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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鄉村高齡者對於友善用路環境的評估
*魏惠娟 蔡齡儀
國立中正大學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摘要
隨著高齡人口的增長，高齡友善用路環境愈來愈受重視。台灣高齡者交通事故的比率偏高，加
上城市及鄉村間的資源差距，影響鄉村高齡者外出的能力與意願，導致鄉村高齡者容易與社會脫離
等問題，突顯出營造鄉村高齡友善用路環境的重要性。本研究旨在從鄉村高齡者的觀點，探討友善
用路環境之問題、需求，以及改善建議。採用質性研究法，第一階段為參與觀察法，共 63 位鄉村
高齡者以行動體驗來評估用路環境的友善程度，第二階段則以焦點團體座談蒐集資料，受訪者為鄉
村地區 65 歲以上的高齡者、社區樂齡學習中心的主任及承辦人員，以及對於用路環境具有影響力
之鄉鎮村里代表，共訪談 21 位。研究結果顯示鄉村高齡者用路的問題包括：生理及心理老化影響
外出意願，缺乏安全且無障礙之行走空間，缺乏行人專屬交通號誌。鄉村高齡者用路的需求為：提
供行走散步的空間，出外有可休息的地方；有便利且連結性高的大眾運輸工具。鄉村高齡對於友善
用路環境的推動建議為：交通局處主管應至鄉村實地考察用路情形；營造適合高齡者外出、可前往
的空間，如規劃社區中便利高齡者前往的場所，以及友善的樂齡學習中心；透過教育改變大眾對於
用路環境的觀念，包含加強駕駛人、行人對用路環境的認知，以及各年齡層對高齡者的尊重。
關鍵詞：高齡友善環境、用路環境

1. 前言
隨著科技與醫療的進步，平均壽命逐年攀升，老年人口不斷增加，高齡者福祉相關議題也受到
重視。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2 年提出活躍老化的觀點，鼓勵高齡者持續參與社會、經濟、文
化、宗教以及公民活動，促進健康、安全及社會參與三個支柱的平衡(WHO, 2002)，社會參與強調
高齡者能夠依其權利、能力、需求和喜好，產生積極的社會參與行動（魏惠娟，2015），友善用路
環境的提供是高齡者社會參與的重要媒介，友善的環境使高齡者能夠自由移動，以及參與各種社會
活動，高齡者在社區中擁有自由移動的能力，也更能掌握自己的生活(Du:uis rt al., 2007)。足見，
安全且無障礙的用路環境，能增進高齡者之社會融入，使高齡者不會因為年齡因素從社會中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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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便利的交通環境有助於高齡者持續社會活動，然而目前台灣高齡者運輸事故的死亡率偏
高，可能是影響其社會參與的重要障礙。內政部警政署(2017)統計顯示，2016 年道路交通事故肇事
者以 70 歲以上較高，其中前三大肇事原因為「未依規定讓車」、「違反號誌、標誌管制」及「轉彎
不當」
，皆以 65 歲以上高齡者為主要肇事對象。由於高齡者因身體機能退化，如何減少高齡者交通
事故比率，為高齡者建立友善、安全、無礙的用路環境相當重要，是臺灣道路安全的一大挑戰。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7 年提出高齡友善城市之概念與架構，目的在藉由無障礙的社會融
合，增進活躍老化環境之創造。高齡友善城市八大指標包含無障礙與安全的公共空間、大眾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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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2007)。
加拿大聯邦政府(Frdrnal/Pnoviacial/Trnnitonial Miaistrns Rrs:oasiblr fon Sraions, 2006)提出無障礙與安
全的公共空間、大眾運輸、住宅三者，在高齡者居住於社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其連帶影響到個人
行動能力(:rnsoaal mobilit.)以及社會參與(social :antici:atioa)。國際間紛紛採取高齡友善用路環境
的措施，以無障礙與安全的公共空間、大眾運輸為主軸，改善大眾交通運輸工具、無障礙的步道設
施，並強調交通網絡的可及、便利、適用、可負擔性等，也著重高齡者使用交通的安全性(WHO,
2007)。因此，本研究以無障礙與安全的公共空間、大眾運輸兩者作為友善用路環境的評估。
綜上所述，高齡人口的增加，交通事故的高發生率，以及國際間對於高齡友善環境的重視，使
得友善用路環境在高齡社會下更是重要的議題。台灣的高齡友善城市自 2010 年由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推行，著重於健康照顧的面向居多，較缺乏對交通運輸友善程度的關切，推動方式多是由上
而下的推動，由城市到鄉村展開，因此城鄉交通運輸的差距，造成鄉村和偏遠地區的使用者被迫呈
現隔離的現狀（潘佩君，2012）。另外，城市及鄉村間的資源差距，易使高齡者與社會脫離，相關
研究多以都市高齡者用路需求為主，較缺乏鄉村地區高齡者用路環境的評估，也無法在質量上回應
高齡者的用路需求，使得鄉村地區用路環境所致的高齡者行動力受限之問題被忽視。本研究目的在
探討鄉村高齡者用路問題，分析其用路需求，以及鄉村高齡者對於友善用路環境的改善建議。

