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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摘登·

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层次

及其满足策略研究

侯  冰

［摘  要］  准确识别老年人服务需求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基础性环节。在我国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发展中，由于服务精准性欠缺、供需错位等问题，导致有效需求难以满足、潜在需

求难以释放和服务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其关键原因之一，是尚未突破原有“需求”的解释框架，

忽略了“需求”所蕴含的“依赖性-期待性”内在构成，造成需求识别的偏差。依据“需要-想要”

的形态分析，发现当前老年人服务需求在整体层面存在“需要-想要”的失衡，并呈现突出的

需求层次性、动机差异性特征；群体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梯次性变化，且存在不同形式的区域

性差异。建议以“依赖性”为标准，提升服务对象的靶向精准、服务内容的识别精准和供需匹

配精准，并依据“短期-长期”两种路径保证优先满足策略的实现。

［关键词］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层次；满足策略

一、问题的提出

“问题导向、因势利导、统筹谋划、精准施策”是在改革深化背景下应对新情况、新问题

的新要求 a。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我国快速老龄化背景下的最优选择，是社会保障发挥参

与国家治理社会功能的重要构成 b。其中，如何优先满足最需要的老年人最迫切的服务需求，

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然而，由于服务的针对性不足、精准性欠缺、供需错位与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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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导致了老年人服务需求难以有效满足、潜在需求难以有效释放，影响了老年人对社区

居家服务模式的认同感与满意度，并制约了社区居家服务功能的有效实现。同时，作为学界长

期研究与关注的焦点，国内外研究从多视角、多维度对“需求”予以识别与测量。其中，绝大

多数以老年人“表达性”需求为基础，借助于“需求率”对需求予以量化。可是，单纯的需求

不能等同于重要，以“需求率”作为衡量标准，是否能对“重要性”予以完整展现，或是更侧

重于“量”的表达，是值得进一步验证甚至反思的问题。另外，尽管有学者在分析方法上进行

改良，但在固有概念框架未能取得突破的情况下，方法的完善也只能在微观策略上不断精细。

因此，如何对“需求”的内涵予以延伸，将影响到需求内容的识别精准、对象的靶向精准和供

需对接精准等目标的实现。

二、需要与想要：溢出视角的需求解释框架

（一）需求溢出：需求动机产生的理解

老年人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是社区居家服务边界与老年人需求内容的对接。一方面，

社区居家是为非正式照料提供辅助性与支撑性服务的“平台”。较于单纯的模式划分，社区居

家更侧重于服务与资源的提供方式，是场域性、服务性和载体性的结合，是基于社区功能向居

家服务的辐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在功能定位上，并非是对非正式照料的替代，而是针对非正

式服务不足所提供的预防性、补救性与发展性的辅助性、支撑性服务，以“尽可能延长老年人

就地养老的时间”为指向 a；在服务内容上，既包括生活、医疗与精神等具体服务的提供，也

包括公共层面的政策制定 b 和设施建设 c。

另一方面，老年人服务需求是源于非正式照料不足的“溢出性”动机。现有研究普遍将“需

求”视为由主客观交互产生的“匮乏感”所形成的资源获取动机 d，进而可将老年人服务需求

理解为由“匮乏感”而产生的服务获取动机。其中，作为对“共需论”和“行为论”缺陷的回应，

基于“价值性 / 重要性”排序的“溢出”视角则是对“匮乏感”的根源性理解。在需求满足中，

由于老年人存在着由个人向家庭、再向社会的外部性差序延伸，因此对正式性服务需求的“匮

乏感”或“溢出”程度也就取决于由“最亲近的人（Close-Persone）”所构成的非正式网络的

a  桂世勋：《合理调整养老机构的功能结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4 期。 
b  席恒：《分层分类：提高养老服务目标瞄准率》，《学海》2015 年第 1 期。

c  王三秀：《积极老龄化理念的我国教育养老服务模式初探》，《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 年第 1 期。

d  Monica Kirkpatrick Johnson, "Social Origins, Adolescent Experiences, and Work Value Trajectories during the Transi-
tion to Adulthood," Social Forces, 2002, 80(4).

