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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has entered into an aging society where “aging in place”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lifestyle 

among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Taiwan. Therefore, whether communities can provide an environment for the 

elderly to carry out daily activit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Taiwan in coming to terms with an aging 

society. In contrast with the urban areas, public facilities inrural neighborhoods are generally further away 

from the homes of senior citizens and there is a lack of variety of facilities. As a result, understanding the 

elderly population's activity types and spaces required, as well as their satisfaction levels about the affordance 

of the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can serve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planners who need to improve the 

‘age-friendliness’ of the environment in non-urban areas. 

This research used as its case study the senior citizens who live in the five seaside villages in Xinwu 

District, Taoyuan City and the five mountainside villages in Sanxia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and, by way of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N=296), examined data about these senior citizens' activity types, main 

activity spaces, mobility levels, satisfaction levels about the spaces provided for their main activities and the 

affordance of the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seniors in non-urban areas participate in activities mainly 

within 150 meters from their own homes. Their main activities took place in their own vegetable gardens and 

the community centers. As they faced restrictions in terms of participating in neighborhood activiti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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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getable gardens in their own homes provided the main space for them to take part in such activities. The 

average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seniors in non-urban areas about the affordance of the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was 3.81 (the highest score is 5.00). While the elderly people tended to b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provision of space for activities, resting and sheltering, they were rather dissatisfied about the provision 

of space for learning and facilities. In addition, communities that offer senior centers for senior citizens to 

stay active were appealing to the older population with mobility issues. The senior citizens we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affordance of the community centers than that of their own vegetable gardens. 

The factors tha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satisfaction level of the older population in non-urban areas 

regarding the affordance of the community centers included the provision of safety, accessibility and the 

functionality for carrying out activities. As for their satisfaction about the affordance of the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factors such as “provision of support for seniors and social exchanges”, “provision of functions 

for leisure activities in the neighborhood”, “provision of accessibility in the neighborhood” and “provision of 

natural scenes in the neighborhood” had had a positive influence. 

Keywords: rural area, elderly people, affordance,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摘 要 

臺灣已進入高齡化社會，高齡者普遍以「在宅老化」作為居住的主流型態，因此社區環境能夠提

供高齡者日常生活活動之供給，即成為臺灣面對高齡化社會下重要的議題。相較於都市地區，非都市

地區鄰里環境各項公共設施則距離高齡者住家較遠，在設施種類上亦較不足，因此了解非都市地區高

齡者在鄰里內的活動類型、活動空間與鄰里環境供給滿意度，為規劃者進行非都市地區友善高齡者鄰

里環境改善的重要參考。 

本研究以桃園市新屋區臨近海邊 5 個里、新北市三峽區鄰近山區 5 個里的高齡者為研究對象，透

過訪談與問卷調查（N=296），探討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在鄰里之活動類型、主要活動空間、高齡者移動

性、對主要活動空間供給滿意度及對鄰里環境供給滿意度進行研究。 

研究結果顯示，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在鄰里主要活動範圍在距離住家 150 公尺範圍內。菜園與社區

活動中心為高齡者在鄰里主要活動空間，高齡者在鄰里內活動限制性高，住家菜園是高齡者在鄰里內

主要活動之空間。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對鄰里供給滿意度平均值為 3.81（最高為 5 分），高齡者對鄰里

滿意度較偏向於提供活動與可供休憩遮蔭的空間，對鄰里內提供學習空間與設施滿意度，呈現滿意度

較低的結果。高齡者對於社區活動中心的供給滿意度顯著高於住家菜園。 

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對社區活動中心供給滿意度之影響因素，以安全性供給因素、可及性供給因素、

及活動機能供給因素為顯著影響因素。至於高齡者對鄰里環境供給滿意度則受「鄰里高齡支持與社會

交往供給因素」、「鄰里休憩活動機能供給因素」、「鄰里可及性供給因素」、「鄰里自然景色供給因素」

與「鄰里休憩活動機能供給因素」等因素之正向影響。 

關鍵詞：非都市地區、高齡者、供給、鄰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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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目的與研究內容 

臺灣近年快速高齡化 1，人口老化問題已成為國安問題，然而，在都市與非都市地區 2面對高齡化

帶來的衝擊，不同地區應會有不同的挑戰；臺灣非都市地區，不僅長期面對人口外移的窘境，亦為臺

灣人口老化最嚴重的地區（葉高華，2012）；由於非都市地區地理環境特徵迥異於都市，不僅有高齡人

口集中，政府社會福利支出比例較高，更缺乏公共設施，故在對高齡者的環境友善度上，與都市地區

有著極大差異；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在鄰里的活動型態、空間、範圍以及對鄰里環境供給滿意度有其獨

特之處。然而，在現今政府有限經費下，如何有效因應非都市地區老人需求，有效改善鄰里環境對高

齡者活動需求之供給，則為重要議題。過去雖有相關文獻探討（蔡淑瑩，2011），但對於非都市地區高

齡者在鄰里內主要活動空間、提供高齡者活動供給、以及在環境供給應著重的面向與應注重的詳細內

容，則較欠缺探討。Van Der Meer et al.（2008）認為鄰里環境在硬體層面（如空間設施友善度、無障

礙設施、可休息的座椅等）與軟體層面（老人照顧等）對高齡者的友善程度若不佳，會形成鄰里剝奪

（neighborhood deprivation），進而形成環境壓力（ environment stress），增加高齡者脆弱程度

（vulnerability）。面對目前臺灣高齡者普遍以「在地老化」作為居住的主流型態 3，社區環境提供高齡

者日常活動之供給，即成為重要議題。 

相較於都市，非都市地區鄰里環境中各項公共設施距離住家較遠，在設施種類上亦較不足；因此

非都市地區鄰里環境供給高齡者之面向（dimension），應與都市地區具顯著差異；近年來，政府長期

對於非都市地區高齡者照顧重點，以「村里關懷中心」為主的高齡者社區照顧，發展以社區為核心的

高齡者照顧服務，成為高齡社會下臺灣非都市地區對於高齡者照顧的重要政策發展方向（傅從喜，

2012）。 

相較於臺灣政府努力推動的重點，國內探討高齡者與鄰里環境研究不僅有限，且多偏向探討都市

地區（任思豪，2012；黃幹忠、夏皓清，2013）；雖有部分研究探討都市與非都市地區高齡者使用鄰里

公共設施之項目，但僅止於討論高齡者使用鄰里內公共設施項目與差異（蔡淑瑩，2011；陳怡璇，2013）；

此外，相關研究探討非都市高齡者的重點，亦放在高齡者社區照顧之相關議題（鄭淑子等，1999；傅

從喜，2012）。故研究者欲從非都市地區鄰里環境提供高齡者之活動供給為出發點，了解鄰里環境各活

動空間供給的內容，與對非都市地區高齡者日常活動之影響，並了解非都市高齡者在鄰里內的活動範

圍與對鄰里環境供給滿意度。期望從建構友善高齡者環境出發，發掘非都市地區鄰里環境應改善著重

的面向與項目。本研究內容如下：（一）探討非都市地區高齡者日常活動種類、活動場所與空間範圍。

（二）探討非都市地區鄰里環境對高齡者活動需求之供給程度，以及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對於鄰里環境

供給滿意度影響模型，並探討非都市鄰里環境對高齡者鄰里環境供給滿意度的影響內容為何？以提供

                                                             
1 根據國發會（2020）人口推估，2018 年臺灣老齡進入高齡（aged）社會（人口將超過 14%），2025 年將成為超高齡

（super-aged）社會（高齡人口達 20%），人口老化快速。 
2 本研究所謂非都市地區，是被劃定在都市計劃區範圍之外的地區稱之。 
3 衛生署（今衛生福利部）於 2009 年高齡者狀況調查報告結果發現，65 歲以上高齡者的居住型態，是以「在宅老化」

