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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對高齡友善城市社會參與環境態度之研究 

黃雅鈴 *譚珮安 李函霓 廖珮晶 蔡德顏 傅莉雅 蕭雅玟 

朝陽科技大學銀髮產業管理系 

1. 研究背景與目的 

隨著生活水準和醫療的進步，人民的壽命也相對延長，行政院經建會 2012 年人口推估，老年

人口比率將於 2018年超過 14%，邁入高齡社會；2025 年此比率將再超過 20%，我國將成為超高齡

社會之一員。有鑑於此，世界衛生組織，在 2007 年國際高齡者日正式發布「高齡友善城市指南」

(Global Age-friendly Cities: A Guide)，並提出八大面向綜合性的議題：無障礙與安全的公共空間、

交通運輸、住宅、社會參與、敬老與社會融入、工作與志願服務、通訊與資訊、社區及健康服務。

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指出，高齡者社會活動的參與越多，其人際關係較佳，生活滿意度較高，而

且健康也較為良好。藉由社會活動的參與，高齡者若能規律參與社會活動，對自我肯定和情緒紓

壓有積極正向的幫助，帶來的不只是心理上的滿足，也能促進生理上的健康，使身心皆達到放鬆

的效果，增進高齡者生活品質。研究指出社會參與是指個人與群眾互助與互動，使雙方都獲利的

一種活動，高齡者的社會參與不但可幫助社會，同時也對自己身心有莫大助益。本研究以八大面

向中的社會參與進行探討，目的為呼應高齡者態度對社會參與及社會參與環境有及其重大的關連

性，學者葉志誠認為態度是指「個體對某種對象所持的主觀評價與行為傾向。」包括認知、情感

和行為傾向三種成分。故本研究，旨在了解高齡者對於高齡友善城市社會參與環境的態度，透過

我國高齡友善社會參與實行現況，了解整體社會參與環境對高齡者態度有何影響。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確定目的與內容後，初步回顧高齡者對社會參與環境、態度及相關文獻，依據上述資

料設計問卷初稿並進行前測，透過信效度檢測及修改，並進行正式問卷發放。本研究主要調查對

象為台中市 55 歲以上高齡者，透過台中市據點資源網取得母體樣本共 146 個，以 Excel 亂數抽樣

取出前 40個樣本之關懷據點進行問卷發放，共取得有效樣本數 451份(97.62%)，經計分及編碼後，

以 SPSS 18.0 中文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平均數、標準差、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相關分析等統計分析。由於休閒參與者與休閒活動的決策形態，和高齡者參與社會活動存在相關

密切關係，因此這些因素也是高齡者態度對社會參與環境的顯著性影響，故本研究假設模型將以

休閒決策之情境模式做為參考依據。本研究之研究變項包含三部份，依序為「基本特性」包含年

齡、居住狀況、教育程度及自由支配餘額、自覺健康、同伴人數及交通方式，其次為「社會參與

環境特性評估」，最後為「社會參與態度」。據此形成本研究三個假設與研究架構（詳見圖 1）。 

 

圖 1. 研究架構 

 假設一：基本特性與社會參與環境特性評估具顯著差異 

 假設二：基本特性與社會參與態度具顯著差異 

 假設三：社會參與環境特性評估與社會參與態度具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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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果分析 