e  Alastair Canaway, et al., "Close-Person Spill-Overs in End-of-Life Care: Using Hierarchical Mapping to Identify Whose 
Outcomes to Include in Economic Evaluations," Pharmaco Economics, 2019,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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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水平 a。同时，在内容范围上，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边界与老年人需求两种维度的交叉，

即“社区居家能提供什么”和“老年人需要什么”的重叠。而动机的目标指向，则是以保障老

年人生活的延续性、独立性和参与性为目的，对非正式照料不足或失灵的补充性诉求 b。

（二）需要与想要：需求概念的解构与延伸

对“需求”概念的解构源于对需求“客观性”表意的反思，即需求是否完全等同于“言语

所表达的”c。Doyal 和 Gough 认为，尽管需求是以主观动机所呈现，但在基本需要层面却具有

客观基本存在的属性，并以“匮乏-伤害”为衡量标准划分出“需要（Need）”和“想要（Want）”

两种基本形态 d。其中，“需要”意为“必要”，是涉及到人的基本的、普遍的和必要的需求，

当“需要”无法得以满足时将会对任何人产生“伤害”；“想要”则反映为一种“欲望”，体

现出基于个人差异的多样化需求动机，并且当“想要”无法得以满足时不会产生“伤害”。两

种形态的划分，反映了“需求”内部的层次性差异，特别是“匮乏-伤害”标准下所体现出的“不

可或缺性”差别。

形态的划分将有助于对老年人服务需求“溢出”的理解。一是在“需要”层面，将“溢出”

作“依赖性”的理解，并以“日常生活的延续性受损”为标准反映服务“不可或缺性”与“重

要性”的程度；二是在“想要”层面，理解为老年人对服务的“期待性”，即超出基础性、普

遍性水平之上对多样性、特殊性需求的满足动机；三是两种形态的“单独”区分旨在对老年人

服务需求产生、需求动机的强弱进行理解，但不应视为“独立”的对立存在，单一服务需求中

会同时体现“需要-想要”两种情况，而最终的需求表现则取决于“依赖性”与“期待性”之

间差异所呈现的整体倾向。

形态的区分与层次化的识别，是正确看待老年人是否对特定服务存在依赖性的前提。当前

研究尚未能对“需求率高与利用率低”“潜在需求向实际需求转化机理”和“供需如何匹配”

等问题予以系统性、深层次阐释的关键原因之一，正是由于将“需求”等同于“需要”的理解

混淆，而忽略了“需求”概念所蕴含的“依赖性-期待性”内在构成，进而造成了需求识别的

偏差。

（三）需求层次：需要与想要的识别与测量

新研究视角的实现有赖于新的理论与方法支撑。在概念的操作化方面，“需要”和“想要”

的形态划分与魅力质量理论及其Kano模型相契合。魅力质量理论及其Kano模型依据“重要性”

或“不可或缺性”将需求划分为不同的层次要素，包括必备要素（Must-be，M）、一维要素

（One-dimensional，O）、魅力要素（Attractive，A）、无关要素（Indifference，I）。在上述层

a  Florian Tomini, et al., "Understanding the Value of Social Networks in Life Satisfaction of Elderly People: A Compara-
tive Study of 16 European Countries Using SHARE Data," BMC Geriatrics, 2016, 16(1).

b  卢德平：《略论中国的养老模式》，《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

c Brian B. Barry, Political Argument, A Reissue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0, pp. 44-52. 
d Len Doyal, Ian Gough, "A Theory of Human Need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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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之间，依次体现出重要性由高到低的差异和优先满足中的先后顺序 a。

因此，对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层次”的理解，也是基于魅力质量理论针对需求

的重要性、不可或缺性的差异识别，所划分出的各要素层次之间所体现的“依赖性-期待性”