為主流，高齡者家庭組成以三代家庭者占 37.86%為最高，兩代家庭者占 29.83%居次，僅與配偶（同居人）同住者占

18.76%再次之；而屬兩代家庭者以與配偶（同居人）及子女同住者占 13.9%；且與 2005 年調查結果相較，高齡者與子

女同住比例，有增加的趨勢（衛生署，2009），但由於本研究討論的空間範圍為高齡者居住的鄰里環境，故於文中以

「在地老化」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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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地區鄰里環境在提供高齡者友善居住環境，在規劃策略上建議。 

鄰里環境供給（actualize affordance of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供給（affordance）來自生態認知心理學（ecological perceptual psychology）之中心構念（construct）

（Kyttä,2004），定義為個體在環境中活動時，感受到之實質機會（physical opportunities）與危險（Gibson, 

1979; Heft, 1997）；Gibson（1979）將環境供給（affordance of environment）定義為是環境提供給動物

良好或不良的供給，並認為環境供給狀況受知覺者了解程度之影響；Kyttä（2002）將 Gibson（1979）

的環境供給，進一步詮釋為當討論環境與個體兩者間接觸時，環境（the setting）與人的接觸面

（interface）。環境提供個體各種機會，讓個體在其中進行各類活動。 

Kyttä（2004）認為環境潛在性地提供在當中的個體，在活動上提供的狀況感受，但會受到個體之

實質項度（physical）與能力影響；Min and Lee（2006）則歸納環境的供給，會從環境中實質與空間性

質，轉變為社會與心理的屬性，並與個體之個別活動相關。 

Kyttä（2004）進一步將環境供給分為潛在性供給（potential affordances）與實際供給（actualized 

affordances）兩部分，其中實際供給則是個體感受到的供給（perceived affordances）、實際使用的供給

（used affordances）、制式的供給（shaped affordances）三部分。環境潛在的供給會影響個體感受到環

境的供給狀況，而個體感受到環境的供給，則會造成個體認知在環境對於個體各式活動的制式供給；

由於本研究擬以鄰里環境為研究範圍，以環境供給理論為理論基礎，探討個體（個別高齡者）對於整

體鄰里環境感受到之供給，故對於鄰里環境之供給，為討論制式的供給（shape affordance）；亦即本研

究擬以非都市鄰里環境為範圍，探討高齡者在鄰里環境內，感受到居住的鄰里實質環境（如活動中心

等）與在鄰里的人文社會結構形成的潛在供給（如活絡的社區組織、人文活動）下，在鄰里環境生活

的活動（包括每日時段性活動種類與行為）在各項供給的狀況，以及高齡者在現有活動下對於鄰里環

境供給的認知狀況，作為本研究探討鄰里環境對高齡者供給的重點。 

非都市地區高齡者鄰里環境供給滿意度與影響因素 

鄰里環境對高齡者活動的供給，可提供規劃者來自使用者接收環境資訊的識覺（perception），若

從 Gibson（1979）之供給理論看來，即為使用者對環境在功能性（function）上的感知，故了解高齡者

對鄰里環境供給之知覺，則可從探討鄰里環境在提供高齡者實際鄰里活動之狀況與特性，以及高齡者

對鄰里供給狀況之滿意程度進行瞭解。 

Rioux and Werner（2011）歸納高齡者居住滿意度相關研究，認為可將高齡者的居住滿意度，分為

不同的環境領域；其並建立了 23 個測量變項的高齡者居住滿意度；並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建立因子構

面，發現可分為「地區滿意度」、「地區可及性與服務滿意度」、「與鄰居關係的滿意度」、「住家滿意度」

等 4 個構面，除了「住家滿意度」外，其餘皆可被視為是對鄰里環境在提供供給滿意度之測量變項。

其中包括：「居住區域交通是便利的」、「我居住在有美感令人愉快的地區」、「居住地方有噪音困擾我」、

「居住地點與各建築物有良好的距離」、「這是個寬敞的區域」、「居住地方人為破壞很少」、「我對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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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感到安全」、「居住地方與鄰里商店距離不遠」、「這區域發展允許我步行」、「我能在自己居住區域

內遊走而不會感到有威脅」、「在這區域內我覺得接近每件事」、「我鄰居很少干預我的私密生活」、「我

與鄰居相處融洽」、「如果我有問題，我可以指望鄰居協助」、「我對自己與鄰居間關係感到滿足」、「我

鄰居知道如果需要他們可以打電話給我」、「我很少發現住在這棟建築是困難或有限制的」、「我住家提

供我的需求」、「我選擇居住在這個地方，若要住到其他地方對我來說是困難的」、「我享受住在這個住

宅」、「我的住宅是舒適且比例平均（scale mean）」。 

在實質環境面向影響高齡者供給滿意因素方面：Rioux and Werner（2011）歸納發現，家裡內部轉

換至室外的平坦與友善性，包括：地板、遮蓋物、斜坡設置等，均會影響高齡者對環境的滿意度，其

並發現，鄰里環境影響高齡者滿意度部分內容，包括有行走路面舖面覆蓋程度、是否有坡道或欄杆、

無障礙設施的完善程度、商店和各類服務地點的距離、住家與綠地的距離、旅客在附近戶外活動頻率

等因素，均會影響高齡者對於居住地點的滿意度，由前述內容可知鄰里環境對高齡者應有的供給項目。

Rantakokko et al.（2013）驗證了環境障礙加劇高齡獨居者在生活環境活動上的限制，並將戶外環境障

礙分成路徑表面有高差、路邊有太高的階差、可以坐下的地方太少、天氣變化時可提供遮蔽的遮蔽處

（shelter）太少等；因此，前述內容亦應為鄰里環境提供高齡者友善供給的要項。 

Kahana and Kahana（2018）認為，綠地面積以及綠樹與植栽對於高齡者的居住滿意度是重要的基

礎；另若考量臺灣本土情況，則包含了住宅有無電梯、建築物入口的順平、前往公園或綠地的可及性

（或是鄰近綠地）等（Rioux and Werner, 2011）；Alfonzo（2005）亦認為空間舒適度與步行環境舒適度

為實質環境應該供給高齡者需求的重要向度。Rioux and Werner（2011）探討高齡者居住滿意度的測量

項目時，認為鄰里環境的寬敞、鄰里安全感，均為影響高齡者居住滿意度之重要項目。 

趙子元、黃彙雯（2016）將高齡友善無障礙公共空間規劃評估原則，分成包容性、安全性、可及

性、便利性、支持性、舒適性等面向，並歸納相關研究指出，高齡化社會日常生活範圍的公共空間，

若能提供生活機能服務、舒適的步行環境、地方性的商業與服務等，都可能提升高齡者的活動能力，

亦能進一步促進高齡者的步行意願。在鄰里步行設施方面，Van Cauwenberg et al.（2014）整理影響高

齡者在鄰里內步行之環境因素中，人行道（類型／寬度）為重要元素；Alfonzo（2005）歸納出步行環

境中通往各地點的交叉路口數、交通危險程度（如受車輛干擾）等，則會影響高齡者在鄰里內的移動

與空間選擇；任思豪（2012）探討鄰里環境宜走性與高齡者活躍老化之關係，結果發現鄰里環境「設

備與環境」、「通道連接性」、「環境資訊」、「生活設施」，四者對活躍老化的影響最大。Valdemarsson et 

al.（2005）發現 75-84 歲高齡者偏好某些公共設施卻很少造訪，問題出在步行通往公共設施路徑連通

不佳，由此可知鄰里步行系統對高齡者後期在鄰里活動之影響。 

此外，Rioux and Werner（2011）歸納過去研究確認，鄰里的美感（如鄰里內房屋維護程度）、戶

外空氣品質等對於高齡者生活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在影響高齡者生活品質的非實質環境面向因素

中，高齡者居住的地區別、居住狀況（是否擁有房屋或租賃）、年齡、學歷、經濟狀況、是否獨居、健

康狀況等個人特質因素，為顯著影響高齡者生活滿意度（Rioux and Werner, 2011；任思豪，2012）；Spinney 

et al.（2009）歸納諸多研究，發現持續有休閒活動對於生活品質來說是重要的元素。任思豪（2012）

歸納活躍老化的 4 項因子中，有關鄰里生活面向之因素為「社會支持」，老年生活越活躍，高齡者的生

活滿意度愈高，故社會支持因素面向亦可視為影響高齡者鄰里生活滿意度之因素；而社會支持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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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來自於社區相關組織在活動設施方面與高齡者交往朋友間的相互支持。 

