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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2016)推估，2018 年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將達

到 14%，成為「高齡社會」，2026 年更達到 20%，成為「超高齡社會」。2061

年每 10 人中，約有 4 位是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而此 4 位中將近有 1 位是

85 歲以上之老人。 

本社自 2015 年起到今年，已連續 3 年對高齡化議題進行探討，包括 2015

年探討高齡化對台灣產業勞動力及產業發展的影響，出版專題報告；2016

年則針對長照產業的發展，特別就長期照顧政策、醫療需求、預防與照顧、

產業的垂直與水平整合、公私部門合作夥伴關係、勞動力需求及培育、社區

照顧與失智症、建築特性與發展架構、以及科技創新應用等 8 項高齡化社會

需求主題進行探討，出版專題報告。同年，另舉辦「我國智慧醫療與智慧照

護之發展與挑戰」專家座談會，提出政策建言；今年，考量目前台灣高齡人

口中，無法自理生活需被照顧者約占 15%，故高達 85%為健康銀髮族，其生

活可自理，如何透過獨立自主及互助能有尊嚴過老年生活，並提供健康促進、

社會參與、及推動老人樂活產業等機制，以預防高齡者失能以及積極協助失

能失智者重建生活能力，推延健康銀髮族進入長照體系的時間，將顯得更重

要，因此，本社從與健康銀髮族切身相關之住、行、育、樂、醫、養等面向

切入，以完善銀髮族生活品質及照護體系為目標，邀集 9 位學界專家，歷經

6 個月，共同完成高齡者價值觀建立、行動及交通擘劃、照護及醫療新模式，

及建築及居住環境改造，共 4 個面向的探討。 

詹火生教授以其從政經驗與長年對社福政策的關懷，對於本報告提供許

多指導，讓本報告能順利組成團隊，並有明確的議題分工。當然，最需感謝

邱弘毅特聘教授及參與撰寫的學者專家邱天助教授、林金立理事長、黃耀榮

教授、黃世孟理事長、魏健宏教授、伊佳奇顧問、余金樹總經理、陳亮恭教

授共襄盛舉，發揮團隊精神，讓一切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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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本專題報告從邁向「超高齡社會」的正面思維與積極行動切入，依序探討銀

髮新價值，照顧新視野；活耀老化友善環境營造；高齡化社會變遷趨勢中不動產

發展與高齡者居家安養課題；高齡社會交通運輸課題與展望；提供成功老化、健

康老化、活耀老化的行動及交通；物聯網與 ICT 在大健康領域的應用；以及超高

齡社會的健康照護體系改革等共八大主題，最後提出綜合建議。 

一、邁向超高齡社會的正面思維與積極行動 

    未來人生規劃應該以 90 歲，甚至 100 歲，做為想像。如何讓長達 2、30 年的

老年生命，活得更有意義、更有價值，是個人、家庭、企業、社會和國家必須思

考的問題與努力的方向。21 世紀，人類已經進入長壽時代。在正常情況下，一個

人活到 85 歲，是可以期待的壽命。換言之，人生有將近四分之一的時間，是處於

老年期的歲月。更由於健康、醫療、營養、衛生的進步，活到 90、100 歲的比率

將大為增加。面對超高齡社會與長壽的時代，我們如何接受衝擊和挑戰？ 

(一) 個人應為多階段人生做準備 

     長壽時代會帶來個人生涯的變化，人生將從傳統的三階段生命模式，轉為

「多階段人生」（multistage life）。以往直線式的教育-工作-退休的生涯發展，將

被循環式，或隨時上下車的多段式生命概念所取代。 

(二) 企業應為老年創造友善的工作環境 

     為增加人力資源、留住老年人才，企業必須打造更為高齡勞動者設想的友

善環境。包括無年齡歧視的勞動條件、彈性工作型態、生產線的再設計、安全

的工作場所、體貼老年的配備設施，以及職務的重新編制等等。 

(三) 國家應提出正向老化的政策架構 

     解決老年問題的最佳策略，就是不要讓「老」成為問題。前瞻性的老年政

策應該促進正向老化，讓高齡者活得更有意義、更有價值、更具生產力。包括

投資終身教育、促進健康老化、預防和醫治慢性疾病、減少治標不治本的醫療

照顧。甚至提供「老年創業貸款」，讓高齡者更有機會貢獻所長。 

二、銀髮新價值，照顧新視野－自立支援讓長者繼續過著獨立自主的生活 

    老後的生活，如何避免被照顧？失能後，如何擺脫被照顧？這幾個問題，是

照顧要解決與實踐的方向。照顧人力缺乏的情況，是長照發展難以擺脫的問題。

工作辛苦、形象不高、待遇不佳，在這種情況下，長照財源再增加、科技再創新，

如果照顧的基本價值不被彰顯，問題仍無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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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與日本之照顧目標都是以尊重長者意願，協助維持自立生活，以此帶動

照顧專業的發展，工作者因此能獲得成就感而願意投入，照顧能讓長者更能獨立，

而非更為依賴，整體社會才能擺脫惡性循環，展開新的良性循環。台灣從 1998 年

開始有國家級長期照顧政策的推動，迄今 20 年，雖然做了許多努力，卻未告訴全

民什麼是照顧？照顧的定義、目標為何？2011 年民間開始啟動照顧革新，實踐日

本的自立支援照顧理論，發展出來本土模式，讓許多原本失能臥床的長輩，重新

獲得自主的生活能力，這個挑戰傳統的服務模式，強調脫離臥床、尿布與約束的

照顧方式，逐漸在台灣萌芽中，目前有超過 130 家機構導入，也吸引年輕人的投

入，讓黑白的長照，露出了一線曙光。 

    惟有確定照顧價值，讓長照服務能幫助長者繼續積極的過生活，銀髮產業才

有可能發展。 

三、活躍老化友善環境營造 

    國內應積極界定活躍老化之基本精神，讓高齡者透過獨立自主及互助能有尊

嚴過老年生活，並提供健康促進及社會參與機制以預防高齡者失能，以及積極協

助失能失智者重建生活能力，下列係營造活躍老化友善環境之必要措施： 

(一) 居家環境、社區公共設施與活動場所應落實無障礙環境。新建住宅應不分幾

層樓、不分公共設施或住宅內部，皆需符合無障礙環境，並設單一窗口推動

舊有住宅無障礙改善之整合性服務，以落實居家與社區環境安全。 

(二) 鄰里社區應分層建構服務圈提供高齡者健康促進與社會參與機制。佈建「鄰

里照顧關懷據點」及結合鄰里公園、國民小學，透過共餐、簡易休閒活動、

健康衛教、健走、簡易運動，以促進高齡者基本的社會參與及健康管理；社

區日照中心應提供高齡者多元化室內和戶外活動場域。 

(三) 全民應投入「友善社區」營造。社區人行步道、公園綠地與活動廣場應提供

有利高齡者休息及促進互動之設施，並號召建築師投入社區和住宅改善服務，

開創高齡友善環境新產業。 

(四) 翻轉老年生命價值觀，應鼓勵失能失智高齡者活躍老化。應設置失能失智者

物理治療和各類職能治療活動空間與設備，以利其重建生活能力。 

四、不動產發展與高齡者居家安養之課題 

    從照護體系需求的建築及居住環境，探討不動產業界實際可能扮演角色與貢

獻作為，整合「居家安養」與「照護服務」兩面向，論述以下 5 項政策與產業課

題。 

(一) 政府誘導與善用民間不動產業界財力與活力，鼓勵興建更多樣化「機構式照

護」設施，提供更多元化可選擇的老後安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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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府盤點可提供社福服務設施資產，善用且活化設施與設備資源，充實全台

「社區式照護」設施，落實銜接「居家式照護」政策。 

(三) 內政部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法源，督導各級政府行政轄區內，逐年提

高申請設置社區及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比例，藉由長照團體專業，培訓物管

行業新專長，協助在宅長照新服務。 

(四) 國發會對全台智慧建築及全部公共建築，穿載式或非穿載式智慧監測器，可

視為今後城市與國土活細胞，善用長期監測積累資訊，完整結合智慧城市系

統，建置健全的智慧國土資訊雲。 

(五) 行政院擬定國家級長宿休閒產業政策，拓展國際高齡候鳥族群來台，啟動長

宿樂活、異地養老的關聯服務業，塑造台灣成為國際長宿休閒新邦園。 

五、高齡社會交通運輸課題與展望 

    提供高齡者能獨立自主活動的無障礙生活、促進成功老化，是政府單位首要

面對的課題之一。為達到活躍老化、健康老化之理念，政府積極推動無障礙交通

設施，並結合資通訊科技為主軸，優化高齡者運輸系統。此外，針對行動較為不

便之高齡者，政府亦提供復康巴士運輸服務及補助無障礙計程車等政策，而民間

機構則有多元接送服務，可依據障別程度不同，提供客製化完整乘車機制。政府

並於 106 年 7 月起正式實施高齡者駕駛執照管理制度，定期篩檢出不適合駕駛者，

可促使高齡駕駛者及其家人、朋友能注意高齡者身心狀況是否符合安全駕駛之條

件，以保障整體用路人之安全。 

    儘管政府積極推動高齡者交通運輸服務策略，但服務能量仍無法滿足高齡者

日常生活之需，因此政府應更審慎面對，針對高齡者安全與行動力的平衡性，擬

定多元的政策配置，讓各種交通措施互補不足，方能兼顧高齡者不同需求及資源

分配的合理性，同時亦可增加業者之營業收入，共創高齡者、產業及社會多贏，

具體實現對於高齡者的尊重與關懷。 

六、提供成功老化、健康老化、活躍老化的行動及交通 

    台灣正快速走入高齡及超高齡社會，如何減少對長照依賴，讓高齡者走向健

康老化，安全、友善的行動及交通是關鍵所在，除政府在前瞻計畫與施政中要求

各部會融入高齡友善的元素，更應在政策上推廣住宅無障礙空間與通用設計，預

防跌倒，提供高齡友善交通環境，落實高齡者安全、友善的行動及交通環境。 

    跌倒是高齡者前三大死亡原因之一，也是高齡者失能的主因，降低跌倒風險，

除強化肌耐力、增加平衡感外，應提供無障礙空間與排除跌倒的危險因子，政府

可從社會教育著手，在老人免費健檢中提供這一方面訊息，並提供老人福祉科技

與輔具資訊，讓高齡者學習運用，以持續獨立自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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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齡友善行動與交通必須內化到民眾認知及行為中，因此若能融入學校教育，

自小灌輸學生這個觀念，成為重要的價值觀，政府再推動政策，民眾才可能配合，

並透過社會教育去強化觀念，落實執法，多管齊下，高齡友善的行動與交通才可

能逐步實踐。 

七、物聯網與 ICT 在大健康領域的應用 

    目前的長照產業多面臨高人力需求與高勞務負擔，除了人才難以找尋與訓練

的問題，還面臨因資源不足導致服務品質低落。AI 加上 IoT 形成的 AIoT 創新科技

將促使臨床照護產生巨大變革。物聯網的感知設備，例如：穿戴式血壓、體溫、

心跳…..等，將生理資訊紀錄即時上傳雲端，依據個案的不同，可以設定主動通知

的臨界值，讓照護人員可以即時被系統主動通知，既使在人力最少的夜間時段依

然可以維持良好的照護品質。 

    機器人的成熟發展也開始協助臨床的住戶照護與管理。目前最火紅的 GPU 計

算平台，可利用其最擅長的影像分析，輕易的管理機構內的照護人員、訪客與住

民，如用餐與活動，及點名與統計分析。另外，也可以發展出互動的多媒體感知

臨床應用，檢測住民是否有失智或其他認知功能上的病兆，提早預防也分擔照護

人員的工作。AI 分析引擎經過深度學習，可以更進一步主動提醒照護人員個別住

民的照護需求，對於照護人員因高流動率產生照護品質之落差可以適時的彌補。 

    如何運用新科技來解決照護人力的短缺，不只是長照業者面臨的經營問題，

卻也是科技產業界的新出口與巨大商機。 

八、超高齡社會的健康照護改革 

    我國人口高齡化速度快速，對健康照護體系的衝擊更是直接。健保費用中每

年超過三成作為高齡者健康照護，而長照體系費用也大部分用以照顧失能與失智

的高齡者。 

    高齡者的特質極為特殊，包括罹患多重慢性病、合併不同程度身心功能退化、

疾病回復過程較為緩慢與家庭照護資源的差異，在此狀況下，高齡者的健康照護

絕無法以傳統的照護模式因應。我國現有健康照護體系分科過細，欠缺社區化的

高齡照護網絡，而醫療體系以疾病為導向的治療模式都造成高齡病患就醫的困境，

而醫療體系對於高齡者疾病與功能回復之間的落差也未重視，導致我國高齡者年

均門診次數達 28 次，平均每人每年住院 0.4 次，且長期健康狀況在世界已開發國

家間位居第 45 名，在健保財務日漸緊繃的時刻，更必須推動健康照護體系的改革

以資因應。 

    需建立高齡者多重疾病之慢病管理模式，以高齡者長期之身心功能為目標推

動健康照護計畫，破除以疾病為導向的傳統照護模式，並需改革健康照護體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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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支付制度，使多重疾病複雜病況的高齡者能採取最有價值的方式照護，藉此

達成世界衛生組織健康老化的目標。 

九、綜合建議 

    建構對高齡者友善的環境，需有整體的政策配套，建議： 

(一) 讓高齡長者享有活躍老化的居住環境 

1. 培訓物業管理行業新專長，提供在宅長照新服務 

2. 善用 IT 技術，開發智慧長者住宅，提供完全安全監測服務 

(二) 高齡長者交通運輸服務無障礙策略 

1. 將無障礙交通設施列為運輸管理規範 

2. 儘速提升無障礙交通運輸服務量 

(三) 善用創新科技引領照護新模式 

1. 以產業模式驅動 AI 及 IOT 在臨床照護的應用 

2. 運用科技來減少照護人力短缺的衝擊 

(四) 以失能預防為高齡長者健康照護模式的目標 

1. 建立高齡者多重疾病之慢性病管理模式 

2. 以身心功能維護作為高齡長者健康照護的目標 

(五) 培養失能長者能擁有獨立生活的能力 

1. 確立照護價值在於幫助長者能持續過自主的生活 

2. 催生提升長者自主生活的銀髮產業 

(六) 推動正向老化的政策 

1. 建構社區服務圈，提供高齡者社會參與機會 

2. 翻轉老年生命價值觀，落實活躍老化在不同健康狀態的高齡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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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邁向「超高齡社會」的正面思維與積極行動 

 

    未來人生規劃應該以 90 歲，甚至 100 歲，做為想像。如何讓長達 2、30 年的

老年生命，活得更有意義、更有價值，是個人、家庭、企業、社會和國家必須思

考的問題與努力的方向。 
 

一、前言 

    21 世紀，世界最重大的轉變和挑戰，是無可迴避的必須面對「超高齡社會」

（super-aged society )的來臨；除了老年人口急速增加外，更明顯的是「平均餘命」

（life  expectancy）大幅延長，對個人、家庭、企業、社會和國家所造成的巨大衝

擊。 

    從 1950 年代起，由於生育率和死亡率不斷下降，全世界大部分國家的老年人

口，不管是數量或比例，都顯現急遽的增加，人口學家稱之為「全球老化」（global 

ageing）現象（Goldstone,et al., 2016）。依據聯合國人口總署（Unites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2017 年的報告，全球 60 歲以上人口有 9.62 億，多過 1980 年

（3.82 億）的 2 倍有餘；預估 2030 年，60 歲以上人口數量（14.1 億）將超過 10

歲以下兒童（13.5 億）；2050 年更超過 10-24 歲的青少年和青年人口（20 億），60

歲以上人口將會達到 21 億人之多（United Nations, 2017）。 

    老年人口的增加，其中尤以 80 歲以上的「高高齡」（older-old）人口，成長

最為快速。聯合國人口總署統計資料顯示，全球 80 歲以上人口，2017 年至 2050

年之間，將增逾 3 倍，會從 1.37 億增至 4.25 億。 

    更引人注目的，百歲人瑞增加速度，更高於 80 歲以上的人口。2012 年，聯合

國統計全世界約有 316,600 位百歲人口，2017 年增加到 450,000 人左右，是 1990

年的 4 倍。近 25 年來，全世界百歲以上人瑞已經增加將近 4.7 倍，未來成長將更

快速。1990 年，每 10 萬 65 歲以上人口，只有 2.9 人活過 100 歲，2015 年增加到

7.4人，估計2050年將達到23.6人，約370萬人，成長了8倍（United Nations, 2017）。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老年醫學部（The Division of Geriatrics, 2017）研究資料

顯示，從 1840 年開始，人類壽命就以平均每年大約延長 3 個月的速度遞增。換言

之，每過 10 年，人類就多活 2 到 3 歲。進入 21 世紀，人類壽命的增加無論速度

和幅度都倍數成長。從 2001 年到 2015 年，15 年時間，人類壽命增加超過 5 歲。

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亦是如此，甚至表現的更加突出。 

    依據 2016 年英國「國家統計署」（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UK , 2016）的

