算公平。主張
效率至上的人會說甲乙兩人加起來享有 10 顆橘子（國家生產總值）是效率的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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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這就牽涉到以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s)作為福利國家的前提，其正當性並不足
夠，因為也會有國家失靈。市場失靈是指市場本身並不可能達到真正的效率。價
格系統（亞當史密斯﹝A. Smith﹞所說的一隻看不見的手）不可能反映外部性
（externality）
。例如，投資在教育上不只有利於個人，也有利於社會整體，但是，
個人的市場抉擇通常不會考慮社會整體利益，而是以有利於自己為出發。因此，
以效率之名的公共介入不可能真正有效率。據此，福利國家必須在追求公平的同
時考慮效率的犧牲最小。
不過，自由經濟學者多以為社會福利（公平分配）會造成經濟發展（效率）
的極小化。但是，沒看到缺乏社會福利的所得重分配效果（公平）
，是有害經濟成
長（效率）的。許多研究已證實，所得分配平均有助於經濟成長。經濟學者 Persson
與 Tabellini 研究跨國經濟發展發現「所得分配不均會傷害經濟成長」
。Benabou 對
菲律賓與南韓的研究亦發現較高的所得或財富不均會導致緩慢的經濟成長率，而
且較沒有效率。這與 Alesina 與 Rodrik 的跨國研究結論「財富和所得分配的不均度
越高，經濟成長率越低。」相符。林向愷的研究指出「當最低維生的消費水準亦
隨所得增加而增加，造成部分個人或家戶的儲蓄能力未能隨經濟發展而增加，將
讓這部分個人或家戶對社會產生負面的感受，甚至對社會產生疏離感。」這種疏
離感不利於經濟持續成長。蔡吉源研究臺灣的社會福利對總體經濟的影響也指出
「社會福利制度有利於勞動邊際生產力的提升。但是，社會福利支出應該不是以
大幅度增加的方式。」顯見，社會福利與經濟成長不相抵觸48。
四、社會控制
社會福利也有社會控制的功能，例如透過家族治療來修正失去功能的家庭，
以符合美滿家庭的主流思維；透過習藝所來矯正有工作能力的窮人；透過精神療
養機構將精神病人隔離於社區之外；透過工作福利來維持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作倫
理。就是掌權者透過權力來規訓那些與他們價值不相符的人們，遂行監控與常態
化的目的。亦即掌權者透過規訓技術(如監獄、精神療養院、習藝所等)將其意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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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強加在這些人身上，以達到淨化社會的目的。19 世紀的歐洲工業國家統治階級
常利用法律、醫療、精神醫學與社會政策等介入，執行家庭管制的功能，以達到
道德化、常態化、監護的目的。如今，資本主義國家透過社會福利進行紅蘿蔔與
棍棒的兩手策略的例子仍然很普遍。一方面提供社會滿足人民需求，另一方面要
求人民配合政府的作為，達到政治目的或社會秩序的維持。在此氛圍下，社會工
作者往往就成為壓迫窮人或異議份子的爪牙或打手而不自知。
從社會控制的角度來看，社會福利政策的確會被用來作為安撫窮人的手段，
而達成規制窮人的目的。亦即，社會福利演變成為社會抗爭的消音器。反之，當
一個社會抗爭越多，社會政策發展越快。
此外，在中南美洲、南歐、東亞、南亞常見的例子是福利侍從主義(welfare
clientelism)的操作。具有資源配置權力的政黨／政客，利用公共資源，如減稅、提
供額外服務、優惠等手段，以換取選民的支持。通常這些福利的「案主」是資源
相對弱勢的一方，如勞工、農民、退伍軍人、移民等。亦即，政黨／政客利用社
會福利將弱勢的國民納為「案主」
，形成依附關係，接受其控制，從中攫取政治利
益。一但這些政黨／政客下臺，這些福利就會因政黨輪替而被取消。這常常造成
社會福利體制建構的障礙，以及資源配置的錯亂。
五、政權合法化
歐康納（O，Connor）認為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支出具有兩方面的功能：
社會資本、社會支出。社會資本是為了私部門的獲利累積，用馬克思主義者的話
是間接地創造剩餘價值。其又可分為兩次類：社會投資與社會消費。社會投資指
在既定的勞動數量下增加生產力與獲利率的各種服務，如工業園區的設立。社會
消費則是指降低勞動成本與提高獲利率的各種服務，如社會保險。而社會支出則
是直接地促成社會和諧，亦即滿足國家合法性的必要，如福利體系對失業工人的
協助。亦即，國家透過社會福利的提供(給人民)，換取人民的(選票)支持，政權得
以正當化。
由於福利國家具有雙重與矛盾性質，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涉入資本累積與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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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功能。且幾乎每一種國家經費都涉及兩種目的，例如社會保險具有移轉性目
的，以支持勞工再生產(社會資本)，但是又具有安撫、控制剩餘人口的功能(社會
支出)。這種具有模糊性與矛盾性的國家支出，必然導致兩種結局：國家壟斷部門
的擴大，及經濟、社會與政治的危機。前者指壟斷資本主義越擴張，國家就必須
擴大其支出與方案以因應之，而創造出龐大的壟斷福利事業。後者指國家為了繼
續累積資本，必須同時擴大社會支出，國家只好將成本社會化。如此一來，私人
獲利與社會成本化間出現結構落差或國家財政危機49。
第三項 社會福利體制
由於社會福利是國家提供來滿足人民生存需求的方案，因此，社會福利是政
治、經濟與社會的產物，不同的意識型態與價值，就會有不同的社會福利界定，
這涉及了福利資源到底「要給誰」
、
「給什麼東西」
、
「怎麼給」三個部分50。美國學
者威林斯基與李彪克斯(Wilensky & Leabuex)將社會福利界定為殘餘(補)式與制度
式兩種模型。英國的提默思(Titmuss)以歐洲福利國家的發展為基礎，兼顧美國的經
驗，將社會福利擴大為以下三組模式，這三組概念也成為後來葉斯平安德森
(Esping-Andersen)發展出福利體制論，所歸納出的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的基礎
架構。而晚近米吉利(Midgley)發展出來的發展觀點的社會福利，也被納入用來討
論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福利。
一、殘餘(補)式的社會福利
殘餘(補)的福利是指無法在自由經濟市場中賺取薪資過活，且得不到家庭照顧
與支持的人，如同算術除法中除不盡的餘數般，需要市場與家庭以外的力量介入
補救。亦即，社會福利扮演家庭與市場常態供給結構破損後的補救角色，除非家
庭失功能或市場失靈，或者個人無法經由家庭與市場獲得生活的滿足，才由社會
福利體系來發揮殘捕的、暫時的，以及替代的功能。由於期待有施捨、慈善的意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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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福利受益者有被污名化、烙印化的傾向，而迭遭批評，最常見的是將女性與
兒童看做是福利依賴者。
社會福利的焦點是有問題的個人而非全民，其功能是彌補缺漏。社會福利的
對象包括自然的弱者，如老、幼、病、殘，以及人為的弱者，如戰爭犧牲者、關
廠失業者、性侵害與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族群歧視的受害者等。其提供的是經資
產調查的社會救助，也就是過去慣稱的貧民救濟。更精確地說是提供承襲自貧濟
法時代的「值得救濟的貧民」的救濟。提供福利給這些值得救濟的貧民一方面可
凸顯提供者的道德高尚，另一方面也彰顯其社經地位的優越。
殘餘(補)的社會福利主張者認為未經資產調查而提供社會福利給求助者，從道
德的角度言是說不過去的。因為社會福利會影響人們的儲蓄與工作意願，形成道
德危險。例如，人們預期有老人年金可領取，而不儲蓄防老；人們因有失業給付
可領而不怕沒工作。這也是工作福利或以福利促使工作政策主張人們要福利就要
工作的根源，例如美國的「貧窮家庭的短期救助」
。
而就社會福利的提供單位，認為社會福利不應替代家庭、市場，即使有提供
福利的必要，也應該優先考慮由志願部門去提供。基於此，主張政府規模越小越
好，讓人們憑理性與良知在市場中自由地運作其生產與消費，不需要讓「不知什
麼是最好的」大小官僚來干擾家庭與市場的運作。所提供的福利也僅止於社會救
助與社會服務，而且認為民間(非營利組織)、市場(營利組織)能做的，政府不做，
導致社會福利提供呈現較高程度慈善化、民營化與商品化。
這是葉斯平安德森所說的自由主義的福利國家的社會福利，其代表是美國、
英國、加拿大、紐西蘭、澳洲等。但這並不表示上述國家沒有工業成就模式的社
會保險，例如美國的老年、殘障、遺屬保險也是屬於工業成就模式的福利。英國
的國民健康服務屬於普及式的社會福利、年金保險則兼具普及式與工業成就模式
51
的福利，加拿大的國民健康保險也屬普及式的福利 。

二、工業成就模式的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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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名思義，社會福利被看作是經濟的附屬品，其給付應該論功行賞，依每個
人的功績多寡來決定可以獲得多少福利。功績表現於生產力的高低，其道理衍生
自激勵、勤奮、報償、階級與群體歸屬的形成等心理學與經濟學基礎，因此又被
稱為侍女模式或功績特殊模式。
工業成就模式的社會福利最典型的例子是歐洲大陸國家，如德國、法國、荷
蘭、奧地利等以職業別的社會保險體系，如附加年金、職業年金等。在臺灣則是
勞工保險、公務人員保險、軍人保險、勞工退休金等。
以社會保險作為社會福利的主要內涵，非就業人口，特別是婦女常被排除在
社會保險保障之外，或只能以眷屬身分成為社會保險的給付對象，而不是依個人
的社會公民權身份取得權利賦予。因此，婦女的福利主要依賴為保護母性、家庭
與勞動力再生產而有的相關給付，如家庭津貼或兒童津貼。為了鼓勵母親留在家
庭扮演照顧者角色，而使國家介入兒童日間照顧、家庭服務的需求相對降低。但
是，為了維持勞動力的供給，兒童津貼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至於其他非就業人口
的經濟生活保障大量依賴社會救助，形成社會福利的一國兩制，
「有工作者有保
險，沒工作者只能靠救助。」其中沒工作者大部分是女性，因此也形成社會福利
的性別化(男性化)，或者是性別化福利國。
三、制度式的社會福利
社會福利本身被認為是現代社會制度的一環，扮演工業社會常態的第一線功
能。意即社會福利不只是解決老弱婦孺的社會問題，而是預防與降低個人與家庭
遭遇社會事故，如生育、疾病、傷殘、失業、老年、死亡時所可能帶來的生活危
機。社會事故的概念深受 19 世紀工業化的影響，認為工業化帶來新的社會問題，
如職業災害、失業、退休、人口老化、工作與家庭照顧的失衡、疾病帶來的勞動
成本增加，以及勞動力的再生產等問題。而 20 世紀末後工業社會的概念來說，資
本全球化、工作彈性化、工作非典型化、工會組織的鬆動、管制鬆綁、貧富差距
擴大、跨國人口流動頻繁等現象，以超出社會事故所能描繪，用風險社會的風險
來形容這種現象更為貼切。據此，制度式的福利就包括社會保險、家庭津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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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住宅、就業服務、健康照顧、社會照顧、國民教育，人力資本、社會投資等。
制度式社會福利典型的代表國家是瑞典、芬蘭、丹麥、挪威等北歐國家。這
些國家的人民擁有英國學者馬歇爾(Marshall)所說的普及的社會公民權，亦即每個
國民不分男女老幼、職業身分均享有基本普及的社會福利，不因所得高低、職業
有無而區別福利享有的資格與身分。例如，缺乏就業經驗的老人亦可享有基本保
證的年金給付，不因過去過去就業經驗的有無或所得高低而被排除在國民年金制
度之外。兒童亦不因家庭所得高低而有家庭津貼領取權的差異。同樣的，國民健
康照顧亦不以職業別、所得高低，決定給付的多寡與品質的良窳。同時為了性別
平等，不但支持女性就業，也設計符合性別平等的教育、親職假、兒童照顧與教
育服務、老人社會照顧等，以體現友善女性、兒童、身心障礙者、老人的社會政
策。
社會公民權在制度式的福利國家裡是人權的一部份，而非因工作成就賺來
的，這是制度式福利與工業成就式福利的差異。所以，制度式的福利具有去商品
化與對抗社會階層化的意涵。去商品化係指人們因權利(社會公民權)而獲得服務，
而非依賴市場以維持生計。而對抗社會階層化係指一個人的公民地位與階級地位
產生競爭，或甚至取而代之。福利國家本身是一個階層化的體系，例如俾斯麥模
式的社會保險國家以薪資賺取者為主要受益對象，非勞動人口就被排除在保障之
外，新的社會階層化因而出現。而北歐式的普及福利制度，公民地位取代階級地
位，舊有社會階層化被打破。
四、發展取向的社會福利
上述的這三種社會福利體制都以工業先進國家為背景來討論社會福利，社會
福利的功能被視為是為了解決經濟發展後的新興社會問題，如此說法無法涵蓋南
方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福利。米吉利(Midgley)的發展觀點補足了福利國家的討論排
除發展中國家的缺失。第三世界的社會福利不只是一種福利服務與安全網，而且
是攸關民生與人權。社會介入對經濟發展有正向的作用，尤其是二次戰後的第三
世界國家，透過社會福利方案的提供除了消滅貧窮與提升人民生活水準之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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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於經濟發展。其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投資在公共服務，如教育、營養與健康照顧能讓人民提高所得。例如
普及教育可以培育出更多的技術工人，有助於經濟發展。
（二）投資在與經濟和社會基層建設有關的物理環境改善如道路、橋樑、灌
溉、飲水系統、學校、醫院等，有助於經濟與社會發展。例如，有良好的交通設
施有利於勞動力流通，對經濟生產有助益。
（三）發展對需要幫助的人們就業或自僱有關的方案，有助於找到生產性的
工作，這遠比長期給予窮人社會救助更有利於經濟發展52。
第四項 老人福利內涵
老人福利內涵
老人是福利服務傳統中的重要對象，過去的老人福利著重孤苦老人的收容安
置，而隨著少子化、家庭結構核心化等社會變遷，以及全民健保、國民年金等國
家社會福利政策的推行，老人的福利需求已有相當的改變。一般而言，老人的福
利需求仍可分為健康醫療、經濟安全、教育及休閒需求、居住安養需求、心理及
社會適應需求、家庭關係支持需求六大面向，其中以健康醫療、經濟安全最為基
本。
但是老人在各項福利上的需求並不是均等的，乃是受到生理、心理狀態、社
會階層與家庭型態有呈現差異。特別是老人的生理、心理狀態並不是一夕之間由
「非老人」變化為「老人」
，而是逐步老化。但是在逐步老化的過程中，老人自身
及其家人未必是有意識、有查覺的，進而老人及其家屬往往忽略老人的老化，一
「老」是過程，不是病症。雖然老不
但察覺到「老」時，有時卻呈現措手不及53。
是病症，但不容否認，當歲月接近黃昏時，會比青壯年人有更多的食衣住行育樂、
生老病死苦難的需要與問題54。
當前的人口老化是人類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現象，聯合國調查報告指出，老
52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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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萬億，前揭註 47，頁 17-20。
李易駿，前揭註 45，頁 315-316。
蔡漢賢、李明政，《社會福利新論》
（臺北：松慧文化，2006 年）
，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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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60 歲以上)所佔比例的增加，是伴隨著年輕人(15 歲以下)所佔比例的減少；到
2050 年，世界上老人的數目將在歷史上首次超過年輕人，而且早在 1998 年時，較
發達的國家已經發生了年輕人和老年人相對比例的歷史性扭轉。這種人口高齡化
的現象普遍存在，將對社會的世代間和世代內的平等與團結有直接的影響，且對
人類生活的各面向皆有重大的衝擊。在經濟上，人口老化將對經濟成長、儲蓄、
投資與消費、勞動力市場、養恤金、稅收及世代間的移轉造成衝擊；在社會層面
上，人口老化將影響保健和醫療照顧、家庭組成、生活安排、住宅及遷移；在政
治上，人口老化將影響投票模式與代表性。在可預見的未來，人口老化的現象將
會持續不斷，老人權益與福祉的保障已成為國際社會所共同關注的一項議題55。
世界主要國家及組織揭示之老人人權內涵如下56：
一、1948 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及人權公約
依據 1948 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及人權公約，老人人權之意涵及指標包
括下列 3 項內容：
（一）老人應有維持基本生活水準之所得；
（二）老人應有地點、
設計及價格適當之居住環境；
（三）老人應有依個人意願參與勞動市場之機會。
二、1982 年維也納老化國際行動方案
聯合國於 1982 年在維也納召開第一屆世界老化大會，通過「維也納老化國際
行動方案」
，通稱維也納方案，該項方案係第一份引導思考及形成老化政策與方案
之國際性文件，並為 1982 年聯合國會員大會所接受。該項方案之目標在於強化政
府及公民社會之能力，以有效因應人口老化及解決老人需求。該項方案有 62 項行
動建議，包括：研究、資料蒐集與分析、訓練和教育、健康和營養、老人保護、
住宅和環境、家庭、社會福利、所得安全和就業等。
三、1991 年聯合國老人綱領
維也納方案被接受 9 年後，聯合國於 1991 年通過「聯合國老人綱領」
（United
Nations Principles for Older People）
，該綱領提出 18 項主張，並可歸類為獨立、參

55
56

黃源協、蕭文高，前揭註 27，頁 296。
《臺灣老人人權與實踐之探討專案調查硏究報告》
，前揭註 15，頁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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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照護、自我實現及尊嚴等 5 項主題，以宣示老人基本權益保障之共同目標，
這些主張係當代發展老人福利之重要指標，亦是國際老人福利所應追求之共同目
標(參見圖 2-1)。

圖 2-1 聯合國揭示五大老人福利目標57

五項主題 18 項主張包括58：
（一）獨立
1、老人應有途徑能獲得食物、水、住屋、衣服、健康照顧、家庭及社區的支
持、自助。
2、老人應有工作的機會。
3、老人在工作能力減退時，能夠參與決定退休的時間與步驟。
4、老人應有途徑獲得適當的教育及訓練。
57
58

《2008-2009 年監察院人權工作實錄第四冊：老人人權》
（監察院，2011 年）
，頁 3。
內政部社會司，<http://sowf.moi.gov.tw/04/15/15_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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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老人應能居住在安全與適合的環境。
6、老人應儘可能長久的居住在家中。
（二）參與
1、老人應能持續融合在社會中，參與相關福利的政策制定，並且與年輕世代
分享知識與技能。
2、老人應能尋找機會來服務社區與擔任適合自己興趣及能力之志工。
3、老人應能組織老人的團體或行動。
（三）照護
1、老人應能獲得符合社會文化價值、來自家庭及社區的照顧與保護。
2、老人應有途徑獲得健康上的照顧，以維持身體、心理及情緒的水準，並預
防疾病的發生。
3、老人應有途徑獲得社會與法律的服務，以增強其自治、保護與照顧。
4、老人應能夠在人性及尊嚴的環境中，適當利用機構提供的服務。
5、老人在任何居住、照顧與治療的處所，應能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包含了
對老人尊嚴、信仰、需求、隱私及決定其照顧與生活品質權利的重視。
（四）自我實現
1、老人應能適當地追求充份發展的可能。
2、老人應有途徑獲得教育、文化、宗教、娛樂的社會資源。
（五）尊嚴
1、老人能在尊嚴和安全感中生活，自由發展身心。
2、老人應不拘年齡、性別、種族、失能與否等狀況，都能被公平的看待。
四、1992 年老年宣言
聯合國於 1992 年通過「老年宣言」
，除期望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學校、私人
企業能在社會相關活動上合作，以確保老人得以獲得適當之需求滿足外，並訂定
1999 年為國際老人年，希望透過各方合作，共同創造一個「不分年齡，人人共享
的社會」
。該項宣言亦指定 1999 年為「國際老人年」
，提醒各國政府結合個人、家
52

庭、社區、學校、民間企業及媒體，採行住宅、交通、健康、社會服務、就業、
教育等因應策略。
五、2002 年馬德里老化國際行動方案
繼國際老人年之後，聯合國於 2002 年在西班牙馬德里召開世界高齡化會議，
再次確認老化不僅係個人之議題，亦為社會之議題 。該次會議針對維也納方案進
行修正且通過新的行動方案：
「馬德里老化國際行動方案」強調人口老化之政策，
應從生命過程發展觀點及整個社會角度作檢視，呼籲各部門之態度、政策及作法
均需改變，以便在 21 世紀中使老人能夠發揮巨大潛力，進而使更多老人能夠獲得
安全與尊嚴，並增強參與家庭及社區生活之能力。該方案為世界各國擬訂老人健
康政策之主要參考架構 。
六、其他
（一）歐盟基本權利憲章（2000 年通過）第 25 條：歐盟確認並尊重老人享有
尊嚴與獨立之生活，及參與社會及文化生活之權利；第 34 條：歐盟依相關法律規
定，確認並尊重於年老情況下，享有社會福利及社會服務。
（二）歐洲社會憲章（1965 年生效，修正案 1999 年生效）第 2 部第 13 條略
以：任何沒有足夠經濟來源的人有權享受社會及醫療援助；第 14 條：每個人有權
享受社會福利服務；第 23 條略以：年長者受社會保護的權利。
（三）歐洲社會憲章附加議定書（1993 年生效）第 4 條略以：年長者受社會
保護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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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老人安養倫理基礎
老人安養倫理基礎

第一節 中國傳統思想
俗諺云：
「百善孝為先」
。從本義與起源上來說，孝是子女善事父母。
「孝，善
事父母者也。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
（
《說文解字》
）
；
「能以事親謂之孝」
（
《荀
子‧王制》
）
；
「慈惠愛親曰孝。」
（
《逸周書‧謚法》
）
；
「孝，好也。愛好父母也。」
（
《釋名》
）
。換言之，孝道就是子女對於父母應盡的倫理責任。
孝道在華人社會是最根本且重要的倫理道德，其指的是子女與父母間應對進
退的一切行為規範。然而，這樣的孝道文化有其生成的根源因素。孝道文化的產
生原因：1、若從社會經濟環境來看，其為農業文明社會的道德結晶。因為農業相
較於遊牧或狩獵更能為人們生活提供穩定保障，其恰做為尊老、養老以及孝觀念
的產生之物質基礎。2、若從社會制度環境而言，則為血緣宗法社會的直接產物。
血緣宗法制乃是以天子為塔頂發衍而下的一套塔層組織體系，天子在政治上是天
下的共主，在宗法上又是天下的大宗，其餘嫡子、庶子等餘子則為小宗，小宗要
對大宗歸依和服順，孝便扮演了重要的角色。3、倘若是從狹義的文化環境來看，
則孝反映的是對祖先崇拜。祖先崇拜對孝的形成有極大的催生作用，最早是以氏
族團體、部族團體的共同視先，而後才漸演成家族、家庭的祖先崇拜。從心理根
源來說，幾項因素促成祖先崇拜觀念的產生，一是戒慎恐懼，惟恐得罪祖先靈魂，
祖先會降禍於己；二是希冀祖先護佑，降福於己；三是表達對祖先的緬懷之情；
四是追顯祖先功德以勵後人。祖先崇拜隨著祭祀活動的發展與制度化不斷強化了
孝的觀念，兩者的伴生關係遂演變成互相豐富的結果。
從歷史學的角度，孝道之所以發展有以下因素：1、孝的觀念是歷史上自然產
生的，而非任何一位聖哲賢人所創造的。孝道在不同歷史階段表現的特點不同，
也被該時期的社會歷史狀況所決定。2、孝道做為統治階級的工具，此一事實在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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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中不斷重演。3、父權制是孝道唯一的基礎，其維護的是父子相承的宗法血親制
度。4、孝觀念本來是自然的「親親」之情，無論社會如何演變，親親之情的本質
都是存在的。
孝道與儒家倫理思想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孝和以孝為主的宗法道德規範大致
於西周時期確立。當時周人對孝的規定有二：一是奉養、恭敬父母，二是祭祀先
祖。孔子則對周代所倡行的孝德再充分加以發揚，使之成為系统的倫理體系。他
將所有德目重新定位，並將「孝」德確定為百行之本。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
由生也。」(《孝經‧開宗明義》)。孔子的「仁心」與孟子的「性善」
，使得孝道
在人性中有了內在法則的基礎；易傳的「天地之道」與中庸的「誠」
「忠恕之道」，
使人性上通天道，天人合德的思想遂完整了整個儒家孝道的根源。先秦儒家所建
立的孝道，後經時代演進遂成為整個華人文化的重要精髓，影響迄今59。
一般人認為孝道是天生（尤其是對親生父母）的原因有三：第一是種一廂情
願的看法。因為父母對子女愛護殷切，便會覺得（實是希望）子女也無條件的對
其加以關懷。第二是因為自小受扶養的過程中，多半耳濡目染地加以習得。第三
則是自小受到規範的社會化，不自覺地內化成盡孝的行為。
儒家對於孝的根源則與他們對於人及人性的看法相繫，認為孝道是天生的。
因為人天生就具有仁心，故「人之所以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
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事親，仁也；
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孟子‧盡心》上)。然而說孝道出自天性，
恐怕只是一種哲學理論的假設，未必可以科學地證明。況且，若是天性，則孝道
文化應該也非華人社會所有，而是四海之內均會發生的情形。人之所以行孝，並
非先天固有，而是後天習得。孝道在我們的文化中，雖然是基於一種傳統社會關
係基礎的客觀道德義務，但其形成與實踐更是與人的早期家庭親子關係及生活經
驗累積、社會的文化教化有關。

59

李真文，
〈傳統孝道與老人人權－兼論生命教育之推動〉
，發表於「生命教育學術研討會」
（2009
年 5 月 1 日）
，頁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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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恩」最常被視為孝道的主要動力根據。所謂的恩，隱含著子女負於父母
債的意思，其為一種償債之意。傳統孝道的觀念底下，我們會不假思索的接受了
這樣的命題，但若是親子間的衝突很大，或子女感受到父母不慈，則可能對父母
的感恩會減少很多。換言之，若以報恩來認定為孝道的動力依據，則對於那些未
受父母恩情，甚至受父母荼毒的可憐小孩而言，此種說法的說服力是不夠的。再
者，歐美社會僅有養育下一代的責任觀念，反而不像華人社會對於回報父母養育
之恩的觀念如此蒂固。
人行孝的動力主要出於敬愛心、報恩心及功利心。
「報」在傳統上來看，可說
是生命個體自我保護的倫理手段，由於其表現為家族中下輩對上輩的侍奉與尊
敬，所以又是維繫家族內部和諧的倫理機制。養親、尊親之行則皆出自於對父母
的敬愛情感。
《荀子‧君道篇》有言：
「請問為人子？曰：敬愛而致恭」
《孟子‧萬
章上》
：
「大孝，終身慕父母」
。此種愛敬之心，乃是受到父母對其有愛的激勵所生，
亦是仁愛、博愛的起點。至於，功利方面之說則反映在孔、荀等勸孝說詞。
「舜其
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
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
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
祐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中庸‧君道篇》
；
「老老，而壯者歸焉。不
窮窮，而通者積焉。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人有此三行，雖有大
過，天其不遂乎。」
《荀子‧修身》
，均表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雖然因孝而得
利之說恐有違儒家倫理思想，但事實上確實也有人因為這種因果利害關係而驅使
行孝的60。
而孝順不能等，若要避免「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的情事發生，
孝道必須落實於行動當中。對於實踐內涵，學者們各有側重不一的看法。楊國樞
（1988）以為孝道內容有 15 項：１、敬愛雙親 2、順從雙親（無違）3、諌親以理
（必陷不義）4、事親以禮 5、繼承志業 6、顯揚親名 7、思慕親情 8、娛親以道 9、
60