此外，近年政府對非都市地區老人照顧偏向以社區營造方式運作，故應會影響非都市地區對老人

的鄰里環境供給偏向於社區組織與設施（如老人文康中心、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社區健康營造中心等）

（蔡秋敏，2012；傅從喜，2012），然而前述鄰里環境供給，應該對老人在鄰里內的活動型態、活動範

圍、以及老人的個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產生影響，進而影響老人在鄰里的生活品質。 

歸納前述相關文獻，可將影響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對鄰里實質環境滿意度（如對鄰里內各類活動空

間之滿意度）之影響因素，區分為活動安全供給、休憩活動機能供給、社交活動供給、可及與安全性

供給、美感愉悅供給等面向之影響因素，由於部分鄰里活動空間（如活動中心）相較於其他鄰里空間

具有設施開放時間與程度的問題，故於考量部分鄰里活動空間供給滿意度時，亦將設施開放供給面向

影響因素施納入考量。另外，若將影響高齡者對環境滿意度之非實質環境因素納入，則可將影響非都

市地區高齡者對鄰里環境滿意度之影響因素，初步分成鄰里生活與活動機能供給、可及性供給、安全

性供給、休憩機能供給、美感與愉悅面向、社會交往供給等面向之因素。 

研究步驟、分析方法與研究地點 

（一）研究步驟、分析方法與高齡者抽樣問卷方式 

本研究工作與步驟分為 3 階段：1.對研究地區進行初步環境觀察與地區高齡者訪談，以初步了解

研究地區受訪高齡者的日常生活模式、在鄰里內主要活動空間、活動內容及時段，及在各類活動空間

主要活動種類，並以深度訪談建構高齡者對鄰里環境供給的主要需求與著重項目，以配合後續鄰里活

動空間與鄰里供給滿意度測量問項之建構。2.以深度訪談結果，整理歸納出高齡者在鄰里主要活動空

間，作為問卷發放地點，並綜合文獻回顧內容，擬定高齡者對鄰里主要活動空間供給滿意度、及鄰里

供給滿意度問卷題項。研究人員至研究地區內之各類鄰里活動空間內高齡者經常聚集、活動之各場所

內，以高齡者（包含使用輔助器材，如拐杖或輪椅的高齡者）為對象，以便利抽樣方式，對研究地區

高齡者進行抽樣問卷調查。本研究從研究各里高齡者總數中選擇 10%的高齡者，作為抽樣高齡者問卷

之份數。至於問卷題目擬定後，則以 Likert 5 尺度作為每個題目的測量方式。3.研究者使用多元線性迴

歸分析，作為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對鄰里主要活動空間供給滿意度之分析模型，並使用因素分析，對影

響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對鄰里供給滿意度之影響變數進行同質因素之篩選，以期使用最簡潔之顯著性因

素，對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對鄰里供給滿意度影響模型進行分析。 

（二）研究地點確定 

研究者從臺灣北部區域不同類型非都市地區之地理範圍，分別選擇以臨山區的新北市三峽區與臨

海的桃園市新屋區作為研究地區（圖 1）。以下介紹研究地區環境現況： 

1. 臨山非都市研究地區─新北市三峽區 

新北市三峽區位於臺北盆地的西南隅三面環山 90%為山地與丘陵地（如圖 2）。面積約 191 平方公

里，交通以國道 3 號及放射狀交通網為主。本區擁有豐富的山水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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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峽區內地形主要為山地，交通以省道臺 7 線、產業道路、鄉道北 114 為主，屬臨近都市的非

都市地區，研究者選定三峽區內鄰近山區且老人人口比例多的嘉添里、金圳里、五寮里、插角里、有

木里，作為研究社區，研究範圍如圖 3 所示，至於研究範圍各鄰里高齡者口數占全里人口比例在 21%–

29%間（嘉添里 25%、金圳里 22%、五寮里 21%、插角里 29%、有木里 23%）；實證社區內現有 5 所

學校、4 所行政機關、2 處國家森林遊樂區、3 處社區關懷據點，以及 11 間廟宇。 

 

圖 1 非都市研究地區地理位置圖 

 

圖 2 新北市三峽區實證社區高齡者居住環境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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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臨海非都市研究地區──桃園市新屋區 

桃園市新屋區西邊臨臺灣海峽。屬典型的農業鄉，耕地面積多達 6,200 公頃；地形主要為平地，

並分布許多埤塘及水圳。全區共計 23 里，其中永安里、永興里、深圳里、笨港里及蚵間里共計 5 里濱

海。新屋區現 49,000 人口，居民多屬客家族群，大部份務農或兼營漁業，隨著時代轉變人口外移，新

屋區成了桃園市最高齡化的行政區，符合本研究對非都市地區的條件設定。（圖 3） 

 

圖 3 非都市地區研究範圍-新北市三峽區 5 里與桃園市新屋區 5 里 

本研究選擇新屋區沿海永安里、永興里、深圳里、笨港里及蚵間里作為沿海研究社區，社區範圍

各鄰里高齡者口數占全里人口比例 14%–23%之間（深圳里 23%、笨港里 21%、永興里 20%、永安里

16%、蚵間里 14%）。研究者進行初步現況調查，發現研究社區內包含 4 處公園及體育活動場所、2 間

醫院、4 個主要行政機關、3 所學校、3 座廟宇，當地環境概況及高齡者活動狀況如圖 4。 

 

 

圖 4 桃園市新屋區實證社區高齡者居住環境概況、高齡者日托與高齡者關懷據點活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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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地區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在鄰里內活動範圍、主要活動空間種類、各主要空間供給影響

因素、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對鄰里環境供給滿意度之測量內容建構 

研究者於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2 月底，分成平日與假日時段，於研究地區之社區活動中心、住

家前、路邊、菜園等鄰里戶外空間，並透過里長與社區發展協會人員介紹，前往研究地區高齡者住家，

對在地高齡者進行深度訪談，目的在了解研究地區高齡者在鄰里內活動型態與活動範圍，兩地共訪談

完成 41 人。其中三峽研究地區訪談 20 人，包括男性 9 人，女性 11 人；新屋地區訪談 21 人，包括男

性 8 人，女性 13 人。以下即針對兩研究地區受訪高齡者相關訪談結果，得知非都市地區高齡者鄰里活

動範圍與在鄰里內主要活動空間種類，歸納如下： 

1. 高齡者在鄰里內活動範圍 

在高齡者鄰里活動範圍方面，本研究運用 google map 測量受訪者從住家至活動地點的「最短路徑

距離」，統計發現三峽受訪高齡者在鄰里內平均活動範圍僅 212.01 公尺（S.D.=529.11 公尺），新屋地

區受訪高齡者平均活動範圍為 377.82 公尺（S.D.=516.43 公尺）。至於兩地高齡者在鄰里內主要活動地

點與住家距離之平均值，則如圖 5、圖 6。 

  

圖 5 新屋高齡者鄰里活動範圍示意圖 圖 6 三峽高齡者鄰里活動範圍示意圖 

2. 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在鄰里內主要活動空間 

受訪高齡者在鄰里活動空間以菜園、社區活動中心、學校、廟前廣場等 4 類鄰里空間為主；其中

新屋受訪高齡者在鄰里內的主要活動空間為住家菜園、社區活動中心、廟前廣場、海濱公園；三峽受

訪高齡者在鄰里內主要活動空間則以住家菜園、竹林綠地為主。三峽高齡者在鄰里內活動仍多以生產

性活動為主（高齡者前往竹林綠地之主要活動為挖竹筍）。 

3. 非都市地區高齡者鄰里主要活動空間供給影響因素建構 

研究者將非都市地區高齡者主要活動空間對高齡者環境供給之題項，擬定如下： 

(1)住家菜園 

a. 依變數（Y）：住家菜園，能滿足我在住家環境中戶外活動的需求。 

b. 影響變數（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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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活動安全供給面向變數擬定： 