報告，2013年出生的英國嬰兒，將有三分之一會活到100歲；美國社會安全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USA, 2016）的調查，今日 65 歲的人，有四分之一會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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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歲，十分之一將超過 95 歲；目前，日本百歲以上長壽者已超過 6.5 萬人。 厚生

省估計，2016 年出生的日本人中，壽命能達到 90 歲的女性比例為 49.9%，男性為

25.6%（日經中文網, 2017/07/31）。     

    我國自 1993 年起邁入高齡化社會（65 歲以上人口比率超過 7％）後，老年人

口也急速攀升。依據內政部統計處 2017 年發布的人口統計，2017 年 2 月底，戶籍

登記人口為 2,354 萬 4,189 人，其中老年人口 313 萬 9,397 人（占 13.33％），首次

超越幼年人口（0-14 歲）的 313 萬 3,699 人（占 13.31％），人口老化指數超過 100

達到 100.18。根據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的人口推估，台灣在 2026 年將進入「超

高齡社會」，老年人口將達總人口的 20.0％，2060 年老年人口更將增加到 41.6%。 

    統計顯示，2017年 2月底，台灣人平均餘命為 80.00歲，男性 76.81，女性 83.42。

其中，80 歲以上人口占老年人口比率為 24.15%，依據中推估，至 2060 年將大幅

上升為 44.0%。屆時，年齡中位數也將由 2010 年的 37.3 歲，增加為 59.5 歲。

換言之，50 年後，全國有一半的人年齡約在 60 歲上下。而且，百歲以上人口的

增加速度，也頗為驚人。估計 2010-2015 成長率高達 44％，每 10 萬人口中有 12.1

位（United Nations, 2015）。2016 年 2 月底，台灣百歲以上人口已經有 3,224 人（內

政部統計處, 2017）。 

    1960 年，台灣平均餘命只有 64.35 歲，男性 62.31 歲，女性 66.40 歲。老年只

是生命的殘餘，生活只是苟延殘喘，形成邊緣性的存在。然而，台灣 2026 年將邁

入「超高齡社會」，男性的平均餘命 78 歲，女性 87 歲。5、60 年間，台灣人民的

壽命增加了將近 20 歲。面對一個長壽的時代，我們對老年的概念或認知，不應還

停滯在半世紀前「度餘生」的舊式思維。 

    此時， 無論個人、家庭、企業、社會和國家都必須積極思考，如何讓這段比

嬰兒期、兒童期、青少年期更長的老年階段，活得更有意義、更有價值；透過「增

能」（empower）的策略和行動，讓高齡人口活得更健康、更具生產力，成為少子

化時代人力資源缺乏的一股生力軍，讓「老」不會成為社會問題、家庭和國家的

負擔，是我們必須努力的方向和目標。 
 

二、從「恐老」、「不老」到「擁抱老年」的觀點轉換 

    「老」是個既模糊又複雜的概念。雖然，世界各國大都以 65 歲來界定「老年」，

聯合國則以 60 歲作為人口統計的老年界線。然而，何謂「老年」或「老人」，至

今，我們仍然無法達成令人滿意的一致性定義。因為，在生命旅程中，跨入年老

世界的路徑或門檻不只一道，有生物、社會、經濟、法律、職業的標記，也有心

理、情感和文化的界面，彼此交織、相互接續，構成一幅看似簡單，卻又朦朧不

清的老年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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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的法律或制度性界定是在 19 世紀，1884 年，德國總理俾斯麥（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1898）為建立社會安全福利養老金制度，提出

65 歲退休的概念。當時，平均餘命大約只 37 歲。如今，人類壽命大幅提高，男性

至少增加 30 年，女性將近 40 年，是俾斯麥時代的 2 倍有餘，但我們對老年的界

定，卻仍然指向 100 多年前老舊的數字：65。 

    幾乎所有「老年學」（gerontology）的研究都指出，「老」沒有單一的模式，

也沒有統一的進程。每個人體驗或意識到老的來臨，時間不同，步調也不一致。

何時會老？甚麼狀態稱為老？總是因個人的心態、條件而異，因時空的變化、制

度的設定而不同。例如，國際衛生組織（WHO）對非洲老年的研究，僅能以 50

歲做為區分（Stranges, et al., 2012）。因為，許多非洲國家的人民平均壽命也只有

50 出頭。2015 年，史瓦濟蘭王國甚至不到 50（United Nations, 2015）。 

    所以，何謂老？至今仍然具有討論的空間。然而，「老化」（ageing）卻是不可

否認，也無法迴避的生命歷程。即使現代抗老醫療科技的發達，也只能延緩老化

的節奏，無法翻轉時間的沙漏，褪去歲月在我們身體上、心理上所留下的痕跡。

如何面對老化，或用甚麼姿態來迎接老年，是高齡化社會中個人、家庭、社會和

國家必須思考的生命課題。 

    綜觀今日社會的生活體系，無論工作、飲食、服飾、流行、居住、交通、教

育或娛樂、運動，主要是基於 4、50 歲的生命型態，甚至 2、30 歲人的生活需求

而設計，「老年」總是處於邊緣裡曖昧不明的生活領域中。在「青春崇拜」的潮流

下，社會瀰漫著一股「恐老」的焦慮。不但年輕人怕老，許多老年人也總是模仿

年輕人的生命樣態而存在，不是期待「逆齡」翻身，讚頌「不老」神話，就是只

能當個「青春啦啦隊」，為年輕鼓掌歡呼。 

    為了強調老年的積極面向，從 1970 年代以來，世界衛生組織（WHO）與一些

先進國家，先後提出「成功老化」（successful  aging）、「生產老化」（productive Aging）、

「健康老化」（healthy ageing）、「活躍老化」（active ageing）、「友善老化」（inclusive 

ageing）、「正面老化」（positive ageing）、「強健老化」（robust Aging）、「老年卓越」

（gerotranscendence）的生命概念與行動計畫，希望能夠重視生理、心理和社會層

面的發展，增進老年的身體健康、社會參與和生命安全，提升晚年生活品質，維

護老年生命的尊嚴。 

    近年來，美國和歐洲國家如英國、瑞典、德國社會，都積極倡導「創意老化」

（creative ageing）和「優雅老化」（ageing gracefully）的老年概念與行動。認為老

年不需隱藏時間的過往，強調以信心、誠懇和喜悅的態度，坦然接受老化的事實，

並且再次發現新的事物和興趣，讓老年生活過得獨立、自主和尊嚴，邁入藝術的

境界，譜寫優美的生命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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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美國米爾肯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高齡化未來中心」(Center for The 

Future of Aging, 2016)，則推動「意義老化」（purposeful ageing）。強調讓老年過著

有目標、有意義、有生產性的生活，是成功老化的主要關鍵，也是解決老年問題

最釜底抽薪的辦法。 

    然而，對於超高齡社會與長壽時代的來臨，我們似乎完全沒有準備，仍然停

留在「恐老」的焦慮與「不老」的神話。我們的心理、制度、健康、醫療、生活、

工作、社會、文化、政策，並沒有為 90 歲，甚至百歲生命做準備。 

    至今，台灣的老年政策仍然以「問題化」的角度，以失能、長照為主要施政

重點。似乎只要將老人集中安置在死亡列車的候車室，就是最好的老年政策；國

家經費分配與施政重點都在擴充候車室的設備或服務的加強，很少提出積極性的

辦法，提升老年的能力、價值與意義，治本又治標的去解決老年問題。這種消極

性、消耗性的老年政策，只會讓老人看到生命的盡頭，看不到希望。 

    聯合國的 2030 老年政策綱領（United Nations, 2017），強調「沒人會被拋在後

面」（no one will be left behind），希望創造一個「全齡」（full age）共享的社會。當

人口結構改變，老年人口持續增加，甚至將成為主要人口群，政府應該針對老年

的需求和利益，提出相應的對策，包括居住、交通、就業、醫療、健康、照顧、

基礎設施、社會保護、性別平等和世代凝聚，維持並增進老年的生產力，讓老年

人活在一個自主、尊嚴的世界，也讓年輕人看到未來的生命藍圖，而不致於慌張、

焦慮。 
 

三、老年「想像的焦慮」vs.「事實的經驗」 

    提起高齡化社會，很多人聯想到的就是生產力減退、依賴人口增多、扶老比

提升、財政負荷加重，甚至以「原子彈」的威力來形容老年人口增多，對國家社

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因此，對於老年或變老，社會大都充滿了焦慮，甚至罹患

了「恐老症」（Gerontophobia），因而只能天真的期待「不老」的神話。 

    事實上，沒有人會「不老」，「不老」只是生意人的商業廣告和噱頭。然而，

由於醫療衛生、健康養生與教育水平的提高，現代的老年人並非像刻板印象裡的

守舊、衰弱和無能；現在的「老」，跟以前的「老」，真的不一樣。 

    就像《華爾街雜誌》(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014 )所說的：「每個人都

知道，老了以後，我們的生理和心理都會退化，不可避免的生活越來越不滿意，

越來越無法享受生命的愉悅；每個人都知道，老了以後，認知能力就衰退；每個

人都知道，老了以後，工作上的生產力就減低了。然而，現在，每個人都知道，

我們似乎都錯了！」 

    依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2009）的調查發現，18-64 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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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老的想像與 65 歲以上者所經驗的老年事實，落差竟然如此之大。18-64 歲者有

57％的人認為老將導致記憶喪失，而 65 歲以上者只有 25％認為事實如此；18-64

歲者有 45％的人認為老將無法駕駛，而 65 歲以上者只有 14％認為事實如此；18-64

歲者有 42％的人認為老將導致嚴重疾病，而 65 歲以上者只有 21％認為事實如此；

其他 18-64 歲者的認知與 65 歲以上者的事實比例是：性能力減低 42％vs.21％；感

到悲傷或憂鬱 29％vs.20％；感到不被需要 29％vs.9％；孤單寂寞 29％vs.17％；支

付帳單困難 24％vs.16％；成為負擔 24％vs.10％。（如下表 1-1） 

 

表 1-1  變老：想像 vs. 事實 

 

     

 

老年，許多人想到的就是失能、失智，社會普遍對老年人籠罩著「醫療」或

「需被照護」的想像。誠然，老年有些人會產生失能、失智的現象，但並非所有

老年人皆是如此，我們往往誇大它的嚴重性，因而常常造成社會的恐慌。 

    台灣失智症協會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105 年 8 月公告之「中華民國人口推

計（105 年至 150 年）」之全國總人口成長中推計資料，再加上失智症五歲盛行率

推估， 2016 年我國失智症人口推估逾 26 萬人，大約每 100 人有 1 人罹患失智症；

預估在 2041 年會增加到近 67 萬人，大約每 100 人有 3 人罹患失智症；到 206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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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超過 85 萬人，也就是大約每 100 人有近 5 人為失智症所苦。換言之，國人

罹患失智症的比率均低於 5％，卻常讓我們看不到其他 95％的身影，也忽視他們

的能力、價值與需求。 

    多年來坊間流傳，在台灣，老年從臥床至去世，平均時間長達 8.7 年。其實，

至今沒有人去統計死前臥床時間有多久。國際間的公共衛生領域比較常用「失能

調整生命年」（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 DALYs ）與「健康調整餘命」

（Health-adjusted life expectancy, HALE）兩項重要衡量健康的指標，前者是計算因

疾病失能所折損的生命，後者是用整體健康狀況計算人生健康的歲月。 

    2016 年，英國著名的醫學雜誌《刺胳針》（The Lancet），刊載 2013 年「全球

疾病負擔研究」 (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的結果，發表全球 188 個國家，

在 1990 至 2013 年之間，上述 2 項指標的統計，台灣也名列其中。以「健康調整

餘命」計算，2013 年全球男性平均餘命為 68.80、健康餘命為 60.59，女性平均餘

命 74.29 、健康餘命為 64.13； 台灣男性平均餘命為 76.42、健康餘命為 68.11， 女

性平均餘命為 82.36、健康餘命為 71.66（Mokdad, et al.,2016）。換言之，男性一生

中則約有 8 年，女性約有 10 年是處於不健康的歲月，跟全球統計水平差不多。 

    依據主計總處和衛福部 2014 年統計，國人平均餘命 79.5 歲，但健康平均餘命

僅 70.8 歲，等於有長達 8.7 年的時間是處於不健康狀態（衛生福利部,2015a），但

所指的並不是臥床的時間，而是從輕微的病痛到重病臥床的日子。病痛固然會造

成生活的不便，但並不等於失能狀態，例如高血壓、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疾病，只

要控制得宜並不影響正常生活能力。依據 2012 年的調查，社區老人只有 5-10% 生

活自理能力（如吃飯、上下床、 室內走動、上廁所、洗澡、穿衣服等）不足，需

要他人協助（林萬億, 2012）。但這 10％生活自理能力有困難的人，卻遮蔽了 90％

行動自如的高齡者。 

    何況，健康是可以改善的。國民健康署（2009）的研究計畫，發現結合運動、

營養、認知訓練、社會參與及慢病管理的整體策略，即便是年齡近 75 歲的長輩，

也能有效的提升體能、降低衰弱狀態、改善認知功能、減少憂鬱症狀等。例如，

2013 年，芬蘭男性平均餘命為 77.37，健康餘命為 66.45，女性平均餘命為 83.79，

健康餘命為 70.68。男女不健康的時間都比台灣長，然而，芬蘭卻積極透過營養、

運動計畫，期望將臥床時間可縮短到死前 2 周的理想目標（Anttonen, 2011）。 

    日本老年學學會與老年醫學會（Japan Gerontology Society Japan Geriatrics 

Society）聯合會宣稱，由於醫學的發展，相較於 10 到 20 年前，近年來 65 歲以上

年長者的身體機能退化，出現了 5-10 年的延緩，甚至如同返老還童。尤其 65-74 歲

的前期高齡者，身心都保持健康，多數仍積極參與社會或社交活動。因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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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老人」重新定義為 75 歲，並且細分 65-74 歲者為準高齡者，75-89 歲為高

齡者，而 90 歲以上則為超高齡者（Ouchi, et al., 2017）。 

    日本「選擇未來委員會」（Choosing the Future Committee）也創了個新名詞：「新

生產年齡人口」（new productive-age population），重新定義 20 歲以上、70 歲以下

為勞動力人口（Committee for Japan’s Future, 2014）。事實上，諸多研究顯示（Varlotto, 

et al., 2014），從生理、心理、知識、能力，以及經濟、社會資源等等的生命狀況

而言，55-75 歲者更屬於相近的一群，應該給予特定的新命名，打破原來發展心理

學和法律制度所界定的兒童、少年、青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年齡階段的假設。 
 

四、老年的智慧、創造力與生產力 

（一）智慧 

    隨著年齡的增長，會造成腦部活力緩慢，影響認知、記憶與反應能力，是多

數科學研究的結果。研究指出，老化會減低心理的機制，例如神經元（neurons）、 連

結（connectivity）、代謝（metabolism），以及腦部處理新訊息的速度，因而會阻礙

智慧的產生。一般而言，心理機制在 25 到 30 歲之間，達到最高峰，之後就逐漸

衰退。許多研究也顯示，老化會造成腦部活力緩慢。例如，由於大腦裡顳葉內側

記 憶 系 統 （ medial temporal lobe memory system ） 和 額 葉 紋 狀 網 絡 

( frontostriatal networks )的失常，造成情節記憶和大腦執行功能下降，而這些又是

進行規劃、多重任務處理、口語流暢所必須的（Nicholas,et al., 2010）。 

    然而，一些神經生物學（neurobiology）研究顯示，智慧會隨著年齡增長。雖

然老化減少某些腦部的活躍性，但證據顯示，這些變化會在支持和社會行為中補

償回來（Greenwood and Parasuraman, 2010）。很多人在這些腦部活動會增進智慧，

從衝動、自我中心轉向情緒平衡、沉著，而且更具有社會良心（Martins, et al., 

2015）。 

    科學研究發現，老年人比較不會受到犯錯的困擾，並且能更有效的運用他們

的頭腦。從行為科學和神經科學的研究文獻，老年的優勢在於：利社會行為

( prosocial behavior )、解決社會衝突、情緒穩定、自我反省，以及在危急、混沌和

人際選擇的時候，都可以發揮年老的優勢。 

    加拿大蒙特婁大學老年病學研究所教授莫基（Oury Monchi），找了 24 位 18

到 35 歲的年輕人，以及 10 位 55 到 75 歲的老年人，比較他們面對挫折的反應。

參與者被要求執行一種配對遊戲，但進行時會隨時改變規則，造成參與者的挫折

感。過程中經神經影像造影掃描顯示，當研究人員告訴他們做錯了時，年輕人和

老年人的腦部反應非常不一樣。年輕人會感到懊惱、生氣或沮喪，老年人則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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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的等待下一題。顯示年老的人會比年輕人，更有智慧去面對人生的挫折

（University of Montreal, 2011）。 

（二）創造力 

    刻板印象中，創造力與生產力似乎是年輕人的專利。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的身體的確會逐漸老化，但頭殼中的大腦卻並不像外表身