2. 文獻探討
2.1 提供高齡者友善的用路環境，是高齡友善城市的基礎
高齡者由於年紀的增加，感官功能衰退，肌肉骨骼系統的下降趨勢，導致視覺、聽覺、骨骼、
關節、肌肉平衡等機能退化，對其行動立即反應能力有相當的影響（鄭慧玲，2013）。此外，由於
生理方面的退化，導致高齡者不方便出遠門，平日多侷限於自己居住的區域中活動，移動能力及範
圍都明顯的降低（林孟郁，2016）。受到肌力減少，體力退化的影響，行走步伐不穩，行動能力也
較不敏捷，影響外出的意願，交友圈範圍縮小，缺少人際網絡聯繫，容易出現與社會脫節的問題，
生理功能的退化也對高齡者的心理發展造成影響。因應高齡社會來臨，提供高齡者友善的用路環
境，是高齡友善城市的基礎，藉以維持高齡者之機動能力(mobilit.)，提供可及的運輸服務(accrssiblr
tnaas:ont)，確保其自主活動之獨立性，增進其與社會互動之機會，達成安心與尊嚴的高品質生活目
標（呂寶靜等人，2007）。
作者：魏惠娟、蔡齡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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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調查發現高齡者外出主要藉由走路，外出目的多半是運動、與鄰居聊天、購物逛街、下
田工作等為主（陳菀蕙、張勝雄，2012；陳菀蕙等人，2009）。然而，目前的道路狀況並不完全適
合高齡者走路，例如：很多街道缺乏行人專用道路，以致行人需要與車輛爭道。騎樓為汽機車及攤
販商家所佔據，缺乏統一規定的高度及舖面，這些問題都增加高齡者行走不便及跌倒的風險（林孟
郁，2016；周文生，2011）
。在道路環境的使用及認知方面，根據統計顯示，每年有 14 萬件交通事
故發生在交叉路口，可以說幾乎每天就有 2 人在路口喪命，原因除了雙方搶快、視線遮蔽、以及沒
有禮讓外，不良的交通號誌成為最大的「殺手」
（林秀姿等人，2016）
。這個現象也反映了高齡者對
於用路權利的知識及觀念較為薄弱，交通法規的知識也相對不足，年紀越大者對法規的認知程度也
越低（內政部警政署，2017；鄭慧玲，2013；周文生，2011）
。因此，規劃高齡者友善的用路環境，
並加強其對交通法規及道路安全的認知，應有助於高齡者用路安全，降低發生交通事故的機率。
鄉村地區高齡者外出需要依賴子女接送或是自行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大眾運輸工具的提供與
設計就變成很重要，例如：藉由改善公車站牌的位置規劃以及加強輔助設施的設置，包括增設遮雨
棚、遮陽棚、休息座椅等，都會更方便高齡者使用大眾運輸工具（林禎家、謝明珊，2009）
。在服
務品質方面，研究指出宜規劃高齡者容易閱讀、並且能夠理解搭乘資訊的站牌，並提供活動導向的
書面運輸手冊，或可降低高齡者使用公共運輸的門檻，提高其活動能力（陳菀蕙、張勝雄，2012）
。
大眾運輸工具的提供受到城鄉差距影響甚大，相較之下，都市地區的高齡者擁有較多的交通運
輸資源，可以藉由便利的交通網絡自由前往想去的地方；鄉村地區高齡者常面臨公車的停靠站太
遠、班次過少，甚至沒有公車服務的窘境，也因缺少交通資源，使得居民無法自由外出，較無發展
機會（范麗娟等人，2013；陳菀蕙、張勝雄，2012）。研究顯示，偏鄉地區的高齡者在醫療交通方
面所花費的時間特別長，由於大眾運輸工具的不方便，高齡者無法自行前往就醫，通常需要藉由家
人接送往返（范麗娟等人，2013），影響其獨立自主的尊嚴感。由於鄉村的資源較少、基礎設施不
足，缺少方便且可及的交通工具，限制了高齡者獨自外出的能力。總言之，城鄉資源的差距，對於
鄉村高齡者在應用交通的獨立性方面影響很大。
綜合上述，高齡者友善用路環境應以考量其生理及心理狀態為主，了解高齡者外出的需求，以
及關注其在「行」的安全上之特殊需求，設計符合高齡者的友善用路環境，包含建立安全和無障礙
的公共空間，以及健全的交通運輸，使高齡者的外出能更自由便利，並藉此擴大生活圈。另外，減
少城鄉用路環境的差距，縮短友善用路環境的落差也是一大重點，例如：設置普及性的交通運輸工
具，藉以減少鄉村高齡者交通往返時間，增加鄉村高齡者外出工具的選擇性，營造更便利之交通網
絡。
2.2 我國高齡者友善用路環境還有極大的改善空間
高齡人口的增加，使得越來越多國際組織致力於改善高齡者的健康及福祉，世界衛生組織
(WHO)率先於 2002 年提出「活躍老化」(activr-agiag)的觀點，強調持續的參與社會、經濟、文化、
宗教以及公民活動。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與 WHO 合作，積極鼓勵並促進美國各地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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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友善環境的規劃和策略(AARP, 2014)。關注高齡者能夠自由的移動以及參與各種社會活動，對
於高齡者的福祉和生活品質有極大影響，高齡者若能保持在社區中的行動能力，就能夠保持更大的
獨立性，能夠掌控他們自己的生活(Du:uis rt al., 2007)。支持高齡者能夠持續參與社會活動的條件
就是健康及安全，具體而言，包含身體的健康程度以及用路環境的友善程度，是影響高齡者行動能
力的關鍵層面。
WHO 在 2007 年提出高齡友善城市概念與架構，從推動的面向來看，先進國家為了發展高齡
友善城市，在交通運輸方面投入許多實施方案，如：美國紐約的推動方向主要為社區與市民參與、
住宅、公共空間與交通以及健康與社會服務四大面向，其中交通方面，就是著重於可及性與可負擔
的交通、安全與高齡友善的公共空間以及對未來的規劃。英國曼徹斯特的交通運輸的友善程度，著
重於確保高齡者的需求，例如：跨市公車計畫；澳洲梅爾維爾市主要在改善高齡者的無障礙交通及
步道設施；加拿大埃德蒙頓強調高齡者使用交通運輸工具的可及性、便利性、適用性及可負擔性等
（趙子元、黃彙雯，2014）；綜上所述，國際間推動高齡友善城市，交通運輸的營造扮演重要的角
色。
至於推動高齡友善城市的單位，英國曼徹斯特和加拿大埃德蒙頓的主要推動皆為提供高齡者
服務的非營利團體，這些非營利組織比起其他的單位或能更加了解高齡者特性，提出較符合高齡者
需求的建議，台灣的推動多是以公部門為主力，對於高齡者實際需求的了解跟民間組織可能不一樣
（趙子元、黃彙雯，2014）。以嘉義市為例，為了推動高齡友善城市，有許多提升友善用路環境的
做法，如：進行騎樓整平改善（嘉義市友善高齡城市專刊，2014）
。然而，國民健康署於 2015 年進
行「對居住城市高齡友善滿意度調查」，發現在交通運輸的面向，高齡者最不滿意的項目是「人行
道及騎樓的平整」，人行道部份的需求似乎未被注意。
此外，根據調查結果顯示，高齡者在交通運輸面向中滿意度最高的項目是「經常搭乘的大眾交
通工具的票價」
（國民健康署，2016）
，但是大眾交通工具在鄉村地區並不普遍，由於鄉下地區道路
較窄、較崎嶇，共乘交通工具不僅體積大難疏導，真正需要交通工具載客的小路，恐怕也難以到達
（陳奕璇，2016）
，票價優惠對於鄉村高齡者的實質幫助偏低。目前國內推動高齡友善環境的策略，
多是各縣市政府參考高齡友善城市的指標，由上至下推動，比較少納入高齡者的意見，由於缺少高
齡者的聲音，造成政策與實際需求的落差，助長了城鄉的差距以及資源的不均等（潘佩君，2012）
。
國際間對於高齡友善議題的重視與日俱增，各國都依照高齡友善城市八大面向提出積極作為，
其中，營造友善的交通運輸環境，扮演重要的第一步。加拿大聯邦政府(Frdrnal/Pnoviacial/Trnnitonial
Miaistrns Rrs:oasiblr fon Sraions, 2006)辦理農村及偏遠社區友善環境焦點座談，由下而上的方式鼓
勵高齡者參與高齡友善相關議題討論，同時擬定友善農村及偏遠社區指南(Agr-Fniradl. Runal aad
Rrmotr Commuaitirs: A Guidr)。然而，台灣在高齡友善政策的推動方面，主要推手在中央為衛生福
利部，在地方為衛生局處，由於專業背景不同，使得在友善城市推動面向上的關注有別於國外，普
遍缺乏從交通運輸友善程度層面的考量規劃，提出對應的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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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況研究資料，可以歸納台灣在高齡者友善用路環境有許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包含鄉村地
區建設基礎設施的不足，政策推動的方向大多由上而下，較缺乏納入高齡者的意見，政策規劃與高
齡者用路安全的需求有落差。現行的高齡友善城市的推行亦多以都市地區為推動範圍，鄉村地區更
顯得資源不足，因此本研究以鄉村高齡者為角度進行友善環境的評估，以作為鄉村高齡友善環境的
發展方向。