在菜園內活動對我來說很安全、菜園環境佳，從事戶外活動很安全、住家菜園無車輛干擾、

住家菜園內平坦可行走的通道，活動行走安全、住家室內到菜園的步道地面材質不易滑倒、

我如果需要幫忙，在住家菜園可以立即找到人協助、住家菜園內無治安死角、住家菜園與庭

院有適合我活動的安全設施。 

(b) 休憩活動機能供給面向變數擬定： 

我可以在住家菜園耕種蔬菜瓜果、我在住家菜園內種植喜愛植物、住家菜園內有提供足夠且

有遮蔭的戶外休憩設施、住家菜園內提供足夠可供休憩的地方與座椅、住家菜園提供我活動

的相關設備（如灌溉或水源）、住家菜園光線充足視野良好、住家菜園面積夠大、住家菜園

內照明設備很充足，天黑後繼續活動也不會困擾。 

(c) 社交活動供給面向變數擬定： 

住家菜園提供我邊活動邊與人聊天交流空間、住家菜園提供我聚會活動的空間與設施，方便

聚會活動。 

(d) 可及與安全性供給面向變數擬定： 

住家菜園與住家距離很近、住家通往菜園路途中車輛干擾很少、住家通往菜園路徑途中沒有

被障礙物或違規停車占用、住家通往菜園路途中路況維護狀況良好，沒有窟窿或碎裂的地

方、住家前往菜園路途中經過穿越路口少。 

(e) 美感愉悅供給面向變數擬定： 

住家菜園內景色優美，活動過程感受美感愉悅、住家菜園內植栽多種綠蔭多，活動過程感受

美感愉悅。 

(2)社區活動中心 

a. 依變數（Y）：社區活動中心，能滿足我在鄰里環境中活動的需求。 

b. 影響變數（X）： 

(a) 活動安全供給面向變數擬定： 

在社區活動中心內活動對我來說很安全、社區活動中心環境管理不佳、社區活動中心內無車

輛干擾、社區活動中心的步道設施欠缺無障礙設施與平坦的步道、社區活動中心內步道地面

材質不易滑倒、我如果需要幫忙，在社區活動中心可以立即找到人協助、社區活動中心內無

治安死角、社區活動中心內有適合我活動的無障礙等安全設施。 

(b) 休憩活動機能供給面向變數擬定： 

社區活動中心內提供我活動的相關設施、社區活動中心內提供公共廁所、社區活動中心內提

供足夠有遮蔭的戶外休憩設施、社區活動中心內提供足夠可供休憩的座椅、社區活動中心設

有供我活動的相關設施（如體健設施），可滿足我各種活動需求、社區活動中心內光線充足

視野良好。社區活動中心面積夠大、社區活動中心內照明設備很充足，天黑後繼續活動也不

會有困擾。 

(c) 社交活動供給面向變數擬定： 

我在社區活動中心活動可以認識新朋友、社區活動中心內有常態性且適合我參加的社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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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課程、社區活動中心提供我相關聚會活動的空間與設施，方便聚會活動（如唱歌練習、聚

會、聚集交流等）。 

(d) 可及性供給面向變數擬定： 

社區活動中心與我住家距離不遠、住家通往活動中心路途中車輛干擾很少、住家通往活動中

心路途中沒有被障礙物或違規停車占用、住家通往活動中心路途中路況維護狀況良好，沒有

窟窿或碎裂的地方、住家前往活動中心路途中有友善的行人穿越道，行走過程不會受車輛干

擾。 

(e) 美感愉悅供給面向變數擬定： 

活動中心內景色優美、活動中心內植栽多種綠蔭多。 

(f) 設施開放性供給面向變數擬定： 

社區活動中心平日有足夠的開放時間、活動中心假日也有開放。 

4.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對鄰里環境供給滿意度之測量內容建構 

研究者歸納相關文獻與對高齡者深度訪談結果，將非都市地區鄰里環境活動空間供給高齡者滿意

度之測量內容歸納擬定如表 1： 

表 1 非都市地區鄰里環境對高齡者供給變數整理表 

供給面向 環境供給問項 參考文獻來源 

鄰里生活與活

動機能供給 

鄰里內提供令高齡者滿意地維持生活機能所需設

施 

蔡淑瑩（2011）、Sawyer and Allman
（2010）、深度訪談 

鄰里內提供合適醫療需求的活動空間與設施、提供

令人滿意的休閒活動空間與設施 

Spinney et al.（2009）、深度訪談 

鄰里環境提供令人滿意的社交活動空間與設施 李鍾元（1991）、Spinney et al.（2009） 

鄰里內適當距離即有公共廁所 蔡淑瑩（2012） 

可及性供給 鄰里內提供滿意的社交活動機會與組織可供我參

加 

深度訪談 

鄰里內提供令我足夠活動的活動空間與面積、鄰里

內有足夠的戶外遮蔽設施、鄰里戶外適當距離即有

可供休息的空間與座椅 

Rantakokko et al.（2013）、深度訪談 

鄰里內有班次頻繁的公車與社區巴士，可供前往各

類需要前往的地點（如市區、醫院）、從住家到鄰

里內市場或雜貨店間距離合理、住家到鄰里內各活

動空間距離合理、住家到鄰里內的公車站（社區巴

士站）間距離合理 

蔡淑瑩（2012）、Alfonzo（2005）、

Cerin et al.（2009）、Kerr et al.（2012）、

Rioux and Werner（2011）、深度訪談 

從家至鄰里內主要活動地點的路徑寬敞平坦，方便

到達 

Alfonzo（2005）、Rantakokko et al.
（2013） 

鄰里內主要道路交叉口均有友善的穿越設施 任思豪（2012）、蔡淑瑩（2012）、

Alfonzo（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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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面向 環境供給問項 參考文獻來源 

安全性供給 鄰里內主要道路交叉口車輛很少，我行走很安全 深度訪談 

鄰里內通往各主要活動地點之路徑平整無高差，我

活動很安全 

深度訪談 

前往鄰里的重要活動空間不會受車輛干擾、鄰里內

的活動空間地面平坦、不易滑倒，且設有無障礙設

施可使用、鄰里很安全，遇見困難時隨時可找到人

幫助、在鄰里內活動時，若有緊急狀況，可立刻找

到人協助救援 

柯涵儀（2014）、Van Cauwenberg et al.
（2014）、Rantakokko et al.（2013）、

Rioux and Werner （ 2011 ） 、 Van 

Cauwenberg et al.（2014）、深度訪談 

在鄰里內各空間活動時，不會有治安有死角或對社

區治安的擔心 

Van Cauwenberg et al.（2014） 

鄰里內有各個公共建築（如社區活動中心、寺廟宗

祠、學校）提供友善的無障礙設施，方便使用 

Rioux and Werner（2011） 

鄰里內有各項戶外空間均提供友善的無障礙設施 Rioux and Werner（2011） 

休憩機能供給 鄰里內提供休憩設施（如座椅、適度遮蔭）供我活

動 

Rantakokko et al.（2013） 

鄰里內提供合宜尺寸的活動設施供我活動 深度訪談 

鄰里戶外適當距離即有足夠的休息區與座椅 Rantakokko et al.（2013）、 

Van Cauwenberg et al.（2014） 

美感愉悅供給 我居住在有美感令人愉快的鄰里環境中 Alfonzo（2005）、Hunt et al.（1994）、

Rioux and Werner （ 2011 ） 、 Van 

Cauwenberg et al.（2014） 

鄰里內有許多綠色植栽，令人愉悅 Alfonzo（2005）、Hunt et al.（1994）、

Kahana and Kahana（ 2003 ）、Van 

Cauwenberg et al.（2014） 

鄰里內有歷史性建築或設施（如廟宇、古蹟），散

發鄰里的獨特美感、鄰里內擁有獨特的自然景色，

令人愉悅、鄰里提供我自然風貌的優閒生活 

Alfonzo（2005）、Van Cauwenberg et al.
（2014）、深度訪談 

社會交往供給

（社區協助供

給） 

鄰里內提供高齡者聚會活動的空間與設施（如唱歌

練習、聚會、聚集交流等）、鄰里提供我可遇到鄰

居聊天閒談的空間 

柯涵儀（2014）、蔡淑瑩（2011） 

鄰里提供高齡者聚會活動的服務 柯涵儀（2014）、蔡淑瑩（2011）、蔡

秋敏（2012） 

鄰里提供高齡者交往新朋友的機會、鄰里提供我相

關課程學習的機會與空間、鄰里提供我宗教與參加

志工的供給程度 

蔡淑瑩（2011）、Rioux and Werner
（2011）、深度訪談 

鄰里內提供我高齡者關懷、送餐等協助之供給、鄰

里內提供我定期醫療服務供給 

柯涵儀（2014）、蔡秋敏（2012）、深

度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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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面向 環境供給問項 參考文獻來源 