體一樣凋零。幾項長期追蹤的研究發現，在健康老人身上( 排除掉因疾病，或是阿

滋海默症認知功能受損的老人)看到，不論是在實質的創造力，或是情緒上，老年

都可以朝向正面發展。 

    美國國家老年問題研究院的副主任朱迪思．薩萊諾（ Judith Salerno）說：我

們應該把晚年看作可以開發利用的好機會。老年人很可能沒有 20 多歲的年輕人思

維敏捷，但豐厚的經驗卻是他們寶貴的資源。那些學會開發資源的老年人會發現，

他們不但可以做出驚人的成就，甚至有時候還開發出自己從沒有意識到的能力（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 2006）。 

    82 歲仍在 UCLA 實驗室努力研究失智症的神經學家錫伯爾（Arnold Scheibel)

說，他並不否認人腦會退化，尤其是阿茲海默症患者，但是健康的人變化不是很

大。甚至，腦部有些部分隨著年齡增長，仍然會繼續發展（Scheibel, 2007）。《創

造性老化》（The Creative Age）作者，也是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老化、健康和人類中心」（the Center on Aging, Health and Humanities）

主任吉恩．柯翰（Gene Cohen）指出，隨著年齡增長，腦細胞長出的樹突（dendrites），

會讓腦部的批判訊息更加活絡，無論 50、60，或 70 歲（Cohen and Cohen, 2001）。 

    雖然，隨著年齡的增長，思維過程也會日趨緩慢。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心

理學教授迪恩．基思．西蒙頓（Dean Keith Simonton）說：年老時反應速度會慢下

來，所以別妄想 50 多歲開始打網球，還能成為世界級選手，但發明東西並不是速

度的比賽。更長的壽命意味著有更多的時間，比起年輕時的匆忙，老年往往擁有

更多時間進行創造思考（Simonton, 2000）。 

    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日本一橋大學（ひと

つばしだいがく）對專利持有者的數據進行研究，發現美國發明者申請專利的平

均年齡是 47 歲，而最具價值的專利，往往來自於 55 歲以上年齡較大的發明者

（Nagaoka & Walsh, 2008）。 

    西蒙頓指出，不同的領域要求不同程度的專業知識，那些像高等數學這種非

常抽象的領域，就需要在年輕時鑽研，才能有所成就。但研究實踐性創造力，即

解決日常問題，創造力達到高峰的時間較晚，有些人還特別晚。例如，桑德斯

（Harland David Sanders,1890-1980）上校，65 歲時才創立了肯德基；2017 年第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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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日本東京創新天才發明展」，來自高雄的 88 歲的謝發連爺爺第一次參加發明

展，就以符合人體工學的枕頭贏得一面金牌。 

    在文學創作上，很多人都是大器晚成者。著名的作家勞拉．英戈爾斯．懷爾

德（Laura Ingalls Wilder）在她 5、60 歲的時候創作了《小屋》（Little House），安

娜·羅伯遜（Anna Robertson）在 79 歲那年，賣出了她的第一本繪畫集，之後的 20

年裡，她一直樂 此不疲；英國小說家理查．亞當斯（ Richard George 

Adams,1920-2016），做了大半輩子的公務員，在兩個女兒的鼓勵下，52 歲時出版

了第一本小說《瓦特希普高原》（Watership Down），以一群野兔為主角的英雄式奇

幻小說，改編為電影《海底沉舟》（Waterdown Ship）;又比如美國作家蘿拉．英格

爾斯．懷爾德（Laura Ingalls Wilder,1867-1957），在 65 歲時才寫了第一本書《大草

原上的小屋》（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 

（三）生產力 

    長久以來的刻板印象，認為老年體力減弱、工作緩慢、學習停頓，生產力會

逐漸衰退。然而，一項國際性的老年生產力研究結果，打破了人們的刻板印象。

2010 年 COGITO 的研究顯示，老年工作者的生產力比年輕工作者更具有「一致性」

（consistent）。這項研究用 100 天的時間，比較了 101 位年輕工作者（21-31 歲）

和 103 位老年工作者（65-80 歲）12 項不同的工作任務，包括認知能力、知覺速度、

情節記憶和工作記憶的測試。研究顯示，老年工作者的表現比年輕工作者更有一

致性，其間變化不大（COGITO Study, 2010）。 

    研究人員認為原因是老年人豐富的工作經驗，讓他們得以使用一些策略去解

決問題。此外，他們的工作動機也高於年輕人，因此更加穩定。整體而言，老年

工作者的生產力和可靠性都優於年輕的工作夥伴。資料顯示，老年工作者更專注，

比較少分心，會把所有心思放在手邊的工作。 

    由於豐富的人生閱歷和長久的工作經驗，研究亦顯示，老年工作者善於組織、

書寫和解決問題，比起年輕人，他們顯得更鎮靜、沈著與從容。英國和德國的研

究顯示，甚至，在需要體力的工作上，老年人的表現也不比年輕人差。原因是他

們善用技巧、較少出錯，尤其是要花很多時間去解決的嚴重錯誤，在老年人身上

更少發生。 

   研究顯示，老年工作者比年輕工作者更少有倦怠感。原因是他們擁有更多的資

源，包括信心和專業，讓他們能更積極有效的克服工作面臨的難題，減輕工作的

壓力。更何況，現代的工作，體力的要求已經不是必要的條件。一些粗重的工作

已經由機器代勞，未來自動化的設備會更加的普遍。而且，如果給他們機會和誘

因，老員工仍然可以學習高科技的技術。許多資料都顯示，人類的頭腦是具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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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的，如果健康情形良好、具有前瞻性，以及保持開放的心，一輩子中，都可

以去掌握新材料，組織、統整知識和能力，創造更高的生產力。 

    新一代的高齡者確實「老而彌堅」（oldies but goodies），打破老年不事生產的

刻板印象。近年來，在英國、日本，老年創業越來興盛。2016 年，英國國家統計

局（the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016）資料顯示，10 年來，65 歲以上的「老年

企業家」（olderpreneurs），成長了 2 倍；日本東京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Atsuko Nomura

也指出，年長的日本民眾正尋求將自己的知識與經驗，投入在工作上，期望藉此

過著具有生產力又充實的黃金歲月（Japantimes, 2016.10.14）。 

    事實發現，老年創業有許多地方比年輕人更具有優勢，他們累積了多年的工

作經驗、擁有更老練的技術、商場知識、更具信心，而且，老年人資金也比較足

夠，因此統計顯示高齡創業比年輕人，更容易成功。 
 

五、邁向「超高齡社會」的積極行動 

（一）個人應為多階段人生做準備 

    21 世紀，人類已經進入長壽時代。在正常情況下，一個人活到 85 歲，是可以

期待的壽命。換言之，人生有將近四分之一的時間，是處於老年期的歲月。更由

於健康、醫療、營養、衛生的進步，新生一代活到 90、100 歲的比率將大為增加。 

    2016 年，倫敦商學院教授琳達•葛拉頓(Lynda Gratton)和安德魯．斯科特

(Andrew Scott)兩人合著的《百歲人生：長壽時代的生活與工作》（The 100-Year Life：

Living and working in an age of longevity）（ Gratton and Scott, 2016）一書中，引用

大型同齡人口統計及預測指出，人類壽命仍在直線上升。文中指出，今年出生的

日本嬰兒預期有一半活過 109 歲，至 2050 年時，退休與工作人口比例將從 60 年

代的 1：10 激增至 7：10。 

    現代人不僅壽命延長，健康時間也隨之延長，發病期將被往後推並且壓短時

間。長壽時代將帶來的新變化，就是從傳統的三階段生命模式，轉為「多階段人

生」（multistage life）。以往直線式的教育-工作-退休的生涯發展，將被循環式，或

隨時上下車的多段式生命概念所取代。甚至，各階段之間穿插進行，不會再有明

確的界線。 

    依據葛拉頓和斯科特的說法，支撐長壽多階段人生必須累積 4 種資產，包括

「生產性資產」（productive assets）：技術和知識、專業聲望、專業網絡；「移轉

性資產」（transformational assets）：自我理解、轉換網絡；「財務資產」（financial 

assets）：薪資紅利、儲蓄、年金和貸款；「活力資產」（financial assets）：健康、

工作生活的平衡和再生人際關係（  Gratton and Scott,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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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2017 年 3 月間，由《康健雜誌》（222 期）委託政治大學統計學系民

意與市場調查研究中心，針對 22 縣市 1,086 位 40-64 歲之「中年世代活到 100+歲

態度大調查」。調查顯示，84.4%受訪者不想活到 100 歲，希望活到 100 歲的人僅

15.7％。與 1999 年發表的「健康長壽大調查」相較，當時受訪者多期望活到 70 歲

左右，但不想活到 100 歲為 67.4％。顯然，18 年後，台灣人似乎對「長壽」更加

懼怕。問及如果真的活到 100 歲，希望工作到幾歲？6 成民眾仍希望工作到 65 歲

就休息，僅有 31.5％的民眾希望工作到 65 歲以上。可見，百歲的人生仍然超乎多

數國人的想像（康健雜誌, 2017）。 

    在長壽時代百歲的生命想像中，將改變我們對生命、教育、工作、退休、家

庭的看法。人們必須努力讓自己既長壽又健康，讓自己成為一個工作創造者而不

是求職者、想辦法從事使用核心技能在各種工作中創造不同投資組合的職業、運

用專業知識、洞察力和以高度協調的工作方式，讓自己在就業市場更有價值。此

時，自我認同將比職業或地位認同更加重要。 

     人們必須思考：財務上，如果活到 100 歲，為了賺更多的退休年金，可能無

法在 65 歲退休；身心上，超過 60 年的工作生涯，是否能夠維持身心平衡；情感

上，如家庭和朋友該如何維繫；教育上，60 年前學得知識與技術，能否支撐到 60

年後？ 

    在長壽的時代，人們必須去除因年齡而自我設限的觀念，打破文化版印象，

發揮潛力實現自己的理想。主要的老年行動策略包括： 

1. 不要害怕去探尋和協商，自信的帶著有價值的工作成果和履歷，尋找人生各種

可能性； 

2. 不要停止繼續學習，只要跟上時代的腳步，不要害怕被人忽視； 

3. 永遠對新鮮事保持好奇心和熱情，繼續探索新知、新技能和新領域； 

4. 不要只跟同年齡層的在一起，參與不同世代的活動； 

5. 捍衛身為老人的尊嚴和權利，參與公民行動，消除年齡歧視。 

（二） 企業應為老年創造友善的工作環境 

    高齡化社會中，不管個人工作意願或企業的人力需求，老年繼續工作已成為

一種趨勢。在美國，越來越多 65 歲以上老人渴望繼續工作，同時，越來越多企業

和工廠，也願意為老人提供工作機會，認為他們為人可靠、經驗豐富。 

    美國著名老年專家，《老人潮》(Age Wave)、《老人的力量》(Age Power)和

《健康的老年》(Healthy Aging)等暢銷書的作者肯．迪切沃( Ken Dychtwald )做過

一項調查，大約 95%的受調查者，都估計自己在退休之後還會繼續工作；大約半

數受調查者表示，即便賺不到什麽錢，自己也不會放棄工作。調查顯示，許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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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不再願意將近 2、30 年的退休時間，只是一個超長的假期，無聊度日( Dychtwald, 

2015 )。 

    專家預言老年潮將帶來一場美國社會革命，因爲這場變革，人們對於工作、

生活、退休等觀念，將悄然發生變化。依美國勞動部勞動統計局的統計，2007 年，

美國 65 歲以上有 55％的人從事全職工作，2014 年提升到 60％（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7）。 

    本世紀以來，日本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勞動人口正以每年 50 萬的規模減少。

預計到 2025 年，日本勞動人口將跌破 6,000 萬。勞動力減少將嚴重影響日本經濟

發展，為此，安倍政府提出「一億總活躍社會」計畫，希望讓女性和老年人更加

活躍的參與社會。日本政府制定相關法規，規定企業在 2025 年之前，必須把職工

僱用年齡延期到 65 歲。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指出，現在日本的實際退休年齡已經接近 70 歲。

如今，老年還在工作，已經是日本社會的普遍現象（OECD, 2014）。統計顯示，

日本每 100 名就業人口中，就有超過 10 名是 65 歲以上的員工，並且，高齡工作

者的數量還繼續在增加。2016 年 9 月，全國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約為 3,461 萬人，

其中 730 萬人仍在工作。如今，這些工作經驗豐富的年長者，已成為日本的新生

產力。 

    面對高齡化的社會，越來越多企業開始珍惜老員工的存在。例如，2013 年 BMW

在德國工廠實驗性地僱用老人，結果發現老人缺席率低、生產力高。這是一些雇

主繼續需要他們的部分原因，因爲老工人不僅經驗豐富，而且責任心強。 

    為了讓老年員工能夠安全、順利的工作，BMW 公司也極力打造老年友善的工

作環境。在 Dingolfing 的工廠，就採用新的防滑木質地板、特製的骨科矯正鞋、

加上理髮店用的椅子，讓老年工作者可以坐下，以及裝置放大鏡設備，讓老年工

作者可以看清小細節，也減少眼睛疲勞，避免出錯。此外，物理治療專家為老年

工作者也發展了強力和伸展的運動，可以應付每天的工作。BMW 公司 70 項的老

年友善設置，共花費了 5 萬美金，卻讓每年生產力增加 7％。為了因應高齡化社會

的趨勢，這種低成本高效益的改變，讓 BMW 打算在德國、美國和澳洲廠全面實

施。 

    因應老年人力的需求， BMW公司2012年即提出因應人口變遷人力因應方案，

以推動漸進式退休，允許員工於退休前 6 年，開始工時減半。前 3 年全時工作，

領 100％收入，後 3 年不工作，領 88％收入，同時搭配彈性工作型態，如部分工

時工作、居家電子通勤、擴大彈性上班時間。此外，並搭配提供職務再設計、改

善工作環境以及福利措施等。 

    在大多數人眼中，老年人在科技能力相對落後。但是，韓國首爾的一家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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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創立的科技公司「長青」（Ever Young），卻只招募 55 歲以上高齡員工。這家內

容監控公司，為了讓這些員工不至於體力透支，每天的上班時間在 4 小時之內，

而員工在 50 分鐘必須要休息一次。如今，該公司共僱有 420 名年齡在 55 歲-83 歲

之間的老年員工。 

    伴隨社會人口高齡化的趨勢，企業必須打造更為高齡勞動群體設想的友善環

境。年長的員工不僅能彌補技能短缺問題，還為年輕員工提供了可供學習、獲益

的培訓資源。失去經驗豐富、情緒穩定，善於解決問題的老員工，意味著失去一

種競爭優勢，因此雇主應儘可能讓老員工培養年輕員工，以確保多年累積起的經

驗智慧得以傳承。 

    美國米爾肯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高齡化未來中心」(Center for The Future of 

Aging) 主席艾榮（Paul Irving）指出：所有公司都應該關注人口高齡化的趨勢。那

些不具備長壽戰略的公司將錯失服務新客戶、提高勞動力工作效率以及改善股東

績效的重要機會（Irving, 2016）。伴隨社會少子化、高齡化的趨勢，為增加人力

資源、留住老年人才，企業必須打造更為高齡勞動者設想的友善環境。包括無年

齡歧視的勞動條件、彈性工作型態、生產線的再設計、安全的工作場所、體貼老

年的配備設施，以及職務的重新編制等等，都是當前企業雇主必須採取的行動。 

（三）國家應提出正向老化的政策架構 

    人口老化是全球不可逆轉的趨勢，2025 年，人口金字塔型態將被圓柱形結構

所取代。面對人口老化的趨勢，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深研究員霍斯金斯（I. Hoskins）

指出，人口老化是人類最偉大的勝利，是公共衛生政策，以及社會、經濟發展上

首要的成功故事，是 20 世紀最偉大的社會成就。但是，也成為 21 世紀最大的挑

戰（Hoskins, 2002）。 

    傳統上，老年會讓人聯想到疾病與依賴。然而，這種負面思考，只會讓老年

問題雪上加霜，甚至導致惡性循環。面對 21 世紀「超高齡社會」的來臨，不管事

實經驗或目標政策，都應該「轉換觀點」朝向「積極老化」的角度去思考，以「肯

定老年」（affirmative ageing）的立場，透過各種「增能」的策略，提升老年的生命

價值、生活意義和生產力；不但減少讓老年成為問題的機會，更為邁向超高齡化

社會注入一股活力和希望。 

    具有前瞻性的老年政策，不能化約為「問題老人」的政策，或只為失能、失

智老人需求提供服務的政策，更不能淪為一些娛樂化、幼稚化、秀場式，缺乏深

層意義的「不老節」活動。老年政策應該有積極的促進取向，而非只是消極的解

決問題。因此，一個正向、有意義的老年政策應該包括： 

1. 消除年齡歧視，實踐「老年人權」的主張，提升老年的生命價值，肯定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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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意義。 