李真文，前揭註 59，頁 10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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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親無憂 10、隨侍在側 11、奉養雙親（養體與養志）12、愛護自己 13、為親留後
14、葬之以禮 15、祀之以禮。這些項目基本上已將所有傳統孝道的實踐內涵都含
括在內。葛榮晉則從正面及負面二方來談孝的內容，負面之意表示這些在現今的
社會變成可以討論或值得商榷的舉措，其包括：1、無違即孝 2、父子相隱 3、父
母在，不遠遊 4、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5、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
始也 6、厚葬久喪 7、孝感迷信和愚孝觀念。正面之意表示孝道在當今社會仍有其
積極價值，其包括：1、贍養父母 2、敬親尊親 3、諌爭即孝 4、尊老 5、將孝親與
濟國救民結合起來。
肖群忠則從「事生」與「事死」二方面來談。事生包含：一是養親敬親，二
是居常以禮、侍疾以憂，三是行之以順，諌之以理。事死包括：葬之以禮、祭之
以禮；繼志述事；大孝終身慕父母。以下分述之：
一、養親與敬親：
「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禮記祭儀》
「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肉，先生饌」
《論語為政》
。可見，養親是孝的最起碼
要求。除了這樣的基礎要達到之外，敬親顯然是要求高了一些。
「子游問孝，子曰：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論語為政》
「子
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辯？」
《禮記祭儀》
。故不唯能養，敬更是
孝的核心。
二、居常與侍疾：日常生活的一切應對對家中長輩表現出晚輩的禮貌。如「凡
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施必
有常，所習必有業。恆言不稱老」
《禮記曲禮上》
。若父母親有疾病時，則應多關
心，侍奉在側。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禦，食肉不至變
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禮記曲禮上》
「親有疾，
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禮記曲禮下》
。
三、順親與諌親：
「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萬章上》
「不得乎親，不可
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孟子離婁上》
，順從於父母長上，基本上是對
其寶貴人生經驗的敬重。然而，父母長上亦有過錯之時，子女則要委婉勸過。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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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幾諌」
《論語里仁》
「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愈疏，不孝也」
《孟子告
子下》
。因此，對於父母的過失及違背道義之行，若是不怨、不諌，甚至盲從，則
為不孝。
四、喪親與祭親：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孟子滕文公
上》儒家的孝不惟重生，亦重事死。但與其著重於喪事儀式，倒不如真正在心裡
與行為上保持追思，
「喪，與其易也，寧戚」
《論語八佾》
；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
事存，孝之至也」
《中庸》
。祭祀亦是發抒孝子女們的思慕情感之方式，
「曾子曰：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論語學而》
，同時宜在祭祀時應保持虔誠尊敬的心意，
「祭
如在，祭神如神在」
《論語八佾》
。
五、繼志述事：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中庸》
，此意謂在父
母先祖往生之後，繼承其遺志，或完成他們未完成的功業。
「子曰：
『父在觀其志，
父没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
《論語學而》
。可見，若能對長輩生
前志業加以延續甚至發揚，則可顯現子女真正的孝心。
由於傳統孝道涉及的行為面向甚廣，並且隨著時代變遷，有些孝行並不適合
於今日的社會規範。諸種孝行不外要把握「悅」
「敬」
「養」
「禮」等孝道的基本原
則。
「悅」的部分，即要做到「不辱、使無憂」
。要照顧自身的身體、專注於自己
的本份事（不論是學生的課業或一般人的工作本業）
，使父母不擔心操煩。再者，
注重父母的休閒娛樂與心理健康，以及發揮自己的才華貢獻於世，才不辱其生我
育我的大德。
「敬」的部分，即要做到「遵從、委諌」
。對父母叮嚀交代的事，若
是合情合理之事，則盡量順從其意。若是有不合情不合理的情形，則應委婉地與
之溝通勸改。
「養」的部分，則至少要做到基本的「奉養」
，除了物質上的滿足之
外，若有醫療需求時，也應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為其尋求適當的醫療服務。
「禮」
的部分，則要做到「符合社會規範」的要求。子女平時的照顧應確實關注到老人
的基本人權。再者，不論喪葬或祭祀，除了遵重父母生前交代之外，宜在合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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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規範的範圍內來進行61。
「孝」在中國文化思想中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它是維繫社會秩序，維護家庭
和諧、團結的重要意識形態。在傳統農業時代的父權社會中，這套文化設計是如
此的在人心中生根茁壯，在社會化過程中那麼的被強調，但在現今民主開放多元
的社會中，老年父母的權威不似從前，如何在劇烈社會變遷下，在傳統孝道觀念
與現代孝行間能找到一個平衡點，當是深思的課題62。

第二節 西方觀點
一、史坦恩(Lorenz von Stein)的社會和諧
史坦恩認為社會的概念是精神或物質兩大作用及其秩序所形成的有機體，因
此相對於社會秩序63就是社會變動的概念。我們要找尋能使社會和諧的方式，便要
由其社會變動的歷史過程當中去理解。一個社會從形成秩序開始，便代表其已經
建立某種確定的規則或分明的界限；但是人的意志是無限的，總是會在現行秩序
中持續創設新的資源分配方式與或企圖建立新秩序，以求自我提升，而這就是社
會變動，也就是人動態的社會生活，所以社會變動基本上是意志的作用。社會變
動的內容，就是在現行社會秩序中，人的意志在物質資源改變與調整中的過程。
這個變動過程會有兩個截然不同的發展方向，一個可能是和諧社會，在其中社會
成員得以結合成一體，形成共同的意志，這代表進步的現象，另一個可能則是病
態社會，在其中社會成員透過特殊利益的作用，演變成矛盾與對立，這代表社會
的危機。
史坦恩認為和諧的意義應端視社會變動本身而定，也就是各種變動要素之間
是否和諧，所以和諧的社會是一種動態的過程64。而社會要達到和諧則必須使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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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真文，前揭註 59，頁 105-107。
詹火生，《如何照顧年邁的双親》（嘉義市：嘉義師院，1994 年）
，頁 15。
社會秩序即共同生活中的個別人格不以自我的意志與行為，而是依據社會精神與物質兩大要素
的有機互動決定其地位與作用。Lorenz von Stein 著，張道義譯注，
《國家學體系：社會理論》
（臺
北：聯經，2008 年）
，頁 lxxiii。
Lorenz von Stein 著，張道義譯注，前揭註 63，頁 lxxix-l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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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相對提升，史坦恩提出了三個條件：
（一）社會自由
倘若每一個社會成員都以其勞動所得向上提升到較高的社會地位，就成為一
種社會自由的表徵。而所謂的社會自由是一種整體性的自由，不僅限於個人的自
由，而社會自由更不是一種靜態的狀態，應被視為一種過程。社會自由必須經由
三種型態的演進，才能表示有機的自由已經發揮功能，也就是從「無產自由」產
生「資源平等的自由」
，再進入「資源差異的自由」
，使社會地位以及其所擁有的
資源呈現差異。
無產自由的就是自然狀態的自由，對於個人而言是一種完全的自由，但卻不
是為所欲為的自由，即個人能依其意願與條件獲得財富，也代表個人內心對於財
富的獲取是不會受到限制的，而當個人依其意志獲取到財富後，就進入下一階段
的自由，即「資源平等的自由」
。在此階段每個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充分利用
所擁有的財富，此乃基於個人自主意志而來，也由此而生私有財的概念。而在共
同生活中，
「資源差異的自由」則是第三個自由階段，也就是在追求一種真實而平
等的自由。倘若任何自由的人都擁有平等以其財富及能力參與交易行為的機會，
進入交易互動後，所生必然的不平等的現象，才是資源差異的自由，而在不平等
中所產生的自由，才是真實的自由，也就是具有社會地位及資源差異的有機自由，
即「社會自由」65。
史坦恩特別強調，真實的自由與絕對的平等是不能劃上等號的概念，透過上
述對於自由演進的過程即可發現，他所認為真正的自由其實是具有差異性的，也
就是說其容忍，也承認在社會生活中，每個人隨之能力高低，對於財富的取得自
然有所差異，然而並不能將此差異便視為社會中的不平等，進而追求絕對平均分
配式的平等，如同共產主義一般，而是應使每個個人皆有追求差異的公平機會，
縱然差異是人類共同生活中無法磨滅的部分，然而追求改變的自由應該人人平等
擁有。簡言之，社會共同生活當中的每個人，皆應享有真實平等的自由能夠去追
65

Lorenz von Stein 著，張道義譯注，前揭註 63，頁 22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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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不平等的人生目的，此乃史坦恩所稱之社會自由66。
67

（二）社會勞動

社會自由的實現還必須透過社會勞動的支持，對於個人而言，個人勞動的結
果，必須在物質與精神資源之間取得和諧分配的關係，個人以其所擁有的精神資
源，進一步擴大其物質資源，為其精神資源厚植物質基礎；依此推論，社會勞動
的本質必定混合著經濟勞動與精神勞動，以提升經濟勞動到精神意志的作用，才
使得勞動具有更高的社會意義，那就是對於勞動的尊重，就是進步的秩序。因此
社會階級應進行社會勞動，上層階級透過勞動為較低社會階級創造資源，也為整
體創造財富，同時維持本身的社會地位與權益；下層階即透過上層所提供的資源
助益而向上提升。而社會類型亦同，透過社會勞動在社會秩序當中創造新的資源，
甚至進一步創造另一種生活秩序，促進整體提升。
68

（三）積極真愛

經由社會勞動才能實現的社會自由，也就是史坦恩所稱的文明，它既是一種
狀態，也是一種變動過程；文明的變動過程則是表現在造成文明狀態的力道，而
且是一種持續表現的力道，它本質是一種資源分配的原則，在這同時，也是社會
秩序和諧變動的象徵。從自由與勞動的關係中，自由是必須藉由勞動來實踐，而
勞動是奠基在多元分配的基礎，所以文明必然也表現在財富的多樣性，基於多樣
性也必然認同社會之中的上下層關係是符合道德秩序。所以文明的消極意義就是
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礎，而且也在創造不平等，也就是道德秩序的差異。而文明的
積極意義就是基於其差異性之下，人性必須提高到接近神性，也就是基督教的積
極真愛，在這種積極真愛下，上層階級以及有產階級能夠積極的貢獻一些勞動機
制，使得下層階級能夠有社會勞動的機會，並在道德秩序的社會中建構道德秩序
意義下的自由。也代表了史坦恩仍然務實的認為一個社會和諧變動的促成，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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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絢如，
《社會和諧與社會安全法制之建構》
（高雄：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1 年）
，頁 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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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自由與社會勞動的共同協力外，積極真愛的精神，才能確保上層階級願意無
私的奉獻與付出，而這樣的和諧願景，仍然僅有在基督文明的世界當中才有可能
實現。
二、羅爾斯(John Raws)的社會正義
羅爾斯是當代最著名的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作為西方近代文化的一支，是
最具支配性、主導性的意識形態，現在我們日常所謂公民權利的觀念，如人身自
由以及言論著作出版自由等等，都是拜自由主義所賜，到了十九、二十世紀，由
於各種思潮的激盪，以及長年不斷的抗爭，才使自由主義公民權的觀念進一步擴
大。羅爾斯的理論可以說是總結了西方三百年來自由主義的精華，因此探索其理
論所蘊含的公民權以及公民德性，就具有相當的意義和代表性69。
事實上，自由主義早已成為普及的思潮，在最根本的層次上它決定西方社會
人民的態度和觀點，自由主義是西方最具宰制性的意識形態。自由主義承認多元
價值，認定人類最重要的特性是：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給予個人自由
的空間追尋自己的生命答案的結果，必然會形成價值多元。因此自由主義肯定多
元，多元可以提供每一個人多樣的選擇，使個人可以在各種可能性中，選擇最適
合自己個性的生活方式。另外，自由主義賦予個人自由極重要的地位，一般認為，
對於個人自由的保障是自由主義政治的最高原則，保障和增進每一個人的平等自
由，使其能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政治活動的目的。自由主義強調自由這個
價值和其它價值衝突時的優先性，自由主義反對以任何公共的目的或福利為理
由，侵犯任何個人應有的自由權。所以在各種價值的排列次序上，個人自由凌駕
其它價值，只有為了自由本身，才能對自由加以限制70。
自由主義政治設計的目的就是希望在承認多元的前提下，包容各種不同的價
值主張和生活方式，也就是在差異中建立統合。因此，為了使不同的哲學、宗教
和道德主張，能和諧理性、互助合作地生活在同一個社會，這個社會所有基本制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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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福建，〈公民權與正義社會：羅爾斯公民觀念的分析〉
，發表於「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八
次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社會學研究所主辦，2006 年 5 月 26 日）
，頁 2。
林火旺，《羅爾斯正義論》（臺北：臺灣書店，1998 年）
，頁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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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設計，就必須依據一個不同主張者都能接受的指導原則，這個指導原則就是
社會正義原則71。
羅爾斯在《正義論》第一章就明白的指出：
「正義是社會制度的第一德行，正
如真理是思想體系的第一德行一般72」
。另外，羅爾斯也指出，他所謂的社會正義，
主題是社會的基本結構，也就是說，他所要探討的是社會的主要制度，對於基本
權利和義務以及分配社會合作的利益時，所應採取的方式。而主要的社會制度包
括政治制度、重要的經濟和社會設計。所謂制度指的是：定義個人職務和地位的
權利、義務、權力、免責權之公共規則體系，如儀式、審判、議會、市場經濟、
財產制度等；公共的規則體系則是指：每一個參與其間者知道這些規則是一協議
的結果，而且成員彼此之間也知道大家都遵守相同的規則，此種制度規則的公開
性可以保證參與者知道其行為的限制，以及彼此之間的應有期待。所以羅爾斯在
《正義論》中一再強調，他只關心社會的基本結構和主要制度73。
由此可知羅爾斯正義論當中所探討的「正義」理念，並非法律審判程序上的
公正處遇的原則，即非為程序的、形式的正義。他所要追求的乃是在社會中利益
與資源分配的正義，國家應以合理的差別對待提供給人民福利措施、個人權利保
護等相關機制，也就是實質的正義理念74。
在《政治自由主義》一書中，羅爾斯聲稱其政治正義觀的建構，其思想資源
是取諸於西方民主社會中的公共文化，在此一公共文化中潛藏著某些基本直覺理
念，即視社會為一個互惠與互利所形成的公平合作體系，而從事合作的主體則為
自由及平等的道德人。此道德人具有二項道德能力(moral powers)，分別是追求正
義感的能力，及追求、修正理性人生計劃的能力，依照此一特定的政治正義觀，
該社會中的人們為了實現上述兩項道德能力，必須依恃於「社會的基本善(social
primary goods)」
。這些社會基本善包括各項基本權利與自由，例如思想與良心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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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火旺，前揭註 70，頁 29。
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Massachusett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p.3.
林火旺，前揭註 70，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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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自由權，都是運用上述兩項能力所必須具備的制度性條件。此外，為了
實現自己的人生計畫，在教育、就業、醫療等必須確保給予每個人公平的機會平
等；而且，社會既然是一個公平的合作體系，那麼對於社會中處境最不利的成員，
必須持續的改善其生活境況，這些概屬於一個「良序社會」即羅爾斯的公正社會
所懸的理想75。
羅爾斯的政治正義觀主要內涵即以二項正義原則作為社會基本結構—主要的
政治、經濟及社會制度的根本規範，此二項原則為76：
第一個原則：只要眾人的基本自由彼此相容，那麼大家都應該擁有平等權利
要求最廣泛的基本自由(簡稱為平等自由權原則)。
第二、社會及經濟的不平等應予以適當規劃，使之滿足下列二項條件：
1、大家可以合理預期，這些不平等符合每個人的利益。
2、地位和職務對所有人平等開放。
正義第二原則在解決一般社會及經濟上被允許的不平等問題，羅爾斯認為社
會及經濟的安排必須滿足兩個條件77：
(a)各項職位及地位，在公平機會平等的條件下，對所有人開放(簡稱為公平機
會平等原則)。
(b)社會及經濟不平等的安排必須使社會中處境最不利的人獲得最大的利益
(差異原則)。
羅爾斯常以正義寓於公平來概括其理論，其主要的立意就是認為一個合乎正
義的社會，必須藉由適當的原則來規範其社會基本結構－即憲政基本架構及社經
主要制度等等。在此一正義社會中，依照第一項原則，每個人保有各項基本自由
權以及平等的政治自由權；依照第二項原則，則確保社會中的每個人教育、就業
的機會平等，進而依照差異原則來逐漸地改善社會中處境最不利的人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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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福建，前揭註 69，頁 4。
John Rawls，前揭註 72，p.53.
吳老德，《正義與福利國家概論》（臺北：五南圖書，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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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西方觀點之差異
中國受到傳統孝道文化影響，在思考倫理課題時，與西方人理性思考的模式
實有明顯的差別。東西方倫理在思考上，預設著不同的世界觀。羅爾斯的倫理思
考策略，乃基於預設著社會是由一群理性自利的個體所組成的共同體，在這個共
同體中，每個個體都享有基本同等的權利及分享同等的義務，並且這些個體互不
知彼此的情況，猶如有一層無知之紗籠罩，使共同體的成員無法分辨彼此身分，
如此，大家在思考共同體的分配議題時，可完全免於情感的羈絆。
羅爾斯的倫理思考係基於自由主義肯定個體的尊嚴和多元價值的前提，及由
彼此陌生的共同體成員所組成。在這樣的世界觀背景下所做的倫理思考都屬於理
性思考，不以私情或考量特殊的人際關係結構背景為前提。
受儒家思想影響深遠之東方人的倫理思考，係基於孝道文化與家族主義的世
界觀之前提，與前述西方人理性的倫理思考模式有很大的不同。所謂家族主義的
世界觀係將世界或社會視為由家族成員所組成的，家族主義的倫理乃一套為了維
繫整體家族親戚朋友成員確保永久美好的和諧的生活狀態，所設計的一套價值體
系和行為準則。這個家族世界觀係以具血緣關係的成員們為核心，非具有血緣關
係者間的互動，亦可類比核心成員間之倫理原則來進行。所謂天下一家，四海之
內皆兄弟姐妹也，其基本倫理原則乃「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
。
在進行倫理思考判斷時，需先考量情誼身分才能拿捏適當的對待禮節。涉及
與陌生人互動的情境，也需先將陌生人類比成家族主義世界中的某種身分，才能
進行有效的倫理判斷。由於家族主義世界觀可彈性調整而適用全人類，其倫理思
考判斷都在要建構長期美好的人際關係，對於僅想針對特定目的進行短暫互動的
情況而言就不切實際。由於我們受孝道文化和家族主義世界觀的影響極其深刻，
日常生活中的許多情境，都甚易基於家族主義世界觀的習性來進行倫理思考，而
與西方人建構的倫理原則產生矛盾衝突。
有鑒於一切倫理思考都係在某種世界觀預設的前提下進行，而由於講情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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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習性與西方理性的倫理思考模式有別，往往造成當代同時受東西兩種不
同倫理思考模式影響重大之人倫陷入嚴重困境。因此，當我們涉入倫理思考判斷
的情境時，必須省察我們所選擇的倫理探究途徑為何，其背後預設的世界觀又為
何，如此，才較可能降低陷入思考矛盾衝突而無效率的機率79。

第四節 對老人安養的觀念啟發
人類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發展，一直是國家長治久安的發展方針。在現代社會
當中，面臨社會的貧窮，階級的對立與紛爭，國家通常必須能確保藉由物質條件
的提供，使個人達成發展自由的機會，也就是提供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等項目，
保障人民之生存。如同禮運大同篇所言，真正的大同社會，是使老有所終，壯有
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並能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貨惡其棄
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的理想社會。換言之，國家
對於人民共同生活的終極關懷，是必須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能提供不同職業
別的人民，如勞工、農民；不同年齡層的人民，如老人、兒童；不同性別的人民；
弱勢的人民，如婦幼、殘疾，甚至是全體國民，不同面向的滿足與照料，使社會
更加和諧富足的。這樣的形象，是一般對於和諧社會的想像，也常被引用為人民
對國家福利事業的期盼與理想80。
社會正義是一個伴隨著社會安全議題的討論，經常交互使用的詞彙。對於正
義（justice）與公平（fairness）
、平等（equality）
，通常被使用來討論人民生活狀態
是否滿足，或社會當中的資源分配是否合理。若廣義的解釋正義，實際上的國家
作為，終極的目地皆是在追求社會的實質公平，認為人生而自由平等，貧富懸殊
是國家、社會制度不良所造成，也因此才須要國家造福人民，透過行政擴張扶助
社會大多數的中下層人民，使人民擺脫不平等的困境。
由於社會就是一群為滿足共同生活欲望而具有連帶關係的人，人類縱然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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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震、李明政，《社會工作思想與倫理》（臺北：松慧，2004 年）
，頁 185-187。
蕭絢如，前揭註 66，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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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之欲望，然而人的能力有限，以一己之力，絕對無法滿足所有需求，而將感
到生活困難，為了減少生活的困難，就必須互相協助、相互依賴，而由此所衍生
出連帶關係。然而要使人民能過著更好的生活，實現個人的自由，除了需要有個
人的人性的自主與德行，更要有一個穩定的社會基礎。因此，便需要減少社會中
不公平的產生。由於自由乃是一種行動力的發揮與人格的自由開展，惟有在平等
的社會當中才能使人們間存在良性互動，促使社會的穩定發展，自由權也才真正
有落實的空間。因此可謂一個社會的正義，必須端視是否能使人民取得實質的平
等，促進良好社會秩序的展現。而此類將社會正義與政治哲學對話的經過，仍然
可以發現「社會正義」被視為一個社會或國家目的至高性，由人民共同決策選擇
的社會契約，內涵便存在所有個人集體意志的展現，而透過正義原則的分析，實
踐正義更必須透過憲政民主制度的幫助才可能完備，十分突顯國家公權力所受到
的重視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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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變動中的老人安養及其省思

第一節 老人福利政策沿革

82

第一項 日據時期臺灣的老人福利政策

日據時期在臺灣推行的老人福利措施，沒有特別分為老人、兒童、殘障（身
心障礙）福利而分別收容或救助（濟）
。當時的社會福利只分為救貧與救荒，頂多
再加上醫療、敬老、老人教育等的福利措施而已。日人據臺後與老人福利事業有
關的法規政策，如明治 37 年(1904 年)總督府令頒布「臺灣慈惠院規則」
，統一救濟
院管理辦法。日本社會福利政策與制度，早期是偏重慈善事業，治理臺灣期間以
養濟院、慈惠院等收容無依無靠貧窮老人及殘障者，日據時期頒行「臺灣窮民救
助規則」
，採院內收容與院外救濟，凡年滿 60 歲以上衰老者或無謀生能力者，給
予收容或物資救濟。
第二項 政府遷臺
政府遷臺後的老人福利政策
一、光復後到民國 53 年的老人福利相關法規與措施83
我國對於老年人的照顧以及國家的老人福利政策發展，早期係以家庭成員做
為主要照顧者。光復後到民國 53 年間，政府依循在大陸時期的四大政策綱領，憲
法及社會救助法等大陸時期的救助。如民國 9 年的地方自治實行法規定「……老
年之人，或以 50 歲為準，或以 60 歲為準，隨地所宜，立法規定之，此等人悉有享
受地方供養之權利。」民國 13 年建國大綱提出「土地至稅收、地價之增益……皆
為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於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有育幼、養老……。」民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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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金，〈我國老人福利政策與立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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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育樂兩篇補述，第二章第二節養育問題，丁、老人問題，分為：
「老人退休問題、
養老制度、養老院等。」
政府於民國 32 年即公布「社會救濟法」
，是為首部與社會福利政策相關的政
府法令，該法適用的對象亦包括年滿 60 歲以上的人口群，著重經濟生活補助。民
國 34 年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四大社會政策綱領」
，包括：民族保育
政策、勞工政策、農民政策及戰後社會安全初步實施綱領等，係戰後社會福利行
政的主要目標，其政策精神已影響及政府遷臺後的社會福利行政。其中「戰後社
會安全初步實施綱領」有關老人福利部分，有下列兩項：1、戰後社會安全設施，
政府應舉辦社會保險，暫分：(1)傷害(2)老廢死亡(3)疾病生育(4)失業四種，得分別
或合併實施；2、社會救濟之對象，除老弱無依身心傷殘者應予救濟外，對於遭受
非常災變及因其他障礙，臨時失去生計者，尤應為緊急之救濟措施。
到了民國 40 年代前後，我國的三大保險體系，包括勞工保險、軍人保險，以
及公務人員保險分別成立，其中，勞工保險於民國 39 年開辦，緊接著「陸海空軍
人保險條例」亦於民國 42 年上路，而「公務人員保險法」則於民國 47 年獲得通過。
此三大社會保險體系涵蓋範圍皆包括老年給付，可算是我國政府對老人福利的保
障措施，惟其皆強調經濟上的補助，無法兼顧到老年人其他生活層面的照顧。
民國 50 年代以前的社會政策，僅有宣示性目的，實際的社會福利工作項目內
容不足，相關福利立法亦有限。臺灣光復，政府接收及整頓日據時期在臺灣的救
濟機構，辦理救濟工作，但初期仍以收容和貧民救濟服務為主。民國 36 年臺灣省
政府社會處成立，為簡化機構將各縣市救濟機構合併或撤銷；並於民國 37 年分設
高雄、花蓮救濟院。同年又於新竹市設立省立習藝所，以及在澎湖設立澎湖救濟
院。高雄救濟院於民國 38 年遷至屏東並改為屏東救濟院。同年又把接收日據時代
的慈惠院改組，併入各地公、私立救濟院。至民國 50 年底為止，臺灣省共有公立
救濟機構 6 所、私立救濟機構 26 所。民國 63 年把縣立彰化救濟院改為省立，連同
臺北救濟院及民國 60、65 年分別輔導臺中、基隆、臺南等設立市立救濟院，至民
國 70 年為止，公立者有 9 所，私立者 25 所。迄民國 65 年除臺北市外，臺灣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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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為因應社會需要，把各公、私立救濟院改為「仁愛之家」
。後來有些縣立救濟機
構，因業務內容變更，收容對象不同，因其他因素而改為省立，至民國 87 年因精
省而把省立仁愛之家全部改為國立仁愛之家。
政府早年對貧困或無家可歸之老弱殘障者，由省政府分北、中、南、東及離
島設立機構，給予院內安置。另對老弱殘障官兵之安置，於民國 40 年底，交由省
政府籌劃辦理，臺灣省於民國 42 年在新竹、臺南、屏東、花蓮成立四個榮譽國民
之家，以為安置年老無依貧困榮民頤養天年，民國 43 年 11 月後由行政院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因應事實需要，陸續於全省各地成立榮譽國民之家安置榮民，
計板橋、臺北、桃園、新竹、彰化、雲林、臺南、白河、佳里、岡山、屏東、花
蓮、馬蘭、太平等 14 所榮譽國民之家，以全部供給制方式公費安養，另為照顧年
老袍澤、高齡榮民夫婦及殘癱榮民，設立八德、彰化、楠梓、花蓮四所榮民自費
安養中心。
二、民國 54 年以後的老人福利相關法規與措施
民國 54 年行政院頒布「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
，社會福利工作相關法制
及措施逐漸展開，以後才漸漸地重視院外收容、一般的老人福利服務，以及敬老
尊賢的發揚。如居家服務、中老年人就業輔導、老人醫療保健等的服務。老人收
容機構通常分為公費與自費，公費方面又分為公立及私立，前者由省市政府督導
編列預算辦理；後者即均由其自籌支應，但辦理成績優良者由政府獎助或由政府
委託收容公費老人84。
我國於民國 69 年公布老人福利法，與同年頒訂之殘障福利法、社會救助法，
被稱之為「黃金三法」
，老人福利服務正式法制化；而為順應社會發展趨勢及老人
實際需求，內政部自民國 87 年至 96 年推動三期「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
，該方
案以加強老人生活照顧、維護老人身心健康、保障老人經濟安全、促進老人社會
參與為四大目標，並訂定八大實施要項，分別為長期照顧與家庭支持、保健與醫
療照顧服務、津貼與保險、老人保護網絡體系、無障礙生活環境與住宅、社會參
84