鄰里提供文康休閒活動的服務 柯涵儀（2014）、蔡秋敏（2012） 

鄰里提供急難與必要協助的服務、鄰里提供我急難

與生活補助福利申請之相關協助供給（如高齡者年

金、老農津貼等） 

柯涵儀（2014）、蔡秋敏（2012）、深

度訪談 

（二）高齡者活動空間供給滿意度與鄰里環境供給滿意度問卷分析 

研究者於 2017 年 7 月至 8 月底，分成平日與假日時段，分別於新北市三峽與新屋研究地區之社區

活動中心、住家前、路邊、學校、菜園、海濱公園等鄰里戶外空間，並透過里長或社區發展協會工作

人員介紹前往地區高齡者住家，對高齡者進行問卷，由於對研究地區高齡者抽樣問卷具有相當困難度，

故研究者將抽樣問卷年齡放寬至 61 歲及以上居民。研究共發出 315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296 份，問

卷回收有效率為 93.9%；其中新屋地區有效問卷 160 份，三峽地區 136 份。分析結果如下： 

1.問卷受訪者基礎資料統計分析 

受訪者中男性 128 人（占受訪總數 43.2%），女性 168 人（占受訪總數 56.8%）；受訪年齡層則分

別為 61-65 歲（占受訪總數 21.3%）、66-70 歲（16.2%）、71-75 歲（16.2%）、76-80 歲（30.4%）、81-85

歲（12.8%）；在退休狀態方面，約 65.9%已經退休；學歷以國小為最多（占受訪總數 51.7%），不識字

次之（占 29.7%）；居住年期多為 21 年以上，占 91.2%；高齡者居住建物形態方面，49.3%居住在透天

厝類型，41.9%居在於平房內；在居住狀況方面，56.4%與子孫同住，30.7%與配偶同住。 

在健康狀況與財務狀況方面，54.7%高齡者感到自身健康狀況良好，37.2%有偶感不適之情形，但

不影響其在鄰里內活動意願；65.5%高齡者財務狀況良好，但亦有 26.7%擔心未來生活開銷。 

2. 高齡者在鄰里內主要活動空間、活動頻率、在各類空間內活動種類 

延續訪談結果，研究者從問卷分析結果歸納，研究地區受訪高齡者在鄰里活動空間以菜園、社區

活動中心、學校、廟前廣場等 4 類鄰里空間為高齡者在鄰里主要活動空間，高齡者在鄰里內主要活動

空間；其中新屋受訪高齡者在鄰里內的主要活動空間為住家菜園（90 人，占新屋受訪者總數 56.3%）、

社區活動中心（108 人，占受訪者總數 67.5%）、廟前廣場（33 人，占受訪者總數 20.6%）、海濱公園

（23 人，占受訪者總數 14.4%）；三峽受訪高齡者在鄰里內主要活動空間則以住家菜園（79 人，占受

訪者總數 46.7%）、竹林綠地（19 人，占受訪者總數 13.9%）為主，至於會前往活動中心、廟前廣場與

學校等空間，活動的高齡者人數則很零星（分別為 8 人、5 人、5 人），問卷結果與前階段訪談結果具

對應。 

受訪高齡者在鄰里內各類主要空間之活動使用頻率以每天使用者為最多，占受訪總數之 86.4%，

高齡者在住家菜園之活動時段，則以早上活動者為最多，占受訪總數之 50.9%，其次為早上與下午（占

受訪總數之 20.7%），白天活動占受訪高齡者總數之 71.6%。 

使用鄰里社區活動中心高齡者，平日以 3-5 天一次為主，占受訪高齡者總數之 62.9%；其次為每

日使用活動中心者占受訪總數 19.1%；此外，44.8%的受訪高齡者假日時會前往社區活動中心活動，本

研究進一步比對三峽與新屋兩地以活動中心為主要活動地點之受訪高齡者人數，發現以新屋高齡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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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占以活動中心為主要地點受訪高齡者總人數 93.1%），研究者進一步深究三峽與新屋的社區組織

活動現況，發現新屋社區組織具有較多活絡高齡者的社區活動（如高齡者供餐、高齡者關懷據點、高

齡者日托等）；因此，社區活動中心即成為新屋高齡者在鄰里內重要的活動地點；相較下，三峽由於欠

缺活絡的社區活動，故受訪者使用社區活動中心為鄰里主要活動空間人數顯著較低。 

此外，使用社區動中心之受訪高齡者，36.2%以步行方式前往，其次為騎機車，占受訪總數 29.3%，

騎自行車者占受訪總數 13.8%，12.9%受訪高齡者開車前往；研究者若進一步對應受訪者在問卷上標示

住家與活動中心位置可知，非都市地區活動中心與高齡者住家距離較遠，故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前往活

動中心雖仍以步行為主要交通方式，但使用不同交通工具前往者仍占多數。 

進一步統計地區受訪高齡者在鄰里內主要活動空間內的活動種類發現，高齡者在住家菜園內的活

動種類為除草除蟲（71.01%）、巡視作物（66.86%）、採收蔬果（59.76%）、散步（36.69%）與聊天（24.49%）；

於社區活動中心內主要活動則為聊天（52.59%）、供餐（54.31%）、做志工（31.90%）與量血壓（24.14%）

（如圖 7）。整體而言，高齡者從事活動僅有「聊天」於住家菜園以及社區活動中心皆為主要活動內容，

其他供給高齡者的主要活動種類重複性低，顯示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在各類鄰里活動空間內之活動種類

單純且偏向個人性活動。 

 

圖 7 非都市地區高齡者於鄰里主要活動空間內活動種類統計圖 

3. 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對鄰里內主要活動空間供給滿意度與影響因素分析 

由前述結果可知，研究地區高齡者在鄰里內主要活動空間以住家菜園與社區活動中心為主；高齡

者對於社區活動中心的供給滿意度顯著高於住家菜園（4.37>4.04）。 

(1) 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對鄰里供給滿意度 

從表 2 結果可知，受訪高齡者對鄰里供給滿意度頗平均值為 3.81，至於對鄰里各項供給當中，以

對鄰里內提供足夠的戶外遮蔽休息設施供給滿意度、足夠空間之滿意度較高（平均值為 3.87 與 3.86），

受訪高齡者對鄰里提供學習空間與活動設施、提供醫療需求空間與設施滿意度較低（平均值為 3.07 與

3.09），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對鄰里內提供學習空間與設施滿意度，呈現滿意度較低的結果。高齡者對鄰

里滿意度較偏向於提供足夠活動空間與可供休憩遮蔭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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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非都市地區受訪高齡者對鄰里環境各項供給滿意度 