2. 加強老年疾病的預防研究，建立社區「老人健康檔案」，推廣營養、運動的生活

知識與行動，積極面對老化的過程，維持老年健康、獨立、自主的生活。 

3. 以「適齡退休」代替「屆齡退休」的概念，重新檢討退休制度，實施彈性、漸

進式退休政策。 

4. 確認老年創造與生產能力，善用老年的經驗、智慧，推廣、獎勵老年友善企業。 

5. 落實老年友善政策，包括生活環境、基礎建設、交通運輸、社區文化、福利服

務、工作機會，維持老年積極的生命力。 

6. 辦理「退休前教育」、「第二生涯學習」，提供高齡者退休前的準備，並能繼續開

發潛能、發展興趣、學習新知，讓老年更有創造力和生產力。 

7. 鼓勵民間企業，運用科技與發明，開發老年「增能」用品，提升老年的自主與

行動能力。 

8. 健全社會安全與照顧服務體系，幫助弱勢老人，解決「病老」、「孤老」與「貧

老」問題。 

9. 肯定世代融合的重要性，採取「跨代互動」取向，促進不同世代間的溝通和互

動。 

10. 提供「老年創業貸款」，讓高齡者有機會打造「第二生涯」，貢獻他們的經驗、

智慧與生產力。 
 

六、結語 

    當全世界老年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人類的壽命也大幅增長的時候，

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在《  2017 全球風險報告  》

（The  Global  Risk  Report 2017）中，將人口高齡化列為全球變革的五大驅動因

素之一，視為 21 世紀的最大挑戰之一（World Economic Forum, 2017）。 

    2016 年，美國米爾肯研究院「高齡化未來中心」，舉辦「意義老化高峰會議」

（the Purposeful Aging Summit）。全世界包括公共政策、企業、學術界、慈善事業

和媒體界的領導人，聚集討論重新建構 21 世紀的老化觀念。主席艾榮指出，面對

全球高齡化的挑戰，最關鍵的是推動「意義老化」（purposeful aging），讓長者有目

標的生活，使他們成為改進的動力（Irving, 2016）。與會者都肯定生活有意義的

高齡者將更能融入家庭、社區與工作。「意義老化」不但強調要增進高齡者的心理

和身體的健康，也要重視高齡者的創造力、生產力和生活的彈性安排。 

    壽命的延長對個人、家庭和社會有許多益處。個人方面，長壽讓我們有發展

第二生涯的可能性；家庭方面，老年世代的貢獻包括經濟支持、家務分擔和兒童

照顧；社會方面，包括老年的經驗提供、參與勞動市場，以及志工服務、慈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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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和公民活動。 

    如今，在地方社區、世界各個角落，無數的老年人，正以創造力和生命熱情，

有意義地擁抱他們的晚年生活。他們延長職業生涯、指導年輕人、擔任志工、彼

此照顧，展現老年的生命活力與生產力。 

    在長壽時代，年齡已經不能代表個人所處的人生階段，也無法代表個人的能

力和水平。各年齡段之間的籓籬逐漸被打破，跨年齡的融合與互動將越來越普

遍。我們需要更強的溝通、交流能力，以及開放的心態，去真誠迎接來自不同年

齡階段的新朋友。不要再帶著有色眼鏡，去看待跟你年齡不同的人 

    我們需要應用老年人的許多資產，讓我們的國家和社會更加強大，包括經驗

智慧和專業技能、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讓世界更好的企圖心，以及他們

充裕的時間。我們必須從害怕和否定，轉變去擁抱老年；從年輕迷戀或青春崇拜

的迷思中，導向有意義的老年存在方式；從老人是負擔、問題的思維，轉為老人

是社會資產的概念。 

    面對高齡化的趨勢，社會應該提供有利的環境，讓老年人可以發揮所能；政

府應該為老年人提出創新的老年政策和公共服務。例如掃除老年就業障礙、增加

彈性工作機會、投資終身教育、促進健康老化、預防和醫治非傳染性和慢性疾病、

提升長期照顧的品質、減少治標不治本的醫療浪費。因為，解決老年問題的最佳

策略，就是不要讓「老」變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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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銀髮新價值，照顧新視野 
--自立支援讓長者繼續過著獨立自主的生活 

 

    老後的生活，如何避免被照顧？失能後，如何擺脫被照顧？這幾個問題，是

照顧要解決與實踐的方向。 

    台灣正面臨高齡化浪潮，政府積極推動各項長期照顧政策，來因應因為高齡

化之後帶來的失能照顧問題，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與長期照顧服務法都於 2017

年實施，當我們關注於政策發展走向，也積極引進各種服務模式之時，要先來審

視台灣的整體趨勢。 

    國發會 2016 年發佈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6 至 2061 年）數據，中推估 65 歲

以上失能人數，2017 年為 41 萬 5,314 人，至 2026 年失能推估人數增為 61 萬 9,827

人，10 年內失能人數增加超過 20 萬人，平均每年增加 2 萬人，需求激增的情況下，

服務供給卻遠遠跟不上，到 2016 年底，台灣於長照體系服務之照顧服務員才 28,942

人，照顧人力缺乏的情況，恐怕是長照發展難以擺脫的問題，據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6 年統計，台灣勞動力 50 歲以下勞動力持續減少，整體有高齡化的趨勢，照顧

又是一般認為的三 K 行業，工作辛苦、形象不高、待遇不佳，面對這樣的情況，

更難吸引年輕照顧人力進來，在這種情況下，長照財源再增加、科技再創新，如

果照顧的基本價值不被彰顯，人力困境的問題仍無法解決，回到根本思考，就是

照顧應該要讓長者維持自立生活，照顧工作者能獲得成就感而願意投入，照顧能

讓長者更能獨立，而非更為依賴，整體社會才能擺脫惡性循環，展開新的良性循

環。 

    台灣從 1998 年加強老人安養方案，開始有國家級長期照顧政策的推動，迄今

20 年，雖然做了許多的努力，可是卻未告訴全民什麼是照顧？照顧的定義、目標

為何？全民該如何一起努力，讓自己不要失能，讓失能家人可以重新站起來？ 

    我們應該要開始啟動照顧革新。 
     

一、啟動照顧革新：照顧價值、照顧意識、照顧成就感 

（一）照顧形象必須源於照顧價值的建立 

    有人認為照顧不就是把屎把尿的工作？這個說法一半對、但一半錯，雖然照

顧的內容確實有相當大的比例是這些基本工作，但是更重要的是讓失能長者，能

夠重新回復自己上廁所的能力，這才是真正的照顧！ 

    很多人會問做得到嗎？為什麼要這麼做？包尿布不是比較方便嗎？會不會增

加工作壓力，反而留不住人力？這些問題在我們實證的過程中一再的被提及，也

都是改變的過程中必然會發生的挑戰，但當長者進步之後，第一線照顧服務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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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感很自然的出現了，當長者的 ADL 能力進步了，照顧壓力自然的減輕，最後

照顧的工作環境很自然的開始彼此討論怎麼讓長者可以進步！ 

這個歷程的轉變其實正是提升長期照顧形象與成就感最重要的工作，光靠形

象廣告是不夠的，惟有真正的投入照顧技術的提升，才是提升整體長期照顧的不

二法門！ 

長期照顧是讓失能者重新獲得自主生活能力的一種服務，透過服務補足其缺

失的能力，維持其殘存功能的繼續發揮，進一步的是讓喪失的生活功能可以透過

訓練逐漸回復，如果還認為照顧只需要愛心與耐心就足夠了，那是大大的錯誤了，

我們必須確信這個價值與方向，然後努力達成。 

（二）自立支援照顧能提升自主生活能力 

自立支援照顧是日本長期照顧的重要核心價值，甚麼是自立支援照顧？日本

國際醫療福祉大學的竹內孝仁教授說，所謂自立支援照顧，就是要充分的進行日

常生活活動（ADL）的照顧，最重要的是要確保解決大多數日常生活功能的實際

問題，提升案主的生活品質（QOL），也就是即使在要人照顧的狀態，盡可能在自

己可以做的範圍內，過一個自己能支配的生活，致力讓老人過他想要過的生活，

很快樂的過生活。(竹內孝仁，2015) 

前述的定義包含了二個重要的內涵，首先照顧的目標是提升被照顧者的ADL，

不是治療疾病，治療疾病需透過醫療，在照顧的範疇中，專注的是讓被照顧者的

生活功能獲得提升與支援，當日常生活能力提升了，生活品質自然增加，依賴也

降低了；另外一個重要內涵是照顧不是幫他們作一切的事，而是要依長者的意願，

讓他們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支援他們可以做想做的事，並且盡可能地維持

原本的生活習慣，因此，照顧含括的範圍從身體、家務協助，延伸至輔具應用、

空間改善，甚至社區營造、生命統整等，是一件高度跨專業整合的服務。 

舉例來說，一個長者還能進食、咀嚼，可是手會抖動，很難自己將飯菜送到

自己嘴哩，在以往的照顧，照顧服務員為了追求快速，可能就直接幫長者夾菜、

攪拌、餵食，感覺起來這樣的服務好像很貼心，可是卻會讓長者愈來愈依賴、功

能愈來愈退化，到後來原本還有的功能(舉手、擺臂)可能都喪失了，這就是我們在

照顧現場常看到的「廢用症候群」，因為不當的照顧造成的功能退化。 

那如果是自立支援照顧會怎麼做？首先會先觀察長者還剩下來的功能有那些？

然後運用其它服務來補不足的地方，例如配合他的手臂功能設計適合的湯匙，找

深一點的湯匙減少飯菜掉落，用餐的時候鼓勵他自己夾菜到碗裡，或是由他指揮

決定要夾那道菜，鼓勵他自己送飯菜到嘴裡，如果真的不行，輕輕扶住手背、減

少手的抖動，讓他可以更順利的自己進食，這個「讓他自己來的」過程，也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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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考量長者的體力與意志，如果任他吃飯超過一個小時，導致體力耗盡、充滿

挫折，這樣反而是不好的，這整體的過程必須仔細觀察並與長者隨時溝通，這個

過程就是自立支援照顧的實踐方式，能有這樣的思考方式，就是照顧意識。 

（三）工作成就感是人才留任的重要因素 

 讓長者可以做想做的事，改變對待的方式，進而改變意識，他們才有動機讓

自己好一點，很自然的促使自己在專業的協助下，提升自主生活能力，逐漸擺脫

依賴的情況，而家屬看到長者進步，與照顧者的關係會自然的友善與尊重，照顧

者在這過程中獲致的成就感，促使自己願意繼續投入。 

當照顧關係中的 3 個人：長者、家屬與工作者都能得利，照顧關係當然會改

善，這才是真正的以人為本，也是吸引人才進來與留任的重要因素。 

 我們可以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來推動照顧革新，日本 30 年前也面臨了「照顧

黑暗期」，能走到現在以人為本的照顧實踐，這期間經歷了非常大的改革，因此瞭

解日本的照顧發展，相信能為台灣做許多的借鏡。 

 
二、零臥床老人作戰：日本從照顧黑暗期走向以人為本的歷程 

    日本於 1989 年啟動黃金十年計畫，展開一連串的照顧革新，其中有一項很重

要的全民運動，將照顧的內涵向全民宣導，就是「零臥床老人作戰」，「零臥床老

人作戰」列出了 10 項原則，將抽象的照顧價值，變成具體可操作的照顧原則，不

只對專業人員，更希望全民一起做好照顧，除了避免失能之外，當失能發生了，

也要讓自己盡快好起來，「不能臥床」成為照顧的最基本指標，要怎麼做到呢？  

1. 失能發生的主因是腦中風和骨折，要注意營養維持與運動，避免發生。 

2. 老人的長期臥床常是照顧所引起的問題，在床上過度的靜養，反而造成反效果，

要從多休息改變成多活動。 

3. 復健必須盡早進行，從床上時就要開始做復健，成效會提高。 

4. 在生活中實踐復健，包括吃飯、上廁所、起身、穿脫衣服等日常生活動作，都

是復健。 

5. 每天早起要換掉睡衣，讓長者有新的一天開始的感覺，裝扮很重要的事，用餐

要到餐廳吃飯，讓生活保持應有的節奏感。 

6. 不要過度照顧、但也不離開視線是基本原則，要注意安全，但也要尊重長者想

自主自立的期待。 

7. 正確使用輔具，讓長者從床上移位到輪椅，擴大生活活動範圍。 

8. 裝設扶手、改善地面的落差，建構安心舒適的生活環境。  

9. 從家庭、社區、到社會，大家一起幫長者激起生活的意識，鼓勵走出家門，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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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整天窩在家裡的情形。 

10. 全民一起、連結社區的力量，多多運用日間照顧服務，積極訓練長者生活功能，

消除老人的臥床問題。 

  30 年前的零臥床運動，現在來看仍能成為照顧的圭臬，但當時的日本的發展，

其實正經歷了照顧黑暗期。 

（一）社會性住院 

    日本 1980 年代，服務供給量不足，政府提供給經濟弱勢的獨居老人免費服務，

一般的家庭即使有錢也不見得可以購買到長照服務，當時的社會風氣，認為照顧

的責任必須由家庭的負擔，特別認為是女性的職責，家庭照顧負擔日益沉重，再

加上 1973 日本實施老人醫療免費措施，許多家庭為了經濟層面的考量，選擇將老

人送到醫院入住，愈來愈多老人因為失能需要被照顧，而被送到醫院，而醫療的

目的應該是治療，可是後來也演變成不以治療為目的的經營，讓老人久病不起，

反而有利可圖，惡意醫療的情況嚴重，浪費了醫療支出，這種情況日本稱之為「社

會性住院」。而在醫院內都是多人房，只用一條布簾來保護長者的隱私，人力不足

與空間受限，長者只能在自己的床上用餐，完全失去原本的生活模式，到了 80 年

代末期，日本全國約有 20 萬名老人處於這種社會性住院的狀態。(徐明仿，2013) 

（二）不人道的約束照顧嚴重 

    當時由於照顧的價值與專業性仍未確立，很多的照顧機構都藉口因為人力不

足，為了保護老人的安全，所以必須需透過約束身體或是藥物，來限制老人的行

動，而且為了清潔方便，所有老人一入住，幾乎毫無例外的穿起尿布，長期臥床，

每天只能看著天花板，吃著攪拌在一起飯菜，夜間尿布經常超過 12 小時才換，這

樣的場景，令學者與媒體感嘆的稱之為是「照顧黑暗期」，感嘆住在養護機構的長

者根本是生活在人間地獄。 

（三）無意義的惡性循環 

    這樣子任意約束老人、強包尿布、藥物控制、輕易插鼻胃管的非人性工作內

容，讓長照工作者很難獲得工作的喜悅與成就感，因為缺乏照顧理念，更難找出

工作的意義，人員離職率高，因此造成人力更不足，照顧現場更經常性採用非人

性化照顧，照顧品質更為低落，廢用症候群嚴重，造成老人的身心功能變得更差，

失能和失智更為加重，工作人員照顧情緒壓力變大，工作形象更為低落，照顧工

作變成是就業市場中最不願意選擇的工作之一。 

（四）日本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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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 年竹內孝仁教授提出「臥床是人為的」，倡導零臥床運動；1985 年起，

朝日新聞連續 5 年做了一系列的報導，揭發日本長照服務的惡劣狀態，並向社會

呼籲所謂的老人臥床是人為所造成，他們是「被迫臥床的老人」；日本政府於 1989

年起制定並執行一系列的「黃金計畫」，以「零臥床老人作戰」，向國民宣導照顧

的理念。 (徐明仿，2013) 

    在「零臥床老人作戰」中，將「生活自立、維持正常生活」的自立支援觀點

有了具體的做法，日本的照顧理念產生明顯的變化，照顧目標的內涵，從早期的

「生命維持」演變到「生活提升」，以及今日的「豐富人生」，實現了以人為本的

照顧。 

（五）自立支援的理念與原則入法 

    自立支援的原則成為日本照顧工作的核心價值，2000 年實施的介護保險法，

明確指出這樣的照顧的理念，在總則中開宗明義說明了介護保險法是為了要讓需

要照顧的人，受到社會全體支持所做的制度化機制，希望達成「在住慣的地區及

自己的家獲得服務」、「可以自己選擇服務」、「既可以發揮自己最大的能力、同時

又可以有尊嚴的自立的生活」的 3 大目標，設立可以實現老年人所期待的制度。(陳

玉蒼，2005) 

    照顧管理專員在擬定照顧計畫時，必須要尊重使用者本人的想法，尊重其生

活、人生的持續性，與使用者共同決定服務的時間、地方、內容，並且以協助使

用者繼續維持原本的生活型態為考量。 

    2007 年，為了更系統性、更全面性的落實自立支援的目標，也為了解決介護

保險實施後產生的照顧時間延長、社區照顧功能不彰、保險負擔加重等問題，進

一步地推動了「自立支援總合事業」，從支付設計、給付服務、人才培育與機構獎

勵等各個面向，全面性的開展。 

 
三、台灣照顧革新的經驗--自立支援照顧的發展 

（一）台灣的導入歷程 

日本 1980 年代照顧黑暗期的狀態，與台灣現況是很像的，從 1989 年的黃金

十年計劃開始啟動照顧革新，經過 30 年的演進，發展出以自立支援理念為核心價

值的理論與技術，近年來，台灣長照實務界與日本接觸頻繁，對於自立支援並不

陌生，部分的應用、宣導或是教育訓練其實一直都有，包括竹內孝仁教授等學者，

也獲邀多次來台灣演講，但自雲林縣老人福利保護協會附設長泰老學堂日照中心

與財團法人同仁仁愛之家開始的實踐與導入，才開始有比較完整的實證與發展的

經驗 (林金立，2015)，可以說是第一個發展台灣本土自立支援模式的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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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時，財團法人同仁仁愛之家購入能力回復機，開始嘗試導入自立支援