3. 研究方法與實施
本研究對象以人口老化最嚴重的雲林、臺南鄉村地區為主要研究場域，所有參與鄉村皆符合以
農業為主之經濟結構（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2013）
，其高齡人口比例皆達 17%以上。研究實施分
為兩階段，第一階段採用參與觀察法，亦即研究者本身進入場域，產生直接觀察及內在省思（李政
賢等人，2007）
，以鄉村高齡者為基礎，男性 25 人，女性 38 人，共計 63 人，於其所居住社區，選
擇經常活動的環境，從高齡者的行動體驗來評估用路環境的友善程度；研究者也透過參與行動，從
旁觀察並評估高齡者的用路情形，藉以引導他們透過行動，發現環境中的障礙因素。
第二階段應用焦點團體方法蒐集研究資料，以立意取樣方式篩選曾經參與第一階段實施的高
齡者，共計 12 位，並邀請 5 位樂齡學習中心主任以及 4 位民意代表，共計 21 位受訪者，平均年齡
為 68.8 歲。政府、民間單位、高齡者三方角色，透過焦點團體方法討論高齡者友善用路環境之議
題，主題涵蓋 WHO 提倡之高齡友善城市的無障礙與安全的公共空間及大眾運輸兩個主題，目的是
從高齡者的角度，歸納他們對於障礙因素的觀察體驗與評估結果，並記錄他們用路經驗故事案例，
此外也從決策者角度，提供政策建議與改善方案初步方向。
在參與觀察及焦點團體座談前會充分告知受訪者本研究的目的、實施方式，以及研究結果的呈
現方式，並獲致受訪者同意。本研究資料分析將焦點座談受訪者以匿名方式呈現，每位受訪者之編
碼皆由「數字-英文字母-英文字母」所組成，第一個數字代表受訪者發言的順序，從數字 1~21 排
序，共 21 位受訪者；第二碼英文字母代表性別，男性受訪者代碼為 M，女性受訪者代碼為 F；第
三碼的字母代表受訪者的類型，A 代表高齡者，B 代表承辦人員，C 代表鄉鎮村里代表。以「1-FB」為例，即代表第一位發言者，為女性的樂齡學習中心承辦人員。