問項（樣本數=296） 平均數 標準差 

鄰里環境整體供給滿意度 3.81 0.801 

鄰里環境提供日常生活機能場所滿意度 3.58 0.913 

鄰里提供休閒空間與設施供給滿意度 3.49 0.953 

鄰里提供社交空間與設施供給滿意度 3.53 0.956 

鄰里提供社交活動機會與組織供給滿意度 3.40 1.014 

鄰里提供學習空間與設施供給滿意度 3.07 1.148 

鄰里提供大眾運輸系統可及性 3.26 1.172 

鄰里內提供醫療需求空間與設施滿意度 3.09 1.046 

鄰里內提供足夠活動空間面積供給滿意度 3.86 0.828 

鄰里內提供足夠的戶外遮蔽休息設施供給滿意度 3.87 0.890 

由結果可知，非都市地區鄰里內學習空間提供，為非都市地區高齡者較不滿意亟需改善的項目。 

(2) 高齡者對鄰里內主要活動空間供給滿意度影響模型 

研究者將非都市地區與都市地區高齡者在鄰里內之共同主要活動空間──社區活動中心，在影響

空間供給滿意度之影響因素進行比較，結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非都市地區高齡者鄰里主要活動空間供給滿意度影響模型一覽表 

高齡者鄰里活動 
主要空間種類 
影響變數 

住家菜園 

Y:住家菜園活動供給滿意度 

(Avg=4.04,S.D.=0.735) 

社區活動中心 

Y:活動中心活動供給滿意度 

(Avg=4.37, S.D.=0.626) 

Beta分配 t 值 VIF Beta分配 t 值 VIF 

可及

性與

安全

供給 

住家通往住家菜園（社區活動中心）

路途中無車輛干擾 

0.224 2.903** 3.057 0.248 3.038** 1.706 

住家通往菜園路徑途中沒有被障礙

物或違規停車占用 

0.246 3.599*** 2.401 ----- ----- ---- 

活動

安全

供給 

社區活動中心光線充足視野良好，活

動可安全進行 

----- ----- ---- 0.314 4.309*** 1.355 

社區活動中心環境管理不佳，很骯

髒，從事戶外活動不安全 

----- ----- ---- -0.179 -1.938* 2.088 

社區活動中心步道設施有無障礙設

施與平坦步道 

----- ----- ---- 0.181 2.255* 1.644 

住家室內到菜園的步道地面材質不

易滑倒 

0.130 2.259* 1.702 ----- ----- ---- 

在菜園內活動對我來說很安全 0.135 1.881* 2.66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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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憩

活動

機能

供給 

住家菜園（社區活動中心）面積夠

大，足夠從事各類活動 

0.274 4.674*** 1.702 ----- ----- ---- 

美感 
愉悅

供給 

社區活動中心景色優美，讓我活動過

程感受美感愉悅 

----- ----- ---- 0.161 2.383* 1.164 

 平方和 自由度 平方和 自由度 

迴歸 61.998 5 25.690 5 

殘差 28.712 163 19.370 110 

總數 90.710 168 45.060 115 

R2  /調整後的 R2 0.683 / 0.674 0.570 / 0.551 

F 值/樣本數 F(5)=70.393*** / 169 F(5)=29.177*** / 116 

Durbin-Watson 1.652 2.168 

註：*表 p≦0.05，**表 p≦0.01，***表 p≦0.001 

從表 3 結果可知，前述模式之解釋力為中高度解釋力（Adj 𝑅𝑅2=0.674, Adj 𝑅𝑅2=0.551）。 

從模型之影響因素內容可知，高齡者對住家菜園供給滿意度，會受住家通往住家菜園路途中無車

輛干擾（可及性與安全供給）、住家通往菜園與庭院路徑途中沒有被障礙物或違規停車占用，方便我前

往（可及性與安全供給）、住家室內到菜園與庭院的步道地面材質不易滑倒，我行走活動很安全（活動

安全供給）、在菜園庭院內活動對我來說很安全（活動安全供給）、住家菜園面積夠大，足夠我從事各

類活動（休憩機能供給）等因素，正向影響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對住家菜園供給滿意度。 

在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對社區活動中心滿意度之影響因素中，住家通往社區活動中心路途中無車輛

干擾（可及與安全供給），社區活動中心內光線充足視野良好，可使我各項活動安全進行（活動安全供

給）、社區活動中心環境管理不佳，很骯髒，我從事戶外活動不安全（活動安全供給，負向影響）、社

區活動中心面積夠大，足夠我從事各類活動（休憩活動機能供給）等因素，均會影響非都市地區高齡

者對社區活動中心供給滿意度。 

歸納結果可知，高齡者住家與活動地點路途中是否「不受車輛干擾，以及無障礙物或違規占用」，

是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對於鄰里主要活動空間供給在可及安全性供給部分在意之影響因素，由前述結果

可發現高齡者在意住家與鄰里主要活動空間之可及安全性因素，除了著重在是否有車輛干擾外，高齡

者在意路途上是否有障礙物阻礙；此外，提供足夠面積供給高齡者活動，顯著地正向影響非都市地區

高齡者對住家菜園與都市高齡者對活動中心之供給滿意度。 

歸納結果可發現，影響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對主要活動空間之因素，則以偏重可及安全供給因素、

活動安全供給因素、休憩活動機能供給因素以及美感愉悅供給因素為主。 

4. 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對鄰里環境供給滿意度影響模型 

(1)非都市地區高齡者鄰里環境供給因素建構 

研究者以因子分析對回收問卷進行分析，建構非都市地區高齡者鄰里環境供給因素，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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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適當性檢定值（KMO）=0.952，Bartlett 球面性檢定近似𝑥𝑥2值=14064.092***，共抽取出 5 個

因子，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75.725%，整體 Cronbach's Alpha 值=0.903；以下即進行詳細說明： 