做法，可是因為對於自立支援理論與技術了解不足，以及機構缺乏共識、整體氛

圍不足而失敗，2011 年雲林縣老人保護協會成立長泰老學堂日照中心，以人生繼

續學習的地方為宗旨，強調讓長者自主的生活與繼續學習，從改變意識開始，搭

配能力回復機的操作與運動，在共識俱足的情況下，成效出現，實施 3 個月後，

有 6 成長者的 ADL 都有顯著提升了(林金立，2015)，為什麼在日照中心的成效較

容易出現？應該與長者的失能狀況較輕，且個人與家庭有強烈的進步意識有關係，

而失能程度更重、最需要改變的住宿式機構，導入卻是困難重重。 

同年(2011 年)同仁仁愛之家為了進一步貫徹自立支援照顧，為求突破，多次拜

訪竹內孝仁教授、日本能力回復學會與相關機構學習，但一直至 2013 年，與群馬

縣福祉法人高崎新町元氣村花水木寮結盟後才獲得突破，在八木秀明社長的協助

下，完整學習自立支援照顧的理論與技術，並且在日本實務工作現場，進行長時

間的見學，才逐漸領悟了自立支援的內涵與操作方式，再加上有日照中心的實施

經驗，重新彙整後，繼續進行實證。 

財團法人同仁仁愛之家於 2013 年開始，先經歷了近一年的共識建立與訓練，

2014 年 1 月成立工作小組推動，2014 年 4 月林金立帶領第一批 6 位員工，在日本

參加 ZIZIBABA 體驗營，深刻理解了「臥床、約束不是照顧，是虐待」的感受，

2014 年 8 月開始執行不約束的照顧原則，第一批導入自立支援照顧的 11 名個案，

有近 4 成的長者在 3 個月後，ADL 都有明顯進步，以照顧目標來審視，有 8 成的

照顧目標獲得達成，更重要的是照顧現場的跨專業整合的氛圍逐漸形成，2015 年

1 月達成零約束的目標，2015 年 5 月，60 周年的同時，將過去的約束帶全部燒掉。

(林金立，2015) 

在這過程中，為了更快速發展台灣模式，且尋求更多的本土實踐與夥伴，2014

年 12 月，在雲林縣同仁仁愛之家辦理了台灣第一次的自立支援成果示範觀摩會，

2015 年雲林縣老人保護協會與長泰社福基金會，共同成立自立支援學院，全力推

動台灣模式的自立支援照顧，該年台中市政府委託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導入試辦，

是第一個響應的地方政府投入，陸續屏東縣、嘉義縣、彰化縣、花蓮縣等縣市政

府也投入，各地包括屏東基督教醫院、崇仁護專等，於所在縣市帶領投入，2016

年永信基金會在傳善獎的支持下，也投入各地的輔導，至 2017 年，全台灣將超過

130 個長照機構投入應用，自立支援在台灣的發展逐漸有本土化的模式出現。 

 2016 年 6 月，因為民視異言堂「被綑綁的老年」專題報導，在很短的時間傳

遍全台灣，創紀錄的超過 155 萬人點閱，7 月康健雜誌以 18 頁「照顧革命」專題，

形成一股讓老人解除綑綁的照顧革新風潮， 2016 年 12 月的全國老人福利機構表

揚上，自立支援照顧被林奏延部長宣示為推動重點，2018 年長照服務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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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推動自立支援納入，在整體社會的期待下，必須要有更嚴謹、系統性的作法，

更紮實與開放的推動措施，將各領域專家納入，訂定出一個可長可久的制度性作

法。 

（二）推動的困難 

    自立支援照顧的導入最常遇到的困難包括： 

1. 主管的認知不足：當主管面臨個案權益以及照顧效率的抉擇時，經常是回到

了照顧效率的思考。 

2. 工作人員的抗拒：理由不外是人力不足、風險發生誰負責等。 

3. 理論與技術不足：自立支援照顧理念的實踐，必須應用不同的照顧理論與技

術，不是理念宣導而已，更不是團康活動。 

4. 照顧服務員的提升：照顧工作最重要的人物是照顧服務員，成功關鍵也在於

照顧服務員身上，但是在經營管理上，卻經常忽視了他們的養成以及權益發

展。 

    綜觀前述的限制，其中最關鍵的因素在於主管的認知，在台灣要成功導入，

不能只要求下屬辦理，必須是由上而下的親力親為，才能夠建構出來成果。(林金

立，2015) 

（三）共同照顧意識的建立，是導入的關鍵因素。 

1. 由上而下、無差別的全員體驗訓練：為了學習照顧的技術，並發展照顧意識，

導入之初，雲林縣老人保護協會與同仁仁愛之家，赴日參加介護訓練，由主

管帶領一同參與約束、排泄、餵食等深刻體驗，體認解除約束與尿布的必要

性與決心，並且開始在機構內，由上而下、全體人員無差別性的體驗與訓練，

逐漸建立照顧意識的基礎。 

2. 成立工作小組，重視照顧服務員的參與及討論：成員包括護理、社工、營養、

PT 或 OT、以及照顧服務員，其中最應該重視的是照服員的意見，因為他們

是實際執行者。 

3. 與家屬共同討論照顧計畫：與家屬共同討論照顧計畫，並且專注於小改善，

透過此來激勵長者與家屬的繼續參與，並且改善照顧關係。 

4. 建立內部職涯發展制度：照顧服務員是最關鍵人物，機構必須實質的訂定人

才留任措施。 
 

四、從照顧價值發展整合性服務 

    照顧包含各種專業知識，在共同的價值下，整合各種知識推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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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步先提升基本照顧： 

    竹內孝仁教授說：先把基本照顧做好，尤其是喝水。 

 水是人體中的主要的成分，高齡者的體重 50％是水分，以一個 60 ㎏的高齡者

而言，體內水分就佔了 30 ㎏（25 公升），水是身體全身體液的媒介物，包括消化

液、淋巴液、血液、尿液和汗液，所有身體細胞的生理化學反應都與水份有關，

並且運送養分及廢物，平衡體溫，以及是體內的潤滑劑，包括唾液、腸胃道黏液、

泌尿道黏液的分泌、關節液的潤滑等均須水分的存在；醫學報告也指出，當缺水

1~2％，會有意識障礙的問題，缺水 2~3％，會發燒、循環機能的影響，達到 7％，

會出現幻覺，超過 10％，則可能有死亡風險。(竹內孝仁，2005；2015) 

 那我們來想，長者常常因為擔心頻尿，所以過中午就減少喝水，晚餐後幾乎滴

水不沾，當長期處於缺水狀態，直接造成的影響就是排便不順，造成便秘而必須

脘腸，甚至開始吃軟便劑，過量則易產生便感喪失的副作用，使得排泄功能更加

退化，另缺水也會造成煩躁，因為不適感增加，失智長者的黃昏症候群甚至會因

此更嚴重，最後的結果常常就是因為躁動而造成照顧困難，甚至實施約束，原本

正常的功能，因為基本照顧的不足而可能逐漸喪失。(日本パワーリハビリテーシ

ョン研究会，2009) 

 那如果長者不喝水怎麼辦？在照顧場域中，則可以透過與長者更多的互動、聊

天、運動，長者自然會口渴，喝水自然會增加，自己喝水不只是補充水分，包括

手的運動、手指協調、吞嚥功能、排泄功能在這過程都獲得訓練，因此好的照顧

可以幫助長者回復功能的原因即在此，促使長者自己願意喝水，進而自然讓 ADL

機能回復，這正是自立支援照顧要實踐的！ 

 先從喝水開始，逐漸的讓飲食、運動與坐在馬桶上排便都能實踐，去除掉因為

照顧不足產生的廢用症候群，真正看到長者缺失的情況，才能擬定下一步的能力

回復照顧計畫。(林金立，2016) 

（二）從照顧視野擬定照顧計畫 

 病理分類在照顧的應用上，可以增加我們長者狀況的理解，可是對於自立支

援照顧計畫的擬定與執行，幫助有限制，舉例來說，我們知道長者是因為中風造

成失能，也知道他的 FIM 分數狀況等，可是在生活照顧中，照顧服務員要怎麼執

行能力回復計畫呢？ 

 這時候就可以從照顧視野來分類了，照顧視野是從長者的 ADL、IADL 以及

其外顯行為模式，來進行分類分型，再去尋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對應策略，並進

而依此制定照顧計畫，最終以提升生活自主能力為目標。 

 例如失能的長輩，可以從他的 ADL 各項的狀態，去擬定對應的照顧計畫，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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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時候照顧計畫就會變得很具體，而失智的長輩，也可以從他的外顯行為去分類，

然後進行對應的策略。 

 而所有的生活自主能力的提升，在照顧計畫上則再簡化為 4 個目標，當這 4

個目標都達成了，可以說基本的獨立生活能力就足夠了： 

1. 不要坐輪椅 

2. 不要穿尿布 

3. 不要別人餵食 

4. 不要別人協助洗澡 

 照顧視野分類的功能，在讓照顧計畫更為具體可實施，也讓照顧服務員工作

價值更為重要，因為從觀察、分類與實施，都能彰顯出照顧服務員的重要性。 

（三）從步行能力提升自立支援整合照顧 

 最關鍵的就是步行能力的提升，這幾乎可以說是自立支援照顧的最優先重要

目標，步行是日常生活活動（ADL）的基礎，當步行能力喪失，80%的 ADL 將逐

漸喪失，反之當步行能力恢復，80%的 ADL 有機會逐漸恢復： 

1. 當被照顧者可以步行時，就用不到尿布了，可以自立就可以上廁所不需包尿

布。 

2. 如果被照顧者無法步行，即使可以自主吃飯，但移動仍需要照顧。 

 

 

 

 

 

 

 

(資料來源：竹內孝仁，2015) 

圖 2-1 步行與 ADL 能力的關係 

 

3. 步行與排泄、吞嚥的關係 

     竹內孝仁教授特別指出，步行對於自立支援照顧的重要性，除了是能提升

移動到廁所的能力外，同時也因為步行中，會產生站立大腸反射的作用，促進

排便，而且步行能力的提升，也可以改善意識程度，意識程度提升後，對於尿、

便意，排泄抑制的排泄訓練，以及去除鼻胃管的吞嚥訓練都有直接的幫助。 

 

吃飯 排泄 購物 做家事 洗澡 

步行.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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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竹內孝仁，2015) 

圖 2-2  步行與排泄控制的關係 
 
 

步行能力降低的原因，除了因為疾病、意外造成的機能障礙，以及老化原因

外，與基本照顧的不足更是息息相關： 

1. 脫水、水分不足會使步行的穩定性降低，因此容易跌倒，最後造成被約束。 

2. 營養不足，造成低體力，造成步行持久力降低。 

3. 長期臥床、久坐，造成下肢運動不足，直接造成步行下滑。 

 因此當提升基本照顧後，長輩步行能力的樣態才能真正展現，排除掉因為衰弱

造成的機能下降，才能精確地展開下一步的服務。 

 

（四）照顧意識的關鍵：不約束的決心 

 

 

 

 

 

 

 

 

 

 

圖 2-3  三不照顧原則關係圖  

移動到廁所的方法 

意識程度 

起立大腸反射 

尿.便意 

步行 

排泄抑制 

身心的活動

失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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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覺得衰弱或怕發生危險，待在床上時間愈多，步行能力愈弱，上廁所不

方便，開始擔心尿失禁，尿布就穿起來了，而穿上尿布後，行動更不方便，臥床

更久，吞嚥開始出問題，鼻胃管可能就被插上，精神與意識變得更不好，擔心扯

鼻胃管，約束就發生了，這是常見的失能惡性循環，因此自立支援訂下照顧的 3

個原則：不臥床、不尿布、不約束，而在實踐過程中，最重要的關鍵是貫徹不約

束的決心，也唯有不約束，才能夠去思考個別化的照顧方式，如果約束太過容易，

照顧技術與科技發展都是白費了。 

  長期照顧機構因不當的約束而對老人造成傷害影響的例子非常多，包括壓

瘡、姿勢性低血壓、循環血量減少、肌肉張力減弱、尿失禁、便秘、約束部位

受傷及產生固定不動的合併症等問題，約束的理由常以預防跌倒、拔管為執行

約束的主要理由，其他如控制老人的問題行為，如煩躁、混亂、遊走或暴力行

為、傷害他人及自已、人力不足時，但研究也發現，被約束的老人比未使用約

束的老人，跌倒率高出3倍，因為方便照顧，反而造成長者更大的風險。 
 

五、重新確定照顧品質與專業整合 

  照顧的實踐絕不是單一專業可以完成，必須有醫療、護理、職能治療、物理

治療、空間輔具、社工、照顧等各專業的共同導入，共同思考解決照顧問題，才

能夠實踐，而這正是目前長期照顧最不足的地方。 

  舉例來說，一個要訓練控制大小便、自行如廁的長者，就必須要有醫師調整

軟便劑的劑量、營養師調整飲食的纖維素增加消化與腸胃蠕動、治療師協助指導

站立技巧、照顧者定期扶至馬桶排便、因應他的身體狀況調整空間與輔具、訓練

下肢與括約肌的力量、以及鼓勵與心理支持等各面向的專業導入，透過這個過程，

也讓長照人員獲得跨領域的學習與能力。 

  而在這些專業中，有一個專業經常被忽略了，就是照顧服務員，經常看到在

個案研討中，各種專業都來了，照顧計畫也完美無瑕，可是真正負責執行的照顧

服務員，卻未參加，結果就是空有計畫，卻無法執行，也常看到台灣有些機構導

入時，是由特定人員(例如治療師)來負責帶個案步行等動作，未見照顧服務員的角

色，這樣的自立支援，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只是限縮於能力回復，也未盡自立

支援的真諦。 

  因此重新理解與定義照顧品質，是照顧革新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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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質是長者能自己選擇想要的服務 

 

 

 

 

 

 

 

 

 

 

圖 2-4  長者改變與提升的歷程  

 
 

自立支援是讓長者具有自主的選擇權，但若長者是處在一個不友善的環境，

身體被約束、心靈被禁錮已久，或是照顧不足、身體虛弱不堪，這個時候要他們

選擇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他們已經自我放棄的，而工作者若無法體察到，將會錯

誤判斷，因此必須先營造友善的生活環境，全體人員都必須具有尊重的態度，這

樣才能讓長者封閉的心靈打開，做好基本照顧，身體不再因為虛弱而不適，更重

要的是不再約束他們，他們的自主意識才能開始轉變。 

    當長者意識轉變了，鼓勵與支持他自主決定要什麼樣的服務，此時能力回復

的導入就是一個自然的過程，產生的效果更為顯著，那要如何判斷導入的服務是

長輩想要的呢？答案是看笑容就知道了，尤其是面對失智、意識混亂、無法表達

的長者時，笑容就是一切了。 

    如果忽略了長者自主決定的價值，太過強調能力回復，那很容易產生道德危

機，因為沒有機會回復的長者，有可能就會被忽略，而工作者的視野也會被限縮

以致過於工具化與指標化，反而無法看到長者的全貌，這樣營造出來的環境與服

務，沒辦法讓整體的照顧價值呈現出來。 

    台灣的評鑑制度，將品質切割為一百多個指標，很容易讓工作者陷入滿足指

標的困境，反而狹隘了品質的理解，工作者無法描述何謂好的品質，對於實踐以

人為本的照顧上，其實是不利的，在照顧革新路徑上，評鑑必須要徹底的改革。 

 

 

 

友善
環境 

尊重
態度 

能力
回復 

自主
決定 

笑容 
長者意
識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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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照護是各種專業的總合 

 

 

 

 

 

 

 

 

 

 

 

圖 2-5  照顧與各專業協同合作關係圖  

 

在醫療現場，面對病患時，是在醫師整合下，各種嚴謹的專業，高度分工的

提供病患服務，而當進入照顧現場時，個案主要的需求是生活照顧，面對的主要

工作人員是照顧服務員，其他專業導入時間與頻率都變得少且短，因此在專業角

色的扮演上，就變成要以照顧服務員為主，各種專業針對個案的服務，必須集中

在照顧服務員的生活照顧動作中去執行，以及看到成效。 

因此不同的專業必須轉化其語言與動作，尤其觀念更需要改變，例如以協助

步行來說，如果還是以要有醫師處方、且治療師執行才能做，那在長照機構的長

者很難有站起來的一天，當長者到了長照機構，已經不是醫療服務為主，評估的

角度會從”可以做什麼？”，轉變成”甚麼不能做？”，只要不是不可以的，就可以在

生活照顧中自然的導入，治療師要協助照服員在照顧動作中，依個案的個別性，

執行安全與正確的動作，而不是治療師自己做，卻將照服員晾在一旁。 

陸、照顧價值引導銀髮產業發展 

    為了要落實照顧的價值與目標，相關的理論、技術與輔具隨之發展，例如為

了去除因為主動肌與拮抗肌、關節僵化及肌肉張力等因素，造成肌肉的協調性不

足以致不能走路的情況，「能力回復運動」的理論與設備就產生了，為了讓獨立自

主生活的目標可以實踐，助步車、助行器、空間輔具等協助自行生活的設備不斷

的研發與生產，在建築時，通用設計的空間與傢具愈來愈成熟，銀髮產業開始欣

欣向榮，反觀如果照顧仍是停留在臥床、灌食、把屎把尿的觀念時，這些技術與

輔具再好，也不會被應用，當然產業也不可能會發生。 

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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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可以推動全民的共同照顧目標--零臥床運動，在共同的價值與目標下，