李瑞金，前揭註 82，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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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專業人力培訓、教育及宣導等；該方案之時代意義，在於與是時之老人福利
法相互補強，整合各界力量，提供完善的老人安養、養護及長期照顧服務措施，
安定國民生活及增進老人福祉。
行政院於民國 94 年核定「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
，結合有意願的
村里辦公處、社會團體參與設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由當地民眾擔任志工，提供
關懷訪視、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餐飲服務、辦理健康促進活動等，以延緩
長者老化速度，發揮社區自助互助照顧功能，並建立連續性之照顧體系，截至民
國 99 年底止，各縣市共計設置 1,671 個據點85。
另外，歷經 15 年長期的規劃，我國國民年金法終於在民國 96 年 8 月公布，97
年 10 月實施，將全民納入公共年金的保障體系。97 年 8 月修正勞工保險條例，將
老年給付與失能給付改為年金化，並自 98 年 1 月 1 日起實行。至此，臺灣地區 65
86
歲以上老年人口依法均享有各種不同形態所得保障制度 。

而在民國 97 年行政院核定我國人口政策白皮書，配合少子女化、高齡化及移
民等當前問題及未來人口結構趨勢，擬定具體因應對策，提升生育率，促使人口
合理成長，讓老年人得以頤養天年，使我國成為移民者圓夢的理想家園。有關高
齡化部分，提出包括「支持家庭照顧老人、完善老人健康與社會照顧體系、提升
老年經濟安全保障、促進中高齡就業與人力資源運用、推動高齡者社會住宅、完
善高齡者交通運輸環境、促進高齡者休閒參與、建構完整高齡教育系統」等八大
因應對策，因應高齡社會來臨。
行政院於民國 98 年核定「友善關懷老人服務方案」
，自核定日起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止，以「活躍老化」
、
「友善老人」
、
「世代融合」為三大主軸，規劃推動全
方位的服務措施，透過加強弱勢老人服務，提供關懷照顧保護；推展老人健康促
進，強化預防保健服務；鼓勵老人社會參與，維護老年生活安適；健全友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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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發展季刊》，第 133
期，2011 年 3 月，頁 25-27。
陳琇惠，〈臺灣老年所得保障制度的演變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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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倡導世代融合社會等四大目標、16 項執行策略、63 項工作項目，建構有利
87

於老人健康、安全與活躍之友善社會 。

第二節 現行政策與行政措施
高齡化社會的來臨，不僅意味著社會人口的老化，同時代表著國人生活形態
與習性、工作與休閒模式、消費需求、生產與家庭結構、社會價值觀、社會福利
安養醫療制度及資源配置將隨之急速轉型與改變。高齡化社會的快速變遷，將引
發新的需求與問題，政府因而也須有相對的規劃、因應對策與措施，乃至法規的
修訂，俾使立法、政策、服務合一，有效落實老人福祉。政府體會人口老化的趨
勢，不僅在整體福利經費上對於老人部分的提高，也對此提出關於老人照顧服務
的政策。內政部歷年編列老人福利經費顯示，從民國 86 年到民國 90 年期間內政部
編列老人福利經費呈現下降的趨勢，但因為民國 91 年政府開辦敬老福利津貼，導
致從該年開始，編列的老人福利經費遽增，老人福利經費逐年成長，由民國 91 年
9 億 5 千餘萬至民國 99 年 21 億 9 千多萬元，八年間老人福利經費成長兩倍之多。
中央為因應高齡化社會，在老人福利方面以經濟安全、健康維護、生活照顧
三大面向為政策主軸，並就老人保護、心理及社會適應、教育及休閒分別推動相
關措施。為周全對老人的身心照顧，內政部更積極建構我國長期照顧體系、建立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推動友善關懷老人服務方案、提昇老人福利機構安養護服務
品質及推展行動式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務，讓老人均能獲得在地且妥適的照顧服
88
務 。茲分述如下：

一、經濟安全
依老人福利法第 11 條規定，採生活津貼、特別照顧津貼、年金保險制度方式，
逐步實施：
（一）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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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中低收入老人之基本生活水準，對年滿 65 歲以上，生活困苦無依或子
女無力扶養之老人，未接受政府收容安置者，直接提供經濟援助。
（二）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對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且未接受機構收容安置、居家服務、未僱用看
護、未領有政府提供之日間照顧服務補助或其他照顧服務補助者，補助家庭照顧
者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每月 5 千元，以彌補因照顧家中老人而喪失的經濟。
（三）敬老福利生活津貼
為落實加強照顧老人生活之政策方向，協助維持老人之經濟安全，本項津貼
已自民國 97 年 10 月 1 日配合國民年金保險開辦，併入老年基本保證年金賡續推
動，對照顧老人經濟生活及增進老人褔祉，更有助益。
二、健康維護
（一）老人預防保健服務
依據老人福利法第 21 條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定期舉辦老人
健康檢查及保健服務，並依健康檢查結果及老人意願，提供追蹤服務。民國 96 年
7 月 31 日行政院衛生署令頒「老人健康檢查保健服務及追蹤服務準則」
，詳細規定
老人健康檢查保健服務項目及辦理方式，以利各縣市政府據以推動辦理。
（二）中低收入老人裝置假牙補助
為保障老人口腔健康，減輕老人經濟負擔，維護其生活品質與尊嚴，行政院
於民國 97 年 12 月 31 日核定「中低收入老人補助裝置假牙實施計畫」
。
（三）中低收入老人重病住院看護補助
為使機構內老人因重病住院期間，能獲得妥善照顧並減輕其經濟負擔，中央
編列經費提供財團法人老人福利機構及附設老人福利機構之財團法人辦理中低收
入老人重病住院看護費補助89。
三、生活照顧
老人認為居家是最理想的養老居住方式，內政部歷年均編列經費補助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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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及民間團體，積極推動老人居家服務，讓長者不需離家便能獲得照顧，落實
「在家老化」或「在地老化」之福利社區化理念，也符我國傳統孝道倫理。為因
應我國人口快速老化導致之照顧服務需求，行政院於民國 96 年 4 月 3 日核定「我
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以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之下列四類失能者為主要服務對
象：(1)65 歲以上老人；(2)55 歲以上山地原住民；(3)50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以及(4)
僅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功能(IADL)失能且獨居之老人。該計畫之服務內容係整合現
行居家服務、日間照顧、老人營養餐飲服務、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
善服務，以及長期照顧機構服務等項目，連結衛政系統之居家護理、社區及居家
復健、喘息服務，並創新提供家庭托顧、交通接送服務等新型服務項目，可向各
縣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之單一窗口申請，經評估符合資格者，即可獲得居家、社
區或機構式等多元而連續之服務。
（一）居家或社區服務
提供日間照顧、送餐到家、輔具購買租借與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長期照顧
機構服務、家庭托顧及交通接送等服務。
（二）在機構式照顧方面
機構式照顧服務模式係整合家庭、民間機構、團體及政府的力量，為老人提
供完善的安養、長期照顧等福利服務措施，以補充家庭照顧功能之不足，加強政
府與機構間之溝通聯繫，促進專業人員經驗交流與提升專業素質增進老人福祉。
政府除補助民間參與老人福利機構之經營、加強未立案機構輔導，並辦理機構評
鑑及老人福利機構聯繫會報，促進機構業務健全發展、以提升機構照護理及管理
品質90。
四、老人保護
老人保護乃在於維護老人的基本權利，由於社會快速變遷、家庭結構改變及
傳統孝道觀念淪落，老人被遺棄、被虐待、受疏忽之情形逐漸受到重視，高雄市
於民國 83 年 5 月最早開辦老人保護服務，爾後臺北縣、高雄縣、花蓮縣、新竹市、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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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苗栗縣、臺北市陸續辦理保護服務業務。
由於老人受虐新聞時有所聞，為保障老人之基本生存權並安定老人生活，於
民國 86 年修訂老人福利法增訂老人保護專章，民國 96 年 1 月 31 日修正之老人福
利法更增訂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村（里）長與村（里）幹事、警察人員、
司法人員及其他執行老人福利業務之相關人員，於執行業務知悉有疑似老人保護
案件之通報責任，並應結合警政、衛生、社政、民政及民間力量，定期召開老人
保護聯繫會報，以強化老人保護網絡。縣（市）政府均設置「單一窗口」
，主動掌
握相關資訊及資源，以落實老人保護、安養照顧服務；強化獨居老人之關懷服務，
提供生活照顧服務、緊急救援連線；建立獨居老人安全網之；成立「失蹤老人協
尋中心」
，透過教育宣導、配戴預防走失手鍊、協尋通報，使老人均能享有安穩、
無須恐懼的晚年生活。
五、教育、休閒及社會參與
為增進老人退休後生活安排與適應，鼓勵其積極參與社會、充實精神生活，
及提昇自我實現與自我價值，各縣市政府及民間團體均辦理長青學苑、松年大學、
樂齡學習中心、文康活動中心、行動式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務等，提供豐富多元
課程，內容兼具益智性、教育性、欣賞性、運動性等動、靜態性質，滿足老人休
閒、康樂、文藝、技藝、進修及聯誼等需求，以增添老人生活情趣。
六、心理及社會適應
為增進老人生活適應，保障老人權益，於臺灣北、中、南三區均設立諮詢服
務中心，對老人、老人家庭或老人團體提供人際關係、醫療保健、個人心理困擾、
資源查詢等透過電話、函件諮詢、晤談、問安、推廣教育等服務，協助解決或指
導處理老人各方面問題，主動協調整適合老人所需資源，並做適當轉介，及對保
護個案提供訪視追蹤輔導。
七、其他福利措施
為更積極、有效地因應我國人口高齡化趨勢，增強家庭照顧能力，使高齡者
晚年仍能生活在自己所熟悉的環境中並獲得妥善的照顧，相關政策有：
（一）鼓勵子女與老人同住，所得稅已有增加 50%免稅額的規定。
75

（二）配合三代同堂政策，明訂國民住宅優先提供三代同堂家庭承租之規定。
（三）人力銀行，老年人力資源再運用。
（四）提高三代同堂家庭購屋利息扣除額：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業已於民國 88
91

年 2 月 9 日修正，將購屋借款利息扣除額之額度由 10 萬元提高為 30 萬元 。

第三節 老人安養法規範基礎：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

第一項：
第一項：法規範依據
面對人口老化之趨勢，我國政府係以「聯合國老人綱領」所揭示之獨立、參
與、照顧、自我實現與尊嚴等 5 個要點為目標，規劃推動相關政策與服務措施，
以促進老人在經濟、健康、照顧、社會參與等各方面之權益。
一、中華民國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
依據憲法第 155 條：
「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人民之老弱
殘廢，無力生活，及受非常災害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助與救濟。」復依據憲
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8 項：
「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社會
保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工作，對於社會救助和國民就業等救濟性支出應優先
編列。」我國已將老人人權及社會福利之實踐列為國家基本目標，亦為國家應提
供人民之基本權益保障92。
二、老人福利法
在老人照顧政策方面，民國 69 年首次針對老年人口，制訂老人福利法，總計
21 條，是國家重視和照顧老人的第一個政策依據，以「弘揚敬老美德，安定老人
生活、維護老人身心健康、促進老人福利」做為主要立法精神，要求各級政府主
動設立老人福利機構，籌措老人福利經費，強化老人福利工作的專業化，並輔導
與鼓勵民間組織，推動老人福利服務。特別強調機構式的老人福利服務，服務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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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容則強調社會救助、健康醫療保健、以及交通與休閒的服務 。但是由於預算及人
力並沒有相對提昇，僅具象徵性意義，沒有實質的服務措施，且以當時 65 歲老人
人口 746,962 人占 4.22%，但老人的年齡卻設定在 70 歲以上，能服務的老人少之又
少，而實質受惠的措施僅有搭乘交通工具及進入康樂場所享有半價優惠，實無實
94

質福利可言 。
其後分別於民國 86 年 6 月、89 年 5 月、91 年 6 月、96 年 1 月修正，以因應
社會環境變動的需要。民國 86 年 6 月 18 日大幅修正老人福利法，條文著重在老
人年齡降低及福利措施之界定，老人津貼、年金、住宅、保護等需求之規劃以及
專責人力等95，將老人之法定年齡由 70 歲降低為 65 歲，自此我國與先進國家相同，
以 65 歲之年齡作為各項老人福利措施和相關給付之準則。
嗣因應國內人口快速老化，以及家庭結構與社會環境變遷所產生之需求，內
政部依據「聯合國老人綱領」之 5 項要點及「社會福利政策綱領」有關老人福利
服務之目標，經徵詢相關機關、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及各界意見後，採以權責分
工、專業服務；促進經濟保障；在地老化、社區化服務；多元連續性服務；促進
社會參與；強化家庭照顧支持；強化老人保護網絡等原則，完成老人福利法第二
次全面性檢討修正，並於民國 96 年 1 月 31 日修正公布，修正規模之大，歷年罕
見96。本次修法關於老人福利措施部分，明確對於老人照顧的措施劃分為：居家式、
社區式、以及機構式服務，對於老人的各種服務與保護更具完整性與前瞻性；甫
於民國 98 年 6 月完成現階段的老人福利法和施行細則最後一次修訂，計增修第十
三條、第十四條，總計七章五十五條，此次修法特別著重以老人經濟安全保障為
核心的各類補助津貼發放。民國 98 年 6 月 12 日修正之條文，自 98 年 11 月 23 日
施行。新增修法之基本精神、主管機關、福利經費來源、專業人員訓練、經濟安
全等，就老人福利服務設計、監督與 執行均有具體詳實規範，重視連續性服務，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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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金，前揭註 82，頁 100。
吳玉琴，〈臺灣老人福利百年軌跡－老人福利政策及措施之省思與展望〉
，《社區發展季刊》
，第
133 期，2011 年 3 月，頁 145。
李瑞金，前揭註 82，頁 100。
《臺灣老人人權與實踐之探討專案調查硏究報告》
，前揭註 15，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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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並呈現多元福利服務 。
98

除了憲法、老人福利法之外，相關法規尚包括 ：
三、社會救助法
民國 69 年所公布全文 27 條，規定救助事項為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難救助、
災害救助。老人生活困難或家庭遭受天然災害或緊急危難者，均可獲得適當之救
助和照顧。
四、有關退休及保險法案
包括公務人員退休法、保險法、軍人服役條例、軍人保險條例、勞工保險條
例、私校教職員保險條例、農民保險、退休公務人員疾病保險及配偶疾病保險等。
除疾病保險外，各種法案規定對於老年給付可分兩種：一為老年退休給付，一為
老年保險給付，此種制度在保障老年生活之無虞匱乏。
五、有關醫療保險法案
前述退休及保險法案，大抵皆包括生育、醫療、老年、殘障…等之給付。
六、國民年金法
民國 96 年 8 月公布全文 59 條，並自 9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為確保未能於相
關社會保險獲得適足保障之 25 歲至 64 歲國民於老年及發生身心障礙時之基本經濟
安全，並謀其遺屬生活之安定，特制定本法。國民年金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
之保險事故，分為老年、身心障礙及死亡三種。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保
險事故時，分別給與老年年金給付、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喪葬給付及遺屬年金給
付；國民年金整併相關津貼，並與勞保年金制度銜接，提供弱勢者完善保障，建
構完善之社會安全網絡。
七、民法、刑法修訂扶養權利義務相關規定
有關父母子女間扶養關係，已由過去的「絕對義務」
，改為「相對義務」
，父
母要求子女負扶養義務，必須先善盡養育之責。法務部於民國 99 年 1 月增訂民法

97
98

李瑞金，前揭註 82，頁 100。
李瑞金，前揭註 82，頁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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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篇 1118 條之 1 規定，將父母對子女曾經有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家庭暴力行
為，或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者，子女可向法院訴請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法
院可依據個案的事實狀況，彈性調整降低扶養程度，若情節重大，也可以免除扶
養義務；配合民法修正，法務部於同年 5 月在刑法二百九十四條之ㄧ增列「遺棄
罪排除」條款，避免子女因免除扶養義務而吃上遺棄罪官司。
八、相關政策及方案99
(一)社會福利政策綱領
行政院於民國 93 年 2 月 13 日核定修正社會福利政策綱領，明訂推動社會福
利政策應包含「落實在地服務」
，並強調「兒童、少年、身心障礙者、老人均以在
家庭中受到照顧與保護為優先原則，機構式的照顧乃是在考量上述人口群的最佳
利益之下的補救措施；各項服務之提供應以在地化、社區化、人性化、切合被服
務者之個別需求為原則。」社會福利政策綱領共含括六大項目，分別為：社會保
險及津貼、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就業安全、社會住宅與社區營造、健康及醫療
照護等。其中老人福利政策相關項目包括：社會保險及津貼、福利服務、社會住
宅與社區營造、健康與醫療照護等，尤其指出營造並尊重老年生活環境之重要性，
並清楚界定居家式服務、社區式服務及機構式服務所扮演之角色。
(二)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
1、為順應社會發展趨勢及老人實際需求，整合家庭、社區、民間機構、團體
及政府之力量，以提供完善之老人安養、養護及長期照護服務措施，並安定國民
生活及增進老人福祉，行政院於民國 87 年 5 月 7 日核定
「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
，
實施期程自民國 87 年 5 月至 90 年 6 月止，該項方案重點在於：提供支持家庭照
顧者措施、擴大醫護服務之範圍，並將社區照顧列為實施要項，以及列出社區服
務之項目等。第一期方案目標包含：保障老人經濟生活、維護老人身心健康、提
升老人生活品質、充實老人照顧人力、落實老人居住安養服務。
2、
「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實施 3 年後，因應時勢所需，檢討修正部分內
99

《臺灣老人人權與實踐之探討專案調查硏究報告》
，前揭註 15，頁 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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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結合相關部會續行推動，新實施期程自民國 91 年 7 月至 93 年 12 月止。此時
方案主要內涵包括：居家服務與家庭支持、老人保護網絡體系、無障礙生活環境
與住宅、保健與醫療照護服務、機構式服務、津貼與保險、社區照顧及社會參與、
專業人力及訓練、教育及宣導等 9 大項，涵蓋老人經濟安全、健康維護、照顧服
務及社會參與等，已規劃出新世紀老人福利服務體系，亦含括老人福利工作之大
部分，而其主軸係朝著社區照顧方向辦理。
3、嗣為擴展老人安養服務之整體性與連續性，並符合社會背景、世界潮流，
建構健康、尊嚴、安全與快樂之老人福利服務，賡續推動「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
案」第 3 期計畫，實施期程自民國 94 年 1 月至 96 年 12 月。此時方案目標包含：
加強老人生活照顧、維護老人身心健康、保障老人經濟安全、促進老人社會參與，
而採行措施強調：加強各服務點之連結，並依社區需求設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建立預防照顧服務網絡；積極推動居家服務，配合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發展方案，
擴展服務時數；統一規劃完整之宣導計畫，以產品行銷概念重新包裝居家服務，
期與外籍看護工服務區隔。
(三)人口政策白皮書
行政院於民國 95 年 6 月 14 日函頒修正「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
，並於民國
97 年 3 月 10 日核定「人口政策白皮書—針對少子女化、高齡化及移民問題對策」
，
配合少子女化、高齡化及移民等當前問題及未來人口結構趨勢，擬定具體因應對
策，籌謀有效可行且具前瞻性之人口政策，以提升我國生育率，促使人口合理成
長，讓老年人得以頤養天年，並讓臺灣成為移民者圓夢之理想家園。其中有關高
齡化部分，提出：支持家庭照顧老人、完善老人健康與社會照顧體系、提升老年
經濟安全保障、促進中高齡就業與人力資源運用、推動高齡者社會住宅、完善高
齡者交通運輸環境、促進高齡者休閒參與、建構完整高齡教育系統等 8 項因應對
策，目前正由相關部會推動實施中。
(四)友善關懷老人服務方案
為因應我國人口高齡化趨勢，內政部爰檢視相關方案執行成效，考量當前社
80

會變遷與國際發展趨勢，配合社會福利政策綱領、老人福利法之宗旨與辦理原則，
研擬「友善關懷老人服務方案」
，業經行政院民國 98 年 9 月 7 日核定通過。期以
積極預防、主動友善的原則，以「活躍老化」
、
「友善老人」
、
「世代融合」為方案
三大主軸，規劃推動全方位的服務措施，結合各相關機關，推動 16 項執行策略、
63 項工作項目，以達成加強弱勢老人服務，提供關懷照顧保護；推展老人健康促
進，強化預防保健服務；鼓勵老人社會參與，維護老年生活安適；健全友善老人
環境，倡導世代融合社會等四大目標，並維護老人尊嚴與自主，形塑友善老人的
生活環境，強化老人身體、心理、社會參與的整體照顧，使老人得以享有活力、
尊嚴與獨立自主之老年生活，實現「公益社會，永續福利」之社會福利政策願景。
第二項：
第二項：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
一、在中央政府方面100
我國目前社會福利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下設社會司，1999 年 7 月 1 日以前設
有社會福利、身心障礙者福利、社會救助、社會保險、人民團體、農民團體、合
作事業等 7 科執行業務。
1999 年 7 月 1 日起，配合臺灣省「精省」
，計畫將臺灣省政府社會處業務與內
政部社會司合併，內政部社會司改設為 14 科：內政部社會司北部維持 7 科，分別
辦理社會福利綜合規劃、身心障礙者福利、老人福利、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社
會團體輔導等業務；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社政）設置 5 科，分別辦理職業團體輔
導、社會發展、社區及少年福利、身心障礙者福利機構輔導及老人福利機構輔導
等業務；臺中黎明設 2 科，辦理合作事業輔導及合作行政管理業務，原省屬 16 個
社會福利機構改隸為內政部二級機關。
1999 年 11 月 20 日，內政部兒童局成立，負責辦理兒童福利業務，兒童局之
業務組計有綜合規劃組、保護重建組、福利服務組及托育服務組 4 組；內政部中
部辦公室（社政）之兒童及少年福利科改為社區及少年福利科。
100

黃旐濤、戴章洲、黃梓松、辛振三、徐慶發、官有垣、黃志隆，前揭註 44，頁 3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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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內政部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家庭暴力防治法》
，分別於 1997 年 6
月及 1999 年 4 月成立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及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合
署辦公；2002 年 7 月 24 日，2 委員會合併成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法委員會。2000
年 7 月，農漁民團體輔導業務移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理。
配合 2003 年 5 月 28 日總統公布《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6 條規定，中央應
設兒童及少年局，社會司少年福利（含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法制工作）業務自 2003
年 9 月 1 日起移撥兒童局辦理。
目前社會司負責之社會福利業務主要包括：農民保險、國民年金規劃、社會
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礙者福利、婦女福利、社區發展、社會工作、合作事業、
社團輔導、社會役及綜合性社會福利政策，並負責行政院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及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幕僚工作。
二、在地方政府方面101
1999 年 1 月 25 日總統頒布《地方制度法》及內政部發布《地方行政機關組織
準則》後，我國縣市政府的行政體系亦隨中央行政體系及相關制度的改而有所調
整。目前我國地方社政部門，除了福建省連江縣併入民政局外，其餘皆設立社會
局專責機關，局下設課辦事。在鄉、鎮（巿）
、區部分，則各依鄉、鎮（巿）
、區
的情況，分別成立社會課或將社政業務劃歸民政局負責，不一而足。
三、中央對地方政府的績效考核102
90 年度中央對地方補助制度改進，行政院對中央各機關原編列補助地方政府
各項計畫型補助款予以重新檢討，將屬於對地方一般經常性支出、基層建設、小
型工程、基本社會福利及教育設施等，改由行政院直撥補助臺灣省各縣市，以落
實中央與地方均權制度，發揮地方特色，達成中央與地方財政互助及均衡發展之
目標。配合中央對地方補助制度變革，中央已將大量經費之主導權下放縣（市）
政府，為使中央政策得以有效落實執行，整體資源得以妥善安排運用，設算定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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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旐濤、戴章洲、黃梓松、辛振三、徐慶發、官有垣、黃志隆，前揭註 44，頁 312-313。
黃碧霞、張秀鴛、簡慧娟，前揭註 85，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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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經費能專款專用，行政院頒布「中央對臺灣省各縣（市）政府計畫及預算考
核要點」據以辦理，該要點並於民國 99 年 12 月修訂為「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
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
。此外，經過內政部 95 年度召開有關考核方式與期程
相關研商會議討論，中央對各地方政府執行社會福利績效考核自 96 年度起改採為
一年實地考核、一年書面考核。