a. 因子一：高齡支持與社會交往供給因素 

因子一命名為高齡支持與社會交往供給因素，Eigenvalue=21.780，解釋變異百分比=54.45%；此因

素下的測量變數有：鄰里有提供急難與必要協助的服務（社會協助）（因子負荷量：0.760）、鄰里內提

供高齡者關懷、送餐等協助之供給（0.745）、鄰里提供定期醫療服務之供給（0.684）、鄰里提供急難

與生活補助福利申請之相關協助供給（0.720）、鄰里內有提供聚會活動的空間與設施（社會交往供給）

之各類活動供給（0.757）、鄰里有提供高齡者聚會活動的服務（社會交往供給）（0.768）、鄰里提供高

齡者相關課程學習的機會與場所（0.835）、鄰里提供高齡者宗教與參加志工的供給程度（0.757）、鄰

里提供高齡者可遇到鄰居聊天閒談的空間（0.699）、鄰里提供高齡者相關交誼活動聚會等之空間與設

施供給（如唱歌練習、聚會、聚集交流等）（0.745）、鄰里內提供高齡者適合高齡者聚集的各類型空間

與設施（0.706）、鄰里環境中有提供高齡者交往新朋友的機會（0.753）。 

b. 因子二：鄰里可及性供給因素 

因子二命名為鄰里可及性供給因素，Eigenvalue=4.029，解釋變異百分比=10.072%；此因素下的測

量變數有：鄰里內有班次頻繁的公車與社區巴士，可供我前往各類需要前往（如市區、醫院）的地點

（0.730）、我從住家到鄰里內可活動的戶外綠地間距離合理，方便到達（0.855）、我從住家到鄰里內

市場或雜貨店間距離合理，方便到達（0.807）、我從住家到鄰里內的公車站（社區巴士站）間路徑直

接距離合理，方便到達（0.789）、我從住家到鄰里內的社區活動中心間距離合理，方便到達（0.658）、

我從住家到鄰里內廟宇或宗祠間距離合理，方便到達（0.713）、從家至鄰里內主要活動地點的路徑寬

敞平坦，方便到達（0.753）、鄰里內各主要活動地點（如活動中心、寺廟宗祠、學校）內鄰里內各主

要活動地點（如活動中心、寺廟宗祠、學校）內無障礙設施供給設置完整程度（0.582）。 

c. 因子三：鄰里休憩活動機能供給因素 

因子三命名為鄰里休憩活動機能供給因素，Eigenvalue=1.917，解釋變異百分比=4.791%；此因素

下的測量變數有：鄰里適當距離即有公共廁所（0.528）、鄰里空間提供休憩活動合適的面積供我活動

（0.571）、鄰里戶外適當距離即有可供我休息的空間與座椅（0.578）、鄰里提供地勢平坦的空間供我

活動（0.589）、鄰里內提供可休憩的設施（如座椅、適度遮蔭）供我活動（0.675）、鄰里內提供合宜

尺寸的活動設施供我活動（0.574）。 

d. 因子四：鄰里活動安全供給因素 

因子四命名為鄰里活動安全供給因素，Eigenvalue=1.536，解釋變異百分比=3.839%；此因素下的

測量變數有：鄰里內主要道路交叉口均有友善的穿越設施，讓我行走很安全（0.662）、鄰里內主要道

路交叉口車輛很少，我行走很安全（0.819）、前往鄰里的重要活動空間不會受到車輛干擾，我活動很

安全（0.806）、鄰里內提供的活動空間地面平坦、不易滑倒與絆倒，且設有無障礙設施可讓我使用

（0.539）、我在鄰里內各空間活動時，不會有對於治安有死角、或社區治安等的擔心（0.637）。 

e. 因子五：鄰里自然景色供給因素 

因子五命名為鄰里自然景色供給因素，Eigenvalue=1.029，解釋變異百分比=2.572%；此因素下的

測量變數有：我居住在有美感令人愉快的鄰里環境中（美感愉悅）（0.679）、鄰里內有歷史性建築或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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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如廟宇、古蹟），散發鄰里的獨特美感（0.607）、鄰里內有許多綠色植栽，令人愉悅（美感愉悅）

（0.766）、鄰里內擁有獨特的自然景色，令人愉悅（0.741）、鄰里提供我自然風貌的優閒生活（0.747）。 

(2)非都市地區高齡者鄰里環境供給滿意度影響模型 

研究者將前述因子分析得點為資料，以多元迴歸分析進行非都市地區高齡者鄰里供給滿意度影響

模型，分析結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非都市地區高齡者鄰里環境供給滿意度影響模型 

變數 
Y=鄰里環境供給滿意度 

標準化 β t 值 VIF 

鄰里非實質環

境供給 
高齡支持與社會交往供給因素 0.313 6.443*** 1.000 

鄰里實質 
環境供給 

鄰里休憩活動機能供給因素 0.307 6.315*** 1.000 

鄰里活動安全供給因素 0.237 4.876*** 1.000 

鄰里自然景色供給因素 0.229 4.705*** 1.000 

鄰里可及性供給因素 0.122 2.518* 1.000 

R2/Adj R2 0.316 /0.304 

F 值 F（5）=26.728*** 

樣本數 296 

註： *表 p≦0.05，**表 p≦0.01，***表 p≦0.001。 

分析結果歸納 

（一） 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在鄰里內主要活動空間以住家菜園與社區活動中心為主，高齡者在鄰里內活

動範圍非常小，僅於鄰近住家約 200－400 公尺範圍（三峽 212 公尺，新屋 377 公尺）內之地

點活動。其中新屋地區高齡者以住家菜園、社區活動中心、廟前廣場與海濱公園為在鄰里內主

要活動空間；三峽高齡者在鄰里內主要活動空間則以住家菜園與竹林綠地兩類空間為主。 

（二） 由於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在鄰里內活動範圍小，故在活動空間上多鄰近住家，且以住家私人空間

為主（如住家菜園），高齡者在各類鄰里活動空間內之活動種類單純且偏向個人性活動、主要

活動種類重複性低，並與生產性活動相關（如種菜、挖竹筍）。社交活動亦僅有「聊天」為主。 

（三） 研究者發現受訪高齡者會前往菜園內活動，此外，仍有部分高齡者亦會前往社區活動中心內活

動；至於三峽地區特有的竹林綠地，由於與高齡者住家有相當距離，且多位於山坡上，僅會有

高齡者前往從事生產性活動（挖竹筍）。研究者深究其因可發現，由於非都市地區交通不便，

高齡者在鄰里活動可及性差，故在活動空間選擇，受限於住家距離，僅能選擇離住家距離較近

且易到達的鄰里活動空間活動（菜園或鄰近的活動空間），也因此形成高齡者在鄰里內住家附

近空間的主要活動多以個人形態活動為主。 

（四） 研究結果發現，非都市地區高齡者的主要活動空間為菜園與社區活動中心，但高齡者對於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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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心的供給滿意度顯著高於住家菜園（4.37>4.04）；且從研究結果可知，非都市地區高齡

者平日活動雖侷限在住家附近，但是部分高齡者前往活動中心活動之比率頗高，研究者若進一

步深究原因可發現，社區若提供活絡的高齡者活動（如高齡者關懷據點、高齡者供餐、全日型

托老等），則具有吸引高齡者前往活動之吸引力。 

（五） 從高齡者對鄰里各類空間供給滿意度結果可知，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對鄰里環境較滿意之項目為

「鄰里內提供足夠的戶外遮蔽休息設施供給」（3.87）與「鄰里內提供足夠活動空間面積供給」

（3.86），受訪高齡者對「鄰里提供學習空間與活動設施」、「提供醫療需求空間與設施滿意度」

較低（平均值為 3.07 與 3.09）；由前述結果可知，非都市地區鄰里內學習空間與基本醫療供給

均較缺乏，故成為非都市地區高齡者較不滿意且亟需改善的項目，高齡者對鄰里滿意度較偏向

於提供足夠活動空間與可供休憩遮蔭的空間。 

（六） 此外，研究者比較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對鄰里內主要活動空間滿意度影響模型可知，研究地區高

齡者在鄰里內共同的主要活動空間為菜園與社區活動中心；至於高齡者對菜園供給滿意度之主

要影響因素，為以安全性供給因素（無車輛干擾、無障礙、不易滑倒、活動安全）、面積夠大

為主；對社區活動中心供給滿意之主要因素，則除了無車輛干擾外，高齡者對於視野良好、環

境管理佳、通往路徑步道平坦且有無障礙設施等為供給滿意之主要因素。 

（七） 非都市地區高齡者鄰里供給滿意度之影響因素受「鄰里高齡支持與社會交往供給因素」

（+0.313）、「鄰里休憩活動機能供給因素」（+0.307）「鄰里活動安全供給因素」（+0.237）、「鄰

里自然景色供給因素」（+0.229）、「鄰里可及性供給因素」（+0.122）等影響（詳見表 4）；從結

果可知，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對鄰里供給滿意程度著重「鄰里高齡支持與社會交往供給因素」與

「鄰里休憩活動機能供給」，高齡者社會資本與鄰里參與因素，對於高齡者對鄰里環境供給生

活滿意度不會有顯著影響。 

（八） 高齡者對鄰里環境供給滿意度的主要影響因素中，以「鄰里高齡支持與社會交往供給因素」

（+0.313）、「鄰里休憩活動供給因素」（+0.307）為主；此因素下可分為二類供給，其中一類為

鄰里提供高齡者急難與醫療、送餐與生活福利補助等日常需求之供給，此類供給包含有提供急

難與必要協助的服務（0.760）、提供高齡者關懷、送餐等協助（0.745）、提供定期醫療服務供

給（0.684）、提供急難與生活補助福利申請之相關協助供給（0.720）。第二類供給則以提供聚

會與社會交往為主的供給，包括有：鄰里內有提供聚會活動的機會、空間與設施之供給（0.757）、

提供高齡者聚會活動的服務（社會交往供給）（0.768）、提供高齡者相關課程學習的機會與場所

（0.835）、提供高齡者宗教與參加志工的供給程度（0.757）、提供高齡者可遇到鄰居聊天閒談

的空間（0.699）、提供高齡者相關交誼活動聚會等之空間與設施供給（如唱歌練習、聚會、聚

集交流等）（0.745）、提供適合高齡者聚集的各類型空間與設施（0.706）、提供高齡者交往新朋

友的機會（0.753）。 

在高齡者對鄰里休憩活動機能供給因素方面，則非都市地區高齡者重視的供給內容包含

有：鄰里適當距離即有公共廁所（0.528）、提供休憩活動合適的面積（0.571）、鄰里戶外適當

距離即有可供休息的空間與座椅（0.578）、鄰里提供地勢平坦的空間（0.589）、鄰里內提供可

休憩的設施（如座椅、適度遮蔭）（0.675）、鄰里內提供合宜尺寸的活動設施（0.574）。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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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前述結果與研究地區高齡者對鄰里環境較滿意之項目為「鄰里內提供足夠的戶外遮蔽休息