差异。其中，必备要素（M）具有最强的“不可或缺性 / 依赖性”特征，是最基本、最重要的

需求内容，服务的缺失将对老年人日常性延续造成极大“伤害”；一维要素（O）是老年人明

确表达的、期望的需求，兼具“依赖性-期待性”的线性特征；魅力要素（A）是老年人未明确

表达、超出预期的需求内容，具备单一的“期待性”特征，服务的缺失并不会对老年人造成“伤

害”；无关要素（I）则是无关紧要的需求内容，服务提供与否对老年人均不产生影响。同时，

引入顾客满意度系数（Customer Satisfaction Coefficient, CS）的测算方法 b，以不满意度系数

（Dissatisfaction Index, DI）和满意度系数（Satisfaction Index, SI）分别对“需要”和“想要”所

反映出的“依赖性-期待性”予以测量。

三、研究设计与样本描述

（一）研究设计

从需求“溢出”的差序性视角，基于“需要-想要”的形态划分，旨在探讨“依赖性”标

准下老年人的需求情况。其中，对“服务边界的确定”“需求层次的划分”“需求特征及其产

生机制的识别”是3个关键环节，分别涉及“能提供什么”“最需要什么”“需求倾向及其规律”

的问题。

一是构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内容框架。基于对政策文本、研究文献和访谈资料的质性分析，

从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精神慰藉 3 个方面构建出了包含 55 项服务在内的社区居家服务内容

框架。二是需求层次划分方式的选择。基于“双向”问题的选择方式，结合 5 种和 7 种层次划

分 c，对各项服务需求层次的归属予以识别，进而确定需求满足的优先序列。三是需求类型及

其产生的影响因素分析。一方面，依据 7 种层次的划分，采用因子分析对生活、医疗、精神类

服务分别进行需求因子的提取，对各因子所表现出的需求特征予以识别与区分。另一方面，采

用多元逐步回归，对不同需求特征的产生机制予以分析。其中，从需求“溢出”角度将非正式

服务能力分为自我满足、家庭满足两个方面。前者包括收入、文化、健康等因素；后者则涉及

子女数量、居住状态、主要照顾者等因素的细分。此外，将地区因素纳入到自变量中，以考察

a  Noriaki Kano, "Attractive Quality and Must-be Quality,"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Society for Quality Control, 1984, 
4(2).

b  Charles Berger, "Kano's Methods for Understanding Customer-defined Quality," Center for Quality Management Jour-
nal, 1993, 2(4).

c  Arash Shahin, Nasrin Nekuie, "Development of the Kano Model: A Novel Approach Based on Linear Logarithmic 
Transformation with a Case Study in an Air Travel Agency," Asian Journal on Quality, 2011,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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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区的“梯次性”是否存在对需求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参照各地老龄化水平、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 GDP 3 个维度，依据东、中、西的区

域划分并引入“梯次性”考量，选择在上海、长沙、开封和银川进行调查 a。在抽样方法上，

通过对各地“新-旧”城区、中心区-近郊区的选取，按照街道名单进行随机抽样，共计发放问

卷 9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839 份。调查对象的部分主要个人、家庭情况见表 1。

表 1  调查对象的主要特征（N=839）

变量 频率（%） 变量 频率（%）

性别
男 391（46.60）

健康自评

非常健康 592（70.56）

女 448（53.40） 比较健康 134（15.97）

年龄

60—69 367（43.74） 一般 71（8.46）

70—79 302（36.00） 不太健康 25（2.98）

80≤ 170（20.30） 非常不健康 17（2.03）

婚姻状况

未婚 13（1.55）

失能等级

完全独立 601（71.63）

有配偶 600（71.51） 轻度依赖 116（13.83）

离婚 13（1.55） 中度依赖 101（12.04）

丧偶 213（25.39） ≥严重依赖 21（2.50）

收入水平

无收入 109（12.99）

文化程度

较少识字 204（24.31）

≤999 105（12.51） 小学 210（25.03）

1000—2999 296（35.28） 初中 141（16.81）

3000—4999 274（32.66） 高中或职专 144（17.16）

5000—6999 41（4.89） 大专 77（9.18）

≥7000 14（1.67） 本科及以上 63（7.51）

主要照顾者

能力

完全能满足 338（40.29）

居住状态

子女同住 388（46.25）

比较能满足 358（42.67） 非子女同住 38（4.53）

一般 91（10.85） 空巢 322（38.38）

不太能满足 41（4.89） 独居 91（10.85）

完全不能满足 11（1.31）

 

另外，在个人层面，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 71.89 岁；平均收入为 2187.22 元，多数无收入