4. 研究結果及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鄉村地區高齡者友善用路環境評估，根據焦點團體座談所得到的資料，首先探
討鄉村高齡者用路的問題，並分析鄉村高齡者用路的需求，最後提出鄉村高齡友善用路的推動策
略。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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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鄉村高齡者用路的問題
鄉村地區高齡者用路的問題，主要為生理及心理老化的影響，缺乏安全、無障礙之行走空間，
以及行人專屬交通號誌等，皆會影響高齡者外出的意願。
老化因素影響高齡者外出意願
高齡者感官功能衰退，肌肉骨骼能力下降，導致不方便出門，移動能力及範圍都明顯的減低（林
孟郁，2016；鄭慧玲，2013）。透過觀察亦發現多數高齡者會考量自身生理狀況，攜帶拐杖或者雨
傘作為輔具，協助自己行走，若是腳力不好的高齡者會選擇騎乘電動代步車取代行走，或是直接減
少外出。受訪者指出，個人生理功能的退化，例如：腳力不好、視力及聽力退化、動作較遲緩等因
素，心理上不免懼怕道路環境的安全性而減少外出，生活圈逐漸轉以家務及田裡工作為主。
我們這邊不願意出來，就是因為腳力不好，腳力不好就懶得出門。(2-F-C)
車輛多，開車和騎機車的人不遵守交通規則，闖紅燈、超速，高齡者因動作較遲緩、視力聽力
較差，望車生畏。…，歐巴桑因不會騎機車，只會腳踏車，後來腳力不好、退化，現在他們的活動
範圍只有在庄裡或甚至是家裡附近。(3-F-C)
七十歲以上這些比較長的長輩，他們會比較覺得說：「我就是在我自己家就好，不用甚麼運
動。」，…他們習慣在自己的田裡活動，有的時候習慣性去田裡巡一巡，或許他們會覺得說這樣的
生活他們就很滿意。(13-F-B)
缺乏適合高齡者行走，安全且無障礙的空間
對鄉村高齡者而言，「可步行」的人行道及道路對高齡者來說非常重要，可以支持高齡者安全
及生理活動，亦可符合其社會需求(Frdrnal/Pnoviacial/Trnnitonial Miaistrns Rrs:oasiblr fon Sraion s,
2006)。本研究受訪者表示社區中缺乏可以安全行走，且無障礙之步行空間。透過觀察亦發現部分
鄉村地區中僅有一條較寬敞的道路為主要幹道，其餘大多為巷弄間狹窄的小路，路上的柏油鋪面較
凹凸不平，而鄰近市場附近的道路，由於市集發展較少，道路較狹窄，不利於汽車相會與行人行走，
經常發生人車搶道的現象。
(1) 缺乏人行專用道路：根據陳菀蕙、張勝雄(2012)調查顯示，高齡者行動主要是步行外出運
動、拜訪鄰居、聊天互動、購物逛街等。然而，受訪者表示，生活空間缺乏可以供人行走的
道路，是影響外出的重要因素，此外，鄉村道路年久失修，也使得行走環境顯得不安全，受
訪者表示：鄉村道路的不平整充滿水窪及坑洞，缺乏柏油路鋪面，容易使高齡者跌倒摔傷。
在這裡，走路出去到外面好像比較沒有安全感，不像說在北部，因為都市都有人行道，比
較起來這裡的用路環境比較不適合讓人來走，…，對我們鄉下地方，對行人好像沒有提供一個
友善的用路環境。(4-M-A)
作者：魏惠娟、蔡齡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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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攤販商家佔據騎樓，騎樓也高低不平：有些受訪者表示，騎樓也是行人行走的空間之一，有
遮蔽比較不炎熱，但是因為騎樓地板高低不平整，容易跌倒，或因為汽車停放騎樓以及商人
擺放攤位，使得騎樓被佔據而減少行走空間。透過觀察亦發現鄉村地區對於騎樓的使用較缺
乏直接的管制，因此多數攤販習慣在騎樓做生意，部分住家也將騎樓作為停放汽車、種植花
木等用途，導致高齡者缺乏可以行走的空間，以致於在行走時須繞到馬路上，造成行走上的
不便利。
都市政府都會要求騎樓淨空，而且要打整，但是 OO（鄉村）這方面成果就比較差，這邊
路小，要做人行道比較困難，這邊的騎樓的部分幾乎都是大家佔，商家佔用，很多都高低不平。
(4-M-A)
沒有人行步道且很熱，…，我們這裡騎樓下要走，車很多。(19-F-A)
有一個部分（騎樓）有一截路是比較不平整。(2-F-C)
(3) 車輛占據行路空間，行人需要與車爭道：部分受訪者居住地區鄰近工業區，附近道路常有砂
石車經過，使高齡者害怕，而不願意外出；部分受訪者居住地區鄰近學校，則會受到校車或
遊覽車影響，而縮小行走空間，也會造成視線遮蔽、阻礙行走。研究者也觀察到，鄰近學校
路段雖有設置紅綠燈，但僅限於學童上下學時間使用，多數時間仍是缺乏交通號誌，車子的
往來常造成行走的危險。另外，路邊隨意停車，佔據了路面，亦造成人車爭道的危險性。
最大的問題是遊覽車，或是載學生的校車，會停在住家附近空地，路已經不大條，又被停
遊覽車，……，很多大型車輛停在路上也使得道路較不安全。(7-F-A)
我們那條路根本可以算是單行道，遊覽車跟轎車根本無法閃車，只能算是單行道而已，沒
有雙線道。(10-M-A)
紅綠燈有些地方只在上下午交通尖峰時間才啟用，其他時間則用閃光黃燈，希望在重要道
路口維持紅綠燈全天都啟用。(2-F-C)
路邊車輛，汽、機車停放佔去行人走路空間，這點要先改善。(2-F-C)
(4) 缺乏行人專用的交通號誌：據統計顯示，不良交通號誌是交通事故最大的發生原因（內政部
警政署，2017；林秀姿等人，2016）。本研究受訪者指出，部分地段車速較快、馬路較寬
敞、交通較複雜，希望能藉由交通號誌的設置來改善，例如設置行人行走號誌、紅綠燈等，
增加行人行走之便利及安全，亦發現鄉村地區部分路段的交通號誌秒速過短，應該考量高齡
者生理功能，評估適合高齡者腳力穿越馬路的時間。
我走路來的，過馬路因為沒有紅綠燈，車也很多，不好過（馬路），要小心。(20-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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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 OO 的路上有一個小綠人，當小綠人開始閃，老人家在走路時步履蹣跚慢慢地走，但
小綠人時間只有十五秒，我是覺得十五秒太短，…，那條路的車速又快，所以有些人要過也是
怕怕的，所以希望可以把紅綠燈延長十五秒，變成三十秒。(5-M-A)
4.2 鄉村高齡者用路的需求
鄉村地區高齡者主要的用路需求，包含可供高齡者行走散步的空間，供高齡者出外可休息的地
方，以及便利且連結性高的大眾運輸工具。
高齡者想要有能夠行走散步的空間
受訪者表示，社區中的部分路段車子較少、綠地較多，較適合行走，是高齡者散步運動的好地
方，只是在鄉村內仍然有一些小巷弄是高齡者經常行走之處，但因為地面不平整以及缺乏水溝蓋，
使高齡者行走較不便利。因此，改善社區巷弄間的不平整之處，可為高齡者提供更佳的行走環境。
鄉村車子比較少，旁邊綠地多、樹木多，風景好，空氣佳，也有很多優點，蠻適合老人出來散
步。…對偏鄉的一些小巷道，讓我們可以全面地去鋪平，路旁邊有很多的水溝，老人也容易不小心
掉進去，偏鄉的小巷道都能夠可以鋪平，水溝蓋可以加設。(8-F-B)
高齡者期待出外有綠美化的環境，有可以中途休息的座椅
高齡者因為腳力及體力不好而減少外出，因此在行人行走道路中，設置高齡者可達之休息區及
合適的座椅，以符合生理功能退化之高齡者外出的需求 (Frdrnal/Pnoviacial/Trnnitonial Miaistrns
Rrs:oasiblr fon Sraion s, 2006)。受訪者亦表示，在高齡者經常行走路段增設可供休息的座椅，或者
是種植樹木供高齡者乘涼，這些設置都可以為高齡者營造更友善的用路環境；觀察者亦發現，在鄉
村中設有社區綠美化公園，使得高齡者可以自由前往休息、乘涼等，提升了他們外出活動的意願。
我們盡量要種植多一點樹木，我們就是出來時覺得太冷太熱都不愛出來，所以說如果我們種多
一點的樹，讓他們要去的地方路上都有樹蔭，走累了可以在樹下休息一下，這些老人會比較想走出
來。(6-F-A)
老人腳程都不太好，住家環境的綠美化改善，公園環境的設施讓長者能有休閒的場所。(7-F-A)
我覺得用一些座椅，老人坐在椅子上慢慢地欣賞風景或是聊聊天，……，只要地主願意提供一
小塊的面積，我們就可以做一些座椅，讓老人家走路較舒適。(8-F-B)