從健康養生到專業照顧，都會有長足發展，甚至文化與社區運動也可以帶動，銀

髮生活的圖像也可以愈來愈多元與彩色。 

圖表：林金立，2017  

圖 2-6  銀髮產業發展地圖 

 

六、結語  

    同仁仁愛之家實施之前，2013 年離職率 28%，實施 2 年後，2015 年的離職率

降至 8%，其中照顧服務員零離職，員工人數從 62 人增加至 74 人，近 3 年新增的

照服員，有 7 成是 30 歲以下的年輕照顧服務員，都是大學畢業，有很明顯年輕化

的趨勢。 

    因為照顧價值的確立，經歷過實踐初期的不適應，現在照顧現場的氣氛跟著

轉變，照顧者與長者之間逐漸產生「同體共存」的相處關係，照顧者能夠去理解

長者問題行為的緣由，長者對環境產生信任及安全感，照顧工作逐漸變成有樂趣

及成就感，開始能夠吸引年輕人投入，長者的依賴降低，年輕人願意投入，面對

壓力愈來愈大的照顧需求，我們需要能夠脫離惡性循環方法。 

     



43 
 

1980 年代，日本脫離看不見出口的惡性循環的方式，是從確定照顧價值開始，

台灣此刻面臨了宛如日本照顧黑暗期的處境，不能只是學習別人的成功服務模式，

或是宣傳照顧形象，這是治標不治本，我們必須回到照顧的基本功與基本價值的

建立，也就是自立支援的實踐與落實，透過各個面向、各種理論的應用，發展出

台灣的自立支援照顧，也唯有照顧能夠真的變成一門專業學問，這門學問才能永

續發展，發展台灣照顧學，這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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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活躍老化友善環境營造 

 

一、老年生命價值觀倡議與活躍老化之基本精神 

    國際上對於老化如何因應之倡議不斷，有成功老化(Successful Aging)、活躍老

化(Active Aging)、有創造力的老化(Creative Aging)、正向老化(Positive Aging)，共

同的目的都在倡導正向看待老化、延緩老化，並有尊嚴有意義的過老年生活( Hill, 

2011; Cosco, Prina, Perales, Stephen, & Brayne, 2103; Martinson & Berridge, 2015; 

Rubinstein & Medeiros, 2015)，因此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定義健康、參與、安全是老年生活品質的三大重點，社區環境應能使每位高齡者

在社區維持活躍及參與，並強調創造高齡者合適的生活環境而確保其能夠獨立、

安全、健康和成功地參與各類生活係推動活躍老化的主要策略(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面對老化的歷程，高齡者有多元化的生命價值觀或生活價值觀(邱天助，2017)，

在多元化的社會裡的確很難期待高齡者有一元化的生命價值觀或生活價值觀，然

而對於老化要能夠發揮正面能量(Positive Aging)，有一些基本的核心價值在個人、

家庭和社會等層面是可以形成共識的。首先在個人方面要能獨立自主，身體要維

護健康才不用依賴別人，而能自由自在的生活；經濟上要能支持自己的生活所需

才不用別人的支援，而可以免於生活匱乏的憂慮，輕鬆愉快的生活(Depp & Jeste, 

2006; Lowry, Vallejo, & Studenski , 2012)。在家庭方面要能互助，老伴要能互助，

相陪到老而不要在生活上漸行漸遠( Bowling, 2005)，雖然老年離婚的比率越來越高，

但並非是正面能量，因為子女的情感歸屬普遍受到影響，長輩和子女將更不容易

互助( Hill, 2011; Martinson & Berridge, 2015)。其次，長輩和子女要能互助，由於台

灣家庭結構的轉型以及居住環境的困難度，在一個屋簷下同堂居住的可能性越來

越低，這是否意味著長輩和子女將無法互助？Kuno(2015)表示日本非常貼切地形容

長輩和子女的居住關係而認為「當子女攜帶一份熱湯要讓長輩享用時，熱湯不會

變冷的通行距離」。當長輩和子女有適當的居住距離時又能互助 (如長輩能協助接

送孫子女回家)，將會讓長輩和子女互相肯定對方的貢獻，而促進長輩更有生活成

就感。在社會方面要能敬老尊老，台灣現行長照政策對於高齡者之生活支持普遍

著重於生活照顧而不強調生活重建，照顧機構以照顧失能失智高齡者能夠在機構

安老一生為終極目標，並不強調失能失智高齡者仍然有機會可以回歸原居家庭生

活。Romo 等人(2013)認為社會對於高齡者的生命價值應更為尊重，失能高齡者應

有機會透過核心肌群的肌力訓練而促進其身體機能之恢復，讓其能夠重建生活能

力而可以獨立自主地生活；Hill (2005)以及 Gallagher- Thompson, Steffen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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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pson (2008)則主張失智高齡者應能夠透過職能治療活動而增進其感官知覺和

認知能力，讓其有機會減緩退化而仍然可以獨立自主地生活。 

    顯然高齡者希望延緩老化、有尊嚴有意義的過老年生活，不論是由世界衛生

組織所定義的老年生活品質、推動活躍老化的主要策略或是在多元化社會裡面對

老化可形成共識的核心價值，我們可以清楚地認知，高齡者要獨立自主就需要身

體健康，要促進社會參與及互助才不至於孤獨生活且能成功參與各類生活，要安

全地生活才不至於因意外傷害而提前失能。即使已經失能失智，也要能經由物理

治療之身體機能恢復訓練或經由職能治療活動以增進其感官知覺和認知能力，達

到生活重建而能獨立自主地生活並可回歸原居家庭。 

 

二、促進活躍老化之機制與環境影響因素 

    活躍老化可應用於結構性或非結構性的日常生活中，例如走路可以成為交通、

運動或社會互動等各種可能性(Ahrentzen & Tural, 2012)。高齡者在日常生活中透過

各類活動可以達到運動和社會參與而維持其生理和心理之活躍性，假如斷絕高齡

者的活動參與，將促使其逐漸失去行動能力和產生更多的孤獨、憂鬱而造成生理

和心理快速地失能(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et al., 2011)。促進高齡

者之身體健康及避免失能需要透過各類的運動，從事固定的運動可以強化骨骼和

肌力，減少壓力和憂鬱，維持適當的體重，係高齡者維護健康的基本方式(Lord, 

Després, & Ramadier, 2011 )。固定的運動除了室內的體適能活動之外，許多高齡者

希望能透過走路、慢跑或騎腳踏車來保持活力，其中，健走在美國費城是最普遍

的老年運動，有87%的費城高齡者從事此項運動(Woods & Poole Economics, 2011)。

在社區中行走的過程可以不期而遇地碰到其他人，而和鄰居有更多的互動，這種

不期而遇的狀況在開車的過程能發生的頻率很少(Kuno, 2015)。因此，社區裡具有

可使用的人行步道非常重要，人行步道是否符合安全、方便或愉悅應可經由全國

性的步道和腳踏車道資訊中心查閱，一個可以步行或騎腳踏車的鄰里社區將有助

於高齡者改善健康(Ahrentzen & Tural, 2012)。室內或戶外的運動有助於促進高齡者

身體健康，然而健康維護亦需要健康管理，Woods & Poole Economics(2011)的調查

顯示針對高齡者失能狀況、精神健康狀態之掌握以及提供跌倒預防、關節炎教育、

糖尿病管控之衛生教育，將可減少高齡者的疾病和失能之風險，因此鄰里社區能

夠固定地提供高齡者健康管理、衛生保健之資訊與教育極為重要。 

    世界衛生組織(2007)認為讓高齡者住在一個充滿多元障礙的地區，將造成高齡

者更少出去，Alley 等人(2007)亦發現人行步道破舊的鄰里社區導致高齡者無法離

開住家，或在郊區的居住社區由於交通環境不良而阻礙高齡者的離家活動，導致

其無法參與社區活動或都市活動。相反地，Webber et al. (2010)的研究顯示，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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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住在一個熱鬧有活力的商店區鄰近或是住家鄰近地區提供具有吸引力的鄰里活

動空間或是附近有容易到達的公園，老年居民有良好健康的比率較高；同樣地，

Kuno (2015)亦發現居民經常互相聯繫及互助的社區，其老年居民有良好健康的比

率亦較高；Rosso 等人(2011)更指出具有密集、多數量且安全性之街道、綠地和開

放空間等特色之鄰里對於高齡者的活動有正面的影響。整體而言，高齡者會由於

環境障礙、資訊缺乏等因素而造成行動之困難，或是由於健康和交通複雜情況而

減少出門活動，然而社區的環境比較友善，包含具有較好的空間場域可提供較多

元的老年居民社交活動、居民互助的鄰里關係以及方便通行的鄰里道路係活躍老

化的關鍵，其允許高齡者的社交活動可融合於結構性或非結構性的日常生活中，

而強化了高齡者和他人互動之機制，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高齡者的社會參與。 

    高齡者之失能預防除了透過運動及社會參與來維護健康、活躍老化之外，亦

應防範意外事故發生以避免因建成環境之安全問題而造成高齡者失能；意外事故

往往是高齡者瞬間失能的最大禍首，研究統計呈現高齡者因意外事故(如跌倒、滑

倒)導致骨折、長期臥床的機率極高。社區環境除了人行步道與腳踏車道之通行系

統應具有安全性之外，社區內或是社區鄰近之公共設施係高齡者日常生活中密切

使用之場所，如公車站、市場、餐廳、便利商店、銀行、郵局、診所、社區活動

中心、長青學苑或樂齡活動中心、寺廟、教堂、公園、公共廁所等生活服務設施，

是否屬於安全的環境或是符合無障礙的環境，係影響高齡者離家活動是否安全之

重要因素(黃，2014)。住宅中容易發生意外事故的場所則和地面光滑、潮濕與高差

有關，目前多數住宅因為盛行裝潢而在地面使用光滑材料(如拋光石材或含釉地

磚)，或是經常潮濕的地面卻缺乏使用止滑性地面材料以及設置扶手支撐，以致造

成高齡者容易滑倒；另一方面為了防水或營造地面高低變化而刻意設置地面高差

(如門檻或台階)，以致造成高齡者在行進或移位過程容易跌倒，因此，居家住宅

應落實無障礙環境以避免高齡者因滑倒或跌倒而造成失能(黃，2005；賴、黃，2004)。

整體而言，在住宅或社區環境中很容易因為地面光滑、高差、突出物、台階而發

生意外事故，包含住宅地面使用拋光材料、有門檻或高架地板、潮濕地面未使用

止滑材料、缺乏扶手支撐、社區人行步道高低不平、花台凹凸、地面光滑等現象，

居家與社區落實無障礙環境係根本之道。 

    Ahrentzen 和 Tural(2012)認為建成環境應進行改造以設計成為可以支持高齡

者活躍參與以及健康、安全地生活在自己的鄰里社區，其環境設計應包含能增加

高齡者正面的社交互動機會，防止意外傷害和促進無障礙之行動安全與方便，服

務對象並能涵蓋感官、肢體和認知有缺陷的高齡者，顯然居家或社區照顧的失能

失智高齡者也應是活躍老化的服務對象。台灣曾在「建構長期照護體系先導計畫」

中強調「失智症日照中心服務」應運用不同的環境與治療性資源以提升失智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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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獨立性，維持其身體、認知、情緒上最大的功能(內政部，2007)，從事活動可以

增加個人的生活意義、維持自主性和促進社會歸屬感(Zur, 2011)，職能治療目標將

評估及觀察失智者執行日常生活相關活動的能力和使用環境輔助對策的可能性，

其透過認知和行為之介入措施去改善失智者的自主性和社會參與(Graff et al., 

2006a)。在台灣地區柯宏勳等(2013)發現參與社區日照中心職能治療活動實驗之失

智者在溝通及互動技巧、生活品質、減輕照顧者之照顧負荷等評量項目都顯著優

於未參與實驗之失智者。顯然，職能治療活動介入可導致失智者和照顧者減少對

於社會資源和健康照護資源之依賴以及減少對於機構照顧之需求，因此提供以社

區日照中心為基礎之職能治療活動場域對於居家或社區照顧的失智者之生活重建

具有重大的意義 (Graff et al., 2006b)。同樣地，社區日照中心亦應扮演失能高齡者

進行復健以促進身體機能恢復而達到生活重建的最佳場域。 
 

三、高齡友善環境發展和活躍老化之相關性 

Anderson et al. (2012) 指出美國的高齡化對於公共衛生將是挑戰也是機會，近

10 年來美國設置 618 個老人服務所(Area Agencies on Aging, AAA)，每一個老人服

務所的核心工作就是在推廣活躍老化，以防範不必要的機構照顧和避免產生慢性

疾病。美國的疾病管制局(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亦和各

社區鄰里辨公室、美國退休者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AARP)、

慢性病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ronic Disease Directors, NACCD)共同致力於

預防失能之推動工作。 

費城係美國的高齡友善城市，其致力於改造人行道、住宅、公園、街道座椅、

公車候車亭可以支持高齡者的行動方便並促進社交互動，Rosso 等人(2011)的研究

指出，費城將老年人口之分布整合進入區域編碼，編輯高齡友善公園檢核手冊，

並促進老人中心或老人住宅附近設置社區公園。Woods & Poole Economics(2011)

的調查顯示費城已設置 202 處老人住宅、23 處老人活動中心和 11 社區送餐據點，

在這些地方均針對高齡者固定地提供健康管理、衛生保健之資訊與教育、衛生保

健之資訊與教育，並教導有關營養、運動、穿鞋、居家安全等基本常識。費城亦

推動高齡者從事園藝和健走之運動項目，鼓勵在老人中心、老人住宅區或老人經

常前往的場所(如禮拜堂、宗教場所…)設置蔬菜園區(如圖 3-1)，其結合都市農業、

環境設計、公園等領域專家協助及評估其對高齡者之效益，並在老人住宅區和老

人中心共組織了 20 個健走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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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 費城老人住宅區和老人中心附近之蔬菜園區 
 
 

    Randolph(2006)指出澳洲的都市發展趨勢開始注重高齡友善的建成環境，地方

政府協會已經提出高齡友善環境係未來城鎮的發展契機，並對於高齡友善的建成

環境改造對策提出四項主張包含創造安全的人行步道系統、強化高齡友善社區規

劃設計、改善高齡者行動系統之選擇性、支持高齡者休閒娛樂設施和公園建置。

Alley 等人(2007)認為澳洲地方政府協會的環境改造對策之目的在於鼓勵高齡者增

加肢體運動以有益於維持身體健康，以及促進高齡者參與社區活動，和他人有更

多的社交互動並增進喜愛自己的社區，並鼓勵鄰里公園設置在走路和騎腳踏車可

以到達的範圍，多提供鄰里公園以利於高齡者運動及休閒。Randolph(2006)指出走

路的方式被澳洲高齡者使用最多，公共交通在都市地區使用較多而鄉村地區則較

少，澳洲政府對於都市地區之發展已優先提供高齡者能夠安全走路和騎腳踏車以

及容易搭乘之公共交通系統，並鼓勵成立走路和騎腳踏車俱樂部 (如圖 3-2)，以及

已開始發展可以在地老化之住宅或是社區照顧住宅，提供高齡者有較好的居住選

擇；並成立關心高齡者居家安全、預防跌倒、預防傷害、居家照護安全等課題之

贊助團體。 

 
 

  

                圖 3-2 澳洲政府鼓勵高齡者走路和騎腳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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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從 2009 年開始推動智慧幸福城鎮(Smart Wellness City, SWC)，其由地方

