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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行政院經建會指出，亞洲國家普遍呈現老年化，台灣於1993年已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更可能

於2025年進入超高齡社會。如何在此之前應做好準備，為當前課題。過去在探討高齡者休閒環境時，常

以無障礙設施為出發點，缺乏深入了解高齡者心理及社會需求層面，造成即使有良好的無障礙環境，但

高齡者仍缺乏休閒動機去參與戶外活動。因此，本文將深入討論高齡者的休閒環境需求、休閒效益、環

境美感偏好等，讓研究者及實踐者能從社會心理層面了解高齡者的需求，進而在規劃設計時不只考慮硬

體設施的友善環境設計，更能讓高齡者促進心理及社交效益，讓高齡族群願意持續外出參與休閒活動，

維持身心健康，降低社會資源的支出。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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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in Taiwan, Taiwan has 

achieved “aging society in 1993, and will achieve “super aged society by 2025. It became a critical issue to deal 

with this issue.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accessibility facilities when discussing leisure environments 

for older adults, but fewer studies stressed the needs of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domain for aging population. 

Therefore, older adults might not be motivated to involve in outdoor activities even i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is 

barrier-free. In order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needs among older adult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needs of leisure environment, leisure benefits, and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in an aging society. The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would understand what the older adults’ physical,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needs, 

and provide the environmental-friendly designing and planning to improv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benefi ts for 

older adults. Older population would be motivated to involve in outdoor leisure activities, and thus maintain their 

health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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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早已於1993年進入高齡化社會，並預計於2025年成為超高齡社

會，代表每五人中就有一人超過65歲，惟壽命延長並不代表所有高齡者都

能在老化過程中維持健康。生理退化及慢性疾病會隨著年齡增長而增加，

進而產生醫療及照護的需求。在心理方面，因個體的生理及認知功能逐漸

減弱，社交圈逐漸縮小，易導致慢性心理疾病，如躁鬱症及憂鬱症等(Chen 

& Feeley, 2013)。過去研究指出，65歲以上者被診斷有憂鬱症狀者約為

15%至19%(Cahoon, 2012)，依據行政院衛生署於2012年統計，台灣高齡者

自殺率為其他年齡層的2至3倍，且隨年齡增加而提高，屬於自殺死亡高危

險群。超高齡社會來臨，伴隨而來的勞動力減少及生產力下降，可能造成

台灣經濟成長趨緩，甚至是國際競爭力下降，如表1所歸納的台灣歷年60

歲以上高齡者醫療保健支出百分比，隨著高齡化的來臨，醫療支出總金額

逐年上升。

表1 歷年60歲以上高齡者醫療保健支出百分比

西元 總金額(元) 醫療保健支出(%)

2010 317,189,000,000 40.97

2011 341,379,000,000 42.78

2012 358,752,000,000 43.59

2013 385,371,000,000 45.14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5)。

超高齡社會來臨，伴隨而來的勞動力減少及生產力下降，可能造成臺

灣經濟成長趨緩，甚至是國際競爭力下降。因此，面對人口老化與少子化

之趨勢，如何維持並促進高齡族群身心健康，減少家庭及社會負擔，為重

要課題。為因應高齡化社會，台灣衛生福利部提出「高齡社會白皮書」，

其核心理念為減少高齡人口失能人數，同時增加高齡人口健康年數。白皮

書中指出，老人是國家社會延續性的重要資產，應為老人尋找依靠，獲

得更好的照顧，並強調目前65歲以上老年人口有83.5%為健康與亞健康老

人，須提供預防性照護以維持健康。預防性照護可由政府引導，如社區關

懷據點等，並配合民間社會企業、非營利及非政府組織，以及社區志工

等，進而讓高齡人口達到社會參與及活力促進的目標。

近年來國內外高齡政策提倡的「在地老化」(ageing in place)，即讓

高齡者繼續生活在原本的社區中度過老年生活，而非住在養護中心(Davey, 

Nana, de Joux, & Arcus, 2004)。在地老化的概念包含了高齡者對「家」的

依附，這個「家」代表ㄧ個可以持續找尋意義的地方，而非單指物理環

境，也有可能是ㄧ個場所或鄰里社區(Peace, Holland, & Kellaher, 2006)。高

齡者對鄰里社區的地方依附情感能給予他們安全感及意義，並促進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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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instein, 1990; Taylor, 2001)。過去在探討高