作者：魏惠娟、蔡齡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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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需要有便利的大眾運輸工具
受訪者表示便利且連結性高的大眾運輸工具，首要為增設大眾運輸工具，接著營造便利的大眾
運輸工具轉乘系統，增強鄉村地區的聯結網絡，並且增加鄉村地區大眾運輸工具的班次，使鄉村高
齡者得以頻繁的使用大眾運輸工具。
(1) 增設大眾運輸工具：部分受訪者表示，居住於偏鄉地區，較缺乏大眾運輸工具，當地的高齡
者也因為缺乏大眾運輸工具，無法獨自出遠門，需要依賴家人的接送才得以外出。如相關研
究顯示，高齡者生理功能退化，出遠門經常需要依賴子女接送或是自行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林禎家、謝明珊，2009；Frdrnal/Pnoviacial/Trnnitonial Miaistrns Rrs:oasiblr fon Sraion s,
2006）。都市地區的高齡者可藉由便利的大眾運輸工具自由外出，而鄉村地區由於較缺乏大
眾運輸資源（范麗娟等人，2013），形成外出的不自由，鄉村地區方便的大眾運輸工具，對
高齡者獨立外出能力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們 OO（鄉村）長輩很多第一個反應都是沒有公車。(21-M-B)
如果是要到市區內，我們那邊是有公車，…，但是我們鄉下那邊就是都走不出去，就要跟
他們說老師今天要帶你們去哪，他們就會去，可是我們這邊就比較沒有他們（高齡者）自己約，
但有市區那邊不一樣，因為我知道市區那裏有一些人，比如說三五好友，因為六十五歲以上坐
公車不用錢，他們就會約坐車要去哪，整群人比較有伴。(2-F-C)
(2) 營造便利的大眾運輸工具轉乘系統：關研究顯示，規劃高齡者容易閱讀、理解搭乘資訊的站
牌，並提供活動導向的書面運輸手冊，可降低高齡者使用公共運輸的門檻，並提高其活動能
力（陳菀蕙、張勝雄，2012）。部分受訪者表示自己有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的經驗，但由於居
住地區為鄉村地區，若要搭乘公車前往市區是相當不容易的一件事，常常需要經過多次的轉
換車班，才能到達市區。對於識字的高齡者而言已屬不易，更不用說不識字的高齡者，實在
難以理解大眾運輸工具的轉乘方式，鄉村地區的高齡者外出的機會也相對比都市地區少。
他們（高齡者）不會坐公車，那我們教他們怎麼坐公車，但是去搭了公車之後才發現，坐
公車是一個很大的能力，…，轉車像我這樣還比較年輕的也都不太會，而且還要去留意那個時
間性，像是要轉去 OO（地點）要轉三次，所以有很大的問題，苦了那些長輩們，他們自己去
會找不到路，這就是很大的問題。(1-F-B)
現在我們要去 OO，公車沒了，就要先搭去 OO 轉車，轉一轉之前可以到臺南，現在不行
了，要先轉去 OO、再轉去 OO，再轉去 OO，太遠了！(11-F-A)
(3) 增加鄉村地區大眾運輸工具的班次：受訪的鄉村高齡者指出，較少的公車班次是影響其搭乘
的主要原因之一。公車班次少，容易造成錯過一班車，就沒有下一班車的情況，班車時間較
少，導致外出時，在時間安排上缺乏彈性，常常因為等待公車而浪費許多的時間。住在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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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需要配合公車時間才得以外出，難以自由安排。陳菀蕙、張勝雄(2012)指出高齡者會藉
由搭乘公車以從事較長距離的活動，因此，建議增加尖峰時刻的班次，以便於高齡者擁有較
多的彈性時間可以外出。
我們這裡的公車離峰時間差不多 70 分才有一班，尖峰時間也要 30 分到 40 分，所以有時
候要出入，要到市內走走，會覺得說我時間在等，很久，比較不想出去。(5-M-A)
（公車）早上八點就已經很晚了，我是覺得這樣車班很少，就是因為人少阿，像老人要坐
去 OO，就覺得很少班次，都要到晚上十點多才能回來。(11-F-A)
OO 到 OO 公車班次少，欲到台南需轉換車二次，老人不方便搭車，建議班次增多或社區
可直達台南市區，讓老人出門安全，搭車方便。(12-F-A)
4.3 友善鄉村高齡用路環境之策略
鄉村高齡友善用路環境的推動策略，主要從相關單位之間的溝通及協商做起，另外在鄉村間營
造適合高齡者外出可前往的空間，並且透過教育的實施，改變大眾觀念。
交通局處主管應至鄉村實地考察用路情形，對於友善用路會更有感。
鄉村地區的用路環境，往往較不被重視，例如：高齡友善城市的推行是由都市到鄉村的展開，
交通環境的建制也是由上而下的施行，長期以來較缺乏對高齡者的直接關注，因此容易產生資訊不
對等的狀況。部分受訪者也表示，對於鄉村地區用路環境問題與建議，缺乏有效的溝通管道，主管
單位容易忽略真正需要改進的地方，可能濫用資源。研究者藉由實地的參與觀察，親身體會鄉村地
區用路環境的情形，因此亦建議用路環境建置與監督的相關單位負責人親赴鄉村地區實地考察用
路環境，並且透過與在地居民溝通，傾聽用路人的心聲，方能真正了解其用路問題及需求。