第四節 老人安養型態之演變
臺灣人口年齡結構在 20 世紀前半呈現幼年化的情形，在後半世紀產生了急劇
的變化。1950 年代總生育率達 6 人以上之後即快速下降，於 1983 年總生育率降
至 2.2 人，將低於所謂的「人口替代水準」
，此後人口轉型進入「低生育」的階段。
人口的變遷影響層次相當廣泛，最直接的就是衝擊到家庭結構與居住型態。
例如，臺灣在二次戰後處於高生育率時代，同時死亡率也在下滑，換言之，一對
父母假如可以生育 6 位子女，大部分都可以養活並生存到成年。因此，當子女陸
續成家，除了原來有的「主幹家庭」
（即父母和一位已婚子女居住， 也可能加上
祖父母）
，還可能因子女婚後各立門戶而分出數個小家庭，即便扣除女兒出嫁，那
麼也可能增加 2、3 個小家庭，或稱之為「核心家庭」
（通常指一對夫婦和其未婚
子女所組成）
。當然，也可能是另一種極端狀況，即幾位已婚子女仍和父母居住而
形成所謂的「擴大家庭」
（ 即父母和不只一位已婚子女居住）
。進入 21 世紀後，
生育率持續下降且人口將加速高齡化，如果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兒子或女兒，那麼
當這對夫妻進入老年時，可能自己獨居、和未婚子女共居、或和已婚子女共居，
103

這些居住型態可歸類為「獨居」
、
「僅和配偶居住」
、
「核心家庭」或「主幹家庭」 。
家庭或居住型態會隨著時間、環境與經濟而變遷，人們也可能在想法與偏好
上產生改變；尤其是老人的居住型態，除了人口因素外，經濟、偏好、家庭關係、
居住環境以及社會政策等，都可能是影響因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工業化會促進
103

薛承泰，
〈臺灣家庭變遷與老人居住型態：現況與未來〉
，
《社區發展季刊》
，第 121 期，2008 年
3 月，頁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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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遷移，尤其是減少了世代傳承衣缽，年輕人傾向於遷往都市就學或就業而形
成人口的流動，並可能在都市地區落戶甚至結婚生子而組成夫婦與子女為主的核
心家庭。此外，教育與經濟能力的提升，也會改變居住環境與型式的偏好，人們
往往朝向生活自主、重視隱私的「小家庭」或「核心家庭」的居住方式104。
表 4-1 列出歷年「老人狀況調查」關於老人的居住方式，很明顯地，可以看到
近二十年來老人「與子女同住」比例是最高的，但比例已出現逐年下降趨勢，從
1986 年占 70%降到 2009 年的 64%，少了約 6 個百分點；次多的為「僅與配偶同住」
從 14%上升到 19%；再次為「獨居」
，比例雖有些波動但沒有明顯趨勢，大約在 9 〜
14%之間；其餘「和親朋居住」
、
「住在機構」或「其他」三項的總數只不過占 3〜
7%，但仍看得到「和親朋居住」呈現下降以及「住在機構」呈現上升的現象。
表 4-1

臺灣地區老人居住型態
單位：%

僅與配偶
同住
14.01
13.42
14.98
18.17
18.7
18.63
20.63
15.11
19.46
22.20

獨居

親朋同住

1986
1987
1988
1989
1991
1993
1996
2000
2002
2005

與子女
同住
70.24
70.97
67.88
65.65
62.93
62.19
64.30
67.79
63.71
57.28

11.58
11.49
13.73
12.9
14.52
10.47
12.29
9.19
8.52
13.66

3.03
3.02
2.44
2.18
2.42
2.54
1.41
1.28
0.37
0.76

安療養
機構
0.78
0.64
0.36
0.87
1.19
1.04
0.90
5.59
3.23
2.26

2009

64.27

18.76

9.16

0.82

2.79

年別

其他
0.36
0.46
0.6
0.23
0.24
0.14
0.49
1.00
0.24
3.84
4.16

資料來源：修改自薛承泰，〈臺灣家庭變遷與老人居住型態：現況與未來〉，頁 49(2009 年資料為
筆者整理增列)。

和先進國家比較， 歐美老人「獨居」比例占 26%，
「僅和配偶住」歐洲占 43%，
美國占 49%，這兩項居住方式都比我國高出許多。日本老人「獨居」比例占 13%，
104

薛承泰，前揭註 103，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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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國相近，但「僅和配偶住」占 35%，比我國高出許多。相對地，日本「和子
女居住」占 48%（歐美國家更低）則比我國為低。
我國老人有較高的比例（六成以上）
「和子女居住」
，這除了傳統家庭倫理觀
念，似乎也反映出當前老人擁有較多的成年子女可和其共居。
「民國 98 年老人狀
況調查」中也顯示，老人當中 97.10%擁有子女，而擁有子女的老人當中「擁有 5
位及以上」者比例高達 27.04%（參見表 4-2）
；同時，資料也顯示，年紀愈大的老
人擁有子女數也愈多。這個情形相當符合人口學的解釋，亦即，當前的老人生育
期間正是臺灣的高生育階段，所以目前有多位已婚子女，但較年輕的老人子女數
已經減少。

表 4-2

65 歲以上老人現有子女情形105
民國 98 年 6 月底
單位：％
有子女

項目別
98 年調查
性別
男
女
年齡別
65~69 歲
70~74 歲
75~79 歲
80 歲及以上

沒有 不知道/
5
人及
計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以上 子女 拒答
100.00 97.10 4.14 14.41 27.16 24.35 27.04 2.61
0.30
總計

100.00 96.23
100.00 97.90

4.54 17.32 27.85 23.92 22.61
3.77 11.70 26.51 24.75 31.18

3.46
1.81

0.30
0.29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5.58 21.03 34.69 22.44 12.71
2.57 12.30 31.82 28.80 22.83
3.49 13.44 22.41 28.24 30.44
4.49 8.48 15.69 18.46 48.67

3.55
1.21
1.81
3.58

0.47
0.17
0.62

96.45
98.32
98.02
95.79

表 4-2 也透露出，隨著時間往逝，今後老人擁有子女數將逐漸下降，老人和子
女共居的客觀可能性也會跟著降低。這個趨勢也反映在表 4-1，老人「和子女居住」
比例在 1987 年達到 70.97%之後即開始下降。另外，我國住屋擁有率高達 86.8%，
也可能是子女願意和年長父母居住的另一個理由。這個會涉及到購屋的「經濟能
力」
，如果子女尚無能力自行購屋，即便兩代都有「自行居住」的偏好，共居仍可

105

內政部統計處，前揭註 28，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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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暫時」的選擇。換言之，兩代之間居住方式，也可能存在交換的關係，經
濟上年長父母提供房舍，協助照顧幼小的孫子女，同時也可獲得家庭的支持與關
懷106。
另外，老人住在機構可能是自行的選擇，或是基於照顧的需求（如養護）所
做的安排，也可能是因為福利身分（如低收入戶）
，進入機構接受照顧乃為政府的
政策。然目前我國老人在機構中養老者並不普遍，就以 2009 年「老人狀況調查」
為例也只有 2.79%。從近年來老人相關機構進住的情形觀之，至 100 年 12 月底止，
我國老人長期照顧及安養機構計有 1064 所（不含榮民之家及護理之家）
，可供進
住人數 57329 人，但實際進住人數 43266 人，占老年人口之 1.71%，使用率為 75.5
。
％續呈增加趨勢107（參見表 4-3）

表 4-3
年底別及
機關類別
96 年底
97 年底
98 年底
99 年底
100 年底
長期照顧機構
長期照護型機構
養護型機構

安養機構
社區安養堂
老人公寓

近年長期照顧及安養機構概況108

機構數（所）
1016
1056
1080
1067
1064
1010
50
960
41
7
6

可供進住人數 實際進住人數
（人）
（人）
51765
37128
54364
38735
55757
40617
56256
41933
57329
43266
47238
36545
2497
1865
44741
34680
8852
6279
272
38
967
404

使用率（%）
71.72
71.25
72.85
74.54
75.47
77.36
74.69
77.51
70.93
13.97
41.78

以下簡要說明目前我國老人長期照顧及安養機構情形109 (參見表 4-4、表 4-5、
表 4-6)：
一、機構概況：100 年底止，我國老人長期照顧及安養機構計有 1,064 所，可
106
107
108
109

薛承泰，前揭註 103，頁 49-50。
薛承泰，前揭註 103，頁 54。
內政部統計處，《內政統計通報》，101 年第 11 週，2012 年 3 月 17 日，頁 2。
內政部統計處，前揭註 108，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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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進住人數為 5 萬 7,329 人，實際進住者有 4 萬 3,266 人，使用率 75.47％，除機
構數較 99 年底略減 0.28％，其餘分別增加 1.91％、3.18％及 0.93％。
(一)依公私立別分：以免辦財團法人登記，不對外募捐、不接受補助及不享受
租稅減免之小型老人機構計 915 所占 86.00％最多，餘依序為財團法人機構 110 所、
公立機構 23 所、公設民營 16 所。
(二)依機構類別分：以長期照顧養護型機構 960 所占 90.23％最多，可供進住
人數 4 萬 4,741 人，使用率為 77.51％；長期照顧長期照護型機構 50 所次之，可供
進住人數 2,497 人，使用率 74.69％；安養機構 41 所居第三，可供進住人數 8,852
人，使用率 70.93％。
二、按縣市及特性別分：
(一)機構數：以新北市 206 所最多，臺北市 146 所次之，高雄市 142 所居第三，
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僅 1 所最少；可供進住人數以新北市 9,109 人最多，高雄
市 6,878 人次之，臺北市 6,659 人居第三。
(二)使用率：以金門縣 100.00％最高，澎湖縣 87.76％次之，臺北市 84.28％居
第三，而以連江縣 26.47％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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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各縣市老人長期照顧及安養機構數110
單位：所

年底別
及區域別

長期照顧機構
總計

長期照護

養護型

型機構

機構

社區安
養堂

安養
機構

老人
公寓

96 年度

1016

37

922

43

9

5

97 年度

1056

51

949

42

9

5

98 年度

1080

53

969

44

9

5

99 年度

1067

48

963

42

9

5

100 年度

1064

50

960

41

7

6

本部直轄

23

-

10

13

-

-

新北市

206

3

191

4

7

1

臺北市

146

3

136

4

-

3

臺中市

64

3

57

4

-

-

臺南市

112

1

108

2

-

1

高雄市

142

2

138

1

-

1

宜蘭縣

37

2

33

2

-

-

桃園縣

52

4

48

-

-

-

新竹縣

16

-

15

1

-

-

苗栗縣

14

3

11

-

-

-

彰化縣

51

11

39

1

-

-

南投縣

14

4

8

2

-

-

雲林縣

27

6

20

1

-

-

嘉義縣

24

-

24

-

-

-

屏東縣

53

1

52

-

-

-

臺東縣

13

-

13

-

-

-

花蓮縣

13

2

9

2

-

-

澎湖縣

1

-

1

-

-

-

基隆市

30

-

28

2

-

-

新竹市

11

-

11

-

-

-

嘉義市

13

5

8

-

-

-

金門縣

1

-

-

1

-

-

連江縣

1

-

-

1

-

-

110

內政部統計處，前揭註 108，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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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各公私立老人長期照顧及安養機構數111
民國 100 年底

公私立別 總計
總計
公立機構
公設民營
財團法人
小型機構

111

長期照顧機構
長期照護型機構

養護型機構

單位：所
安養機構

社區安養堂

老人公寓

1064

50

960

41

7

6

23
16
110
915

8
42

1
9
78
872

14
2
24
1

7
-

1
5
-

內政部統計處，前揭註 108，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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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老人長期照顧及安養機構概況112

表 4-6

單位：人；%

年底別
及區域別

長期照顧機構

總計

長期照護型機構

養護型機構

可供

實際

使用

可供

實際

使用

可供

實際

使用

進住

進住

率(%)

進住

進住

率(%)

進住

進住

率(%)

96 年底

51765

37128

71.72

1932

1205

62.37

39135

28824

73.65

97 年度

54364

38735

71.25

2675

1654

61.83

41020

30109

73.40

98 年度

55757

40617

72.85

2838

1781

62.76

42359

31996

75.54

99 年度

56256

41933

74.54

2484

1766

71.10

43523

33481

76.93

100 年度

57329

43266

75.47

2497

1865

74.69

44741

34680

77.51

本部直轄

5588

4312

77.17

-

-

-

2555

1899

74.32

新北市

9109

6760

74.21

86

77

89.53

7171

5577

77.77

臺北市

6659

5612

84.28

76

74

97.37

5355

4547

84.91

臺中市

3519

2800

79.57

134

105

78.36

2928

2447

83.57

臺南市

5318

3877

72.90

44

44

100.00

4726

3747

79.28

高雄市

6878

5213

75.79

96

83

86.46

6178

4704

76.14

宜蘭縣

1945

1508

77.53

142

139

97.89

1707

1294

75.81

桃園縣

2538

1954

76.99

136

97

71.32

2402

1857

77.31

新竹縣

954

741

77.67

-

-

-

905

702

77.57

苗栗縣

961

730

75.96

173

113

65.32

788

617

78.30

彰化縣

2766

1873

67.72

599

405

67.61

2066

1418

68.64

南投縣

1126

690

61.28

171

130

76.02

303

232

76.57

雲林縣

1312

1057

80.56

234

206

88.03

898

684

76.17

嘉義縣

1076

839

77.97

-

-

-

1076

839

77.97

屏東縣

2822

1824

64.64

200

43

21.50

2622

1781

67.93

臺東縣

772

551

71.37

-

-

-

772

551

71.37

花蓮縣

878

596

67.88

64

59

92.19

618

443

71.68

澎湖縣

49

43

87.76

-

-

-

49

43

87.76

基隆市

1870

1307

69.89

-

-

-

929

738

79.44

新竹市

364

298

81.87

-

-

-

364

298

81.87

嘉義市

671

552

82.27

342

290

84.80

329

262

79.64

金門縣

120

120

100.00

-

-

-

-

-

-

連江縣

34

9

26.47

-

-

-

-

-

-

112

內政部統計處，前揭註 108，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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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各縣市老人長期照顧及安養機構概況(續)
單位：人；%
可供進住

社區安養堂

安養機構

老人公寓

人數占各

年底別
及區域別

縣市 65 歲

可供

實際

使用

可供

實際

使用

可供

實際

使用

進住

進住

率(%)

進住

進住

率(%)

進住

進住

率(%)

96 年底

9494

6622

69.75

344

90

26.16

860

387

45.00

2.21

97 年度

9465

6510

68.78

344

75

21.80

860

387

45.00

2.26

98 年度

9370

6406

68.37

344

64

18.60

846

370

43.74

2.27

99 年度

9059

6272

69.24

344

46

13.37

846

368

43.50

2.26

100 年度

8852

6279

70.93

272

38

13.97

967

404

41.78

2.27

本部直轄

3033

2413

79.56

-

-

-

-

-

-

-

新北市

1486

999

67.23

272

38

13.97

94

69

73.40

2.72

臺北市

932

798

85.62

-

-

-

296

193

65.20

1.97

臺中市

457

248

54.27

-

-

-

-

-

-

1.50

臺南市

151

59

39.07

-

-

-

397

27

6.80

2.43

高雄市

424

311

73.35

-

-

-

180

115

63.89

2.36

宜蘭縣

96

75

78.13

-

-

-

-

-

-

3.21

桃園縣

-

-

-

-

-

-

-

-

-

1.51

新竹縣

49

39

79.59

-

-

-

-

-

-

1.66

苗栗縣

-

-

-

-

-

-

-

-

-

1.27

彰化縣

101

50

49.50

-

-

-

-

-

-

1.74

南投縣

652

328

50.31

-

-

-

-

-

-

1.57

雲林縣

180

167

92.78

-

-

-

-

-

-

1.20

嘉義縣

-

-

-

-

-

-

-

-

-

1.27

屏東縣

-

-

-

-

-

-

-

-

-

2.55

臺東縣

-

-

-

-

-

-

-

-

-

2.57

花蓮縣

196

94

47.96

-

-

-

-

-

-

2.05

澎湖縣

-

-

-

-

-

-

-

-

-

0.35

基隆市

941

569

60.47

-

-

-

-

-

-

4.40

新竹市

-

-

-

-

-

-

-

-

-

0.92

嘉義市

-

-

-

-

-

-

-

-

-

2.21

金門縣

120

120

100.00

-

-

-

-

-

-

0.97

連江縣

34

9

26.47

-

-

-

-

-

-

3.48

91

以上人口
比率(%)

第五節 對於現行政策的省思
基本上，我國憲法基本國策、憲法增修條文，以及社會福利政策綱領修正後
所揭示的老人福利政策，大部分能被 2007 年 1 月修正的老人福利法加以採納，使
得老人福利法呈現一些新的面貌。同時，在敬老福利生活津貼與老年農民福利津
貼方面，也擴大申請對象或提高給付金額，對於老人福利是一大利基。但是，我
國老人福利政策與立法仍然存在一些問題，需要逐步加以改進，包括：
一、老人福利的政策目標不夠彰顯
行政院於 2004 年修正社會福利政策綱領，雖然揭示：以居家式服務和社區式
服務，做為照顧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的主要方式，再輔以機構式服務。但是，並未
將「在地老化」明定為老人福利政策的目標之一。
事實上，國人仍保有家庭主義的意識型態及價值觀，期待老人能在自己的
「家、鄉」終老，除非不得已，通常不忍心將老人送到老人福利機構安養。有些
老人，即使長年在外地謀生，最後也是希望告老還鄉，落葉歸根。
因此，期待將來修正社會福利政策綱領時，能配合國情，將「在地老化」列
為老人福利政策的主要目標。
二、老人狀況的差異缺乏全面考量
長久以來，老人被視為一個同質的團體，而欠缺對不同年齡、性別、種族、
區域間歧異性的考量。可喜的是，2004 年的社會福利政策綱領，已將「積極維護
老人尊嚴與自主」列為我國老人福利政策之一；2007 年 1 月修正老人福利法，其
第 9 條有關推動老人權益及福利相關事宜，也規定參與者應有原住民老人代表，
或熟諳原住民文化之專家學者，至少一人。由此顯示，我國老人福利政策與立法
已注意到老人是一個異質的個體，有其尊嚴與自主性，並應尊重其文化與區域的
差異。
不過，對照 1991 年聯合國老人綱領所提出的老人福利發展指標―獨立、參與、
照顧、自我實現、尊嚴，我們仍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其中，在「尊嚴」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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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老人綱領的目標是：不分年齡、性別、種族、失能與否或其他狀況，老人
都要能夠受到公平的對待。
有鑑於此，我們期待下一波修改老人福利政策與立法時，能將老人在年齡、
性別、種族、失能與否及其他狀況的差異性，也全面列入考量，使不同狀況的老
人都能各安其位，各得其應有的照顧及服務。
三、老人福利法規關鍵用語未予定義
2007 年 1 月修正的老人福利法，引用許多新的學理與名詞，包括：財產交付
信託（第 14 條）
、居家式服務、社區式服務、機構式服務（第 16 條）
、喘息照顧服
務（第 31 條）等用語。
但是，這些用語的意義在法規中並未界定，在施行細則中亦未說明，以致在
實務運作上可能無法掌握其正確意涵而提供適切的服務。舉例言之，
「居家式服務」
不同於修法前的「居家服務」
，如果實務工作者仍將其視同先前的居家服務，只側
重於家務服務，而忽略老人的身體照顧，以致未能提供醫務、復健、緊急救援等
服務，則有違修法意旨。
因此，期待老人福利法能夠將本法的用詞加以定義，以便實務工作者有所依
循。不然的話，亦可在施行細則中對母法的關鍵用語略加說明，一如現行老人福
利法施行細則第 8 條對母法第 33 條所定住宅「小規模」
、
「融入社區」
、
「多機能」
之原則的詮釋。
四、老人相關津貼有待釐清
保障老人經濟安全的方式，主要為年金保險、生活補助、社會津貼。其中，
在社會津貼方面，與老人相關的津貼，至少有兩種：
（一）依老人福利法之規定
可申請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特別照顧津貼（第 12 條）
。
（二）依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之規定
可申請老農津貼。但同一期間兼具政府發於之生活補助或津貼資格條件者，
擇一申領（第 4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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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老人兼具身心障礙者與原住民的身分，則可以請領的津貼更加複雜，
往往不是處於弱勢地位的老人所能釐清、認知而及時請領。尤其，2008 年 10 月 1
日國民年金法開始施行，老農福利津貼、原住民福利津貼均整併於國民年金，津
貼將逐漸日落。
因此，我們期待在老人福利法修正時，能將各類有關老人津貼的規定加以釐
清，並簡化其請領條件及程序，以方便有資格的老人自己申請，或由實務社工、
113

老人照顧者協助其申請，俾以確保老人能適時獲得其應有的津貼 。
五、組織及人力的擴增與精簡之矛盾
早在 1990 年代之前，各國政府推行行政革新運動；1980 年代「小而美」的政
府革新風潮，希望有效抑制政府部門不當的膨脹。我國自 1998 年行政院研考會頒
定《政府再造綱領》以來，陸續再頒布法制、人力及服務、組織再造等三項推動
計畫，對於行政部門也採取精簡政策。
但是就社會福利法規而言，卻有許多法律明文規定主管機關須設專責單位及
人員，例如：
《社會救助法》
（第 6 條）
、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第 6 條）
、
《老人福
利法》
（第 7 條）
、
《身人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第 9 條）
、
《志願服務法》
（第 5 條）
等規定，均需要擴增組織及人力，或者壓縮政府其他部門的員額配置，與組織精
簡的政策造成兩難與矛盾。
六、經費成長供需失調
近年來我國人口結構改變，老人及身心障礙者人口增加，兒童人口下降，每
當選舉時各候選人經常對有投票權的族群任意開出社會福利政見訴求，當選後為
實現競選承諾，造成社會福利經費未經實際的需求評估而向有投票權的特定族群
傾斜；另一方面，由於近年來我國經濟成長趨緩，使得政府經費預算較注重資本
門而輕經常門，使得社會福利經費在軟體方面的編列，如專業人員訓練、諮詢、
研究等屬於間接服務方面的經費較易被捨棄。
七、中央與地方的角力
113

林勝義，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 兼論其社工實務》
（臺北：五南圖書，2010 年）
，頁 16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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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地方自治法》實施後，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關係漸漸從上下層級指揮隸屬
的關係轉變到夥伴關係，這固然是國家民主深化的過程，但是我國民主的經驗和
素養還不夠成熟，加上《財政收支劃分法》中央對地方補助方式改變，許多由中
央推出的社會福利政策係由地方政府支應，常發生地方對中央所推出的福利政策
批評為：中央請客、地方買單的現象。這種現象可以發現無論中央或地方政府都
希望取得福利政策的主導權。
八、績效評估不易
內政部於 2001 年度開始對地方政府社政部門的績效進行考核，主要目的在於
有效監督各地方政府推動社會福利工作。但是該項考察僅就各縣市政府執行法定
社會福利項目進行考察，對於執行項目的質與量並未列入考量。因此，只能反映
出各地方政府貫徹中央政策的情形，尚無法呈現出各縣市政府社會福利服務品質
的優劣。
另外，內政部亦於 2000 年度根據《老人福利法》
、
《私立老人福利機構獎勵辦
法》及《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訂定《私立老人福利機構評鑑實施要點》及各
項評鑑指標。並於 2001 年 6 月至 9 月辦理老人福利機構評鑑，經各縣市政府初評，
再由內政部進行複評。本項評鑑項目為：行政組織及經營管理；生活照顧及專業
服務；環境設施及安全維護；權益保障；改進創新；其他經評鑑小組決議評鑑之
項目。本項評鑑指標因未納入使用者的滿意程度，同樣的只能反映出各機構依中
央政策執行的情形，亦無法有明確呈現出各機構服務的品質優劣。
九、跨領域專業合作的需要
我國尚未訂定社會福利基本法，許多社會福利均各別訂定不同的法規，在老
人福利服務方面，較常涉及的社會福利法規除了《老人福利法》外，主要的有《社
會救助法》與《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分屬主管機關不同部門負責。且社會福
利問題最常涉及財政、衛生醫療部門及法律部門，目前行政機關缺乏有力的整合
機制，仍然不乏各行其是的情形。另外由於法令規定繁複，民眾在申請人福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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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務時仍不夠便捷，影響推動社會福利的良法美意 。

114

黃旐濤、戴章洲、黃梓松、辛振三、徐慶發、官有垣、黃志隆，前揭註 44，頁 356-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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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老人安養體系的重整
老人安養體系的重整
我國長期以無償津貼形式推行老人福利政策，但隨著人口老化的加速，成為
國家沈重卻又無可推卸的負擔與責任。解決高齡化對社會的衝擊，有賴於更具前
瞻性之高齡福利觀點。老化社會已成為我國未來的必然現象，面對此一潮流，政
府也隨時代的不同，推出多種照顧方案及服務措施，並因應需求的轉換，調整政
策方向。檢視我國老人福利政策與立法之發展，逐漸從過去強調機構式照顧，導
向更具人性化的居家及社區化照顧；對在地老化的政策推動上，政府正朝向法制
面、制度面、服務輸送及服務供給等方向努力115。依據前一節對現行政策的省思，
各項政策的落實及各相關機制的配合，仍有許多值得努力的空間。

第一節 在觀念方面：由私領域轉變為公私領域相互配合
我國自從 1984 年起總生育率就低於人口替代水準，逐漸轉型到低出生率的階
段；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也推估至 2060 年臺灣 65 歲以上老人人口將達 784 萬
人，占總人口數 41.6%( 參見表 1-3)。加上現代女性已大量參與就業市場，對家庭
照顧工作的投入也相對減少，所以整個社會變遷和家戶人口結構改變背後所隱藏
照顧人力和資源的問題，已浮上了檯面，亦即高齡化所帶來的照顧問題不再只是
單純的家庭支持或照顧問題（如經濟、情緒、勞務）
，它已延伸到公領域的政府公
共機制（如退休養老金）和公共支持（如社會安全、老人健康保險）的問題。
事實上社會照顧資源多寡也會影響老人生活品質和健康情況，因此，原本預
期壽命的延長是人類引以為傲的事，但今日人們的「長壽」是否帶來「長健」的
生活品質，確實令人堪慮。因此，政府有計劃性的政策方案協助家庭照顧老人的
工作，將是維繫家庭功能持續發揮的重要關鍵116。