老人为随子女进城的“附属型”流动迁入；在健康方面，老年人平均患有慢性病数量为 1.52 种，

高血压（35.8%）、骨关节炎（23.6%）、慢性支气管炎（21.2%）和糖尿病（16.8%）的患病

a  调查地区分为上海（东部）、长沙（中部省会）、开封（中部非省会）、银川（西部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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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较高。在家庭层面，老年人子女数量（健在）平均约为 2.50 人，依靠子女、配偶间相互照

顾的比例较高（分别为 45.53% 和 30.75%）；相比于居住状态，自我照顾的比例（19.19%）有

所提高，源于子女工作造成的“居住-照料”之间的剥离。

四、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层次及其特征

（一）老年人整体服务需求存在“需要-想要”之间的失衡

探究老年人整体的服务需求表现，涉及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紧迫性。分析发现，老

年人整体的需求层次偏低，并呈现出“期待性”明显高于“依赖性”的失衡情况。从需求层次

划分来看，归属于有效需求层次的服务数量较少，需求的“依赖性”普遍较低。其中，仅划分

出 2 项必备要素、4 项一维要素和 5 项魅力要素，多数服务归于无关要素。同时，在“需要-想

要”两种形态之间，整体呈现出“期待性”大于“依赖性”的需求倾向。通过不满意度（DI）

和满意度（SI）系数分析，尽管有4项服务（疾病预防、社区医疗、健身设施、政策宣传）的“依

赖性”高于“期待性”，但绝大多数服务需求的“期待性”更为突出。此外，医疗保健类服务

的“依赖性”和“期待性”均最高，但“期待性”仍明显较高。整体“依赖性”较低，既说明

老年人仍倾向于通过非正式性服务获得需求满足，也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辅助性功能定

位相符。

可是，整体分析结果也反映出，如果以老年群体规模反映养老服务的需求体量，将会混淆“有

效-潜在”需求的认知，并可能在“老龄恐惧症”思维影响下产生需求夸大、供给过剩和资源

浪费的问题。同时，对老年人整体无差别的分析，又可能存在以整体情况掩盖特定群体的需求

表现，并造成对需求层次的低估。

（二）老年人整体需求倾向呈现突出的层次性特征

探究老年人整体的服务需求倾向，涉及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优先性选择。分析

显示，老年人服务需求呈现出“基础性+共性”“辅助性+差异性”相结合的整体特征。其中，

“基础性+共性”表现为老年人对特定服务存在较为一致的“依赖性”倾向。同时，在“共性”

与“差异性”之间，老年人服务需求又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层次性特征，即以日常生活的延

续为中心，由基础性向辅助性、补充性服务需求延伸，并形成了“依赖性”向“期待性”

的过渡。

从有效需求层次构成上看 a，必备要素（M）体现出对社区功能的基础性、应当性诉求；一

维要素（O）集中体现了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倾向，特别是对基础医疗功能之上的前置性、便捷

性服务的诉求，反映了“想要”的需求意愿；魅力要素（A）则体现出老年人在超出预期基础上，

a   需求层次划分结果：必备要素（M）包括社区医疗、健身设施（室）；一维要素（O）包括健康教育、定期体检、

疾病预防、配药送药；魅力要素（A）包括应急援助、社区义诊、签约医生、健康档案、老年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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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围绕日常生活的补充性、辅助性服务的诉求；多数服务归于无关要素（I），主要源于相应

服务与日常生活的紧密性低、服务针对性突出，并且基础性服务功能又对其存在较大程度的替

代性。同时，整体划分又表现出对象无差异的普遍性需求特征，而对于专业性、具体行为的服

务涉及较少。另外，整体呈现出对医疗保健类服务较为集中的需求，并且生活照料类高于精神

慰藉类，这也反映出老年人在日常性延续中存在的困难程度差异。

在各类服务中存在较为集中的需求倾向。通过因子分析，共提炼出 12 种需求因子 a，各

因子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层次性差别。在生活照料中，普遍对与日常生活较为紧密的服务需