能問題整合後再一起修，我覺得這個溝通很迫切需要的，希望能夠有一個溝通管道給各單位一
次就完成，…，以老人需要逐步完成。(6-F-A)
如果真的要非常友善的話，主要還是要政府部門的配合。(16-F-B)
因為我們那邊常下雨就積水，所以路上很多坑坑洞洞的，所以意思是說，我們交通局的人要多
來鄉下看看，減少城鄉差距。(8-F-B)
營造高齡者想要外出，並且有可以前往的空間
鄉村高齡者友善用路環境的策略之一為營造適合高齡者外出、可前往的空間，本研究發現可以
透過規劃社區中便利高齡者前往的場所，使得高齡者不至於無所事事的待在家中，而能透過外出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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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社會參與，並增進人際網絡。樂齡學習中心的建立，提供高齡者休憩、娛樂及學習的地方，使高
齡者感覺環境友善，部分高齡者也會主動前往樂齡學習中心擔任志工及參與活動等。
(1) 規劃社區中便利高齡者前往的場所：根據訪談結果，受訪者喜好在居家附近就有公共空間及
設施可供日常活動使用，亦即符合 Du:uis rt al. (2007)所強調的，高齡者能夠自由的移動以及
參與各種社會活動，對其福祉和生活品質至關重要，保持高齡者在社區中的行動能力，就是
能夠使高齡者保持更大的獨立性去掌握他們自己的生活。可以利用社區中鄰近的空間，規劃
適合高齡者進行的活動，以增進其外出意願。
我是覺得說我們的動線就在附近都還 ok，長輩們通常要出來的方式，通常是有的都是用
步行、有些是摩托車，當然有些是開車。(13-F-B)
現在老人為什麼他不想出去，因為就是沒有一個很好的地方讓他想去，…，天冷天熱均會
影響高齡者外出的意願，政府應提供土地的搭配民間閒置土地，加以規劃，廣設運動設施的醫
療服務，卡拉 OK 等。(6-F-A)
（有一個場地）可以提供這個場地大家可以來聚會，利用這個場所相邀一些附近的民眾，
年輕一輩的來關心這個問題。(15-M-C)
(2) 樂齡學習中心使得高齡者認為社區更友善了：多數受訪者認為樂齡學習中心的設置貼近高齡
者的需求，以高齡友善城市八大層面而言，樂齡學習中心具備可供高齡者使用無障礙與安全
的公共空間；提供學習課程以促進高齡者社會參與；鼓勵高齡者投入志願服務、運動保健相
關課程；提供健康服務與新知等。良好的公共空間的提供，可以使高齡者擁有活動的地方，
而樂齡學習中心的設置也使得整體環境有加分的效果。
（樂齡中心的設置）對我們里民來說可以多一個地方可以乘涼，以前就是只有榕樹下可以
乘涼，我們的長輩都會在那邊聊天，有樂齡課程也會願意去。(2-F-C)
我覺得還蠻幸運的，剛好有那麼好的場地，大家來都學得很快樂，每個學員都有收穫，也
很願意來學習，…，例如 OO 姐住在這附近，會把樂齡中心當作自己的家，時常來整理且種拔
草、種菜蔬菜分享給大家吃，像一個大家庭一樣溫暖。(13-F-B)
樂齡中心方便舒適，現在早上常常來往上沒來會覺得不自在。(20-F-A)
透過教育宣導改變大眾對於用路環境的觀念
鄉村高齡者友善用路環境的策略之一為透過教育改變大眾觀念，包含對行人及用路人權利的
重視，以及對高齡者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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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強駕駛人、行人對用路環境的認知：用路環境的安全性需仰賴社會大眾的共同努力，駕駛
人應尊重行人的用路權利，適時的禮讓行人，而行人也必須遵守交通規範，在兩者相互配合
的情形下才能擁有安全的用路環境。相關研究顯示，高齡者對於交通法規的知識也相對薄
弱，年紀越大的高齡者對法規的認知程度也越低（鄭慧玲，2013；周文生，2011）。其中受
訪者表示藉由路老師的宣導課程能幫助高齡者瞭解行走安全，研究者亦發現了解交通法規之
高齡者，在行走上會更加注意周遭路況，並且遵守交通規則；由此可見，透過教育宣導正確
的用路觀念，不但使行人了解交通法規，也讓駕駛人學習相互禮讓。
行人安全路平很重要，再來就是駕駛人道德安全。若駕駛人不禮讓行人也不安全，教育的
面向很重要。(14-M-C)
我們樂齡中心都有在宣導走路或騎車，路老師宣講這個部分是我們的效果，所以我覺得高
齡社會友善這個問題也是同樣的，這個認知學習這個部分要加強，如果一次兩次多說幾次，他
就會比較清楚，他自然就會改善、會遵守，我在做路老師這段時間，跟樂齡的這些長輩們在一
起，所以我有看到他們在樂齡中心學習的改變。(1-F-B)
(2) 加強各年齡層對高齡者的尊重：從年輕人、駕駛人、成人等，都需要對高齡者有敬老的態
度，如此才能實踐高齡友善的交通環境。透過樂齡學習中心、路老師等宣導，加強高齡者在
用路方面的認知，懂得保護自己，也可以使用路更加安全。
我想最重要還是人的學習啦，這個學習的部份，我們知道的話，就要把一些比較正確的觀
念跟大家說，所以像楊大姊這樣帶大家去市區也是一個好學習。(1-F-B)
我還是覺得的教育很重要啦，失智老人在路上走路，最危險的就是年輕人，…，我發現國
小孩子看到老人會想說有一天也會老，所以從小開始接觸他們，也會當成自己的阿公阿嬤，之
後有機會遇到老人會對他們比較禮讓。(3-F-C)
台灣老化速度加快，樂齡教育應加強。(4-M-A)