115
116

李瑞金，前揭註 82，頁 106。
陳燕禎，
〈我國老人照顧資源變遷之初探〉
，
《社區發展季刊》
，第 114 期，2006 年 6 月，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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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諱言，臺灣家庭一直擔待起老人照顧的主要責任，而老年人的照顧工作
長久以來也一直被「家庭化」和「道德化」
。到底老人照顧是「家庭」或「政府」
的責任？是「私領域」或「公領域」的事務117？
第一項 私領域
在人類的社會環境中，
「家庭」一直擔負著老年人安養的角色，老年人的照護
也一向被視為家庭的責任，但是，人口老化對家庭照護所帶來的衝擊，卻不僅僅
只是老年人口數增加的安養需求而已，更多的是隨著醫療科技進步而來的罹患慢
性疾病和功能障礙老年人口的疾病醫療與日常生活活動的照護需求118。
在傳統中國社會裡，政府並不會提供相關的老人照顧服務，也鮮少有機構提
供老人照顧，所以照顧老人的責任自然落在家庭。老年人面對各種生理、心理、
社會生活的變化之下，家庭生活成為老年人生活的重心，同時家庭也成為老年人
最重要社會支持來源。從中國人現實生活來說，家庭關係對老人精神的影響很大，
家庭不只是老人物質生活的中心，也是精神生活的依託119。
儒家思想強調祖先的重要性，對中國人怎樣看待老人有很深的影響。而中國
的方式，是讓孩子或其他家庭成員成為提供食物、住所、衣物和金錢給年長的人
的來源120。
臺灣地區向來受中華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深遠，而在中國傳統社會文化中，
「家庭」是社會的核心，論語學而篇說：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
為人之本與？」因此，家庭倫理是「本」
，是價值的根源，而家庭倫理首重孝道，
重視反哺報恩的概念，以及個人在家庭中克盡孝悌的責任，父慈子孝的價值系統
就成了家庭倫理的首要標誌；孝經中明載：
「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與
年老父母同堂共居、敬老的家庭倫理規範向來也就具有強制力量的文化意義。自
117

卓春英，《頤養天年 : 臺灣家庭老人照護的變遷》
（臺北：巨流，2001 年）
，頁 347。
邱怡玟，
〈家庭變遷下老年人之長期照顧何去何從〉
，
《社區發展季刊》
，第 106 期，2004 年 6 月，
頁 176。
119
陳燕禎，《老人福利理論與實務 : 本土的觀點》
（臺北：雙葉書廊，2007 年）
，頁 293。
120
景鈺雲，《活出魅力‧談老人人權》
（新北：揚智文化，2012 年）
，頁 101。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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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開始，法律上對家族的範圍即有明確的界定，要求子孫不得分財異籍，與父
母分居是屬於「十惡」罪行中的不孝罪行，大清律法也明確指出：
「祖父母、父母
在者，子孫別立戶籍，分異財產者，杖一百」
。
家庭一向是支持照顧老年人的所在，在中國人父系法則觀念之下，家庭的典
型模式是從子式的三代同堂，而三代同堂也一向被認為是老年人獲得安養的重要
表徵；從臺灣地區的老年人目前的居住狀況仍以與子女同住者最多，可見同堂奉
養父母的傳統價值仍然是臺灣社會的重要孝行表現121。
對一個老人而言，家庭為其晚年生活的依賴，無論是與子女親屬同住或僅與
配偶同住，家庭生活占據其日常生活的絕大部分。老人的家戶組成被視為係幸福
的指標，可能是定位老人晚年生活安全保障之終身策略過程之結果。在老人與子
女同住的理論中，主張家庭價值觀者強調子女加盟或共同家庭存活策略是同住的
動機。在西方社會子女對父母的奉養並沒有義務，但傳統中國價值觀念認定奉養
父母是子女的責任。孝道在中國傳統文化上扮演特別重要的角色，子女被認為有
欠於父母，有義務協助老年父母身體的、情感的及物質的幸福。儒家之孝道規範
強調子女無條件服從父母，以報答父母養育之恩。子女對父母的奉養仍是一種社
會所稱頌的價值。在中國，家庭是無私的、利他的。利他主義的觀點認為家庭成
員有義務對那些無法工作或無法照顧自己的其他成員提供支持，即便是沒有回
報，那些有需要的成員將受到最大的支持，因為他們的生存對整個家庭的幸福是
至關重大的。利他主義的觀點被共同地用來解釋中國代間關係，以及老年父母與
其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員同住數量之高。顯見基於家庭價值觀，當老人有最大需要
時，應更可能與子女同住122。
在華人社會，雖然養兒防老已是過時觀念，但渴望與自己的子女同住的想法，
依然是多數年長父母的首選。因此，老來伴不僅是希望與自己的配偶白頭到老的
浪漫想法，也包含著與後代同居共享人倫之樂的惬意人生。這種愛情與親情錬結
121
122

邱怡玟，前揭註 118，頁 177-178。
張桂霖、張金鶚，
〈老人居住安排與居住偏好之轉換：家庭價值與交換理論觀點的探討〉
，
《人口
學刊》，第 40 期，2010 年 6 月，頁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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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家庭關係恐怕不是其他文化的人士所能輕易理解123。
第二項 公領域
以往農業社會由於預期壽命較短，多數人都在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尚未完全喪
失前死亡，臥病在床的時日，也因為醫療科技的限制而不長；嚴格說來，並沒有
沉重的養老照護問題。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醫療科技與營養衛生的改善，老人的
平均壽命雖然大幅提升，但健康狀況與獨立料理日常生活能力的改善速度卻不及
平均壽命，需要特別醫療與照護的時間因而拉長，老人的醫療支出與照護需求才
逐漸成為家庭與社會的沉重負擔。一般說來，老年生活的兩大需求是經濟資源與
日常生活照護，前者可能經由基本國民年金、職業退休金、或個人積蓄來滿足，
後者則需要家人親友或正式的療養照護機構提供協助。
家庭內成員間的權利義務與互動模式，依文化而異，但大多依其道德規範來
約束，間或佐以國家律令強制要求。儒家思想以「孝」來規範傳宗與送終，老人
的照護責任多由同住的子女親人來負責；而像講求獨立與個人主義的歐盟社會，
成年子女與年老父母同住的比例不高，經濟上多數老人可以經由基本國民年金、
職業退休金、個人積蓄以及政府的福利補助以維持生活，但日常生活上的協助呢？
病痛失能時又將由誰負起主要的照護責任？
在農業社會，經濟產業結構與家戶單位緊密結合，離鄉謀生的機會不多，多
代同堂或同村共居的機率較高，成年子女較有機會照顧年邁父母親人；進入工業
社會後，經濟產業結構脫離自給自足的家戶單位生產方式，轉為薪水受僱生產方
式，而就業市場與教育訓練機會多集中於大都會區，成年子女為了取得適當的工
作機會多需要有長距離的遷移，加上已婚婦女參與家戶外勞動工作的比例增高，
與父母同居或提供日常生活協助的機會就減少了。老人的社會地位、所擁有的資
源與權力、以及老邁失能時所得到的家庭照護程度，與社會的現代化程度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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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真文，前揭註 59，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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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現代化的腳步，支付老人養老經費的主要責任將逐漸由家庭移轉到政府124。
臺灣的家庭結構已有明顯的變遷，家庭的互動關係也產生重大的改變，這些
轉變的互動關係，也深深影響著家庭的生活方式。尤其當家中有失能老人或身心
障礙者需要長期照顧時，由家庭所提供的照顧在品質、效率、可近性、有效性、
便利性、可信賴性與經濟成本上的評價都是最高的。然而當前人口結構和家戶型
態，確實已引發由家庭提供照顧服務的現實困境，而這在人口老化的其他國家也
都同樣面臨的過程。
柯瓊芳曾就歐盟各國老人奉養態度進行比較分析，其研究發現子女奉養意願
已降低，政府也在養老政策上扮演更積極主動的地位，例如在社會民主主義福利
體制國家傾向於將養老費用的主要統籌支付責任歸諸「政府」
，而地中海國家則把
責任歸諸「子女與政府」
。所以西方福利國家興起，其社會保險概念與福利制度已
普遍推展，
「政府」已逐漸替代原本家庭扮演的角色，也成為現代社會養老期待的
依靠。但也由於西方福利國家人口老化的程度和速度都相當地嚴重，許多福利體
制國家已面臨財政困難的情形，因此積極推展社區照顧政策來解決老人照顧的財
政負擔，所以社區照顧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動員「社區」和使用「家庭」的資源，
要求兩者同時負起養老的照顧責任125。
臺灣的人口轉型已由高出生率與高死亡率轉移到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過
程，即「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的社會現象產生，而高齡化社會相對帶來的少子
化問題，生育率又持續下降之際，人口金字塔就漸呈現倒三角形，社會照顧資源
的問題也就無所遁形，尤其戰後嬰兒潮的人口也即將邁入老年期，要完全由家庭
的人力和資源來扛起照顧老人的責任是一個難以承受的壓力。整體而言，高齡化
社會家庭的照顧負擔將愈來愈沉重的，所以當人口、家戶結構大幅度的改變時，
國家公共支出結構也必須進行重組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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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瓊芳，〈誰來照顧老人？歐盟各國奉養態度的比較分析〉
，《人口學刊》
，第 24 期，2002 年，
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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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燕禎，前揭註 116，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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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燕禎，前揭註 116，頁 23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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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學家將嬰兒潮世代比喻為「通過巨蟒胃腸的一條豬」
，嬰兒潮世代在經歷
人生不同階段時，都曾造成社會的劇烈變化。無論嬰兒潮在每一個階段碰到什麼
問題，都成為當代最重大的社會、政治及商業議題127。
在社會變遷的影響與衝擊之下，家庭的結構、功能、資源，甚至家庭關係都
發生巨大的改變，家庭已不能再被視為單純的私領域問題，家庭可能承擔之對老
年人照護的能力越來越薄弱，老年人的安療養已無法單靠家庭的力量來完成。老
年人的照護已從情感依附孝道轉移為規範孝道，子女也從主動孝道移轉為被動孝
道，甚至是外包或形式的孝道，這種情況之下，未來老年人的安養照護該走往何
處值得社會關注128。
二十世紀初，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已經逐漸注意到老年人口的增加及其所帶
來的問題；在多數已開發的國家中，也發現人口危機不單是在量的減少，人口快
速老化相對地也給家庭及政府帶來了許多照顧層面的問題。自 1980 年以來，在亞
洲許多國家，老人問題儼然成為公共政策的議題，無論是政府或家庭均被期待需
擔負起這樣的照顧責任。
但家庭結構型態及功能的轉變，使得原先屬於家庭的傳統照顧者――婦女，
在大環境及家庭需求的轉變，普遍就業成了不可避免的趨勢，且女性自我意識的
提高，對照護角色的意願、認知及期待，也不再侷限自己為家庭的主要照顧者，
又加上都市化及人口遷移的情況，都相對地影響到家庭在照顧老年人口的功能減
退或人口缺乏的問題，故並不是所有家庭都具備照顧老年人口的意願及能力，也
相對產生老年人口能否如昔日般被尊重和受照顧的疑慮129。
由於愈來愈多的人不結婚，或者結婚後離婚、分居，此種趨勢造成不少人到
老時無配偶可提供照顧，另外，出生率降低也會促使愈來愈多的個人到年老時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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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子女可成為其照顧者130。
我國雖然在民國 69 年制定老人福利法，但政府在推動老人福利的意型態上，
仍認為家庭負有奉養老人的責任，只有無人奉養或家人無能力奉養老人時，政府
131

採機構收容的消極方式來處理孤苦無依老人照顧問題 。
民國 80 年代後，當我國老人失能比例隨人口老化速度攀升，加上婦女勞動參
與率的攀升、父母與子女同住比例下降因素之影響，老人照顧政策開始朝向普遍
主義向移動，服務對象逐漸擴及一般戶老人，老人政策的取向從選擇式邁向普及
式，不再侷限於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老人132。
一直到民國 96 年 1 月 12 日老人福利法重新修正通過，第十五條「直轄市、
縣（市）政府對於有接受長期照顧服務必要之失能老人，應依老人與其家庭之經
濟狀況及老人之失能程度提供經費補助」
，代表照顧老人的責任已非由家庭全部負
133
擔，國家扮演起分擔照顧老人的責任 。

國家對於國民的老年照顧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型態，而每一種制度的形成都與
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人口結構、就業狀況以及人民的社會連帶的認知有直接
的關聯。我國國民老年生活的照顧及老年人的安養責任，隨著社會、家庭結構的
變遷，在國民意識中也逐漸由個人、家庭所應負的責任，相當程度地轉變為國家
所應負的責任。誠然，老年人的安養需要社會、家庭各方面的協力，而不應被化
約為社會福利財政上的一種負擔，但隨著老年人口增加，國家需承擔一部分的責
任已經成為不爭的共識134。
第三項 小結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家庭是個人經濟來源與情感依附的最基本單位，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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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寶靜，《老人照顧 : 老人、家庭、正式服務》（臺北：五南圖書，2001 年）
，頁 3。
吳玉琴，前揭註 94，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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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正芬，〈我國長期照顧政策之規劃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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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3 期，2011 年 3 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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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孕育與成長的地方，也是養老的場所，因此，老人的照護責任理應由家庭來承
擔。但由於社會保險概念與福利制度的興起，加上離婚率的提高與生育率的降低，
透過稅賦以及其它多種強制性的扣繳或者儲蓄機制，政府逐漸替代家庭成為養老
照護的負責機構。可是由於人口老化程度愈來愈重，老化的速度也愈來愈快，再
加上民主政治福利項目支出互相排擠的結果，歐美許多福利體制國家反而在財政
短絀的理由下，要求家庭負起老人的主要照護責任。
養老照護責任主要該由家庭或政府來承擔，並沒有絕對對錯或好壞之分，端
賴個人財富所得的分配流向而定。在私領域（或稱家庭內）的世代資源移轉模式
下，老人的照護責任多由家庭來承擔，個人不需要為了自己的老年生活而繳交稅
賦或保險年金給政府，養兒就是防老的最佳安排。但在公領域的世代資源移轉（或
稱社會資源移轉）模式下，政府是老人照護責任的主要承擔者，個人年輕時經由
稅賦或保險年金預先提存養老所需給政府，退休後再由政府負起統籌規劃的主要
責任135。
在多數西方國家中，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有兩種不同的價值觀。
一、個人的福利基本上是個人的責任。這種崇尚個人自由和自主、自決、自
力更生的觀念深深紮根於西方社會，它們被美國的許多團體所擁護，也是許多公
共政策的根基。
二、個人福利是個人和社會共同的責任。為了保護公民，彌補自由市場經濟
的失靈從而使物質和機會更加公平分配，政府的干預是很必要的。然而，儘管強
調個人生產力和競爭力，相當程度的收入不平衡被認為是不可避免的。
中國人的社會，一向都認為照顧老人是子女的責任，隨著老年人口、老人壽
命、核心家庭以及雙職家庭的不斷增加，不是每個家庭都可達到這個理想，況且
客觀環境也未必容許子女完成奉養年老父母的責任。所以，政府應為有困難和得
不到家庭照顧的老人提供服務。
大家越來越有一個共識，亦即老人和其他殘疾群體的問題只能透過當地政
135

柯瓊芳，前揭註 124，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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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私營部門和個人共同努力加以解決。個人方面的努力諸如倡導自助、家庭照
顧、規劃個人退休和個人投資，個人、家庭、社區、地方和全國政府的合作是非
常重要的。
老人政策總體上反映了社會對於老人的價值觀，1999 年的聯合國國際老人節
上，聯合國列出了一系列老人政策和服務專案的原則，如果社會相信這些基本的
重要理念，老人政策就是一個「必須」
，要求政府優先考慮，並給予財政支援136。
在處理老年潮問題時，務必使得年老的一代覺得有安全感，並且使得年輕的一代
覺得較少的負擔137。
隨著經濟與文化的全球化，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將會繼續提升，個人主義意識
風行，隱私權與獨立生活空間的需求將會因為經濟水準的提升而得到滿足，成年
子女與年老父母可能都不願意選擇同居共住，或成為對方的負擔。此外，離婚率、
非婚生比率、以及無子化的機率都有可能繼續提高，子女在成長過程中與繼父母
或與父（母）親的女（男）朋友共同生活的機率升高，成年後所要面對的已不只
是親生父母或公婆與岳父母，奉養照顧的對象與意願可能因此而模糊失焦。因此，
透過稅賦制度與養老年金儲備機制，以確保晚年生活的獨立自主，會是未來的趨
勢138。
雖然奉養雙親一向是臺灣社會基本的價值觀，但隨著少子化、家庭核心化以
及社會風氣的轉變，家庭內的養老功能將繼續降低。由於人口老化的速度超過預
期，許多福利國家都碰到老年所得保障不足的問題，同時也產生很大的財政缺口。
這些國家不得不進行年金制度改革(例如：減少政府公共年金的支出)或是延後法定
退休年齡，或指鼓勵國民購買私人年金以為因應。
總之，養兒未必能夠防老，而政府未必可以倚賴，在這兩個前提下，個人(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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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未來的老人) 自己必須做更好的養老準備139。而政府在制定相關政策時，政策
的目標除了朝向為老人提供更實際、多元化以及人性化的服務之外，也應該讓人
民瞭解唯有具備自助的條件，再輔以人助，才能依照個人自由意識選擇自己理想
的安養方式。

第二節 在制度方面：由職權分掌調整為職權整合
關切國民生活福祉是現代國家重要的職責，而這有賴社會福利政策的制定。
然而，政策本身並非能自我執行，必須藉由行政組織的建立來達成社會福利政策
的目標。多年來，社會福利團體及學者鑒於社會司位階偏低，訴求提昇位階的呼
聲始終未曾間斷140。
隨著經濟成長與政治民主化發展，臺灣的社會結構急劇變遷，多樣化的社會
問題帶動高度的社會福利需求，社會福利業務及社會福利經費亦隨之大幅擴張，
導致既有的社會福利行政體系在執行社會福利政策及滿足民眾福利需求上，顯得
應付不暇，負荷沉重。目前國內社會福利組織與業務面臨多重問題，主要包括社
政機關層級過低、行政事務繁雜、社會福利資源分配不公、資源錯置、中央對地
方的補助款項分配問題及地方落實能力、社會福利服務人力配置不足、福利服務
的效率與品質受到質疑、公私部門合作關係不良等141。
依據監察院的調查報告指出，老人人權可分為：1、經濟保障 2、健康照護 3、
生活環境 4、休閒與參與 5、自我實現 6、保護與尊嚴六大項。而上開老人人權涉
及之部會高達 22 個機關，且彼此間欠缺溝通聯繫與整合。如有多個部會分別推動
相同服務，但彼此欠缺溝通整合。例如老人教育部分，社政單位辦理長青學苑，
教育單位成立社區樂齡銀髮學習中心；失能老人照顧方面，社政單位主管養護中
心、長期照護機構，衛政單位主管護理之家，退輔會也提供類似服務。據了解，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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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健忠，
〈從「衛生福利部」到「衛生及社會安全部」
：行政院研修社會福利行政組織的回顧〉，
《社區發展季刊》
，第 113 期，2006 年 3 月，頁 3。
141
莊秀美，〈日本社會福利基礎結構改革與社會福利行政組織再造之分析〉
，《社區發展季刊》
，第
113 期，2006 年 3 月，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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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護機構及護理之家之人事配置及設置標準相同；在一般老人照顧部分，社
政單位設置社區關懷據點，衛政單位推動「社區（部落）健康營造計劃」
，原民會
推展原住民部落老人日間關懷站，農委會也推廣高齡者生活改善班等142。
在全球化趨勢的推動下，政府組織運作遭遇許多激烈挑戰，包括：地理空間、
時間、公共政策議題複雜性、行動者面對合法性和負責任的嚴峻考驗。然而，我
國行政院組織架構自中央政府遷臺後，僅歷經小幅度調整，並未因應社會環境系
絡變遷，進行整體政府組織改造工程。2010 年 1 月 12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行政院
組織改造配套法案，原有 37 個部會將從 2012 年起精簡為 29 個，並宣告其願景目
標在打造一個精實、彈性、高效能的行政組織，藉以積極提升國家競爭力。
在行政院組織改造諸多議題中，衛政與社政兩個體系的整合，是被討論最多
的組改課題之一。主要原因在於隨著臺灣高齡人口的快速增長，未來老年福利服
務需求也勢必成為政府施政重點之一，這個趨勢可從近年來政府著重長期照顧政
策的推動略見端倪。長照政策是政府因應高齡化社會所推出的政策方案，其核心
理念在於「在地老化、尊嚴與自主」
。然而，在政策規劃與執行過程中，因業務涉
及衛政與社政兩部門的職掌，難免因部門的分立，導致許多方案無法有效落實。
現行衛政與社政兩個體系的運作，長久以來存在無法有效整合的現象。衛政與社
政服務無法有效整合，是長照政策執行過程的重要課題，民眾對於政府所提供的
公共服務已產生跨部門整合的嶄新需求。而衛生福利部的設立，即成為回應此一
複雜問題的重要手段之一143。
其實無論急性住院之老人或是健康之老人皆需要醫療照護及生活照顧，只是
需要兩者的比重不同。以急性住院病患為例，住院期間除了醫療照護外，也需要
家人或請看護協助生活上的照顧；而健康老人或多或少有一至多項的慢性疾病，
也需要預防保健或醫療的照護，也因此兩者缺一不可。然而我們知道，無論護理
之家或日間照護，都有所謂衛生單位立案的或社政單位立案的，衛政社政兩方面
142
143

《臺灣老人人權與實踐之探討專案調查硏究報告》
，前揭註 15，頁 41。
江大樹、梁鎧麟，〈長期照顧體系組織改造策略分析：全觀型治理觀點〉
，《文官制度季刊》
，第
三卷第一期，2011 年 1 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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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不一，往往會造成管理的漏洞，若是這兩個重要單位無法整合，無疑會造成
民眾之困擾以及資源的重疊144。
事實上提昇社政機關的位階各界早有共識，但卻多災多難，五十餘年來一成
不變在先，接著近年又有減肥、瘦身、再造、精簡等大前提，形成了齊頭式的平
等而沒有考量福利新法的增頒添加了業務必須的人力配合，太多的政治考量或因
人設事，都會損及機關應有的型態取向與民眾福祉145。
以服務對象的需求來看，民眾的社會需求在質與量上不斷擴張，原有的組織
設計已無法符合社會所需，例如家庭結構、外籍及大陸配偶、老人人口等的改變，
以及醫療照護與安養需求的大增，都會衝擊原有行政體系的回應能力。因為要滿
足這樣的需求往往要跨越單一面向，使得既有的行政組織運作常要進行跨政策間
的協調與溝通。所以，設置「衛生福利部」
，除了提供民眾整合性的優質服務之外，
也能統合政府政策，提升政府效能，更能導引國家預算資源投入的重心146。
根據行政院衛生署與內政部合編的「衛生福利部組織調整規劃」報告初稿，
衛政與社政兩部門合併的理由在於：近年來由於未婚人口增加、總生育率下降、
新移民增加等，我國人口結構逐漸改變，相對應之社會政策，特別是中老年醫療
保健及長期照護服務、婦女權益、兒童養育、國民年金、社會保險等業務之規劃，
均需及早預為規劃因應，故整合醫療衛生與社會福利業務，將有助於社會政策與
資源整合規劃調配，建構完善的社會福利、社會照顧及醫療保健體制。然而，因
每一個時期所面臨的社會環境系絡不同，衛政與社政組織皆會因應環境需求而進
行組織結構的調整。
衛政與社政體系的組織整合，雖然面臨諸多阻礙，但於 1998 年 7 月召開的全
國社會福利會議認為：未來中央主管機關應採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整合、社會福
利與勞動部整合、內政部社會司提高層級為社會福利總署或社會福利部等三種組
144

詹火生，《迎接高齡社會的挑戰》（臺北：厚生基金會，1998 年）
，頁 204。
蔡漢賢，〈為我國社會行政機關應有型態獻策─以民眾福祉為先 向歷史負責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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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刊》，第 113 期，2006 年 3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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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富峰、陳政智，
〈對成立「衛生及社會安全部」之我思我見─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之意見與因應
方式〉，
《社區發展季刊》
，第 113 期，2006 年 3 月，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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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型態。從組織調整歷程中得以瞭解，衛政與社政兩部門的合併是頗受矚目的重
要組改課題，但一直到 2008 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終於在 2010 年 1 月，立法院
將攸關政府再造的「行政院組織法」
、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
「中央政府機
關總員額法」
，及「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等四項法案三讀立法通
過。其中，正式確立衛政與社政兩體系未來將重新整併為「衛生福利部」
，並從 2012
年開始施行147。
衛生福利部除原有衛生署業務外，另移入內政部社會司、兒童局、家庭暴力
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及國民年金監理會之業務。職掌包括：健康政策及服務、全
民健康保險、疾病防治、藥物食品、福利服務、社會救助及社會保險等。衛生福
利部及所屬機關（包含中央健康保險局、疾病管制署、食品藥物管理署、國民健
康署等）現有預算員額（含內政部及勞委會擬移撥員額數）總計約 13,336 人（職
員 10,727 人、駐衛警 16 人、技工友駕駛 1,991 人及約聘僱 602 人）
，內政部社
政業務移撥人數共約 1,281 人（含所屬機構）148。
對於當前整個社會環境系絡而言，衛生福利部的設置能減少過去因衛政、社
政分立而產生跨部會協調的行政成本，或因而導致政策無法有效落實。根據衛生
署與內政部初步規劃，衛生福利部未來內部單位，包括：綜合規劃司、社會保險
司、福利服務司、社會照顧與發展司、保護服務司、醫事司、心理健康司、傳統
醫藥司、統計資訊處、法制處、秘書處、人事處、政風處、會計處等 14 單位，其
中，社會照顧與發展司職掌長期照顧政策相關業務149。
醫療衛生與社會福利業務一直以來關係密切，彼此之間常需互相配合、相互
支援；但由於醫療衛生與社會福利業務分屬衛生署與內政部負責，在實務運作上
常因相關政策、措施及執行標準不一，而無法充分配合，且在管理上存著灰色地
帶，無法提供民眾完整及有效率的服務。因此合併成一個新的部級機關，統籌醫
療衛生服務、健康保險與社會福利之業務，將有利於衛與福利政策之推動與民眾
147
148
149