求较高，特别是家政型、照料型和应急型服务，这也与此类服务的常见性有关。在医疗保健中，

对预防维护型、功能期待型和基础医疗型服务的需求明显，侧重于上游性、基础性的需求倾向；

同时，也呈现出对基础医疗的强化性、补充性需求倾向，如专业义诊、配药送药。在精神慰

藉中，呈现明显的“自我满足型”需求特征，侧重于“能动性”的需求倾向，特别是对老年

大学、活动室等互动交流平台的载体性诉求最为突出，而对被动性导向的“精神依附型”

需求较低；在“能动性”导向下，老年人精神需求却又存在“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远高于“老

有所为”的情况，这与“生存-关系-发展”需求理论（ERG）理论中的“受挫-强化”命题相

吻合 b，即由于满足能力受限，通过对低层次需求（关系需要）的强化替代对高层次（成长需

要）的诉求。

（三）老年人需求特征存在差异性的溢出动机

需求动机产生的影响因素分析，涉及到对老年人需求的规律性把握。在非正式服务向正式

服务的需求“溢出”中，自我满足、家庭满足能力对各需求因子存在差异性的影响作用，而个

人因素的作用最为关键。

在自我满足能力方面，年龄、健康因素的影响作用最为普遍且最为突出。其中，年龄因

素对生活、医疗类因子普遍呈现正相关影响；在精神慰藉中，则对自我满足型、社会权益型

呈反相关。在健康层面，失能等级呈现出比年龄因素更为突出的影响，除了与“自我满足型”

呈负相关外，对其他因子均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自评健康、慢性病数量的影响范围和作用

较为有限。其中，自评健康主要影响精神慰藉类需求，并对就医补充型需求存在影响；慢性

病数量则集中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并对精神依附型需求存在影响。此外，尽管收入因素的

影响较为普遍，但影响作用有限，这反映出在“依赖性”需求衡量与以往“获取性”购买能

力解释之间的差别。

在家庭满足能力方面，居住状态的影响较为普遍与突出，但对各因子影响作用并不一致，

a   生活照料类包括 “ 日常型、代理型、安全型 ”3 个因子；医疗保健类为 “ 预防维护型、康复护理型、就医补充型、

功能期待型、基础医疗型 ”5 个因子；精神慰藉类为 “ 自我满足型、精神依附型、社会权益型、互动交流型 ”4
个因子。

b  Clayton P. Alderfer, "An Empirical Test of a New Theory of Human Need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Perfor-
mance, 1969,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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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存在趋于独居老人的“自我效能感”对自我满足能力的强化作用。同时，“子女数量”

的影响虽不显著，但“儿子”“女儿”数量则对个别因子存在影响作用，“儿子”涉及对老年

人社会活动的替代（如社会权益型），“女儿”侧重于对生活、医疗类的影响，反映出“子-女”

角色与功能的差异。家庭满足能力中也体现出照顾者能力、照顾者距离的影响，前者影响到对

辅助性、支持性服务的需求，后者则体现出家庭照顾的及时性情况。另外，婚姻状况仅集中影

响于生活照料方面。此外，地区之间的“梯次性”也对多数因子存在普遍影响。

（四）老年人群体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梯次性变化

自我满足能力是依赖性产生的关键原因，年龄、失能和居住状态的影响最为突出。通过对

不同年龄、失能和居住状态的群体分析，群体层面的需求层次凸显，多数服务的“依赖性-期

待性”在群体之间呈现明显的“梯次性”差异。

在各年龄段中，群体需求层次差异较为明显。第一，各年龄段对生活照料服务需求普遍较低，

但高龄老人的依赖性、期待性相对突出，特别是对应急安全类需求最为迫切。第二，各年龄段

对医疗保健服务需求普遍较高。相比而言，高龄老人的“依赖性”最高，各群体的“期待性”