設施供給」（3.87）、與「鄰里內提供足夠活動空間面積供給」（3.86），較不滿意之項目為鄰里

內對學習空間與醫療需求提供之供給（3.07 與 3.09）之結果進行歸納可發現：欲增進研究地區

高齡者對鄰里滿意度，首要急需增進的環境供給項目則為增設鄰里內社會交往與學習空間與機

會，以及非都市地區醫療供給與急難救助之相關供給。 

（九） 此外，從分析結果可知，非都市地區高齡者注重前往公共活動空間過程的移動安全性，以及注

重在活動空間的無障礙性，此均與 Rioux and Werner（2011）以及 Rantakokko et al.(2013)認為

環境障礙會嚴重影響高齡者活動之看法類似，只是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對於環境障礙著重的點在

於無障礙（路徑表面無高差與階差）與地面平滑等議題。此外，由於鄰里提供較多可供遮蔭與

休憩空間，故高齡者對鄰里提供遮蔭與面積足夠的活動空間，有相較較高的滿意度，但前述因

素卻並未成為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對鄰里供給滿意度之顯著因素，此與 Kahana and Kahana（2018）

認為綠地面積以及綠樹與植栽對於高齡者的居住滿意度是重要基礎的看法較有出入。 

結論與建議 

非都市地區由於交通不便，活動地點間距離較遠，導致高齡者僅能在住家附近空間活動，主要活

動空間種類以住家菜園與社區活動中心為主，在鄰里內活動範圍侷促在鄰近住家約 200-400 公尺範圍

內，亦因而形成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在鄰里移動限制性極高，活動型態亦以個人活動為主。其中三峽由

於位於山區，地形起伏大，故高齡者的活動範圍比新屋高齡者更小。研究者比對研究地區的住屋集居

狀況可確認，由於北部非都市地區住宅集居方式為散居形式（曾旭正，2007），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前往

鄰里各類活動空間多需使用交通工具（如機車、自行車），因而限制了高齡者在鄰里內的活動空間選擇

與移動程度，此部分與國外非都市地區高齡者的研究，在結果上極為類似（Valdemarsson et al., 2005; 

Rantakokko et al.,2013），均為因距離較遠而減少利用公共設施，因而限制了活動範圍與活動空間種類。 

從高齡者對鄰里主要活動空間（住家菜園、社區活動中心）供給活動滿意度之影響因素結果可知，

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對於鄰里內主要活動空間供給滿意的因素，偏向於以安全性供給因素為主，在安全

供給因素方面則著重在「無車輛干擾」，各活動空間的「無障礙」安全供給，以及地面平坦不易滑倒、

以及良好的環境管理等均為高齡者對活動空間滿意的著重重點。此外，高齡者對鄰里環境較滿意之項

目偏向「提供足夠的戶外遮蔽休息設施供給」與「提供足夠活動空間面積供給」，因此，若欲增加高齡

者對鄰里主要活動空間滿意度，則可分別從提高安全性與足夠活動與休憩之空間面積著手，建議鄰里

內公共空間應強化下列幾點： 

（一） 側重於活動空間步道平坦與無障礙、視野良好、環境管理等，增加高齡者對空間的活動安全供

給，則可有效增進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對活動中心的滿意度。 

（二） 在鄰里內各類高齡者的主要活動空間，創造足夠活動空間面積與可供休憩遮蔭的空間，以及適

當距離即有休息座椅與廁所使用，則可有效增加高齡者對鄰里各類空間的供給滿意度。 

此外，雖然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在鄰里活動限制性高，但從高齡者對社區活動中心的滿意度顯著較

住家菜園為高的結果可知，社區若能定期提供活絡的高齡者活動（如高齡者關懷據點、高齡者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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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型托老等），則具有吸引高齡者前往活動之吸引力（如新屋有活絡的社區高齡者活動，社區活動中

心則成為高齡者在鄰里內之主要活動地點）；因此，若能在非都市地區社區內，建構活絡高齡者活動（如

高齡者關懷據點、高齡者供餐、全日型托老等），併同學習、社交活動的活動空間軟硬體，不僅可舒緩

高齡者家庭的喘息機會，亦則可增加高齡者前往鄰里內活動中心活動之意願，並可增加高齡者的社會

性連結。有關此部分之研究結果，則驗證了過去相關研究著重探討非都市地區社區組織與空間（如老

人文康中心、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社區健康營造中心等）對高齡者在鄰里生活的重要性（蔡秋敏，2012；

傅從喜，2012）；此外，從本研究結果並無法驗證高齡者社會資本，會對其在鄰里環境供給滿意度形成

顯著影響。 

非都市地區高齡者鄰里供給滿意度的顯著影響因素，以「高齡支持與社會交往供給因素」及「鄰

里休憩活動機能供給因素」為主要正向影響因素（0.313 與 0.307）；其次則是「鄰里活動安全供給因

素」與「鄰里自然景色供給因素」（0.237 與 0.229）；至於「鄰里可及性供給因素」，則對高齡者鄰里

供給滿意度有+0.122。若比對現有非都市地區鄰里環境現況可知，若欲改善現有非都市地區鄰里環境

對高齡者的供給，可朝以下幾點方向改善，以有效增加高齡者對鄰里環境供給滿意度： 

（一）非都市地區因地形限制，活動地點可及性較差，造成高齡者在鄰里內活動型態多以個人活動為

主，但從「高齡支持與社會交往供給因素」為高齡者最看重的鄰里環境滿意度因素可知，非都

市地區高齡者期望在鄰里內有社會交往與支持供給，因此若需增進高齡者在鄰里內活動的範圍

與活動活絡性，應可從改善具社交功能的活動空間對高齡者的吸引力著手。故非都市地區鄰里

內應盡可能創造強烈吸引高齡者共同活動的社交活動機會與學習空間，並合併考量社交空間與

學習空間，創造強烈吸引高齡者的社交活動與共同學習空間，並搭配吸引高齡者社交的相關機

會，如社區高齡者關懷據點、日間照顧服務，以增加非都市地區高齡者鄰里活動的多樣性，以

增加高齡者對地區高齡支持與社會交往之供給，透過提升地區內高齡者出門增加社會交往的意

願，則可有效增加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對鄰里供給滿意度。 

（二）提高非都市地區鄰里高齡者急難支援與醫療、送餐與生活福利補助等日常需求之供給，尤其以

增加鄰里內的基本醫療供給據點、增加醫療人員定期巡迴非都市地區鄰里提供基本醫療服務、

或增加地區高齡者前往醫療院所的可及性（如定期前往醫療院所的社區巴士），均可有效增加

非都市地區鄰里環境對高齡者的基本醫療供給，並可適度改善非都市地區高齡者鄰里內醫療設

施可及性之供給。另外亦應增加鄰里支援高齡者急難、生活福利補助與關懷等工作項目，可改

善高齡者感受來自鄰里層級的社會性支持，進而增進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對鄰里環境供給滿意

度。 

（三） 於鄰里內各類活動空間創造足夠活動空間面積與可供休憩遮蔭的空間、並著重活動安全供給因

素（包括無車輛干擾、無障礙、地面平坦、不易滑倒等）、加強活動空間的環境管理，以增加

地區高齡者前往活動的安全性。 

由於本研究受研究人力與經費限制，僅以北部地區之非都市地區選擇代表地點作為研究地點，由

於臺灣非都市地區地理型態種類眾多，故本研究結果仍具有區域性環境限制之參考，後續研究可進一

步針對中南部集居型態的鄉鎮、山地聚落等不同地理環境特徵下之社區高齡者進行探討，以進一步了

解非都市地區高齡者在鄰里環境內現況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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