齡者休閒環境時，常以無障礙環境等硬體設施

層面加以規範，缺乏深入檢討高齡者心靈層面

的追求。高齡者在老化過程中，所接觸且偏好

的環境美感應與其餘年齡層者有所不同，如何

在提供適合高齡者身體活動環境的同時，兼顧

他們心理及美感層面的需求，儼然成為當前重

要課題。

貳、樂齡休閒環境介紹

隨著年齡的增長，對於環境的限制也逐漸

增多，但也必須尊重老人的使用權力。為何老

人獨自出門的現象在臺灣非常少見，因臺灣老

人邁入晚年，大多都是臥病在床。根據行政院

主計處調查顯示，臺灣老人平均臥病失能為七

年，比起丹麥、荷蘭等國家，則是以死前兩週

才臥床為政策目標，長期臥病在床對老人的身

心靈上及醫療資源都是一個負擔。因此透過良

好的環境設計，可以鼓勵老人多走出戶外，使

身心靈更加健康，對於老人環境設計考量因素

及對策，整理如表2。

1950年提出成功老化之理論，並於1980

年代被普遍利用，成功老化的關鍵在於保持樂

觀、有效處理壓力，以及社區積極參與，這些

比起測量健康更為重要。近期政府推行老人福

表2 環境設計因素及對策

因素 對策

感官退化

● 告示牌字體及顏色

● 樓梯高度及邊緣

● 使用間接光源

肢體障礙

● 無障礙設施設計

●  包括坡度、寬度、迴轉空間、門

把、引導標誌

懼怕跌倒
● 扶手

● 防滑地坪

圖1 農村社區結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組織團康活動，鼓勵中高齡婦女參與(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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舖面) (Sugiyama & Ward Thompson, 2007)，並

同時考慮如何禁止不適當的活動(如遛狗所產生

的排泄物) (Borst et al., 2009; Sugiyama & Ward 

Thompson, 2008) 。

Ward Thompson (2013) 歸納近年來環境

與高齡戶外活動相關文獻之研究結果並指出，

有助於促進高齡者步行的那些重要因素同時也

能應用在一般大眾。較不同的是，影響高齡族

群對於公園與開放綠地的環境偏好的主要原因

有：滋擾(如狗排泄物、小混混在周圍聚集、破

壞行為的跡象)、設施(如廁所、咖啡攤)、樹及

植栽樹量、車流量、公園的可看性及維護程度

(Aspinall et al., 2010) 。高齡者的行動能力也許

不如其他族群方便，因此環境需要提供能夠頻

繁坐著或靠著休息的機會，且最好有可支持他

們從事活動的鄰里環境 (Lee, 2016)。

利政策、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設置、樂齡學習，

使健康老化、在地老化的概念落實於現代社會

當中，改善村里、社區老人活動中心，友善的

環境及無障礙活動空間，貼心順應老人需求做

設計，使老人能更願意走出戶外，從事更多元

的休閒活動，達到成功老化的目標。

近年來，越來越多學者專注在物理環境如

何影響健康行為(Sallis, Owen, & Fisher, 2008)。

過去環境心理學相關研究已指出適當的物理環

境設計也許能鼓勵較非靜態和較為動態的生活

型態，Ward Thompson (2013)認為，應該由景觀

建築的角度去應用這些研究結果，以實際設計

出有益健康的戶外環境。然而，雖然戶外環境

能鼓勵人們擁有健康的生活型態，隨著個體年

紀增長，戶外環境也許會變成高齡族群行動力

的限制因子(Iwarson, 2005)。

高齡族群的活動型態與鄰里環境息息相

關，物理環境因子(如人行道、長椅、照明等)是

預測高齡族群身體活動的重要因子，因為高齡

族群受限於老化所帶來的行動及能力限制，通

常會在住家附近(如住家環境或鄰里)進行規律

的活動(Carlson et al., 2012; Haselwandter et al., 

2014; Rosso et al., 2011) ，不友善的鄰里環境也

許會造成他們的休閒阻礙 (e.g., Berke, Koepsell, 

Moudon, Hoskins, & Larson, 2007; Joseph, 

Zimring, Harris-Kojetin, & Kiefer, 2006; Nagel, 

Carlson, Bosworth, & Michael, 2008; Sugiyama & 

Thompson, 2007) 。Chaudhury等人 (2016) 的研

究發現，76.5%的高齡者身體活動發生在離他

們家一到三個街區之間，也就是離家最近的鄰

里環境。高齡族群的健康通常與主觀(感知鄰里

品質)及客觀(鄰里實際缺陷)鄰里結構息息相關

(Bowling & Stafford, 2007)。

於物理環境方面，景觀與環境相關設計者

在處理戶外環境時，應考慮什麼樣的環境能幫

助高齡族群從事適當的活動(如易於行走的步道

圖2  在公園書寫的高齡婦女，公園除提供社交空間

外，良好的設施及平穩的鋪面能產生許多設計者

未曾設想的活動(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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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樂齡環境美感偏好