江大樹、梁鎧麟，前揭註 143，頁 9-10。
曾中明，〈我國社政組織的演變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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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3 期，2011 年 3 月，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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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祉之增進。同時，希望單一機關的設立，可以切實掌握衛生及福利經費，便於
資源之評估與取得，利於經費之分配與運用。
現階段社會福利需求仍以提供弱勢族群及老年人完善醫療服務為優先，如低
收入戶或經濟弱勢之醫療，以及老人的醫療、安養、經濟、社會等福利需求問題
日益擴大與多元化，都需予以重視解決。依據內政部各項福利經費成長狀況來看，
也是以老人福利及身心障礙福利之經費成長最多。以老年照護為例，其涵蓋層面
包含「生活照顧」
、
「急性醫療」與「長期照護」三大部分，需要結合醫療與社會
福利資源才能提供「全人」的服務。
衛生福利部基本上是原來的行政院衛生署為主體，再將目前內政部的社會福
利業務移入，調整後的司（處）宜就業務屬性進行全盤的重新調整，希望能看到
「醫療」與「福利」重新整合的身影。為克服不同體制間服務層次水準之差異，
避免重複服務的情況發生，單位間必須花費很多時間及人力來進行協調，相信在
建立合作機制之後，業務的推動將會更有效率150。而前章現行政策評析所述相關
政策缺乏法源、法規規範缺漏不足、組織及人力重新配置、中央與地方的角力、
跨領域專業缺乏合作等問題，也會因業務的整合而逐一改善。
在英國，為了增進服務的便利性及效率，單一窗口(single door)或一站式服務
中心(one-stop service center)都已廣為採用151。將來衛生醫療與社會福利工作統合在
一個機關之內，宜致力於簡化其行政程序，各類服務能以推動單一窗口服務為佳，
才能使民眾得到便利且符合其需求之整體性服務。從民眾的角度來看，政府是一
體的，民眾可以從單一窗口得到完整的服務，這才是顧客導向的服務型政府152。

第三節 在實務方面：由「硬體安養」提升為「軟硬體並重」
過去由於人類平均壽命較短以及老年人口比例不高，加上中國社會對於老人
150

社論，
〈寄望一個互相配合，彼此支援的衛生福利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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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6 期，2011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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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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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17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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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保障奠基於家庭制度，並確定親屬間的扶養義務，孝道成為維護家庭制度
的中心信仰，老人問題未構成社會或國家的問題，因此停留在狹義的救濟與社會
安養等服務，只由行政單位所提供的老人機構安養，或富有者發給貧困老人白米、
153

金錢等救濟品解決其需要 。
臺灣在光復初期大抵延續了日據時代的救濟措施，如救濟院、貧民施醫、災
荒救濟等。民國 69 年老人福利法與社會救助法、殘障福利法同時通過，稱為「福
利三法」
。但福利三法通過對社會福利的預算及人力並沒有相對提昇，僅具有象徵
性意義，沒有實質的服務措施，且以當時 65 歲老人人口 746,962 人占 4.22%，但老
人的年齡卻設定在 70 歲以上，能服務的老人少之又少，而實質受惠的措施僅有搭
乘交通工具及進入康樂場所享有半價優惠，實無實質福利可言154。
回顧這段時期臺灣的老人福利政策幾乎是乏善可陳，所有的老人福利政策僅
是宣告性質、缺乏具體可行的實施方案及行政上的配合。在此一時期受惠的老人
對象只限於以「社會救助」方式提供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給貧困老人，榮民、
勞工和軍公教人員則以「社會保險」方式提供老年退休給付和經濟生活保障，至
於其他身分的老人所領受的福利服務等於零，而民國 69 年所通過的「老人福利
法」
，整部法規的內容以「經濟救助」為主，多為消極、救急之措施。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此一時期臺灣的老人福利，隨著身分的不同而有不對等
的待遇，例如，對於榮民、退職民意代表予以相對優渥的國家保障，公教人員對
政權鞏固、政治社會化有益，勞工對於經濟發展有幫助、給予不工作的退休金給
付，至於其他老人，則以傳統的孝道文化、家庭倫理、個人責任等理由來卸除國
家照顧的責任，政府不予介入。
換言之，這段時期政府推行的老人福利政策是局部的、零散的、殘補式的、
選擇式的社會福利取向，保障的對象僅限於軍公教人員為主，對於其他身分別的
老人之制度化保障，則主張回歸以家庭為中心的傳統孝道倫理，老人福利政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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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金，前揭註 82，頁 94。
吳玉琴，前揭註 94，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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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關需要、問題意識並未受到普遍的重視，更遑論具體有效的政策規劃或福利
155

方案實行 。
然而社會政策會受到經濟、政府的結構、意識形態、社會變遷以及歷史等因
156

素的影響而改變 。民國 80 年以後，對老人福利議題冷漠的情況有了改觀和歷史
轉折，學者專家、民意代表、報紙媒體、實務界社會工作者都撰文為「高齡化」
社會的即將來臨提出呼籲，要求政府提早面對社會人口結構的改變，制定一套完
157

善的老人福利政策，以因應此一新的社會課題 。
民國 82 年 9 月臺灣 65 歲老人人口達到聯合國定義的 7%高齡化社會的門檻，
老人福利的議題也一一出現，民國 82 年前後在立委選舉及縣市長選舉中，老人年
金被當做重要的政見訴求，也引發了一波對老人議題的關注，並於民國 84 年通過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回應這一波的老人年金訴求，但也開啟了臺灣老人
津貼隨著選舉起舞，政治人物每到選舉不斷上演津貼加碼的戲碼，讓國家財政與
縣市財政陷入困境。
民國 87 年行政院核定了「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
，要求各部會全面性提供
老人照顧的政策，只可惜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雖有理想的政策目標，但沒有預
算經費的支持，僅由各部會依自己的業務自編預算，到最後只是各部會業務的書
面彙整。
臺灣老人人口老化速度加速，可應對的時間又比先進國家的時間短，引發社
會普遍的重視，因此終於在民國 96 年 1 月 12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讓老人福利法的
法規更加完善，老人福利法第十五條也在老盟強力推動下通過，
「直轄市、縣（市）
政府對於有接受長期照顧服務必要之失能老人，應依老人與其家庭之經濟狀況及
老人之失能程度提供經費補助」
，代表照顧老人的責任已非由家庭全部負擔，國家
應積極扮演協助者的角色。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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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臺灣社會少子女化、高齡化及移民問題，民國 97 年行政院核定「人口政
策白皮書」
，其中對於因應高齡化社會對策之目標，在於「建構有利於高齡者健康、
安全的友善環境，維持老人的活力、尊嚴和自主」
，並提出「支持家庭照顧老人、
完善老人健康與社會照顧體系、提升老年經濟安全保障、促進中高齡就業與人力
資源運用、推動高齡者社會住宅、完善高齡者交通運輸環境、促進高齡者休閒參
與、建構完整高齡教育系統」等八大因應對策，俾有效因應高齡社會來臨，這些
158

對策有待逐一落實 。(參見圖 5-1)

支持家庭照顧能力，分擔家庭照顧責任

支持家庭照顧
老人

，以維持高齡者活力、尊嚴與自主
建構有利於高齡者健康、安全及終身學習的友善環境

高
齡
化
社
會
對
策
目
標

建構完備長期照顧體系，保障身心功能障
礙者能獲得適切服務，增進獨立生活能
力，提昇生活品質，以維持尊嚴與自主

完善老人健康與
社會照顧體系

保障國民健康活力的老年，提升生命品
質，增進福祉與安適

提升老年經濟安
全保障

建構完善的老年所得支持體系，保障國民
老年經濟安全

促進中高齡就業
與人力資源運用

促進中高齡與老人就業與人力資源運用

推動高齡者社會
住宅

維護高齡者尊嚴與自立的生活環境，滿
足高齡者的居住安排與居住形態

完善高齡者交通
運輸環境

提供完善的高齡運輸環境，促進高齡人
口增加社會參與

促進高齡者休閒
參與

建構優質友善的高齡者休閒環境

建構完整高齡教
育系統

建構無年齡歧視的跨世代融合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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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高齡化社會對策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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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玉琴，前揭註 94，頁 146-148。
內政部，《人口政策白皮書》
，2008 年 3 月，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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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政院隨著「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辦理期程屆滿，為因應我國社會型
態及家庭結構急劇轉變，所衍生多元複雜之老人照顧需求，除了失能老人之照顧，
對於其他約 9 成非失能老人之需求，亦應加以重視，因此如何有效建構並周全整
體老人福祉益形重要。民國 98 年內政部研擬「友善關懷老人服務方案」
，以「活
躍老化」
、
「友善老人」
、
「世代融合」為方案主軸，期積極維護老人尊嚴與自主，
形塑友善老人的生活環境。此方案參考國際老人福利的趨勢走向，融入活力老化、
友善老人、世代融合的概念，但此政策一樣未有專款經費挹注，是否會像「加強
老人安養服務方案」一樣，僅成為各部會書面數據報告的彙整，而無法落實的困
境，仍有待觀察160。
所謂活躍老化指的是「為了增進人們年老時之生活品質，所提供健康、參與
及安全之最適機會過程」
，亦即活躍老化是種過程，此過程藉由提供人們獲得健
161
康、參與及安全的適切機會，以增進老年期的生活品質 。其包含健康促進、社會

參與和安全維護面向；其中健康促進為透過多元角度介入，促進人們具備積極、
有效的能力以維護及自主管理健康；社會參與則有提供教育及學習機會、鼓勵個
人依能力、偏好及需求，投入經濟發展相關的活動或志願服務工作，以及透過各
項服務鼓勵民眾充分參與社區及家庭生活等教育學習、社區生活參與、開發人力
資源等；安全維護則包含老人保護、經濟安全等。友善老人理念則包含建構良好
之物理環境，如有利老人之交通運輸及居家住宅等無障礙環境，以及面對老化之
正確態度，正向形塑老年圖像等；最後，更應藉由教育宣導或世代交流等傳承，
進而營造無年齡歧視、對老人親善之世代融合社會162。(參見圖 5-2)

160

吳玉琴，前揭註 94，頁 148。
蕭文高，
〈活躍老化與照顧服務：理論、政策與實務〉
，
《社區發展季刊》
，第 132 期，2010 年 12
月，頁 43。
162
內政部，《友善關懷老人服務方案》
，2009 年 9 月，頁 6-7。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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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友善關懷老人服務方案」三大核心理念163

參酌政策架構的主張，參與是活躍老化的三大支柱之一，此立論基礎相對偏
向活動理論，晚年生活的滿意程度來自個人積極地維持人際關係，並且持續地投
入有意義的事務。除了因身體與健康所帶來無可避免的改變之外，老人的心理面
與社會面需求跟中年時期並無不同，若老人從社會中撤退，將導致其社會互動減
少，違背老人本身的期待與意願。因此老人應該積極地保持活躍，避免與社會脫
節，盡可能地維持中年時期的活動，即使被迫從許多面向撤退，也要找出替代選
擇，例如，尋找其他工作或興趣以銜接退休生活等。
老化是每個人必經的生命歷程，生理機能的衰退是共通且無法逃避的結果，
差別在於人們落入失能門檻的速度與體驗，其中，除了個人生物面與生活型態差
異外，公共政策環境亦是影響前述歷程的關鍵，照顧服務體系更是相當重要的一
環。完善的照顧服務體系會直接或間接涉及活躍老化政策架構所重視的健康、參
與及安全三大支柱，例如，就健康層面而言，為滿足人民的需求與權利，政策架
構特別指出相關政策方案應發展出連續性、可負擔、容易取得、高品質的健康與
社會服務；其次，類似老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或日托中心所提供的終身學習與志

163

黃碧霞、莊金珠、楊雅嵐，
〈高齡化社會新對策─從「友善關懷老人服務方案」談起〉
，
《社區發
展季刊》
，第 132 期，2010 年 12 月，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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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服務機會，將有助於提升老人的社會參與程度；至於老人的居住空間設計、所
能獲得之生活協助，以及避免發生各種老人虐待事件等，則是機構與社區式照顧
所需關注的安全面向164。
活躍老化的目的並不是希望老人在將來的日子裡延緩退化或失能，而是活在
眼前當下，努力地享受晚年的時光，雖然身體器官的衰退為必然的結果，但仍要
積極的過生活。因而要達到活躍老化的目標，就應正視老人在日常生活上的需求，
提供資源、機會和關懷，讓老人活得舒適而自在，這樣老年生活才有活躍的可能
性。
活躍老化的概念除強調對身體的照顧與健康的預防外，同時更希望提供心理
上的關懷和支持，讓老人能有展現其存在社會的價值，同時受到關心和重視，而
非單純成為社會上依賴與被照顧的一群。換言之，活躍老化更強調老人與生存環
165
境互動的本質，藉由更密集頻繁的互動和交流，展現老人在社會上真正的活力 。

許多的研究指出，老人社會參與度越高，其生活滿意度及健康情形也較為良
好；為鼓勵老人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政府持續整合相關資源，宣導成功老化觀念，
傳達正面高齡社會資訊；讓社會大眾正確認識老人與老化，從知老、懂老自然引
166

導出敬老、尊老、愛老的社會風氣，進而攜手打造友善高齡者的社會環境 。
綜觀上述，我國的老人政策已由以往只注重生理層次的照顧(硬體部分)逐漸考
量到心理及社會層次的照顧(軟體部分)，也有注意到要將每位老人視為一個異質的
個體，並考量老人之間狀況的差異而提供不同的服務，然而良好的政策需要去落
實與執行，例如在經費的編列應加強軟體的部分、績效的評估也應將執行項目的
質與量列入考量等，如此才能達成政策的願景。依據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人的需求包括：生理的需求、安全感的需求、歸屬感
和愛的需求、自尊和尊重的需求、自我實現的需求五個層次，個人必須滿足低層

164

蕭文高，前揭註 161，頁 45-55。
石泱，
〈成功老化、活躍老化與生產老化對我國老人福利政策的省思〉
，
《社區發展季刊》
，第 132
期，2010 年 12 月，頁 238-240。
166
黃碧霞、莊金珠、楊雅嵐，前揭註 163，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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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生理和安全需要，才能夠追求較高層次需要的滿足，例如有食物、處於安全
的環境之中後才尋求歸屬感、社會聲望和地位，最後追求實現自己的能力和創造
力167。因此，只重視硬體部分的照顧是不足的，還必須充實軟體部分的照顧才算
完整，如此才能兼顧老人身、心、靈各方面的需求。

第四節 重整後的老人安養體系
依據憲法第 155 條：
「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人民之老弱
殘廢，無力生活，及受非常災害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助與救濟。」此外，憲
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8 項規定：
「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
社會保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工作，對於社會救助和國民就業等救濟性支出應
優先編列。」老人安養包含的面向非常廣泛，其中又以經濟安全、健康維護、生
活照顧三個方面最為基本，也最為重要，本節即針對這三個面向來分述。
一、在經濟安全方面
通常老人的需求以經濟安全需求為首要，而其保障的措施涵蓋社會保險、社
會救助、社會津貼，以及遭受天然災害或急難事故的即時扶助。當今民主國家其
政府存在的目的，主要在保護人民的安全，謀求人民的福利，因而保障老人的經
濟安全是政府的責任，也是老人做為公民一份子應有的基本權利168。
臺灣老人經濟安全保障自民國 97 年 10 月開辦國民年金，提供國內沒有任何
保險民眾一個基礎的保障，特別是家庭主婦族群；而民國 98 年 1 月起，勞保老年
年金也上路，提供勞保被保險人多一個選擇，領月退更有保障。這二大體系再加
上軍公教保險體系的建構，整體老年經濟安全的保障已具有一定雛型169。因此，
我國目前老年經濟保障制度體系，包括第零層之社會救助制度（如中低收入老人
生活津貼）
、第一層法定之社會保險制度、第二層法定之職業年金，及第三層屬個

167
168
169

陳燕禎，前揭註 116，頁 234。
林勝義，前揭註 113，頁 148。
吳玉琴，前揭註 94，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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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願之私人商業保險、儲蓄、家庭互助等保障體系（參見圖 5-3170）
。

身分
保障層次

軍職

公教

人員

人員

第三層
個人保障

第二層
職業年金

勞工

一般
國民

私人商業保險、個人儲蓄、家庭互助
軍職人

公務人員

政務人

私校教

勞工退

約聘僱

員退伍

退撫基金

員離職

職員工

休金(註

人員離

金

(註 1)

儲金

退撫基

2)

職儲金

金

榮民就

老農

養給與

第一層
強制體系
第零層
社會救助

農民

軍保

津貼
公教人員保險

勞工保險

國民

農民健

年金

康保險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註 1：公務（職）人員、公營事業從業人員、公立學校教職員。
註 2：公民營事業勞工、職業工會勞工、政府機關：司機、工友、技工、臨時人員。

圖 5-3 我國老年經濟安全體系及適用對象示意圖

但是我國各種退休制度係以特定對象為主體而獨立運作，彼此缺乏年資轉換
機制，致轉換退休制度者，未能充分保障老年給付權益。目前就業市場之職業流
動日趨頻繁，退休制度與就業市場間已出現扞格；公、私部門退休制度缺乏轉換
機制，也影響人才流動問題。另外我們可以發現，因身分之不同，仍有以下保障
之漏洞：
（１）農民參加農保並無老年給付，農民亦無職業退休給付制度。
（２）
家務工作者（如無薪之主婦）雖得參加國民年金保險，但無職業退休給付。
（３）
依現行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規定，非軍、公、教人員（私立大學教師或自由業）
等轉任之政務人員者，不得領取離職儲金。
（４）立法委員雖被強制投保公教人員
保險，但無職業退休給付。
（５）政務人員及聘僱人員離職儲金制度採確定提撥之
一次領取方式，影響老年經濟安全保障。
（６）私立學校教職員工自 81 年 8 月 1

170

《臺灣老人人權與實踐之探討專案調查硏究報告》
，前揭註 15，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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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參加私校退撫基金，但其養老給付卻為一次性給與。
（７）除參加勞保者外，
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均僅採一次給付方式，欠缺退職老年年金保障，影響退
休後之老年生活171。因此，透過安養體系的重整，可以將上述問題作全面檢視，
使老人的經濟安全更完整。
二、在健康維護方面
一般而言，個體隨著歲月的流逝，逐漸出現生理老化、心理老化以及社會老
化的現象。這三個層面的老化，可能給老人帶來生活上的不方便或不適應，因而
需要政府結合民間(含家庭)的力量，提供必要的照顧及服務，以協助老人健全的老
化172。
老年健康照護的內涵是指老人應能獲得：1、符合社會文化價值之家庭與社區
照顧；2、充分的身、心、靈及社會照顧與關懷陪伴，以維護身體、心理及情緒健
康，並預防疾病及自殺的發生；3、有效與必要的醫療與照護服務；4、符合全人、
在地老化及多元連續服務原則之照顧173。老人健康促進的推動，依照不同長者的
健康狀況、行動受限程度、生活方式與人際網絡等，皆有不同的健康促進需求。
從個人、團體、社區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策等不同層次，皆可設定不同的主題、
介入焦點與行動策略174。
在可預見之未來，我國人口老化的現象將持續不斷，然而目前經濟發展、人
口結構、家庭型態、福利需求等已趨複雜及多元化，尤其家庭對於老人之照顧功
能與方式，已不同於過去。故老人之預防保健，不應僅限於身體功能狀況之檢查
及健康生活形態之推動，更應強調心理健康及情緒問題175。
良好的身體健康有助於老年期的生活適應，且老年期的福祉有賴於身體、心
理和社會全面的安適，個人健康的生活方式之養成或生活形態的改變，可透過衛

171

《2008-2009 年監察院人權工作實錄第四冊：老人人權》
，前揭註 57，頁 19-20。
林勝義，前揭註 113，頁 148-149。
173
《臺灣老人人權與實踐之探討專案調查硏究報告》
，前揭註 15，頁 206。
174
陳武宗，
〈健康促進、社會工作與老人服務方案〉
，
《社區發展季刊》
，第 132 期，2010 年 12 月，
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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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育計畫及社區健康介入計畫來促成，諸如老人慢性病的防治、預防注射、老
人事故傷害之預防、老人憂鬱症、自殺預防及老人口腔保健等，皆是重要的健康
促進措施，應及早介入，結合民間及政府部門的力量，整合社區現有的各項資源
共同推動，讓老人活得長壽，更要活得健康，延緩失能的發生176。
鑑於高齡人口快速成長，藉由體系的重整可以提升民眾健康知能，加強健康
促進與預防保健，強化老人健康照護服務，建立支持性健康環境，營造健康主流
社會177。
三、在生活照顧方面
老人照顧工作是一項極複雜性的照顧實務，必須關注生理、心理和社會等多
層面的需求，故須以連續性的照顧概念為基礎，才能讓老人獲得人性且有尊嚴的
生活。人類的生理老化是一個緩慢而持續老化的必然過程，需要長期間的照顧才
能維持生存，因此協助老人獨立生活的各項照顧服務工作，都是一種「永無休止
的照顧工作」
。它不僅提供老人正式或非正式的健康或支持性服務，發揮個體獨立
功能之極大化的理想服務模式，也是照顧工作的最大且唯一的目的。至於照顧工
作的內容還同時包含一般生活照顧和專業照顧，兩者之間必須協調與配合，才能
周全地符合老人需求，發揮以「使用者為中心」的照顧服務178。
每一個人生來都具有人格尊嚴，應該受到尊重，而且每個人也都希望能夠獨
立自主，不願依賴別人或受到壓抑。尤其老人終其一生為家庭與社會奉獻心力，
從工作崗位退休之後，更期待能夠獨立自主，活得有尊嚴。因此，無論基於尊老
敬賢的社會價值觀，抑或考量社會的公平正義，政府與民間都應積極維護老人的
人格尊嚴，營造一種友善老人的生活環境，以協助老人自主生活。
政府應該為老人提供各種不同方式的照顧服務，俾使老人可依其不同情況或
需求，得到適當的照顧及服務。其中，居家式服務與社區式服務應列為優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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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玉琴，前揭註 94，頁 157。
黃碧霞、莊金珠、楊雅嵐，前揭註 163，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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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燕禎，〈社區老人照顧支持體系及政策之探討〉
，《社區發展季刊》，第 110 期，2005 年 6 月，
頁 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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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協助老人在熟悉的家庭或社區環境中生活，然後在輔以機構式服務，以因應不
適宜居家式、社區式服務的老人或無依長者之需求。同時，對於居住在家內的老
人，政府應結合民間的力量，為照顧老人的家庭成員及其他照顧者，提供支持措
施，以維護其生活品質179。
老年人所需要的是整合性的持續性照護措施，應以在地老化、多元連續性的
服務原則，加強及普及照顧服務資源之發展。未來可加強整合以生活照顧為主的
老人福利體系，及與以健康照護為主的衛生體系，使老年人能獲得可近、方便、
公平與可負擔的照護環境180。
衛生福利部的成立，將有助於社政體系生活照顧與衛政體系專業照護有效率
的整合，將社會司推動的社區關懷據點、社區志工資源等，有效率的結合國健局
181
的社區健康營造，讓老人得到更好的生活照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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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良，
〈由活躍老化觀點建構國民健康新願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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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2 期，201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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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計－建構我國長期照護服務網〉
，
《社區發展季刊》，
第 133 期，2011 年 3 月，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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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老人的經濟與社會發展
老人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作為老人安養的
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作為老人安養的新
作為老人安養的新議題