根據結果分析，「社會參與環境特性評估」縮減為 7個構面，包含活動可及性、可負擔性、活

動範圍、設施與配置、活動的關注與推廣、避免孤立及促進社區之融合；「社會參與態度」縮減為

7個構面，包含提升涵養、活化身心、踴躍參與、主動參與、被動參與、舒服愉悅及充實有趣。此

外，透過變異數分析發現基本特性對社會參與環境特性評估具顯著差異，其中可自由支配餘額、

自覺健康及同伴人數最為顯著，而在社會參與環境特性估方面，活動範圍與促進社區之融合最為

顯著；基本特性對社會參與態度具顯著差異，其中自覺健康、同伴人數及交通方式最為顯著，而

在社會參與態度方面，提升涵養、踴躍參與及被動參與最為顯著（詳見表 1)。而透過相關分析發

現社會參與環境特性評估與社會參與態度具顯著相關（詳見表 2）。由此可知，基本特性會影響社

會參與環境特性評估及社會參與態度，研究結果與學者（吳炳緯，2011)、（張怡，2003）相似。故

本研究接受三個假設。 

表 1. 基本特性與社會參與環境特性評估及社會參與態度差異分析 

基本特性 

社會參與環境特性評估 認知 情感 行為傾向 

活動

可及

性 

活動

可負

擔興 

活動

範圍 

設施與

配置 

活動

關注

與推

廣 

避免

孤立 

促進

社區

之融

合 

提升涵養 
活化

身心 

舒服愉

悅 

充實有

趣 

踴躍參

與 

主動參

與 

被動參

與 

年齡 .177 .031* .468 .452 .492 .420 .248 .218 .756 .249 .452 .119 .862 .787 

居住狀況 .175 .523 .757 .481 .481 .418 .228 .380 .144 .098 .267 .762 .327 .041* 

教育程度 .272 .086 .024* .097 .711 .373 .593 .000*** .364 .193 .322 .068 .216 .100 

DI .135 .004** .340 .033* .625 .065 .011* .376 .426 .999 .102 .754 .451 .000*** 

自覺健康 .011* .107 .010* .059 .093 .187 .004** .001** .012* .002** .334 .000*** .071 .666 

同伴人數 .001** .379 .033* .000*** .072 .005** .005** .005** .890 .064 .000*** .181 .489 .055 

交通方式 .243 .102 .961 .085 .136 .226 .361 .036* .195 .331 .051 .017* .279 .980 

註：1. DI表「自由支配餘額」；2. *表 p≦.05；**表 p≦.01；***表 p≦.00 

表 2. 社會參與環境特性評估與社會參與態度相關分析 

社會參與態度 

社會參與環境評估 
提升涵養 活化身心 

舒服愉悅情

感 

充實有趣情

感 

踴躍參與行為傾

向 

主動參與行為傾

向 

被動參與行為傾

向 

活動可及性 R .284*** .201*** .473*** .400*** .205*** .199*** .335*** 

活動可負擔性 R .347*** .119* .277*** .155** .186*** .112* .224*** 

活動範圍 R .454*** .299*** .302*** .196*** .395*** .154** .187*** 

設施與配置 R .240*** .104* .122* .085 .222*** -.003 .031 

活動關注與推廣 R .256*** .160** .245*** .162*** .333*** .097* .185*** 

避免孤立 R .250*** .161** .188*** .141** .273*** .072 .095* 

促進社區之融合 R .185*** .116* .199*** .154** .236*** .011 .043 

註：*表 p≦.05；**表 p≦.01；***表 p≦.00 

4. 討論與建議 

由於獨居的高齡者在社會參與的行為傾向處於被動參與，利用步行、家人汽車接送交通方式

的高齡者在踴躍參與的行為傾向是比較低的，獨自參加活動的高齡者，則是較不同意社會參與環

境特性評估中的活動範圍、設施與配置及避免孤立之構面，由此可知，越方便、無負擔、活動資

訊方便取得的社會參與環境，越能使高齡者進行社會參與行為。故本研究將建議分為政府及政社

兩大層面，首先在政府面：(1)為提高高齡者社會參與的踴躍程度，應提升交通工具的便捷性，例

如提供活動專車接駁補助或服務；(2)提供活動地點無障礙設施及空間改善補助方案，促進活動單

位建置扶手及電梯，並提供輔具供高齡者使用，保障獨自參加的高齡者或身體退化的高齡者也有

社會參與的權利；其次，在社區面：(1)加強輔導獨居高齡者的社會參與行為；(2)電話問安及關懷

訪視須訂定確實的人員、訪視（談）表及時段，以了解高齡者生活狀況及活動邀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