在探討高齡族群在當地公園使用上的環境

美感偏好時，學者Alves等人(2008)透過訪談高

齡族群等，發展出包含15種高齡者對公園綠地

環境態度的問卷如表3。

研究結果指出，高齡者較喜歡不受滋擾

且有設施的公園綠地，也就是有咖啡吧和廁

所，且有自然元素，如樹木及花草，並能提供

有趣的觀賞景觀。為什麼滋擾會影響高齡者參

與戶外活動最大？有研究結果指出，常外出活

動的人們對於鄰里問題較為敏感(e.g. Duncan & 

Mummery, 2005; Hoehner et al., 2005)。而自然元

素的重要性也證實過去研究發現，樹木/花草、

可以觀賞的動植物及景觀、以及沿著步道種植

的樹木等都是被高度偏好的元素。而比起”許

多樹木/花草”及”高密度樹木/花草”，高齡

者反而偏好”一些樹木/植物”。推測可能高密

度的植物會遮擋人的視線，也許會讓高齡者感

到不安，而降低使用公園的意願。未來開放綠

地空間的景觀設計師應考慮在顧及一般大眾景

觀美感的同時，也創造出如何吸引高齡族群的

公園。

肆、樂齡休閒環境與健康影響

De Vries (2010) 回顧「鄰里自然 (nearby 

nature) 及健康」眾多文獻並歸納出鄰里自然

對健康的貢獻：降低汙染對健康的危害、減緩

壓力並回復、刺激身體活動、產生社會接觸與

凝聚力。其中壓力減緩及社會凝聚力的支持被

認為是解釋鄰里自然與健康的主要因子。換句

話說，鄰里自然本身不一定直接吸引人們參與

更多身體活動，而是透過舒適且吸引人的綠地

環境，讓個體願意在此環境中更頻繁的活動、

活動得更久(Bowler et al., 2010; Kaczynski & 

Henderson, 2007) 。Mytton, Townsend, Rutter及

Foster (2012) 進一步指出，綠地或許是因為能

促使人們參與更多身體活動，而與健康產生正

相關。在他們的綠地與身體活動研究中發現，

居住在綠化最多街區的居民，身體活動量是居

住在綠化較差街區居民的1.27倍。

表3 高齡公園綠地環境偏好選擇基礎聯合問卷

1. 距離 8. 設施

● 0-5分鐘步行 ● 咖啡吧/廁所

● 5-10分鐘步行 ● 沒有特別設施

● 10-15分鐘步行 9. 座椅

● 15分鐘或以上步行 ● 公園中有許多座椅

2. 人行道鋪面 ● 公園中有少量座椅

● 有鋪面 10. 觀景

● 部分有鋪面 ● 視野良好

● 無鋪面 ● 野生動物

3. 人行道鋪面品質 ● 其他活動

● 高品質 ●  沒有什麼特別可觀看的

● 低品質 11. 維護

4. 行道樹 ● 良好維護

● 沿著步道有行道樹 ● 不良維護

● 沿著步道無行道樹 12. 滋擾

5. 沿途座椅 ● 青少年群聚

●  在動線上有一些座椅 ● 狗排泄物

●  在動線上沒有任何座椅 ● 破壞行為

● 沿著步道無行道樹 ● 無特別破壞行為

6. 交通 13. 水景

●  動線上有少量的交通人

流
● 一些水景

● 中度交通人流 ● 無水景

● 強度交通人流 14. 公共運輸

●  容易透過公共運輸到這

裡

7. 植栽
●  不容易透過公共運輸到

這裡

● 高密度的樹木/植物 15. 停車場

● 許多樹木/植物 ● 附近有公園停車場

● 一些樹木/植物 ● 沒有公園停車場

● 沒有樹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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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衛生領域探討身體活動與健康時，