5. 結論及建議
鄉村高齡者用路的一大問題是：用路環境未能因應高齡者老化的需要、未能規劃行走空間以
及沒有設置專屬交通號誌。本研究藉由研究者實地考察並參與觀察鄉村高齡者的用路情形，且經
由訪談對於鄉村高齡者的用路需求有進一步的理解。研究者發現鄉村高齡者會因為腳力不好、視
力及聽力退化、動作較遲緩等生理功能退化，害怕路上環境欠佳，影響其外出的意願。其他用路
問題還包含鄉村地區較缺乏行人專屬交通號誌，以及缺少適合高齡者行走的空間，如：無行人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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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道路、騎樓高低不平整，且攤商佔據以及人車爭道等現象，這些問題都降低鄉村高齡者外出行
走的信心、安全性及友善程度。
鄉村高齡者單純的用路需求為：給我們可以放心行走的空間、行路中途可以有休息的地方，
提供更方便，更好轉乘的大眾運輸工具。長期以來鄉村的資源較少，鄉村高齡者所處的用路環境
也更為危險，相對不便利。本研究受訪者期待藉由規劃適合高齡者行走散步的空間、增設出外可
供休息的場所等，可以滿足其用路的需求。研究者亦從觀察中發現，有適當的戶外空間，可增進
高齡者的行走意願。此外，在前往較遠地點的大眾運輸工具的連結性方面，可以說是鄉村用路環
境較為不足的部分。期待藉由大眾運輸工具的設置，特別是能促進不同地點之連結性，使鄉村高
齡者能夠擁有較便利的外出方式。
鄉村高齡者對於友善用路環境的改善建議，首先呼籲：交通局處主管實地考察用路情形，創
新營造適合外出的場所，加強教育改變大眾用路觀念。由於資源及訊息的不流通，容易影響鄉村
友善用路環境的推動。因此，本研究藉由實際的探訪鄉村用路環境，與鄉村高齡者一同前往其日
常生活使用之環境行走一遭，更能親身體會到鄉村地區用路的情形。希望交通主管單位應至鄉村
實地考察用路情形，方能對於高齡者用路不便的情形有更深的體認，以制定適合鄉村高齡者的用
路規劃。並且利用社區中的空間，營造吸引高齡者外出的適當場所，例如：樂齡學習中心的設置
有促進村內及鄰近地區高齡者前往參與活動的作用。透過教育的推廣，改變大眾對於用路環境的
觀念也是高齡者的心聲，教育對象包含加強駕駛人、行人對用路環境的認知，以及各年齡層對高
齡者的尊重，或許可以增進高齡者外出的意願。
綜合本研究結果，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1) 加速檢驗提供適合高齡者行動的友善用路環境：本研究結果指出鄉村高齡者一方面因為生理
及心理的老化不便外出；但是另一方面也由於鄉村地區缺乏合適的行走空間、行人專用號誌
等，使得用路環境存在威脅感。雖然高齡友善環境的措施已如火如荼地在台灣進行推廣，但
仍有許多鄉村的高齡者尚未享有友善的用路環境。因此，建議政府可以如英國及加拿大的經
驗，採納地方民間組織及當地高齡者的經驗，並且下鄉進行實地考察，真實感知鄉村地區用
路環境的實際用路狀況，才能因地制宜的規劃適合當地高齡者的友善用路環境。
(2) 規劃用路宣導之教育活動，提升鄉村高齡者外出的安全感：部分受訪者表示經由教育的宣
導，可以幫助高齡者瞭解用路規範，也可以促使社會大眾增加對行人的尊重，研究者亦觀察
到部分樂齡學習中心持續辦理交通部路老師計畫之宣導課程，得以傳達正確的用路觀念。故
建議在鄉村地區加速推廣用路宣導課程，並且以因地制宜的內容，宣導適合當地的用路規
範，例如：教育高齡者對於交通規則及交通號誌的認識，以及活化高齡者生理及心理素質，
鼓勵高齡者外出社會參與。
(3) 營造鄉村友善用路環境，需仰賴更多的資源投入：研究者藉由參與觀察，更能貼近鄉村地區
高齡者的友善用路環境實況，並發現鄉村用路環境的阻礙因素，原因之一在於資源不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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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差距大。如要落實友善用路環境，對於鄉村地區，需要加倍關注，因為鄉村友善環境的營
造需要仰賴更多的資源分配，如：交通號誌的改善、行人用路環境的友善設施、大眾運輸工
具及轉乘的增設等。這些資源的挹注又需要交通主管單位實地下鄉考察、傾聽高齡者心聲，
才能建設真正高齡友善的用路環境。
致謝
本研究承蒙科技部（計畫編號：104-2629-H-194-001）計畫經費補助，特此申謝。
參考文獻
1.
2.
3.