差异却相对较小。第三，各年龄段对精神慰藉服务需求普遍最低，并呈明显的“期待性”倾向。

其中，低龄、中龄需求层次相对较高，特别对能动性的自我满足型服务需求最为凸显。

在失能等级上，需求层次划分效果最为明显。第一，在生活照料中，各失能群体对安全类

服务的依赖性普遍较高，如应急服务、定期探访、安全指导等。严重失能群体需求层次和依赖

性相对突出，但群体间的期待性相对接近。第二，各失能群体均对医疗保健服务呈现“高依赖、

高期待”的倾向，严重失能群体的依赖性尤为明显。同时，特定服务在各群体优先满足的服务

内容中存在着层次下沉的现象，即随着失能等级下降而优先性减弱。第三，各失能群体的精神

需求普遍很低，健康、轻度失能群体相对较高，但对政策宣传的依赖性普遍较强；各群体优先

满足的服务数量随着失能等级的提高而减少。

在居住状态上，需求层次划分效果不太突出，反映了“居住状态”并非是需求溢出的最关

键原因。其中，空巢、独居之间相对接近。第一，生活照料类需求层次普遍较低，依赖性、期

待性也较为有限；独居老人对应急类、信息类服务的依赖性相对明显。第二，医疗保健类需求

普遍突出，但各居住状态之间的梯次性并不明显，依赖性与期待性较为接近。第三，在精神慰

藉中，空巢、独居群体的服务诉求较为突出且接近，集中体现对社会交往服务的诉求，如组织

老年活动、老年教育、活动室等。

（五）老年人服务需求存在不同形式的区域性差异

魅力质量理论认为，服务的体验与认知是低层次需求向高层次转化的关键因素。我国在养

老服务建设中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这无疑对各地老年人的服务认知与体验产生影响。通过对

地区因素的分析与比较，发现老年人的“依赖性”“期待性”存在不同形式的区域性差异。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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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赖性”上，上海老年人最高，并与其他 3 个城市存在显著、较大的差异；而长沙、开封、

银川之间的“依赖性”差异并不显著。其次，“期待性”的区域性差异与“依赖性”不同，特

别是中部非省会与中、西部省会之间差异明显。其中，上海、开封的“期待性”接近，且均显

著高于长沙、银川；长沙、银川之间仍不具有显著差异。此外，在多数生活、精神类需求因子中，

呈现趋于东部的老年人需求越高，趋于西部越低；但在部分医疗类服务中，却是趋于西部越高、

东部越低。

对此，依据魅力质量理论中需求层次转化的机理，可以从“服务接受习惯性”“社会服务

资源对社区居家的替代性”两种进路予以理解。一是在“依赖性”差异上，上海市因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发展较早且较为完善，老年人对服务的认知、接触与体验较为充分，并形成了一定的

服务习惯，进而产生了对正式性服务的依赖；而其他 3 个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较不

充分、老年人服务认知有限，并未形成普遍的服务接受习惯。二是在“期待性”差异上，上海

市的期待性较高，主要源于老年人服务认知水平较高、服务接触较多，进而形成较为明确的服

务期待，这与魅力质量理论相一致；同时，开封（中部非省会）高于中、西部省会（长沙、银

川），除个人因素外，主要反映省会城市的整体社会服务资源丰富、老年人获取服务资源的渠

道较多，进而形成社会服务资源对社区居家的功能替代效应，开封则囿于整体服务资源有限，

老年人对社区层面实现需求满足的“期望性”也进一步强化。

五、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优先满足策略

（一）靶向精准：目标对象的差序性识别

Bookman 和 Kimbrel 认为以往从“整群”视角对服务需求予以统一性安排，而忽视多样性

与异质性的影响，将会造成老年人服务获取机会的不公平问题 a。因此，出于对“为谁提供”

的考虑，如何甄别服务需求的优先目标群体，涉及服务对象的“靶向精准”。

尽管老年人整体的“依赖性”有限，但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开始凸显，需求“溢出”也存在

着“啄序选择 b”，表现为以老年人自我满足为圆心向家庭、社会的差序性外部延伸。从公共

视角出发，福利性政策制定和福利对象的选择，涉及到“能力-需求”之间的调节 c，进而可依

据需求诱发的外溢“差序”，形成多层次服务对象的保障格局。其中，结合收入条件，福利对

象的“选择”可采取失能、年龄、居住状态及其他因素的交叉综合，并形成梯次化的覆盖。比如，

在 3 个维度交叉的基础上形成 4 种梯度的组合（见表 2）。

a  Ann Bookman, Delia Kimbrel, "Families and Elder Ca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Future of Children, 2011, 21(2).
b  杨翠迎：《国际社会保障动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261 页。

c  唐敏：《失能老人养老服务的理论模型、系统构成与支持体系》，《社会保障评论》201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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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养老服务政策保障对象的梯次化瞄准