Hoehner等人(2005)認為應針對街道尺度這類型

的小空間尺度探討相關議題。他們的研究發現，

若人們感知街區有他們能夠進入的遊憩設施(如

開放綠地)，且該街區在客觀調查上的確擁有吸

引人的特徵時，人們便會從事更多遊憩活動。

Sugiyama等人(2010)在研究吸引力、面積、

鄰里開放空間與居民散步行為的關係時發現，

與公園住的近不是促進散步的最重要原因，個

體最重視的反而是這個公園是否夠大且維護良

好。因此，開放綠地的品質也是決定個體是否

願意從事活動的重要因素。在比較主觀及客觀

調查工具時，Jong等人(2012)發現感知綠化品質

(perceived green qualities)與幸福感指標的關聯

性比起客觀的綠化量調查值(如地理資訊系統)更

為強烈。這個研究結果指出，客觀調查工具雖

在數值上能調查綠化量程度，但卻無法得知個

體與綠化環境的互動結果。

然而，良好的高齡友善物理環境並非刺激

高齡者從事活動的唯一動機。Chaudhury等人 

(2016) 的研究指出與身體活動相關的社會因素

的重要性。他們發現「鄰里易行走性」及「設

施有無」對於高齡族群是否頻繁參與身體活動

皆無相關，只有「與朋友一同參與活動」才與

身體活動參與頻率呈現正相關。

在環境高齡學中，Lawton及Nahemow 

(1973)開始探討動態的人與環境關係與老化，

Rioux (2005)則強調需要更多人類/空間/活動的

研究來探討如何促進高齡者的幸福感。Miller及

Kälviäinen(2006)在研究高齡看護中心時將主觀

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與物理空間連結，

探討設計師如何透過空間設計促進高齡居民幸

福感，並提出三項建議：(1)讓高齡者能透過有

效的動作認知自己對行為的控制感；(2)鼓勵正

向社會互動；以及(3)促進投入正念(mindfulness)

的身體活動並享受。

在探討公共開放空間可及性及特性，與心

血管健康的關係時，Paguet等人(2013)針對公共

開放空間(public open spaces)的可及性、綠化程

度、面積、種類(主動或被動)加以研究。研究結

果發現，雖然公共開放空間的數量與心血管健康

無關，但綠化程度、面積及主動類型皆與心血管

健康有顯著關係。Paguest等人更指出，身體活

動部分中介公共開放空間與心血管健康之關聯。

Richardson, Pearce, Mitchell及Kingham (2013)的

研究進一步針對鄰里綠化及居民身心健康作探

討，研究結果除了呼應Paguet等人的發現之外，

亦強調身體活動在此關聯中所扮演的腳色。

Lachowycz與Jones (2013)針對過去相關

研究與理論，發展了綠地與健康之社會生態架

構，並將健康效益分為身體健康及心理健康兩

大種類。身體健康效益通常與在綠地空間從事

的身體活動有關，而心理健康則是接觸自然及

社會互動所獲得的效益。除此之外，該架構亦

提供潛在中介因素。譬如，居住在公園附近能

讓個體的行為及感覺發生變化，這種改變因

此稱為綠地與促進健康關係中的中介因子。

Lachowycz與Jones (2013)進一步歸類出三種中

介因子：(1)因為公園存在而促進生活環境感知

與滿意度；(2)觀看自然環境所獲得的美感滿意

度及注意力回復；以及(3)為了放鬆、身體活

動、社交及與野生生物互動而使用公園。

過去研究已證實了綠地與健康的關係，

而住家附近的開放綠地空間能夠緩和生活壓

力、提升鄰里滿意度、自我評量健康、降低

焦慮及憂慮，以及延長壽命(Maas ,  Verhei j , 

Groenewegen, de Vries, & Spreeuwenberg, 2006; 

Takano, Nakamura, & Watanabe, 2002; Van den 

Berg, Maas, Verheij, & Groenewegen, 2010; Wells 

& Evans, 2003)。因此，若個體居住在高度綠化

的鄰里中會感到更滿意(Lee etal.,2008; Leslie & 

Cerin,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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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s, Petermans及Vanrie (2014)在探討高

齡看護中心室內設計時，強調物理環境對主觀幸

福感的貢獻，認為「空間」(place)這個概念包含

了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及許多其他特徵一同

組成了人類生活中有意義的背景。他們認為良好

的空間環境能對高齡者幸福感有長遠貢獻，進而

提出能促進高齡者幸福感的七項空間設計準則，

譬如若在高齡養護中心設計農園及相關活動，

可讓高齡居民找到生活意義並建立成就感，而

ㄧ個季節性庭院則能促進高齡者正向情緒。

伍、結論與建議

高齡化及少子化是當前必須面對之議題，

未來的鄰里綠地使用者多為身體還能自由活動

之高齡族群，如何在兼顧無障礙環境設計的同

時，利用高齡環境美感偏好的研究結果，將

能使高齡者心情愉悅或利於高齡者社交活動的

元素加入到公園規劃及設計中，將是研究者及

實務者需要面對的課題。透過良好鄰里環境之

規劃與設計，都市綠地的功能除了生態平衡之

外，更營造出能吸引高齡族群走出戶外欣賞自

然景觀、與人社交，並保持身體活動的開放綠

地，這類型的空間更包含了整體社會文化的生

活象徵，讓高齡族群享受自然，提升幸福感。

期許透過這類型的規劃設計，提升高齡族群參

與促進健康的活動，進而達到「高齡社會白皮

書」中的核心理念：減少高齡人口失能人數，

同時增加高齡人口健康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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