第一節 老人安養的經濟效益：銀髮族商機
高齡化對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影響極為多元，並會因各國社會經濟脈絡
差異衍生不同的挑戰；對臺灣而言，由於高齡化步調遠超過先進國家的速度，加
上工作人口將呈現負成長、產業經濟結構持續調整，以及社會福利制度正處轉化
期等挑戰，不難想見，臺灣面對的高齡化挑戰勢將更為嚴峻。
參酌其他先進國家作法與策略不難發現，高齡化議題的最佳因應方式除傳統
的鼓勵消費外，其實更重要的關鍵在於結合社會參與和具生產力的老化等思維，
以創造新服務與模式，減少政府與社會負擔、提升整體生活品質。雖然投注在銀
髮族的經費未必是回收報酬率最佳的選擇，但是這樣的投資可以讓銀髮族議題轉
負向為正向，並做為勾勒未來新生活模式的基礎，確實有其價值性。
因此，對政府而言，如何誘使銀髮族與產業改變以往作法，針對銀髮資源利
用提出更積極的政策，以增加稅收或減少稅出，將是面對臺灣未來高齡化社會的
重要課題182。
凱恩斯學派對社會福利的經濟成長效率認為消費與投資是創造國民所得的主
要因素，而社會福利對消費與投資都有促進作用。雖然移轉性的社會福利支出對
國民所得並沒有直接的影響，但是，可以提高消費與投資的水準，所以對國民所
得具有間接的影響。此外，社會福利亦能提高勞力品質和勞動生產力，對國民所
得亦有間接的促進作用。而另一方面，供給學派對社會福利的經濟成長效率卻抱
持懷疑甚至反對的態度。他們認為社會福利的經濟成長效率並不明確，尤其是長
期效果更難期待。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高度經濟成長締造了福利國家，但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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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良，
〈銀髮經濟－因應高齡化挑戰的新思維〉
，
《Brighten Taiwan，s SMILE》
，第 22 期，2008
年 11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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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福利制度的擴張，卻使福利國家的經濟陷入低度成長，甚至產生滯性膨脹的危
機，所以供給學派認為社會福利是經濟成長的絆腳石，甚至把政府財政赤字、物
價膨脹、勞動生產力的低落、道德的墮落等缺失均歸咎於社會福利。
其實，經濟衰退是受了景氣循環與世界經濟的影響；政府財政赤字是財政政
策過度擴張的結果；物價膨脹除了需求拉升之外，亦有成本推動的因素；勞動生
產力的降低是由於經營管理失敗；而道德的墮落則是社會變遷的副產物，如果把
一切缺失都歸咎於社會福利，就過於偏見了。理論上，社會福利對消費、投資與
勞動生產力的正面影響是可以肯定的，實際上，社會福利支出占國民所得的比率
較高的國家，如瑞典、法國、西德等國的經濟成長率都比美國、英國等社會福利
支出比率較低的國家為高，可見社會福利支出並不會阻礙經濟成長183。
回顧美國的嬰兒潮世代(1946 至 1964 年出生的嬰兒)大約有 7600 萬人184，尿布
產業於 1950 年代出現，讓嬰兒潮世代享有某種舒適；到了 1960 年代，由於有 7600
萬名青少年想要馬上吃到薯條，速食業於是開始蓬勃發展；到了 1970 年代，隨著
嬰兒潮世代長大成人，帶動了房地產業；接著是 1980 年代，努力想在商界闖出一
片天地的這群人，支持了金融及商業新聞行業的爆炸性成長；到 1990 年代，為了
日後的退休生活，他們開始將焦點放在儲蓄及投資方面，進而帶動美國股市上揚。
現在，全世界的商業和產業界，也正虎視眈眈的瞄準嬰兒潮世代退休後的龐大商
機185。
2000 年之前，臺灣社會對高齡產業的反應就是「安養院」
、
「社會福利機構」，
然而隨著戰後嬰兒潮步入高齡，未來高齡產業服務將會是截然不同的風貌。未來
三十年間，步入高齡階段者將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富裕、見識最廣、知識水準最高
的一群，未來高齡產業不論從市場、需求與供應面而言，均將形成新的典範，亦
使業者面臨新的考驗。因此高齡服務產業將是未來機會最大、風險最高，卻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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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宏昭，《社會福利經濟分析》
（臺北：揚智文化，2004 年）
，頁 79。
Diana K. Harris，The sociology of aging（Lanham : Rowman & Littlefield，2007）
，pp.28-29.
邱天助，《社會老年學》
（高雄：基礎文化創意，2007 年）
，頁 24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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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預期的區塊186。依據經濟部推估，我國高齡產業市場規模 2025 年將增至 1089
億美元，比 2001 年的 246 億美元成長約 3.4 倍187。
以往認為老人是社會邊緣人，卻忽略了進入高齡化社會之後，隨著社會福利
制度的健全、二度就業、終身學習與退休生活的安排，老年人將變成社會中具有
龐大消費能力的一群，他們不但有高所得，更有年輕人所沒有的時間可以從事各
式各樣的活動與消費行為188。
另外，養兒防老觀念的式微也讓老年人開始注意到自己要怎麼過自己的生
活，而且此時的老年人從青壯年時期即開始累積雄厚的經濟能力，很多夢想可以
在老年的時候實現，因此，好好地規劃老年生活，讓自己過得更好是現代老年人
的共同目標189。
臺灣目前法定退休年齡為 65 歲，因此戰後嬰兒潮至今尚未完全步入高齡階
段。這群戰後出生的世代，與其父母輩至少有下列本質上的差異190：
一、人數上的差異
根據主計處的估計，臺灣民國 40 至 49 年次（俗稱四年級生）的出生數高達
二年級生的三倍，光論市場量就遠比目前高齡者大許多。
二、高齡者本身的經濟差異
二年級生生於憂患，年輕時臺灣尚未發展，不但財富之累積較緩慢，對於消
費亦較為保守。然而嬰兒潮世代見證臺灣經濟之發展，財富累積容易，因此消費
觀念與上一代亦有所不同。
三、健康主客觀條件之差異
相對於父母輩，嬰兒潮世代較具有養生與公共衛生之觀念，且客觀衛生環境
較佳，因此較有健康檢查、運動與保健的觀念，若保養得宜，其身體健康狀況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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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彦，《健康終老，幸福家園》（高雄：高雄師大教育學院，2009 年）
，頁 105。
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硏究所，
《新興兆元產業：科技化健康照護服務》
（臺北：資訊尖兵雜誌，
2007 年）
，頁 4。
李文龍，《抓住 3000 億老人商機》
（臺北：知本家文化，2003 年）
，頁 9。
李文龍，前揭註 188，頁 38。
王政彦，前揭註 186，頁 10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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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父母輩為佳。
四、知識水準之差異
由於戰爭結束，以及後續推動之國民義務教育，戰後嬰兒潮較父母輩平均教
育水準高出許多，高齡後繼續學習之基礎與能力皆較父母輩為高。因此戰後嬰兒
潮較有接受新知、不迷信，以及終身學習的觀念，也因此退休之後，繼續投入學
習與職場（如志願性工作者）行列之比例將較高。
五、照護者背景的差異
二年級生高齡後，由四、五年級生照護（含繳稅、付費奉養、近身照護等）
，
而四年級生高齡後，將由七年級生照護。然而七年級生一般經濟狀況不如四、五
年級生，且七年級生人口數又遠低於四、五年級生，照護者背景的差異將影響對
高齡服務產業的佈局與經營。
六、子女觀念的差異
戰後嬰兒潮的子女輩一般為六、七年級生，其「安土重遷」的觀念遠不若老
一輩，加上國際化與臺灣本地工作機會減少，陪伺高齡父母在側的比例降低，因
此戰後嬰兒潮老年後將較其父母輩更難與子女共住，典型的美式「空巢期」
。
臺灣戰後嬰兒潮出生的熟年世代，歷經臺灣經濟起飛，手中擁有全臺灣 55％
以上的財富，他們是全臺最有消費力的一群人，當這群人進入熟年階段，家庭負
擔變輕，他們愈來愈肯為自己花錢，勢將成為消費市場主流，引爆的熟年商機不
容小覷。
這群人的共同特色是，他們在成長時期多半生活貧窮，物資缺乏。因此當他
們累積了一定財富，到了四、五十歲以後，家庭負擔變輕了，開始為自己而活，
懂得善待自己，因此不論在食衣住行、休閒娛樂等各方面，熟年世代都是最有消
費能力的一群人。
熟年族群的消費行為，不少是為了滿足兒時的夢想，像是象徵身分地位的車
子、學習過去從沒有學過的東西。由於童年生活貧困的印象深植腦海，因此熟年
人在理財方面仍然以「量入為出」為主。由於醫藥發達，預估他們大部分會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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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歲以上，同時在生涯規畫上，會有退而不休的概念，轉而從事自己有興趣的
工作。這批熟年族群大多不指望兒女奉養，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他們愈來愈肯
為自己花錢，重視健康，熟年族群將成為市場上消費的主流，引爆熟年商機。
估計 10 年內，50 歲以上的熟年人口將達千萬人，每年商機在一兆元以上。若
以熟年與銀髮需求來看，至少有下列八大商機191：
一、醫療保健
熟年人最擔心自己的健康問題，追求健康是他們共同的願望，因此若以追求
健康做為核心，發展出一系列熟年健康商品與服務，勢將大有可為。包括保健食
品、養生餐飲、健康器材、運動健身、抗衰老等都是值得開發的市場。其中光是
保健食品，根據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統計，臺灣保健食品每年市場規模近三百億
元，不論是銷售或推出新產品，商機均十分龐大。至於在抗衰老方面，隨著人口
老化，抗衰老市場商機至少有二百億元，且目前仍處於萌芽階段，在「追求不老、
享受生命」的趨勢下，抗老風潮將成為全民運動。
而高齡人口也趨動健康照護產業的發展，特別是以增進全民健康、協助人類
疾病預防、診斷、減緩與治療的智慧醫療產業，逐漸成為各國目標產業之一。根
據資策會 MIC 的調查指出，估計至 2015 年，全球健康照護產業的產值將達 5970
億美元，而台灣的健康照護產業的產值也可達 180 億美元的規模，預計至 2025 年
的年成長率可達 20%以上。歐美等先進國家智慧醫療發展重點在診斷檢測技術開
發，期望能在發病或徵兆發生初期即能被檢測出，以期達成早期檢測及提出適切
的預防措施為目標，重點措施不外乎著重於電子病歷、遠距醫療及醫療合作平台，
且皆由手機、可移動／攜帶式醫療裝置。而台灣因老年化、少子化趨勢，家庭照
顧功能降低，智慧醫療發展的重點，在於擴張既有的居家型醫療電子產品與尋求
進口補強本業發展較弱的醫院用醫療電子產品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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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理財
熟年族群除了追求健康之外，為退休生活做準備成為他們最關心的問題。再
加上他們的成長背景處於戰亂、經濟起飛、白色恐怖到民主時代，他們最害怕的
就是「變窮」
，因此對理財的需求較其他世代更為強勁。
隨著平均壽命延長到八、九十歲，保險業估計未來退休商品，包括年金保險、
醫療看護險都將蓬勃發展，保險總值將達一千億元。其他像是反向式抵押商品（專
門幫助財力窘迫的老人）
、提供長命百歲者財務支援的長壽保險，都是未來極具潛
力的金融商品。
三、養生住宅
未來房市十大趨勢之一就是老人住宅，由於家庭結構與社會型態的改變，僅
夫婦倆人同住的情形越來越多，臺灣銀髮族與子女同住的比率逐年下降，預估專
門提供銀髮族居住的養生住宅、年金屋、養老院等各類型老人住宅需求將大增，
適合女子離巢熟年族居住的換屋產品，也不容忽視。
臺灣人一向安土重遷，戰後嬰兒潮數十年來汲汲營營於經濟，不外乎老年後
能有一安身立命之所，因此住宅需求可說是銀髮族最在意的消費項目。目前臺灣
戰後嬰兒潮尚未大量步入老年階段，因此高齡者安養長照尚可應付。然而 2011 年
之後，高齡者將大量提升，1951 至 1960 年間出生者人口數將是 1931 至 1940 年次
者的三倍，屆時長期照護的病床數與空間絕對不敷社會需求，因此未來對高齡者
住宅需求之觀察，萬不可以當前觀點論之。也因為如此，政府近年來體認到未來
高齡者住宅需求之嚴重缺口，已開始導入「在宅老化」
、
「社區老化」等觀念與政
策。因此，未來高齡者所需求之住宅將是社區與鄰里網路的一環，將支持銀髮族
仍為積極的社區公民193。
而新型養老院將是未來熟年人口的重要需求，新型養老院包括為健康老人設
立的長壽社區、適合多代同堂的共居營、為熟稔科技老人設計的高科技複合住宅、
為社交頻繁老人設計的俱樂部式的住宅、為充實文化素養者設計的都會型退休住
193

王政彦，前揭註 186，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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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或為老頑童設計的享樂式住宅等。
四、學習才藝：學習音樂成年人口攀升
未來人類壽命愈來愈長，漫長的退休生活，對熟年族群而言，學習變成一種
樂趣。像是電腦、語文、音樂、美術、書法、陶藝、舞蹈，甚至遊學，就如瑪蒂．
迪瓦特（Maddy Dychtwald）所提的 C 型人生（Cycle Life）理論：到了五十歲以後，
人生可以再創高峰，再學習，尋找年輕時的記憶、追求當時無法完成的夢想。
戰後嬰兒潮與其父母輩相較，有一重大差異在於其文化水準顯著較高，一般
高齡者具有繼續學習之能力基礎與意願，因此終身學習已成為一種社會態度和生
活型態。個人可持續其工作及興趣所需的訓練與學習，亦為強化親代連繫，促進
高齡者與年輕者，並提供年輕者獲得高齡者經驗的方式，這些方式與現今慣見之
模式大異。因此相關需求包括參加成人教育課程、居家或社區自修、多項專長領
域，甚至近年來企業流行之社群學習。因此，臺灣目前高度集中於青少年的教育
聚焦，未來隨著少子化的趨勢，勢必轉移至高齡者身上194。
目前臺灣老人終身學習的風氣是北部優於南部、城市優於鄉村、女性優於男
性，課程中以語文知識類、藝術類和健康類最受歡迎，在政府的推動、高齡化社
會來臨、平均壽命延長的趨勢之下，這股風氣會愈來愈流行195。
五、休閒旅遊
在美國，豪華郵輪旅遊幾乎都是熟年與銀髮族參加，在日本，七年內熟齡旅
遊人口成長兩倍之多，日本旅遊業龍頭 JTB 公司早就針對中高齡消費者設計安心、
舒適、趣味為主的海外旅遊，國內少數業者也逐漸發現這個市場，開始介入耕耘。
由於有錢、有閒，銀髮團的旅遊安排多屬高價團，他們住好、吃好，玩起來
比年輕人還瘋，享受生命不輸年輕人。尤其是許多即將退休或已退休的熟年人士，
多數維持固定每年一到兩次旅行，旅遊團費通常比一般團費貴一倍以上。因此，
不論是國內外旅遊休閒，熟年以上消費市場絕對值得開發。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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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彦，前揭註 186，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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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目前的旅遊業當中，可以看到老年人所佔的比重愈來愈高，尤其是非假
日的時候，一些名勝和廟宇，都是老年人的進香團或是聯誼會的自強活動。另外，
出國的人也很多，不少老年人都會利用時間到大陸、東南亞或歐美去旅遊，只要
身體狀況允許，其實臺灣老年人休閒旅遊市場的潛力也很大，而且趨勢是愈來愈
明顯，尤其在週休二日，政府大力提倡休閒旅遊之後，國人愈來愈重視旅遊活動，
也有助於老年人國內外旅遊的風氣196。
六、科技智慧
可以預期未來通訊與科技將有明顯的變遷，尤其來自家庭的線上科技，甚至
許多無法想像的科技，都將成為主要的服務，並改善銀髮族的生活品質。銀髮族
有取得資訊與學習的機會，有取得與接受服務的能力(包括不必離開家裡就有的健
康服務)。此外，對於高齡者而言，健康因素促使其生活中充滿風險與未知。資訊
與通訊科技的發展將散佈在各個家庭中，可利用於高齡服務產業的連線，探知各
居家高齡者在宅中的安全與生活狀況。在鼓勵利用新科技的同時，也要確保銀髮
族有取得新數位科技的機會，老人必須有使用新科技的技能與信心，新科技將可
豐富銀髮族的生活，並支持其持續參與社會活動197。
因應熟年族群需求而開發的科技商品，有日愈興盛的趨勢，像是大按鍵手機、
日本當紅會說話的銀髮玩具娃娃、適合熟年人的電腦遊戲，以及幫助閱讀的工具
等等，相信未來還有更多商品將陸續開發。
在網路方面，現在的銀髮族上網比率仍偏低，但熟年族群在工作時多半已使
用電腦，因此未來熟年網路商機，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例如現在網路購物都是
以年輕人為對象，但是未來熟年消費者上網玩遊戲、購物比率將會大幅增加，這
個市場商機潛力十足。
七、生活消費
介入生活消費市場所需的資金門檻較低，也是一般創業者較容易進入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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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龍，前揭註 188，頁 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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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只要跟熟年或銀髮有關的商品或服務，都可以在此找到機會。
熟年或銀髮的生活商機涵蓋範圍很廣，在吃的方面，例如養生餐、餐食宅配。
穿的方面，包括設計或販賣熟年消費者需要的衣服、飾品、鞋子等。在住的方面，
日本為銀髮族改造房屋設計裝潢的公司愈來愈多；至於行的方面，設計或銷售適
合熟年或銀髮的車款、汽車用品，或是專門提供銀髮族接送服務、居家在宅服務，
其他還有銀髮專用的生活用品、為銀髮族尋找第二春的婚友服務等，與熟年或銀
髮生活相關的商機無限。
八、懷舊商品
老年人是較容易懷舊的一群人，懷念過去聽的音樂、懷念過去吃的東西，懷
念過去穿的衣服等。這股懷舊的復古風，隨著熟齡人口增加，懷舊商品將更加興
盛，例如懷舊餐廳的興起，懷舊老歌、懷舊零食、童玩等。
高齡人口的增加所帶來的銀髮市場，正生機勃勃，商機無限。據工研院產經
中心的推估，不論是健康照護、照護用醫療器材、以及保健食品，未來產值每年
有近 20％的成長率。其中光是健康照護服務產業，在 2008 年就已超過 1000 億元，
至 2015 年更將突破 4000 億元198。人口老化加上生育率下降，意謂著能照顧年長
者的家庭照顧者人數漸減。重點是，照顧年長者所花的費用將在家庭預算中占有
愈來愈高的比例199。在美國，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約 13％，但是個人醫療保健的支
出即佔了 36％200。
由於高齡化社會來臨，老人商機無限，如何開發高齡相關產品及服務，規劃
更具國際視野的「養老經濟市場」
，以維持高齡社會的經濟活動，將是未來在產業
方面需要調整轉型的地方201。
在現今強調「永續發展」的主流思維下，任何議題應同時兼顧經濟、社會與
198

黃富順，〈高齡化社會的挑戰與因應〉
，2010 年，頁 13-14，
〈http://moe.senioredu.moe.gov.tw/ezcatfiles/b001/img/img/28/294079371.pdf〉
。
199
Mary Furlong 著，陳琇玲譯，
《明日商機：如何在兆元市場裡淘金》
（臺北：商周文化，2008 年）
，
頁 215。
200
Howard Jacob Karger, David Stoesz，American social welfare policy : a pluralist approach（Boston :
Pearson/ Allyn & Bacon，2006）
，p.93.
201
黃富順，前揭註 198，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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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三層面，對銀髮經濟而言，自然也不例外。所以，政府應主動思考如何讓財
政支出不會因只出不入（即僅考量編列補助或社會福利支出，而未思考回饋到經
濟活動與稅收的議題）以及高齡者人數越來越多而發生赤字，導致無法持續進行
的窘境。
銀髮經濟為臺灣必須發展與思考的方向，而且應即展開積極規劃與實作，以
期在臺灣高齡化效應真正發酵時，相關措施已達到可發揮效果的水準。尤其政府
應以更積極的角度進行整合性的規劃，發展對應政策與支援機制，方能將所有政
府的投入轉化成促進經濟發展產出的一環，真正落實具有「永續」思維的銀髮經
濟。在此情況下，即便不以產值做為強調的重心，仍可讓政府的投入更具價值，
甚至為企業與銀髮族帶來新動力202。

第二節 老人的社會參與
人口高齡化的趨勢，使得人們可以有較長的時間享受人生，追求自我實現。
惟延長的生命對老人而言並非全是快樂時光。今日身處高度工業化、資訊化的發
展，造成城鄉及社會的快速變遷，年輕世代尋求新的角色定位，年輕人對舊世代
傳統敬老、孝親、承歡膝下、奉養的觀念及責任感日漸淡泊，加上老年人因退休
社交減少，生理活動力及精神動力降低。許多現代老人退休後仍可擁有二十年的
歲月，在這漫長而悠閒的日子，若不能調適或克服本身生理、精神的自然衰老、
家庭與社會結構的變遷、經濟資源的減少、人際關係的疏離等困境，則在「長壽」
的同時，亦需要忍受孤寂、貧病、社會隔離…等無奈，對老人、家庭或社會均是
沉重的負擔203。
從變遷的觀點觀察，在面臨工業化、都市化及社會內部結構失調的近代社會
中，社會的變遷已成為大勢所趨，而對身處在社會變遷的循環交錯過程中的老人，
確實產生了相當多的影響。人口結構的高齡化係人口年齡結構的整體性變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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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良，前揭註 182，頁 9。
李瑞金，
〈活力老化--銀髮族的社會參與〉
，
《社區發展季刊》
，第 132 期，2010 年 12 月，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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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單純的表現在數量上的增加及比率上的提高，更將牽動社會生活、經濟活動
及意識型態各個領域204。
傳統社會中，老人所扮演的角色大約有四項：
一、含飴弄孫：早年社會講求多子多孫多福氣，許多家庭都是兒孫滿堂，年
長者在家庭中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理家、謀生都是由子女負責，老人家遊手好
閒，大都與孫輩嬉戲。工業社會後，因為有年金或退休俸，雖然不是兒孫滿堂，
年老退休後，日常生活仍然可以與孫輩相處，享受天倫之樂。
二、旅遊觀光：身體健壯之老人，退休後到處旅遊，甚至出國觀光，年輕時
因忙於謀生、工作，無暇也不敢花錢。退休後子女已能自力更生，因而選擇想要
去的地方遊覽觀光，以補年輕時未曾走萬里路之遺憾。
三、健身養性：人老了都想多活幾年，因此到處求養生、健康之術。不是在
公園漫步運動，就是去練習氣功、香功、外丹功等等，還有的到郊外爬山健走或
是到海邊、池畔垂釣養性。
四、聊天下棋：退休老人不僅天天都是星期天，而且閒暇時間較多，經常與
三五知己飲茶聊天或下棋玩牌以打發時間。
以上老人所扮演的這些角色，在人口結構正常狀態下，可以說是天經地義，
如果人口結構成倒三角形，或者社會中勞動力不足時，其所扮演之角色就必須要
有所改變205。
在世代公平的政治議論氣氛下，老年世代常被看做罪過的一方，因為他們不
公平的分享了政府支出，卻犧牲了年輕世代。老人被描繪成贏家，而年輕人則被
說成輸家。總之，人口老化的轉變大多從負面的角度來描繪，老年世代多半被看
作一種成本或負擔。在政府資源有限的脈絡下，人口老化被視為毀損世代公平，
而世代間為政府資源所產生的競爭也被視為造成世代衝突的要因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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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與其家屬經由組織動員後可以形成利益團體，在選舉的煙硝迷漫中，最
能感受到老人的存在。各地老人會會長往往是候選人競相爭取的樁腳，政客對老
人投以關愛的眼神，老人福利議題在此時被炒得震天價響207。
就選民投票行為來說，傳統的觀點認為投票率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穩定地成
長，但是年齡在 65 歲以上者，由於身體機能的逐漸衰退，同儕社交接觸的頻率下
降，加上在退休之後對於一般政治社會涉及的程度減弱，因此其投票率開始呈現
下滑的趨勢。但是從 1989 年至 2004 年臺灣歷屆立法委員選舉中可以發現，一般
年輕族群的投票率最低，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投票率則穩定地成長(參見表 6-1)。值
得注意的是，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成為投票率最高的世代，不僅高於 26 歲至 40 歲
的青壯年，同時也勝過 41 歲至 64 歲的中壯年階層。無疑地，正是由於老人人口
比例的增加，加上老年世代的高度投票率(其可視為積極政治參與行為的一個面
向) ，因此老人團體構成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勢力，促使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必須對
其政治訴求有所回應208。

表 6-1 1989 年至 2004 年臺灣立法委員選舉年齡群體之投票率
單位: %

1989 年

1992 年

1995 年

2001 年

2004 年

25 歲以下

59.8

77.3

73.0

50.3

54.3

26-40 歲

91.1

89.6

90.3

79.0

69.0

41-64 歲

93.1

93.7

92.3

91.0

89.9

一

一

95.2

92.9

94.5

65 歲以上

要因應人口快速老化的危機，必須及早建立好的社會安全制度，以避免世代
207

林淑萱，〈政策利害關係人的分析：以老人福利修法為例〉
，《社區發展季刊》
，第 110 期，2005
年 6 月，頁 397-398。
208
羅紀琼，前揭註 139，頁 159-162。
在 1989 年與 1992 年的選後調查訪問中, 在抽樣時蓄意排除 65 歲以上的受訪者, 因此在這兩波
調查中並無法進行完整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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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衝突209。
然而，這種將老人描繪成一種成本、負擔或獲取者的說法，其實代表的是一
種不平衡看待老人貢獻的觀點。雖然政府提供老人服務的直接成本是可計算的，
但是，這種探究取向顯然忽略老人在生命歷程早期的貢獻，以及老人在晚年時的
持續貢獻。其實，高齡化社會的到來不純然是負面的、問題取向的，它也可能帶
來正面的、積極的好處210。
有些人視退休後的老人為「撤退人口」
，並認為他們工作是多餘的。其實老年
人仍然需要工作，主要理由包括經濟需求、自我實現、寂寞排遣、人際接觸、心
理補償、老化延緩、自尊維護、精神寄託等。所以應把老人當作社會的資源，應
積極地將老人組織起來，使此一資源得以投向生產211。這將可創造三贏的結果，
第一個贏家是老年勞工，因為他們可以持續發揮技能；第二個贏家是企業，因為
得以利用最珍貴的高生產力資源；最後，社會也從中受益，因為具生產力的老年
人口愈多，代表這些老年人經濟獨立與自給自足的能力愈高，社會贏在老年人口
更具活力與健康，從而產生社會與個人利益212。以美國為例，在 1950 年 64 歲以
上的男性勞動力參與率有 46％，到了 2005 年下降到只有 15％，實為人力資源的
浪費213。
提供老人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如老人參與志工服務工作、終身學習教育、
休閒活動…等，能協助老人建立自我認知社會角色及社會關係。從功能論的觀點
來看，提供老人參與社會角色的機會正可以填補其空閒時間，協助老人培養一套
比較健全的人生觀，減少或遏止老人問題的產生，使老人能有愉快的心理與生活
。老人生命品質，除了維持健康狀況，延遲許多生理疾病和心理障礙外，更重要
的還包含獨立自由的持續社會參與及學習新事物機會、就業、志願服務、教育和
209

鍾俊文，《臺灣高齡少子化的影響與對策》
（臺北：臺灣經濟新報，2010 年）
，頁 6。
葉肅科，前揭註 206，頁 232。
211
葉至誠，《社會福利槪論》（臺北：揚智文化，2009 年）
，頁 165。
212
Yuwa Hedrick-Wong 著，林國賓譯，
《閃耀中的銀髮市場：亞洲老年消費力報告》
（臺北：財訊，
2007 年）
，頁 38。
213
James H. Schulz and Robert H Binstock，Aging nation :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growing older
in America（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8）
，p.148.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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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活動等，是成功老化最重要的組成要件214。
對於老人來說，社會參與具有幾種主要功能：一、滿足老人的適應需要：延
續中年時期的社會活動與社會關係。二、滿足老人的表現需要：讓老人參與自己
喜歡的活動，表現自己的能力，也覺得生活有樂趣、生命有意義。三、滿足老人
貢獻的需要：將寶貴生活經驗貢獻社會，體會生命存在的價值。四、滿足老人發
揮影響的需要：讓老人的智慧與專長可發揮影響力量，並獲得他人的肯定與尊重
215

。
由於社會中人口結構之改變，老年人口比例增加，長此以往可能會導致人力

資源不足，為了不致影響社會各種生產及相關活動，老年人就必須要繼續扮演生
產者的角色，特別是身體健壯者，還應從事生產及服務社會的角色。
一、繼續在原工作崗位服務：老年人退休本來是工業社會的產物，在農業社
會中從來沒有「退休」這個名詞，只要身體健康，老農下田工作比比皆是。因此
在生產人口比例下降時，老年人只要身體健康，必須要在原工作單位繼續服務，
以補人力資源之缺乏。最近政府將勞工退休年齡延到六十五歲，就是因應這種現
象最好的措施。
二、移轉到相關、相似職場服務：老年人體力不足是一種必然現象，如果原
來之工作性質非其體力所能負荷，可以調動其服務場所，去從事體力較輕的工作，
既能彌補人力之不足，又可借重其經驗，繼續貢獻其才智，甚至還可以轉換其工
作場所，經短期訓練，從事另一種相似的服務。
三、從事另一種專長的工作：運用再社會化的方式，使其獲得另一種專長再
進入新的職場服務。尤其第三類型行業發達的今天，各類服務人才需求量很大，
部分工作也適合年長者投入。
四、獻身志願服務行列：老年人退休後，雖然有較多的時間享受人生，但是
若無適當的活動配合，反而加速其身心衰退，志願服務就是提供老人參與社會角