1. 兜底型保障对象 2. 福利型保障对象

失能等级+年龄+居住状态 失能等级+年龄+居住状态

失能等级+居住状态 失能等级+居住状态

年龄+居住状态 年龄+居住状态

年龄+失能等级 年龄+失能等级

…… ……

其他个人 / 家庭因素 其他个人 / 家庭因素

在“兜底型保障对象”方面，可结合不同收入水平的标准，对处于不同梯度的老年人予以

差异化的政府保障性服务。同时，结合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在公共服务向福利服务的逐渐延

伸中，也可逐步形成不同梯度的“福利型保障对象”，予以较低水平的服务保障覆盖。此外，

在各维度群体划分中，依据自我满足和家庭满足能力所导致的依赖性差异，应首先考虑高龄老

人、完全失能与严重失能老人、独居与空巢老人。

（二）投向精准：服务资源的优先匹配

服务内容的供需匹配涉及到“优先提供什么”的问题。针对各群体呈现的“依赖性”差异，

应基于对象的“靶向精准”予以针对性提供服务。然而，服务资源如何在宏观层面优先精准投入，

涉及到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导向性、战略性选择。

由于多数服务在整体层面的需求层次较低且层次之间的差异性并不明显，仅采取 Kano 模

型的策略方法不利于体现各项服务之间“优先”取舍。同时，在整体视角下探讨老年人的需求

序列，又无法回避对“需要”与“想要”的理解与区分。因此，应从“需要-想要”角度，服

务资源的投向策略逐步实现从“依赖性”向“期待性”的序列延伸。为此，根据各项服务在不

满意度系数（DI）和满意度系数（SI）中的序列，构建出“高依赖-高期待”“高依赖-低期待”“低

依赖-高期待”和“低依赖-低期待”4 个象限（见图 1），并依次作为当前条件下资源投向的

优先序列。

其中，“高依赖-高期待”是最亟需满足的服务内容，也是当前条件下最有利于提升老

年人对社区居家满意度、认同感的投向选择；随后应逐步向“高依赖-低期待”延伸。同时，

在“高依赖”需求满足基础上，随着服务资源的丰富和提供能力的提升，资源的投向可逐步

向“低依赖-高期待”象限扩展；而“低依赖-低期待”从“需方”角度属于“可忽略”的服务，

也是当前应避免资源浪费与无效投入的内容，仅可从“供方”角度作为对社区居家“功能丰

富性”导向下的服务配备。从需求的分布上看，当前多数服务处于“低依赖-低期待”的象

限内。此外，“高依赖-高期待”所涵盖的服务较多，如健康教育、定期体检、配药送药、

疾病预防、应急援助等。而在“高依赖-低期待”和“低依赖-高期待”中的服务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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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包括老年餐桌、日间机构、服务信息公示等，后者包括老年大学、老年培训班、上门看