4.

AARP. (2014). AARP’s Nrtwonk of Agr-Fniradl. Commuaitirs Booklrt. Rrtnivrd Sr:trmbrn 29,
2017, fnom htt:://www.aan:iatrnaatioaal.ong/rvrats/agrfniradl.2012
Frdrnal/Pnoviacial/Trnnitonial Miaistrns Rrs:oasiblr fon Sraions. (2006). Agr-Fniradl. Runal aad
Rrmotr Commuaitirs: A Guidr.
Du:uis, J., Wriss, D. R., & Wolfsoa, C. (2007). Gradrn aad tnaas:ontatioa accrss amoag
commuait.-dwrlliag sraions. Canadian Journal on Aging/La Revue canadienne du
vieillissement, 26(2), 149-158.
內政部警政署(2017)。105 年 A1 類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原因與肇事者特性分析。2017 年 8 月 7
日取自 htt:s://www.a:a.gov.tw/NPAGi:/wSitr/:ublic/Attachmrat/f1492483353709.doc

5.

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2013)。2017 年 8 月 6 日取自

6.

htt:://law.moo.gov.tw/LawClass/LawSiaglr.as:x?Pcodr=D0070031&FLNO=11
呂寶靜、李美玲、蔡明璋、吳淑瓊(2007)。人口政策白皮書籍實施計畫之研究，子計畫四
「我國人口政策白皮書之規劃與研究」。內政部委託研究。

7.

周文生(2011)。高齡者交通安全政策之研究─從交通行為和法規認知探討。中央警察大學交
通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8.

李政賢、廖志桓、林靜如、佛利克(2007)。質性研究導論。台北：五南。

9.

林孟郁(2016)。來看阿公阿嬤攏係按怎出門：高齡者外出阻礙、策略與選擇─以高雄市為
例。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

10. 林楨家、謝明珊(2009)。高齡者需要什麼樣的都市運輸系統？台北市立浩然敬老院院民之實
例分析。建築與規劃學報，9(2)，101-121。
11. 林秀姿、吳佩玲、葛讓、劉郁瑋(2016)。全台號誌陷阱多別讓我們的城市會吃人。2016 年 12
月 14 日取自 htt:://a.uda.com/focus/2016/11/27/26092/iadrx.html
12. 潘佩君(2012)。社會模型之實踐與侷限：以英國里茲老人與障礙者的交通方案為例。國立中
正大學碩士論文。
13. 范麗娟、陳翠臻、莊曉霞(2013)。真正的弱勢─偏鄉地區原住民族老人之需求探討。研究台

灣，(8)，79-99。
14. 趙子元、黃彙雯(2014)。全球高齡友善城市推動模式比較研究初探。建築學報，(90)，129152。
作者：魏惠娟、蔡齡儀

204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學刊

5(3), 2017

15. 鄭慧玲(2013)。高齡者交通安全教學實施歷程與成效之研究：Kaowlrs 成教育學模型的應
用。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
16. 陳奕璇(2016)。高齡駕駛人上路行不行。喀報。2016 年 12 月 14 日取自
htt:://castart.actu.rdu.tw/castart/anticlr/10140?issurID=635
17. 陳菀蕙、張勝雄(2012)。探討高齡化社會之旅運特性與公共運輸資訊需求課題。人文與社會

科學簡訊，13(2)，141-150。
18. 陳菀蕙、徐淵靜、呂寶靜、高桂娟(2009)。高齡者旅運特性與就醫需求回應運輸系統需求分
析。運輸學刊，21(3)，329-353。
19. 魏惠娟(2015)。樂齡生涯學習。新北：國立空中大學。

Evaluation of a Senior-Friendly Traffic Environment in the Suburban Areas
1

*Wei, H.-C.1, Tsai, L.-Y.2
Department of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Chung Cheng University
2
Graduate Institute of Elder Education,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r tnaffic iacidrat natrs of sraions ia Taiwaa anr highrn thaa thr grarnal :o:ulatioa; monrovrn, dur
to thr nrsouncr dis:anit. brtwrra thr citirs aad thr subunbaa anras, it is rs:rciall. difficult to cnratr a sraionfniradl. aad safr ravinoamrat fon thr sraions nrsidiag ia lrss unbaaizrd citirs. This coasrquratl. affrcts thr
williagarss of thr sraions to go out aad ragagr ia commuait. activitirs. Thr :un:osr of thr stud. is to
rxamiar thr issurs aad arrds of a sraion-fniradl. ravinoamrat aad tnaffic safrt. guid
rliars fnom usrns’
:rns:rctivr. This is a qualitativr stud. iacludrs :antici:atiag obsrnvatioa aad focus gnou: mrrtiag. Thr
finst stagr was thr :antici:atioa obsrnvatioa mrthod. A total of 63 oldrn adults ia subunbaa anras usrd thr
actioa rx:rniracr to rvaluatr thr sraion-fniradl. of thr ravinoamrat. Ia thr srcoad stagr was focus gnou:
mrrtiag ia which 21 :antici:aats wrnr nrcnuitrd. Pantici:aats iacludrd local sraions, agr 65 on oldrn,
Dinrctons fnom local sraion cratrns, aad a frw iafluratial local nr:nrsratativrs that havr s:rcial iatrnrst ia
local tnaffic safrt. guidrliars. Thr fiadiags show that 1) briag old aad :h.sicall. lrss com:rtrat im:rdr
sraions fnom goiag out aad ragagr ia outdoon activitirs, 2) subunbaa anras lack thr disabilit. aad sraionfniradl. sidrwalk, such as vrhiclrs aad :rdrstniaas anr oftra aot briag sr:anatrd, 3) thr subunbaa anras lack
thr tnaffic sigas fon :rdrstniaas, aad 4) sraions’ arrds such as safrn sidrwalk, nrstiag anra, aad sraionfniradl. :ublic tnaas:ontatioa with fnrqurat nuas anr still uamrt. Thr stud. suggrsts that thr Dr:antmrat of
Tnaas:ontatioa should finst stant iavrstigatiag thr coaditioa of thr local commuaitirs, cnratr sraion-fniradl.
ravinoamrat (i.r., tnaffic sigas, nrstiag anras, sidrwalks), drsigaatr s:acrs fon sraion lranaiag cratrns, aad
:nomotr safrt. guidrliars to thr grarnal :o:ulatioa ia thr local commuaitirs, which iacludr im:noviag thr
tnaffic rtiqurttr of thr dnivrns, rafonciag tnaffic nulrs, aad :nomotiag :ro:lr’s nrs:rct to thr sraions.
Kr.wonds: agr-fniradl. ravinoamrat, sraion-fniradl. tn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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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高齡者對於友善用路環境的評估

作者：魏惠娟、蔡齡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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