政府首長相互結合而致力於促進城鎮居民的健康。目前已有 22 個城鎮聚會交流資

訊和各城鎮的推動成果，到目前為止已召開過七次的智慧幸福城鎮聯盟會議，推

動智慧幸福城鎮的地區將有資格獲得中央政府特別預算補貼和稅賦優惠(Kuno, 

2015)。日本的智慧幸福城鎮希望能對於居民的疾病預防、社交關係的改善、社區

活力流失的預防(由於人口老化和人口減少)和促進地方活力再生能夠有所貢獻。

Kuno(2015)認為智慧幸福城鎮是訴求一個讓居民能夠終生、健康和快樂居住的地方，

其假設前提係鄰里社區規劃能夠讓居民長距離地行走，其將可以改善他們的健康

以及降低醫療費用；因此，主張在各城鎮的市中心應有徒步區可讓居民閒逛以及

能到農產品和食品的商店購物，並為了增加行人的數量應設置路障來限制車流量。

日本在智慧幸福城鎮推動後三年所進行的效益調查研究，發現有參與活躍計畫的

城鎮居民每年的醫療花費比沒有參與計畫的城鎮居民少 10 萬日圓。 

    歐盟致力於活躍老化評量指標之訂定而提出「就業」、「社會參與」、「獨立、

健康與安全的生活」、「活躍老化的潛力與支持環境」等四大面向之 21 項指標，「就

業」面向包含 55-59 歲、60-64 歲、65-69 歲、70-74 歲之就業率等 4 項指標，「社

會參與」面向包含志工活動、55 歲以上照顧子女或孫子女、55 歲以上照顧老年人、

政治參與(55 歲以上)等 4 項指標，「獨立、健康與安全的生活」面向包含體能活動

或運動 (55 歲以上)、獨立居住安排(75 歲以上獨居或只與配偶同住)、相對中位數

收入(65 歲以上和 65 歲以下收入相對比較)、沒有貧困風險(65 歲以上)、無嚴重物

質缺乏(65 歲以上)、人身安全(55 歲以上)、終身學習(55-74 歲)等 7 項指標，「活躍

老化的潛力與支持環境」面向包含 55 歲時平均餘命可達 105 歲之比例、55 歲時健

康平均餘命占平均餘命之比例、心理幸福感(55 歲以上)、使用電腦、平板電腦、智

慧型手機之比例(55-74 歲)、社會連結(55 歲以上)、老人的教育程度(55-74 歲達到

高中或大學學歷之比例)等 6 項指標(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 2015)。台灣則因應本土性現況問題與需求而在「社會參與」面向增加「社

會團體參與(55 歲以上)」1 項指標，「獨立、健康與安全的生活」面向增加「身體

功能無失能比例(55 歲以上 ADL 與 I ADL)」、「認知功能無失能比例(55 歲以上)」、

「無憂鬱症狀比例(55 歲以上)」、「免於交通事故的恐懼(55 歲以上)」、「免於食品安

全事故的恐懼(55 歲以上)」、「老人初級健康預防使用(65 歲以上)」等 6 項指標，「活

躍老化的潛力與支持環境」面向增加「交通可近性(65 歲以上可使用大眾交通工具

之比例)」、「無障礙空間」等 2 項指標(徐慧娟等, 2015)。 

    在台灣的高齡友善環境發展，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改制為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2008 年依據世界衛生組織的高齡友善城市指標，陸續在嘉義市、臺北市、新北

市、桃園市、新竹市、南投市、臺南市、高雄市、臺中市、宜蘭市等城市推動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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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友善環境(吳、邱，2012)，2013 年已達全國各縣市(22 縣市)均全面推動高齡友善

城市計畫。其中，台北市更具體而微地深入每一社區，目前每一行政區均有一日

照中心(除了文山區之外)(如圖 3-3)，每一日照中心均附設長青學苑或高齡樂活中心，

提供健康高齡者共餐、各類活動、健康管理課程、文化與景觀參訪之旅，高齡者

使用場地及參與課程非常踴躍。台北市近期將再增加中山區的復華長青樂活中心、

松山區的健康公共住宅附設日照中心與高齡樂活中心、文山區興隆公共住宅附設

日照中心與高齡樂活中心、北投區長青活動中心，目標希望每一行政區均有兩個

日照中心而能趨近理想的服務圈範圍，讓高齡者有機會就近活動，真正落實每一

社區環境充分提供高齡者進行多元化社會參與、休閒活動和健康管理之場域。 

在高齡友善城市八個推動面向中，無障礙與安全之公共空間、住宅、社會參

與、社區及健康服務等四個面向之推動措施和環境課題息息相關。在高齡友善城

市之推動過程中可看到相關推動計畫需要跨領域、跨局處之分工合作，由台灣有

些縣市之行動方案內容已經呈現在公共空間之行動方案涉及建設局、都發局與警

察局，住宅之行動方案涉及都發局與社會局，社會參與之行動方案涉及社會局、

農業局、文化局與教育局，而僅有社區及健康服務之行動方案係完全由衛生局負

責(詳表 3-1)。顯然在建構活躍老化之友善環境系統由居家環境、社區環境以至於

城市環境將需要政府各相關部門之通力合作始能發揮功效，而相關法令政策也勢

必需要跨領域、跨部門始能有效訂定。 

 

 

 

 

 

 

 

 

 

 

 

 

 

 

 

 

 

圖 3-3 台北市各行政區之日照中心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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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高齡友善城市行動方案內容與評量表 
 

行動方案 具體措施 執行項目 衡量指標 執行局處 

 

公共空間行動

方案---無障

礙公共空間 

 

修繕增設公共空

間無障礙設施 

(1)人行道 
設置無障礙設施數

量（處） 
建設局 

(2)園道 
修繕無障礙設施數

量(處) 
建設局 

(3)公園 
無障礙設施改善

(處) 
建設局 

公共空間行動方

案---騎樓順平

計畫 

騎樓無障礙改善 (1)騎樓順平 執行長度(公尺) 都發局 

 人行道無障 

 礙改善 

(1)排除違規佔用 障礙排除案數 建設局 

(2)清道專案 取締件數 警察局 

住宅行動方案 

--- 黃金歲月

友善社區 

黃金歲月在地 

活化社區 

  

(1)選定公有閒置設 
  施作為通用設計 
  示範宅  

示範宅戶數 都發局 

(2)高齡者租金補貼 補貼戶數 都發局 

(3)補助閒置住宅進 
  行通用設計修繕 

補助戶數 都發局 

(4)中低收入老人修 
  繕住屋補助 

補助人數 社會局 

提升居家安全 

及機構品質 

(1)失能老人輔助器 
  具購買暨居家無 
 障礙環境改善補助 

輔具購買件數 社會局 

居家無障礙環境改

善服務件數 
社會局 

(2)獨居老人緊急救 
  援生命守護連線 
  服務 

服務人數 社會局 

 

 

 

 

 

 

 

 

 

 

 

社會參與行動

方案 --- 老人

不無聊、不孤

獨計畫 

 

 

 

 

倍增社區老人 

多元活動 

(1)成立長青學苑 
辦理單位數 社會局 

補助班數 社會局 

(2)志工說故事--彩 
繪銀髮族生命力實 

  施計畫 
服務人數 社會局 

(3)農村高齡生活改 
  善班 

參加人次 農業局 

(4)圖書館樂齡閱讀 
  專區 

平均每月使用人次 文化局 

(5)文化專車---銀髮

族專車 
參與人數 文化局 

提供長者 

照顧關懷 

(1)建立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 

服務人數 社會局 

服務人次 社會局 

(2)推展行動式老人文 辦理場次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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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休閒巡迴服務 服務人次 社會局 

(3)日間托老服務試辦 
  計畫 

辦理單位數 社會局 

 促進世代融合 

 營造敬老氛圍 

(1)辦理校園祖孫及代

間活動 
參加人數總目標達

成率 
教育局 

(2)辦理敬老、親老活 
  動 

參加人數總目標達

成率 
教育局 

 擴增高齡者 

 學習機會 
(1)擴充樂齡學習中心 成立家數 教育局 

 

社區及健康服

務行動方案---

友善樂齡行動

導航計畫 

 

 

  

 友善樂齡傳播 

 種子培育 

(1)樂齡傳播種子網絡 
  計畫 

種子數 衛生局 

(2)年度社區健康活力 
  計畫 

參加人數 衛生局 

 樂齡資訊行動 

 導航 

 

(1)建置友善樂齡行動 
  導航平台 

建置完成率 

 

衛生局 

 

(2)社區老人健康促進 

 

高齡者至少參與1項
健康促進活動涵蓋

率 

衛生局 

 

(3)老人流感疫苗接種 老人接種涵蓋率 衛生局 

(4)老人肺炎鏈球菌疫 
  苗接種 完成接種人數 衛生局 

(5)長期照護 失能老人長照服務

使用比率 衛生局 

(6)老人全口假牙補助 費用執行率 衛生局 

(7)老人憂鬱量表篩檢 老人篩檢完成涵蓋

率 衛生局 

(8)個案居家藥事訪視 訪視案數 衛生局 

 

    近幾年台灣的建築業者和旅館業者積極構想吸引經濟優渥的高齡者而提出異

地而居的開發觀念，讓高齡者加入 Short Stay 的會員，在不同的特色地區提供連鎖

或加盟的住宿環境，例如在淡水居住有看海日子，在宜蘭居住有田園生活，在台

南居住有文化之旅，在埔里居住有山城生活，可以讓高齡者在不同的地方短暫居

住而促進生活充滿新鮮有趣、多元豐富(如圖 3-4)，異地而居的前提是當地的住宿

空間與社區環境應能提供安全及行動方便的無障礙生活環境，高齡者出遊以及在

城鄉之間移動能有便捷之交通系統，才能激發高齡者異地休閒之動機。過去對於

休閒活動參與和成功老化之關聯性探討，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的確指出高齡

者如果能夠更積極地從事各類休閒活動，他們生活能過得更為滿意，身心靈會更

加健康，可彌補老化對於他們所造成的影響(Richard & Claudine, 2007)。台灣的旅

館業者目前希望運用各地加盟旅館改造部分客房為高齡者可居住之無障礙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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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業者則要在各地建築老人住宅，兩者均採會員制讓高齡者可到各地住宿，基

本上提供經濟優渥的高齡者異地而居的休閒機制亦符合活躍老化之基本精神而具

有產業發展潛力，然而其開發系統應能符合前述異地而居的前提，不宜僅是旅館

業者在改善旅遊業不景氣之住房率，或是建築業者在因應房地產不景氣處理未開

發土地之補救措施。 

        
                     圖 3-4 異地而居的 Short Stay 概念圖 

 

 

四、活躍老化友善環境如何營造 

由促進活躍老化機制之環境影響因素，各國高齡友善環境發展趨勢以及世界

衛生組織推動高齡友善城市之八大面向，可以了解為何歐盟強調發展活躍老化友

善環境時，連結居家住宅、社區和城市是一個必要的途徑，環境應能利用建築與

都市設計的概念來支持高齡者可以有獨立自主與活躍的老年生活，以改變對醫院

或機構的健康照顧或服務之需求(Europea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Platform, 2010)。

本文以下將由居家住宅、社區環境和城市環境之層次來論述活躍老化友善環境如

何營造。 

 (一)居家環境應符合安全以預防失能 

    居家環境應落實無障礙設施，以避免意外事故造成瞬間失能。台灣的中央營

建主管機關公告在 2012 年以後新建、增建之公共與非公共建築物均需設置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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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而 2015 年以後新建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未符合無障礙設施規定者不得核

發建造執照，並針對戶外活動場所與公園綠地公告無障礙設施設備設計標準。然

而內政部於 2012 年通過新建住宅應符合無障礙，卻只針對公共設施的部分(如公共

電梯、樓梯、走廊通道、大門口等)，並未包含住宅內部。無障礙設施未能落實至

住宅內部，許多居家住宅最終僅能靠著社會福利補助措施進行些微修繕，對於無

障礙設施問題的克服相當有限。同時假如住宅政策不能逐步落實住宅內部符合無

障礙環境，勢必形成剛完成之新住宅卻申請居家無障礙設施改善給付之亂象(黃耀

榮, 2017)。此外，建築技術規則規定 6 層樓以上集合住宅才需要無障礙環境，台灣

在 1987 年至 1991 年期間都會區興建許多 5 層樓公寓均缺乏電梯，此等舊有 5 層

樓公寓受限於建管法令或建物安全因素普遍不易增設電梯，因此政策不應以 6 層

樓以上之住宅在既有建築技術規則已有設置電梯的規定，來看待 6 層樓以上住宅

才需要全面實施無障礙設施，應該考量的是 2 層樓以上的住宅也需擁有無障礙環

境，因為必須克服垂直通行障礙。 

    因此對於新建住宅，未來應積極要求不分幾層樓、不分住宅的公共設施或住

宅內部皆需符合無障礙環境，以落實活躍老化生活環境之安全性。然而現行無障

礙設施設計規範未規定者，例如浴廁間地面採用表面具顯著粗糙度之素面窯燒材

料，淋浴蓮蓬頭鄰近增加設置垂直與水平扶手，床鋪鄰近有扶手或床頭應有抓把

以協助起身，床舖前方地面有止滑設施以防止上下床鋪落地時滑倒等環境設計重

點亦應加強，以確實維護高齡者之居家安全(黃耀榮，2005)。此外在政策推動方面，

營建署每年督考各縣市政府推動無障礙設施績效時應將集合住宅之無障礙環境列

入必須督考項目，並針對住宅內部空間已達成無障礙之優良建築投資業者公開遴

選予以表揚。未來依據住宅法「無障礙建築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辦理無障礙住

宅標章亦應包含住宅內部空間符合無障礙設施而不僅是針對住宅公共設施部分，

以名符其實。 

    至於有關舊有住宅，目前申請改善老舊住宅無障礙設施之經費來源多元，可

能來自社會福利補助或營建署老舊住宅改善辦法，各縣市應設立單一窗口以整合

經費補助並可提升行政效率。過去已有縣市政府以委託服務方式由服務團隊針對

受列管之身心障礙者住宅及失能高齡者住宅主動查核無障礙設施，並提供現況勘

查、改善技術諮詢、補助經費申請、施工至核銷之一條龍服務。過去多年來對於

老舊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都由社政體系補助，因為社政體系強調高齡者、身心障

礙者在宅老化、社區照顧，但住宅和社區相關之建築都是營建主管機關核發建照

興建，在今天已經面臨高齡社會的階段，營建主管機關更應主動扮演推動無障礙

住宅和無障礙社區之角色，包含針對民眾和建築業者之宣導及教育，營建主管機

關之核心價值應率先改變以進而影響建築業者之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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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社區環境應能促進健康維護與社會參與 

    依據中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有關服務圈之服務範圍有兩大門檻，服務

功能低於最低服務量就不符合經濟規模，而超過最大服務距離者就要付出過高的

交通成本，因此服務量之經濟規模被視為服務圈之下限，而交通距離則視為服務

圈之上限(Berry, 1958)。由過去之調查研究顯示高齡者由住家走路去附近參加活動，

最好是在 10分鐘以內，而可接受之距離為走路 20分鐘以內或是騎車 10分鐘以內。

走路10分鐘的距離正好符合都市計畫理論所主張之鄰里範圍，亦即由住家步行800

公尺的範圍係理想的鄰里服務圈，而走路 20 分鐘的距離則符合社區範圍，亦即由

住家步行 1600 公尺的範圍係理想的社區服務圈(黃耀榮, 1997 )。 

    原則上，鄰里服務圈應能提供高齡者基本的社會參與及運動的場域，現行社

區照顧關懷據點事實上應視為「鄰里照顧關懷據點」，照顧關懷據點服務圈為 800

公尺以符合長照 2.0 政策之鄰里巷弄站概念；在「鄰里照顧關懷據點」應提供室內

空間以利於高齡者共餐、進行簡易休閒活動及健康衛教以促進高齡者基本的社會

參與及健康管理，而在鄰里服務圈應設置鄰里公園(現行都會區普遍具有鄰里公園)

讓高齡者可以健走、從事戶外休閒活動與簡易運動，至於現行鄰里範圍均有國民

小學，應協商國民小學校園在學生放學後或假日期間開放讓高齡者可以健走、簡

易運動、健康衛教，而政策可補助校園安全維護之部分經費。至於社區服務圈應

以日照中心為服務核心而附設高齡者活動場所，日照中心服務範圍為 1,600公尺(台

北市每一行政區設置 2-3 處日照中心即達到目標)，社區內除了日照中心提供長青

學苑、樂齡中心之外，既有社區中心亦可以增加提供高齡者活動場所而形成社區

內有多元化的室內休閒活動及健康衛教場域，社區內既有之社區公園、活動廣場

以及增設蔬菜園區，將可提供高齡者多元化戶外活動，至於各社區內之國民中學

校園應比照國民小學開放給高齡者可以健走、簡易運動、健康衛教，同樣地，政

策可補助校園安全維護之部分經費，鄰里及社區服務圈促進高齡者健康與社會參

與之場域分佈概念圖如圖 3-5。 

    Webber 等人(2010)強調人行步道、公園綠地與活動廣場應提供街道傢俱(如座

椅)以及戶外開放空間應栽種自然植栽以提供足夠的遮蔭，以利高齡者休息、相聚

及促進互動而符合高齡友善公園與戶外開放空間，並提供自行車道系統及可查詢

資訊(建立全國性網絡資料)以方便騎自行車之高齡者查閱。人行步道應能連結及通

達社區各公共設施、服務場所，以利高齡者方便從事社區生活活動，Lord 等人(2011)

主張社區人行步道地面應平整、材料具止滑性，側面避免有凹凸、尖銳設施，以

防止高齡者跌倒、滑倒或撞傷。因此，依據「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儘

速全面推動人行道之無障礙環境將是急迫課題，而人行步道路口號誌可調控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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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確保高齡者順利穿越馬路，並有高齡者容易辨識之視覺和音頻訊號，亦為社