病等。然而，临界点的动态选择无疑会导致优先满足内容的变化，各象限内的进一步细分也

将更有利于需求优先满足的策略安排。

图 1  服务资源优先投向策略

（三）短期与长期：优先满足策略实现的路径选择

“应然”策略的实施受到“实然”现状的制约，服务的可获得性困境是最为突出的体现。

因此，如何保证优先策略的有效实现，是对服务资源与能力有限条件下的理性考量。为此，依

据现有条件尽可能保证需求的优先满足，通过服务能力的提升保证需求的持续满足，应作为保

证优先满足策略实施的“短期-长期”选择。

从短期来看，社会服务资源无法在短期内充分保证，服务能力也无法在短期内得以提升。

因此，将正式与非正式服务相结合，提升资源投入弹性与侧重性，成为现有条件下的“权宜之

计”。一是在非正式服务中，由于家庭在制度层面的高度工具化与支持性政策的缺失 a，造成

了服务功能可持续性的困境和代际间的不公平问题 b，因此应强化对非正式照顾支持，通过解

决公共政策对家庭支持的保障缺位、被动受助的导向性偏差，提升非正式服务的需求缓冲作用。

具体而言，要从主观上正确引导老年人对“老化”的认识，从客观上以赋权、赋能强化对老年

人能动性的支撑；对家庭“赡养”予以政策性支持（包括补贴、休假等），并通过提供喘息和

辅助服务缓解主要照顾者的身心压力。二是在服务弹性上，应扭转服务发展中“看米下锅”的

发展思维和避免过分追求“功能丰富”的功利性发展导向，从资源投入“集约性”和服务内容“均

a  胡湛、彭希哲：《老龄社会与公共政策转变》，《社会科学研究》2012 年第 3 期。

b Dorothy A. Miller, "The 'Sandwich' Generation: Adult Children of the Aging," Social Work, 1981,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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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性”出发，通过实施动态需求评估机制，建立菜单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的可选择性。具体

而言，要通过建立老年人信息库，重点对社区内高龄、失能和独居（空巢）群体规模进行监测，

及时把握整体需求倾向的变化；制定“基础内容+个性选择”的弹性服务菜单，对各项服务予

以标准化定价或“组合性”优惠，推动由“政府配餐”向“老人点餐”的转变。三是在服务侧

重性上，应注重对老年人最需要、最突出的医疗需求保障，通过推动基础医疗资源向社区的倾斜、

医疗人才（特别是全科医生、家庭医生）向社区的输送、“医养结合”向社区层面的延伸，实

现“医疗保健”与“生活照料”的充分结合，为老年人延长就地、就近养老提供基础性、支撑

性保障。

从长期来看，老年人需求的充分满足、服务资源的不断丰富、可获得性困境的有效解决，

最终取决于多元主体有序参与下的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一是应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置于社区整

体发展框架中，以社区服务发展带动为老服务能力的提升 a，避免因服务可行能力困境而导致

“就事论事”的桎梏。二是优化政府责任职能，为社会主体提供政策支撑、创造发展空间、营

造有序环境。具体而言，应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以政策的导向性与刚性将各项政策从“口头

表示”向“实际落实”改变，并加强公共财政对基础性环节的投入；明确政府服务边界，将社

会组织、市场主体置于政府提供的前置环节，通过“政府购买”和“政府补缺”的结合，减少

资源投入的无效与浪费；实施“后设评估”“负面清单”和“合格供应商”等机制，适时调整

行业进驻门槛，保证服务主体充分参与，同时营造公平的发展环境，实施“全过程、全方位”

监管，保证行业规范有序运行。三是应完善主体培育和人才培养机制，保证服务提供的持续性。

可将“补供方”与“补需方”相结合，通过加强社会主体前期培育，扩大服务保障对象范围，

提升“供血”与“造血”效果 b；通过实施“专职+兼职”的人才培养模式，改善就业环境与提

升岗位吸引力，促进行业人才的持续输送，加强社会主体的持续运营能力。四是应加强社区平

台建设，提升服务的可及性。通过合理规划和信息化建设，打造“一站多点”“一站统筹”的

社区居家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提升服务的便捷性与集约性；依托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功能

完善，从软、硬件两个方面推动“宜居型”社区建设；强化社区对居民、志愿者、社会工作者

等主体的协调与联接，改善 “散点化”的参与局面，通过社会支持网络的扩展，增加养老服务

供给总量，提升养老服务的灵活性、丰富性、及时性。

a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调研组：《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发展养老服务的调研报告》，《社会保障评论》

2017 年第 1 期。

b  钟仁耀：《提升长期护理服务质量的主体责任研究》，《社会保障评论》201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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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urately identifying the demand for services of the elderly is essential in developing 

community home-based care services. However, poorly-targeted services and supply-demand mis-

match result in unmet effective demands, unleashed demand potentials, wasted and unused resources. 

Being confined to the old explanatory framework of "demand" and ignoring the "dependence-expecta-

tion" element embedded in "demand" result in errors in identifying demand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needs-want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is an imbalance of "needs-wants" at the overall level of the 

service demand for the elderly, and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t levels of demand, differences in motiva-

tions, different demand among groups and various form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paper suggests to 

adopt "dependency" as a criterion to enhance the targeting of the service recipients, improve targeted 

services and supply-demand matching. In add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prioritizing a demand satisfying 

strategy in the short run and the long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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