214
215

李瑞金，前揭註 203，頁 123-124。
周海娟，
〈老人福利政策與社會資本建構〉
，
《社區發展季刊》
，第 110 期，2005 年 6 月，頁 2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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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最好的機會。就老年人服務性質來說，可以包括民俗禮儀的傳承、參觀文物的
導覽、圖書的管理、古蹟的維護以及其專業工作的指導等216。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98 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統計顯示（參見表 6-2），在
94 年、98 年的調查中，65 歲以上老人社會活動參與情形均以養生保健比例最高，
政治性的活動參與情形最低，而參與志願服務的情形則有增加的趨勢；在工作狀
況方面，94 年有 15.65%的老人有在工作，98 年則有 11.17%的老人有在工作，老年
人工作的比例呈現下降的趨勢。因此，在老人繼續投入職場以及參與志願服務方
面仍然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表 6-2

65 歲以上老人社會活動參與情形及工作狀況
民國 98 年 6 月底

單位:%

94 年調查

98 年調查

宗教活動

9.23

11.33

志願服務

4.79

7.18

進修活動

3.30

6.23

養生保健團體活動

10.56

13.19

休閒娛樂團體活動

6.05

9.13

政治性團體活動

0.63

0.51

目前有工作

15.65

11.17

目前無工作

84.35

88.83

項目別

註：社會活動參與情形的數值係指定期參加者。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98 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
，筆者整理。

而影響老人投入不同興趣與程度志願服務的因素包括：(a)價值因素：即容許
表達利他與人道的價值觀；(b)認知因素：即提供學習經驗可能性；(c)社會因素：

216

李鍾元，前揭註 205，頁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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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提供社會互動及認同的機會；(d)生涯因素：即增加生涯職能之益處；(e)保健因
素：即發展一種免於自我負向的感受；(f)激勵因素：即發展一種自我正向感受。
推動長青志工服務不僅是有益於老人個人，亦在積極面中，對社會發展有極具正
面的意義217。套一句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的話，人生應以使命為
主軸，而非金錢，相信日後投入志願服務的老人會愈來愈多218。
老人以做為有給工作者、家庭成員、志工和照顧者等各種方式來投入社會，
並對社區與社會資本做出普遍貢獻。為了凸顯許多老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研究
也開始關注老人有給工作之外的貢獻。老人除了對國家經濟做出了實質的財政貢
獻外，同樣的，老人透過在其自己家中、對其他家庭的其他成員以及廣泛社區的
非家庭成員花費時間在無給照顧上而對社會做出實質的財政貢獻。除了這些無給
照顧的貢獻外，老人進一步採取無給的志願服務工作，以及透過物質資本（例如
住家、汽車與其他資源）的使用，而進行無給的貢獻。如果不是老人的無給工作，
至少某些照顧供給的成本就必須由政府支出，倘若不是老人志工擔負這些功能，
政府也必須以某種方式來承擔。
因此，當我們考慮人口老化的直接財政成本時，老人的無給工作也應考慮進
去。換言之，我們不僅關心老人的成本負擔，也需考慮老人無給工作所帶來的正
面貢獻與節省成本。隨著老年人口規模的增加，他們貢獻的總值也將增加。譬如
說，志願服務日益被認為是一種生產活動，而且可歸屬成一種經濟價值219。
許多研究顯示，志願服務與照顧活動對經濟體制顯然是重要的，老人擔任有
給工作之外的志工與照顧者做出實質的貢獻。志願服務與照顧活動的經濟利益不
僅是實質的，也具有超越其立即成果的價值。如果我們把這些活動當作社會資本
概念的一環，那麼，志願服務活動的經濟利益也凸顯出老人帶給社會的其他利益。
志願服務的附加價值超出經濟層面，也比輸送服務的替代成本更有價值，志願服
217

黃松林、洪碧卿、蔡麗華，
〈活躍老化：臺灣長青志工之探討〉
，《社區發展季刊》
，第 132 期，
2010 年 12 月，頁 78。
218
博報堂生活綜合研究所，博報堂熟齡事業推進室編著，林冠汾譯，《搶占熟齡市場》
（臺北：臉
譜出版，2007 年）
，頁 22。
219
葉肅科，前揭註 206，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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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所帶來的利益是難以量化的。
高度或強勢的社會資本是與社會凝聚力與穩定性有關，而低犯罪率、改善的
健康與教育水準又與社會凝聚力相關。在形成社會資本與幫助建構和維持社區發
展上，重要的是要考慮到老人所扮演的角色。老人以各種方式貢獻社會，他們可
能貢獻其家人、朋友、鄰里與社區。老人經常活躍於其地方社區，而且根據的是
一種長期的地方感情。他們彼此支持生活於社區中的人，也經常是伴侶、身心障
礙家人，甚或父母或兄弟姐妹的照顧者。許多老人也成為非營利組織的志工，雖
然他們的人數通常不及中年志工，但他們卻較可能是高度投入的志工，花更多時
間從事志願服務，或有較長的時間待在組織裡220。
老人認為他們從事志願服務的主要理由是：個人滿足、社會接觸、幫助他人
或其社區，以及做自己認為值得做的事。事實顯示，老年志工有兩個主要團體，
其一為終身從事志願服務者，另一個則是將志願服務當作個人專業工作退休後的
一種新經驗。未來，除了鼓勵老人肯定他們在這些領域上的價值與貢獻外，也應
鼓勵社區組織與學校等單位認識並利用老人的知識、技能與智慧221。
參與志願服務工作（志工）之老人，不但是貢獻者亦是受益者，在施與受之
間，老人可以得到工作上的自信和滿足感，亦可增進人際關係網絡以及社會互動
的機會。勞心和勞力手腦並用，亦可讓其在生理上、心理上延緩老化之可能，是
以老人參與志願服務工作功能，其人性的利益大於經濟性的利益。因此，自己不
必再為經濟生活而工作者，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和社會的利益，應可考慮多參與
社會志願服務活動，這樣不僅生活得更充實有意義，且能促進身心的健康和生活
的樂趣222。

220

葉肅科，前揭註 206，頁 233-234。
葉肅科，前揭註 206，頁 240。
222
江亮演，〈老人自立與在地老化福利之展望〉
，《社區發展季刊》
，第 132 期，2010 年 12 月，頁
170。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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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老人是資產不是負擔
觀之史坦恩所著《國家學體系：社會理論》提到社會理論之核心在於構成社
會的個人，而觀察個人的生活與秩序，以人的精神面與物質面這兩個對立的要素
構成個人的人格；將此人格概念投射在社會理論的建構，則首先是社會的精神基
礎，其次則是社會的物質基礎，再將兩者整合成有機的社會概念，以建立完整且
真實的社會生活。
其中，人格的定義在於個人意志與行為的整合及其自在、自為的自由。人格
不僅僅是個體生活與生命的目的，而是只有透過人格的狀態才有自由。另外，史
坦恩以倫理作為一種和諧生活的極致狀態，符合倫理的生活秩序，才是人的自由，
這也是唯心論的基本論調。對於個人而言，個人倫理也就等同人格發展自由，有
賴利益的概念；對於整體而言，社會倫理就等同文明永續，有賴財富與勞動的概
念，這也構成國家社會政策的元素。我們將社會秩序視為一種資源分配的體系，
則更能突顯社會概念的雙重特性，因為它既可以用於質疑或批判現行資源分配機
制，成為變動的力量，且因社會概念又是一個整體的現象，涵蓋現行法制下的資
源分配秩序，本身亦代表著穩定的力量223。
隨著老年人口比率的增加，老人透過個體之間力量的結合，為了個體間相互
協助、相互發展為目的組成各種團體，團體成員具有共同的行為標的，據以團結
老人階級的力量共同追求該階級的利益，並經由團體中每位成員貢獻其勞動力，
創造出可觀的社會財富並進而促進社會的發展224。
老人並不是一個同質性團體，而是具有不同選擇、需求、生活風格與家庭情
況的個人。無論增進其成就或鼓勵其貢獻社區，均將有助於匡正社區看待老人的
負面態度。在形塑老年認知上，大眾媒體與廣告扮演了重要角色，而避免造成負
面看待老化態度的刻板印象或許有助此一過程的改善。重要的是老人要有機會參
223

張道義，
〈史坦恩與我國社會法學的建構〉
，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第 11 卷第 2 期，2010 年 3
月，頁 34-38。
224
Lorenz von Stein 著，張道義譯注，前揭註 63，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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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區活動，包括有給職的工作，這不但可顯示其社會與經濟力量，也可貢獻他
們的技能與經驗。
其實，許多老人是其家庭與社區的積極成員，他們是照顧者與志工，甚至在
過了退休年齡後依然從事有給工作。整體而言，他們比先前的老年世代享有較佳
的健康，他們的收入也使許多老人可享有運動、藝術、旅遊等休閒活動。高齡化
社會必須面對的主要挑戰是：克服老年或人口老化的刻板印象之難題，並且進一
步鼓勵老人更積極的貢獻社會。面對高齡化社會的發展，社會對於老人應有正面
或積極的老年意象。我們不僅要瞭解他們的多樣性，也要認知到他們可持續的扮
演許多角色，並對社區與整體經濟做出貢獻225。
傳統將老人與退休、疾病及依賴相連結的想法必須被改變，在部分開發中國
家裡，許多老人仍然持續參與勞動。另外，老人在非正式性工作（如家庭工作、
小型與自營作業）
，對家庭的無酬付出以協助年輕世代投入職場，擔任志願工作所
帶來的經濟與社會貢獻等，更不能被忽視，老人應該被視為是資源，而不是依賴
者226。
隨著人口老化、平均壽命延長，老人已然成為最為龐大的志願服務人力庫，
老人志工是「目前唯一還在增加中的自然資源」
，實為不可忽視之社會力量。所以，
政府、企業、非營利及社區組織應積極合作，正視老年志工的人力資源，建立志
願服務之網絡系統；未來政府應持續積極推動志願服務之相關服務知能訓練及獎
勵措施，鼓勵高齡者貢獻所長，服務社會，使長者不僅是需求與服務的消費者，
更是人力資源與服務的提供者；藉由鼓勵老人參與志願服務及社會活動，提供社
會互動與貢獻社會之機會，以維持身心健康，促進生活適應，增加人際關係與社
會凝聚力，並藉此提升自信心及自我價值感227。
志願服務除了是一種社會奉獻與貢獻，亦是民眾與社會建立連結、參與及整
合的重要機制，有助於提升其退休後的生活適應與生活滿意。志願服務作為一種
225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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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肅科，前揭註 206，頁 240。
蕭文高，前揭註 161，頁 44。
黃碧霞、莊金珠、楊雅嵐，前揭註 163，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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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生產性活動，在國外的經驗中已被證實有助於提升個人主觀的生活福
祉；適量的有酬勞動與志願服務，對於健康促進與降低死亡都有獨立與顯著的影
響關係228。
二十一世紀是高齡的世紀，人口老化是目前全球性人口結構變遷的普遍現象，
然而高齡化不等於退化，年老不等同於衰弱，失能更不僅只餘依賴與無力，隨著
年齡增長，資深國民累積的其實是豐富人生閱歷、優質專業知能、生命的智慧與
經驗，更是重要的社會資產；世界衛生組織對於健康之定義與期待，就是希望高
齡者本身或社會大眾能以積極態度面對人口老化現象，取代高齡化就是老化、退
化之觀點，積極實踐以活躍老化取代失去活力的老化229。
老人的知識、經驗和技術都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資源，如何善用這些銀髮人力，
讓老人們「退而不休」
，並且有貢獻能力的機會，端賴於社會大眾的再教育工作。
目前社會上給老人們發揮所長的機會仍十分有限，許多老人從職場上退休下來之
後，對社會的貢獻就隨之減少，甚為可惜。事實上，隨著平均餘命的提高，許多
老人是很有生產力的，若我們能善用這些銀髮的人力資源於社會各個層面，則老
人不但會重新獲得重視，其生活也將更有尊嚴230。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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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規劃硏究報告第 14 輯》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0 年）
，頁 189-190。
黃碧霞、莊金珠、楊雅嵐，前揭註 163，頁 13。
石泱，前揭註 165，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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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俗話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主要是以往農業社會需要依賴老人的經驗傳
承，所以老人受到社會的重視，此一現象可從歷代均有敬老、尊老的思想與制度
可以看出。但自從工業革命以後，科技快速發展、資訊爆炸，造成社會快速變遷，
以致於老人的經驗傳承變得不如以往重要；又由於醫療科技的進步，延長了人類
的壽命，導致老年人口急速增加，再加上少子化的影響，因此老人的安養就出現
了許多問題。
由於人口高齡化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出現的現象，究竟如何讓老人能夠得到最
妥適的照顧，目前各國也都是處於摸索的階段。而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歷史文
化背景，老人安養政策的制定應該配合該國國情，如此方能符合該國老人的需求
與期待。
社會變遷致使人口結構的高齡化和家庭結構的核心化，而直接影響到家庭照
顧的功能，尤其是高齡化社會，老人照顧的問題更是面臨到嚴肅的挑戰。傳統農
業社會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或折衷家庭普遍，照顧老人不成問題，但現代的工業化
社會，職業婦女多，核心小家庭又十分普遍，致使老人與子女同住者年年減少，
而老夫老妻的家庭或老人獨居的家庭卻越來越多，因此，老人照顧老人或須依賴
社會福利單位，或志願服務團體照顧之家庭也漸漸增多231。
老人退休後常因無工作、無收入、生活失去重心而感到不安和無聊，以及人
際關係疏離或減少，尤其家庭結構的變遷與家族互動的不足，使其在物質性、精
神性的生活壓力下，容易罹患生理或心理方面的疾病。所以，老人若能增加家庭
和社會的互動，以減輕老人的生活壓力，有助於促進其身心健康，亦有益於老人
在地老化的發展232。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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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亮演，
〈高齡社會老人在地老化福利之探討〉
，
《社區發展季刊》
，第 125 期，2009 年 6 月，頁
208。
江亮演，前揭註 222，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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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由於老人處於弱勢，包括身心、社會及經濟層面等均較為不利，因此社
會一般人普遍存在著對老人的負面形象，進而形成偏見。然而這種對老人的偏見
不但與當前社會老人的實際情形相去頗遠，且無助於和諧社會的建立。目前新一
代的老人具有教育程度高、健康良好、經濟有保障以及參與學習活動的動機強烈
等特徵，均非以前的老人可比，政府及民間宜有計畫的宣導，讓民眾了解老人、
認識老人，加強宣導老人的積極面與價值面，不但可以提升老人的形象，更能促
進社會的融合233。
目前大多數的老人在退休後普遍可以擁有 15 至 20 年的退休生活，而退休只
是生命歷程中不同活動場域的轉換，從工作 25 年的職場退離，並不代表不再從事
有薪工作，有可能是轉換至另一職場，也許是全職或是非全職的時薪工作，以補
充退休準備金的不足；另外，也有可能選擇參與非生產性的活動，以建構自己的
人際活動網234。
退休是個人角色的轉變，是人生的第二個階段，也是一段嶄新生活的開始，
而樂活退休是每個人所期盼的，如何讓老人在老化過程可以活力、尊嚴、自主的
安享晚年是當今注重的議題。老人要如何過著活躍的生活，除了政府推動相關福
利措施法令，也要仰賴社會的互助，老人在退休後遠離工作社群後，應繼續保有
參與社會網絡，培養社會網絡之中的人際關係。除此之外，老人也要有正面積極
的生活態度、行為及意識、健康的心理、活到老、學到老的積極學習動機，在老
化的過程中才能迎面接受所遭遇的各項年老事實。
老年人不是只有把年齡加到他們的生命，老年不是人生的最後終點，而是第
二個人生的出發點，退休並不是與老劃上等號，而是一個全新的開始。退休後的
生活秘訣是計畫生活、享受生活、愛生活。六十歲後的快樂生活，取決於一個人
的態度。社會福利滿足銀髮族的參與需求，銀髮族也可以對社會福利服務有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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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富順、楊國德，前揭註 10，頁 47-48。
余紅柑，〈嬰兒潮世代老人如何實踐成功老化的路徑芻議〉
，《社區發展季刊》
，第 132 期，2010
年 12 月，頁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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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與，高齡者不僅是受惠者也是貢獻者235。
我國自民國八十年代以來，社會福利措施不斷增加，福利支出快速擴張，社
會福利法規日趨完備，社會保險日益擴大，基本生活津貼愈來愈高，這些實際發
展現況都可證明我國已擺脫「社會救助國家」
，並朝向全民式福利保險國家推進，
其福利廣度與深度正逐步強化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已可稱為「福利國家」236。
福利國家就是人民基本生活問題交由政府解決，換言之，政府以強制方法規
範人民的福利權利與義務，政府是將人民的大部分所得做重新的分配，而分配的
範圍包括：失業可領失業救濟金，年老則有養老院收養或老人年金保險，教育則
由公費支應，疾病則由醫院免費治療，懷孕與生育則由政府照料等。這種做法頗
類似我國《禮記》中的〈禮運‧大同篇〉
，涵蓋社會、政治與經濟層面的社會政策
本質，關於社會制度方面，理想的境界便是人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
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
女有歸」
。現今民眾福利需求日殷，貧富懸殊現象急遽擴大，社會政策是否需要模
仿西方福利國家的發展策略，朝向較高的福利水準，為社會公民提供設計良好的
福利供給，或是低度發展的福利國家，此乃攸關社會公平正義237。
在此，針對我國發展老人安養體系的未來走向，提出下列建議以茲參考：
一、尊重個人自由
在第三章第二節中探討了在現代西方社會哲學中，個人自由是一個很重要的
基本價值。自由主義肯定多元，多元可以提供每一個人多樣的選擇，使個人可以
在各種可能性中，選擇最適合自己個性的生活方式。
消極的自由係指排除不利於自由的限制，如免於恐懼，尤其是排除政府或社
會結構對行為的限制與障礙；而積極的自由是為追求福祉擴大資源使用的自由。
在福利與社會政策的議題上，所謂自由主義者、主張維護自由主義的思想家們，
認為政府的社會福利干預係經由公共集體之方式來滿足國民的需求，透過租稅的
235
236
237

李瑞金，前揭註 203，頁 131。
吳老德，前揭註 77，頁 392。
吳老德，前揭註 77，頁 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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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強制要求個人參與福利制度，並強制個人支付所需的費用。在這個過程中，
政府的強制規範與消極自由的概念相違背，又政府所提供的福利服務項目，缺少
選擇的自由，致使不能滿足個人的需求，而妨害與限制個人自由，並侵害個人財
產權。因此在社會福利的運用上，應兼顧消極的自由與積極的自由，即重視對限
制的排除及追求福祉擴大資源使用與選擇的自由238。
而「人格自由」的概念在我國法制中並非陌生，除了民法人格權既有的私法
體系外，在我國大法官近年的解釋中，已多次引用之作為基本人權的上位概念，
此釋憲趨勢呼應了史坦恩的人格哲學。據其釋憲意旨，人格自由不僅表彰基本人
權的共同目的，甚至延伸為憲政制度的核心價值。換言之，人格自由不僅僅是法
治意義下，發展人權保障的目的所在，同時也得以成為制度建構的核心價值；前
者可說是法治意義下，個人存在的主觀保障，後者則是個人存在的客觀保障239。
二、善用社會資源
歐美福利先進國家的經驗顯示，在經歷社會福利支出高度成長的歷史高峰
後，均面臨社會福利財務的困境，改革的聲浪風起雲湧，轉向注重公平與效率，
逐步刪除不必要或不合理的福利項目，抑制社會福利規模擴大，並積極引進民營
化的觀念，鼓勵個人、家庭、企業、社區、政府等共同分擔照顧全體國民的責任。
審視我國現階段社會福利發展，政府當前扮演十分重要的主導角色，但在未來的
發展趨勢上，隨著福利多元的潮流，凡事不必全由政府來供給，在福利分工的設
計上，除了政府的社會福利之外，可由民間慈善性或商業性福利機構來輔助政府
福利240。
自古以來，人類大都過著群居的生活且無法離群獨居，此即說明了人具有社
會性的特質。因此，人的許多需求必須從建構的社會中得到滿足，在市場經濟體
制下，透過營利部門提供的商業交易行為來得到物質滿足；並從政府部門獲得安
全的滿足；而非營利組織是由社會的公民所發起，經由理念的傳達和實際的行動，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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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易駿，前揭註 45，頁 128-129。
張道義，前揭註 223，頁 36。
吳老德，前揭註 77，頁 37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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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社會的其他公民服務，而其中並沒有金錢的利益，取而代之的是人道的精神，
猶如一股社會清流241。
我國傳統上社會福利的供給是以政府為主來決定服務供給的內容與品質，一
般民間團體所從事的社會福利由於資源少，所以有較強的地域性與親族關係。然
而，隨著社會福利服務需求的增加與多元，以及服務輸送模式的多樣化，近年來
非營利組織在社會福利需求之滿足上所扮演的角色日趨重要，除了彌補政府資源
有限所無法提供之多元社會服務外，還積極扮演開拓與創新、改革與倡導，甚至
是價值維護與社會教育的角色。因此，早期由於社會服務的供給是以政府為主體，
其他民間團體或非營利組織多從事區域性福利服務的提供，以彌補政府功能之不
足。所以在此階段，兩者的關係較傾向「雙元」
、
「互補」或「補充」模式。爾後
受到政府失靈的影響，非營利組織在福利服務輸送上所扮演的功能角色日益增
強，許多福利服務的輸送甚至直接委託非營利組織來提供。在此情況下，社福型
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的關係逐漸朝向「合作」模式發展。
事實上，非營利組織介入政府所提供的社會福利服務，基本上會有「擴大供
給」
、
「提升品質」
，以及「兼具彈性」這三大面向的助益。在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加
入了福利服務的輸送體系之後，改變過去以政府為主的直線服務輸送體系之運作
模式，而由社福型非營利組織來從事服務的直接供給。至於政府部門則獨立於服
務輸送體系之外，除了經費的提供，還進行服務品質的監督與相關制度的建立。
如此一來，新建立的服務三角輸送體系即可以避免在福利服務輸送過程中產生「球
員兼裁判」的情況，並促使民眾得以享有選擇性多、品質好但成本低廉的社會福
利服務242。
老人具有豐富的經驗，是人生智慧發展的高峰期，這些豐富的經驗與智慧都
是人類社會的重要資產，宜傳承並發揚光大，才能使社會持續發展與進步。老年
人並非如交換理論所主張，在社會互動中沒有可資「交換」的價值而受到冷落，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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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定銘，
《非營利組織‧政府與社會企業理論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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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說法忽視老年人睿智、經驗、仁慈、祥和、穩定等寶貴資產，即使在家庭中，
老年人的「給」也往往多於「取」的部份。因此，老年人既具有這些重要的資產，
社會應加以重視與發掘，使其能夠傳承發揚，為社會的永續發展做出貢獻。而且
新一代老人健康良好，教育程度高，參與社會活動積極，因此，他們的腦力與體
力均可持續為社會服務。如此不但不會使老年人成為社會的負擔，更可以使老人
成為具有生產力的一員243。老人持續貢獻勞動力、知識及經驗以創造社會財富，
不但成為經濟與社會資源，也能滿足其物質及精神生活。
三、國家提供基本保障
依據憲法第 155 條：
「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人民之老弱
殘廢，無力生活，及受非常災害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助與救濟。」復依據憲
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8 項：
「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社會
保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工作，對於社會救助和國民就業等救濟性支出應優先
編列。」我國將老人人權及社會福利之實踐列為國家基本目標，亦為國家應提供
人民之基本權益保障。
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四八五號解釋「鑒於國家資源有限，有關社會政策之
立法，必須考量國家之經濟及財政狀況，依資源有效利用之原則，注意與一般國
民間之平等關係，就福利資源為妥善之分配，並應斟酌受益人之財力、收入、家
計負擔及須照顧之必要性妥為規定，不得僅以受益人之特定職位或身分作為區別
對待之唯一依據；關於給付方式及額度之規定，亦應力求與受益人之基本生活需
。易言之，在
求相當，不得超過達成目的所需必要限度而給予明顯過度之照顧244」
一個理想的自由社會裡，任何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可維持生活和追求福利，政府
只要對不具工作能力者提供生活保障，即已盡到了維護正義之法的責任245。
為了順應臺灣社會急速高齡化和少子化，建立多元性老人安養政策有其必要
性，老人安養政策之規劃要滿足不同社經地位和健康狀況的老人，大致上可做以
243
244
245

黃富順、楊國德，前揭註 10，頁 125-126。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485〉
。
蔡宏昭，前揭註 183，頁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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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區分246。對於那些高社經地位以及本身生涯規劃良好的老人，老人安養政策
可以走向投資性的，甚至是營利性的，一種高經營價值的老人安養、療養和醫療
體系，使老人成為高經濟價值的產業，如此不僅不是政府的財政負擔，反而是一
種高經濟價值的投資。而臺灣在最近幾年來，由於老人的需求，以及滿足不同健
康狀況，妥善生涯規劃之老人，以其高社經地位，已有相當數量的大企業投資所
謂六星級的老人安養、療養和醫療機構，以及以養生、長壽為名的造鎮計畫，這
種多元化老人安養體制的建立，對於滿足不同老人的需求，有實質上的價值。
政府應該使這種投資性和高經濟價值的老人產業能夠更迅速地發展，吸引大
企業投資興建老人社區的造鎮計畫，以其完善周延的社區規劃以及與醫療體系相
互結合，建構完整老人安養、療養和醫療機構，並吸引高社經地位和已有妥善生
涯規劃老人到周全規劃老人社區，滿足此一類型老人的需求。
對於廣大中產階級或是中等社經地位，中上或中下階層的老人，落實在地老
化政策應是老人安養政策的新導向，也是順應高齡化社會的老人福利政策。讓老
人在家庭中或社區中老化，不必在成為老人後，為接受照顧必須離開原本熟悉的
家庭，原本能夠適應的社區，而遷移到另外一個社區或是機構接受照顧，這種面
對年老的衝擊還要重新適應新的生活、新的環境、新的朋友，以及與過去熟悉的
親友們隔離，是一件十分痛苦之事，而在地老化的老人福利政策則較為人性化。
政府對於低社經地位的老人、低收入老人或特殊老人，如獨居老人或遊民老
人，須建構公設或委託經營的老人安養、療養和醫療機構，由於低收入老人沒有
經濟能力負擔相關費用，透過社會福利和社會救助體系的支援以及社會福利基金
的支持，才能有效維護低收入老人的生存權和健康權。而高齡社會的衝擊，甚至
中低收入老人也必須納入高風險老人而予以公費支持，才能確保其生存權和健康
權，並維護其尊嚴。

246

社論，
〈高齡社會中積極多元老人福利政策〉
，
《社區發展季刊》
，第 110 期，2005 年 6 月，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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