區交通通行之優先課題，台灣部分縣市已開始進行實驗性計畫。 

 

圖 3-5 鄰里及社區服務圈促進健康與社會參與之場域分佈圖 
 
 

    無障礙環境推動所涉及之場所類別與數量極其廣泛，在營建政策之推動過程

應充分結合其他國家政策推動而考量其必要性與策略性，讓有限建設經費與資源

做最好的運用，因此落實無障礙生活環境應依高齡者、身心障礙者日常生活使用

密切程度來界定推動之優先次序(黃耀榮, 2017)。高齡者日常生活中密切使用之場

所，如公車站、市場、餐廳、便利商店、銀行、郵局、診所、社區活動中心、長

青學苑或樂齡活動中心、寺廟、教堂、公園、公共廁所等生活服務設施應列為優

先推動之對象，並在每年度各縣市無障礙環境推動績效考核時，首先著重於高齡

者、身心障礙者社區生活相關場所，以落實社區環境符合無障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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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政府單位根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針對社區組織、管理及環境維護而辦理

「優良社區」的評選，然而「友善社區」的評選重點和「優良社區」並不相同，

因此未來應辦理符合無障礙的「友善社區」遴選，或是在「優良社區」增加無障

礙環境之評量項目，藉此發揮社會教育功能而讓社區居民普遍能重視無障礙的社

區，以突顯友善環境的重要性。此外，德國身心障礙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簡稱 CRPD)國家報告強調對於建築師進行長年

培訓，除針對技術精進也包含培養建築師擔任志工投入老舊建築無障礙環境改善

(黃耀榮, 2017)，因此中央營建主管機關可積極號召高齡的建築師或是其他建築師

接受各縣市政府委託，比照過去國內推動社區營造時鼓勵各縣市政府培訓「社區

規劃師」的概念，讓建築師和室內設計師可跨領域、跨專業和社工人員、護理人

員、長照個管人員共同合作來投入社區無障礙環境和老舊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服

務，亦將因應高齡社會而開創建築新產業。 

(三)城市環境應提供更多元友善設施並翻轉老年生命價值觀 

    Randolph(2006)認為地方政府在居住社區之外應發展公共開放空間，包含高齡

者可使用的公園、花園、廣場、步道、運動或休閒場所，日本的智慧幸福城鎮則

希望各城鎮的市中心應有徒步區可讓高齡居民到商業區閒逛及購物，甚至管制車

流量以促進更多的行人徒步流量，而 Lord 等人(2011)則主張適合高齡居民使用的

公園綠地和廣場空間之面積占全城鎮面積應達到一定的比例並列入城鎮發展計畫，

以提供高齡居民更多戶外運動或休閒活動的場域。美國費城已積極編輯高齡友善

公園檢核手冊以利高齡者很容易查詢適合使用之公園，並要求老人中心或老人住

宅附近設置社區公園，以及鼓勵在老人中心、老人住宅區或老人經常前往的場所(如

禮拜堂、宗教場所…)設置蔬菜園區，以提昇高齡居民從事園藝活動之機會(Rosso, 

Auchincloss, & Michael, 2011)。台灣已經有少數城市開始推動高齡友善餐廳、高齡

友善購物賣場、高齡友善商店，並在許多都市地區的日照中心或長青學苑亦運用

屋頂平台設置蔬菜園區提供高齡者從事園藝活動，同時考量使用輪椅之高齡者作

業方便性而開始採用高架式植栽園區，亦可避免地面覆土造成屋頂排水問題。整

體而言，城市在都市計畫中應有一定比例的公園綠地、運動場地、活動廣場等公

共開放空間，商業區應有行人徒步區，並推動高齡友善餐廳、購物賣場、商店讓

高齡居民容易用餐及購物，並且以日照中心或長青學苑為示範點鼓勵設置社區公

園與蔬菜園區開放給附近社區之高齡居民使用，以及由市政府編錄高齡居民可使

用之友善公園、蔬菜園區、餐廳、購物賣場、商店等手冊資訊。 

    基本上，高齡者促進健康與社會參與以社區環境為主要活動場域將可以和日

常生活結合，離開社區環境到達城市環境將需要便捷的交通系統，因此城市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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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交通系統極為重要，包含交通場站、交通載具、交通標示都應能因應高齡者

之行動需求和資訊需求。另一方面，城市的公共設施應具有無障礙設施才能符合

基本的高齡友善環境需求，因此除了商業設施之外，公共集會設施、文化設施、

休閒設施、衛生醫療設施、社會福利設施、辦公與服務設施等應具有無障礙設施，

才能提供高齡者參加集會、展覽觀賞、就醫、福利服務諮詢等機制。尤其老人福

利機構、護理之家均屬於障礙者使用頻率極高、使用人數眾多之「障礙者專用建

築物」，而醫療機構則屬於高齡者日常生活就醫之場所，此等場所之現行機構設置

標準普遍未能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之「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同時機構評鑑過程亦

未能完全落實無障礙設施評鑑；尤其是醫療機構在符合無障礙環境之發展現況，

不論是機構設置標準、機構評鑑指標或是推動計畫、現行績效在台灣撰寫身心障

礙權利公約(CRPD)國家報告中均未具體提供(黃耀榮, 2017)，顯示現行醫療機構對

於基本的高齡友善環境需求之認知仍然有很大落差，亟待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加強

督導及落實。 

    美國精神醫學會描述職能治療方法應用於失智症患者有認知導向法(如現實導

向、記憶訓練)、情感導向法(如懷舊治療、生命回顧)、行為導向法、感官知覺刺

激法等四種方法(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7)，其中，認知導向在於矯正

認知缺陷，情感導向在擴大自我認同及平穩情緒，行為導向包括體適能、遊戲、

工藝製作、烹飪、園藝等可促進失智症患者彼此溝通互動並藉由活動過程增進愉

快感受，感官知覺刺激包含視覺、聽覺、觸覺、嗅覺之感官刺激訓練、音樂治療

或舞蹈治療、寵物治療等，行為導向和感官知覺刺激都在減少或消除問題行為(Ng 

et al., 2006；Kumar et al., 2014)。台灣現行長照政策對於高齡者之生活支持普遍著

重於生活照顧而不強調生活重建，長照服務法之住宿式長照機構設立標準訂定「日

常活動場所包含多功能活動空間、休閒交誼空間、客廳、餐廳、休憩設施、日常

訓練室、活動室及其他活動空間。」，社區式長照機構設立標準訂定「日常活動場

所包含多功能活動空間、休閒交誼空間、客廳、 餐廳及其他活動空間，訓練及作

業活動等用途皆屬多功能活動空間。」，顯然並不具體界定住宿式長照機構和社區

式長照機構之生活重建功能，過去在護理之家設立標準、老人養護機構設立標準

均明定「物理治療、職能治療空間視需要而設置」，似乎對於失能失智者之生活重

建核心價值並不因新的長照服務法而有更大的進展，因此未來應積極在長照服務

法明訂服務機構一定規模以上者應具體設置失能者之物理治療空間，以及失智者

之各類職能治療活動空間，讓即使是失能失智者亦能夠活躍老化而重建生活能力，

可以獨立自主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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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經由老年生命價值觀倡議與活躍老化之基本精神詮釋，促進活躍老化之

機制與環境影響因素探討，各國高齡友善環境發展和活躍老化之相關性分析，以

及分別由居家環境如何符合安全以預防失能，社區環境如何促進健康維護與社會

參與，城市環境如何提供更多元友善設施並翻轉老年生命價值觀等三層面提出活

躍老化友善環境如何全面營造之觀點與論述，最後本文有以下之結論與建議： 

(一)國內應積極界定活躍老化之基本精神，讓高齡者透過獨立自主及互助而正向

看待老化，並有尊嚴有意義的過老年生活，因此提供健康促進及社會參與的機

制以預防高齡者生理和心理失能，並針對失能失智者積極提供生活重建系統讓

其能夠重建生活能力，將是活躍老化友善環境營造之終極目標。 

(二)現有居家環境未能落實無障礙環境，將無法防範高齡者因意外事故造成失能。

營建主管機關對於新建住宅應規範不分幾層樓、不分住宅的公共設施或住宅內

部皆需符合無障礙環境，對於舊有住宅則應設立單一窗口推動無障礙住宅改善

之整合性服務，積極提昇改善效率以落實居家環境安全。 

(三)社區環境欲有效提供高齡者健康促進與社會參與之機制，應在鄰里社區分層

建構服務圈。長照主管機關應在「鄰里照顧關懷據點」的室內空間透過共餐、

簡易休閒活動及健康衛教以促進高齡者基本的社會參與及健康管理，並結合鄰

里公園、鄰近國民小學提供健走、簡易運動。社區日照中心應附設長青學苑、

樂齡中心，並結合既有社區中心而提供高齡者多元化的室內休閒活動及健康衛

教場域，社區公園、活動廣場以及增設蔬菜園區則可提供高齡者多元化戶外活

動場域。 

(四)社區人行步道、公園綠地與活動廣場應提供街道傢俱、具有植栽遮蔭以及符

合無障礙環境，以利高齡者休息、相聚及促進互動。營建主管機關針對高齡者

社區生活相關之公共設施與活動場所應優先列為無障礙環境推動對象，並在現

行「優良社區」遴選增加無障礙環境評量，讓社區居民普遍重視「友善社區」

的重要性而發揮社會教育功能。 

(五)營建主管機關可比照歐盟(如德國)積極號召建築師接受各縣市政府委託，比

照過去推動社區營造之「社區規劃師」培訓方式，讓建築師可跨領域、跨專業

和社工人員、護理人員、長照個管人員共同合作投入社區無障礙環境和老舊住

宅無障礙設施改善服務，而開創高齡社會建築新產業。 

(六)在商業區可推動高齡友善餐廳、購物賣場、商店讓高齡居民容易用餐及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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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主管機關應積極以日照中心或長青學苑為示範點鼓勵設置社區公園與蔬

菜園區開放附近社區高齡居民使用，並由縣市政府編錄高齡居民可使用之友善

公園、蔬菜園區、餐廳、購物賣場、商店等手冊資訊。 

(七)衛生福利主管機關應優先針對長照服務法之社區型和住宿型失能失智者照顧

機構以及高齡者日常就醫之醫療機構，儘速修正機構設置標準以符合建築技術

規則之「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並在機構評鑑完全落實無障礙設施評鑑。 

(八)應翻轉老年生命價值觀讓長照政策對於高齡者之生活支持不僅是生活照顧而

強調生活重建，長照服務法之社區型和住宿型失能失智者照顧機構應明訂服務

機構一定規模以上者應具體設置失能者之物理治療空間，以及失智者之各類職

能治療活動空間，以利於失能失智高齡者亦能夠活躍老化以重建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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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不動產發展與高齡者居家安養之課題 
 

一、前言 

茲為提升高齡族群樂活品質，從照護體系需求的建築及居住環境觀點，探討不

動產業界實際可能扮演角色與貢獻作為，論述台灣高齡化社會變遷趨勢中，提案

不動產發展與高齡者居家安養，5 項政策說帖與產業商機。 

(一) 高齡化社會變遷人口結構之特質 

台灣高齡化社會存在「人老+屋老」雙老特質，所謂「人老」係指人口結構，

超過 65 歲以上人口比例快速攀升，依據國發會1預測 2018 年達 15%高齡社會，2025

年達 20%超高齡社會(圖 4-1)。換言之，台灣每年誕生的新生兒愈來愈少，也顯示

愈生愈優質。反之，高齡者因壽命延長，尋求更健康的樂活，有尊嚴的暮年，啟

動了居住與安養課題，更朝多樣化、多元化長期照護設施2新需求(圖 4-2)。 

 

 

 

 

 

 

 

 

 

 

 

 

 

 
 

 

 

 

                                                      
1 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布中華民國人口預測(105 年至 150 年)。 
2 圖 4-2 顯示長照服務設施的全光譜，左端表示一般居家式照護，右端表示專業機構式照護。兩端之間存在許

多類型的照護安養設施型態，這是本文以民間不動產開發者觀點，論述不動產業界實際可以扮演角色與可

能貢獻作為。 

 

圖 4-1 台灣高齡化社會人口結構之變遷 

   
圖 4-2 高齡者需求長照服務設施之多樣化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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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齡化社會變遷屋齡結構之特質 

回顧台灣不動產過去 30 年發展，每年度建築興建產量3紀錄，曾經在 1981 年

與 1994 年，創造年度高峰不動產營建實績，然而將此兩高峰時間推移 30 年後(圖

4-3)，今天正處於 2011-2024 年間的建築現況課題，顯現眾多的建築物高齡老舊窳

陋，需要從事建築健檢、補強、維修的局面(圖 4-4)。觀察近年來新屋年度別營建

產量有逐年減少趨勢，但營建品質確實愈建愈好。反之，高齡老屋因為窳陋產生

居住公安課題，建築物少部分尋求更新重建方式，建築物大部分仍依賴嶄新技術，

選擇健檢、整修與維護利用方式，追求延長建築耐用年限壽命，創造老屋也能舊

瓶新裝，活化與再用之不動產發展新趨勢。 

 

 

 

 

 

 

 

 

 

 

 

 

 

 

 

                                                      
3 興建產量，係指竣工啟用建築棟數與總樓地板面積。 

 

圖 4-4 建築病理學結合老屋整修維護再用技術 

 

圖 4-3 台灣建築物高屋齡、老舊化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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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台灣高齡化社會之「人老+屋老」變遷趨勢與特質後，個人腦海浮現高齡

族群的居家安養，如何引入長期照護服務新課題。因此，本文整合「居家安養」

與「照護服務」兩面向，論述以下 5 項建議的政策說帖與產業商機： 

課題一：不動產開發結合醫療照護專業，興建機構式照護設施 

課題二：營造高齡者容易實踐在地安養，充實社區式照護設施 

課題三：補助改善高齡者老屋空間設備，健全居家式照護設施 

課題四：導入長期照護科技設備與系統，落實智慧建築居家環境 

課題五：拓展國際高齡候鳥族群來台，啟動長宿樂活關聯產業商機 
 

二、不動產開發結合醫療照護專業，興建機構式照護設施（課題一） 

當前許多不動產開發業者，志趣於高齡社會長照服務事業，擬覓地投資結合醫

療照護，興建「機構式」設施案場（圖 4-5）。從政府推展機構式長照產業發展政

策而言，究竟應該如何鼓勵或誘導不動產業者，加入長照安養行列？逆向言之，

長照安養主體的醫療與照護專業行業，應該如何接納與結合有意願的不動產業者，

共同策劃推展機構式長照安養設施，興建類似雙連安養中心、長庚養生文化村(圖

4-6)，合作經營高齡社會長照服務事業，這是許多不動產業者關心、動心的夢想。 

 
 
 
 
 
 
 
 
 
 
 
 
 
 
 
 
 
 
 
 

 

圖 4-5 台灣長期照護服務資源三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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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業界關心與動心之興建「機構式照護設施」夢想，也許非當前政府長照

政策與醫療社福專業，共同認知與認同的未來台灣高齡者居家安養的願景。但若

回顧台灣不動產發展經營的環境，仍能嗅覺到前瞻的大趨勢。 

台灣近年來不動產開發事業型態的趨勢有一項新特質，住宅或商業開發案場售

罄後，開發業者浮現考量爭取售後服務機會，譬如參與建築物長期修繕維護與營

運管理的思維，主要影響因素有二：(1)公部門政府興建新建築的經費逐年減少，

反而編列維護修繕經費逐年增加。(2)私部門開發新案場的需求逐年減少，開發商

反而珍惜自己興建竣工啟用案場的後續服務。具體舉例言之，(1)太子建設 BOT 案

興建台灣大學、成功大學的學生宿舍案，可算公共工程興建結合民營長期營運的

成功典範案例；(2)當前出租型社宅政策推展 BOT 專案，考量社宅興建工程單位，

容許興建後承攬長期物業管理營運的新模式；(3)民間建設公司內部逐漸成立資產

管理部門，針對開發案場興建售罄後，爭取業主管委會繼續承攬長期物業管理服

務的機會，可謂不動產發展轉型的「新事業」。 

因此，順應不動產發展的大趨勢、新特質與新事業，長照安養主體的醫療與照

護行業們，必須有敏銳能力嗅覺新商機，即結合志業於高齡社會長照服務事業之

不動產開發業者，共同興建合作深耕機構式照護設施。 

然而，依據新聞報導『專家：現在的長照制度 缺少「住宿」型態服務』4之報

導： 

家庭照顧者總會秘書長陳景寧分析，失能者中有 2 成屬於重度失能者，因身上有管路
或疾病複雜，居家缺乏設備與專業，勢必得留在機構；至於有「另類親人」之稱的社福外
勞，去年暴增 1 萬 3 千名，增幅是前一年 3 倍，創 11 年來增加人數最多，對政府的長照
2.0 標舉去外勞化，完全打臉。前台南縣社會局長曹愛蘭說，現在的長照制度裡，缺少了
「住宿」型態服務，是因為有學者反對機構型式的照顧；但是，「人就是會失能到無法住
在家裡」，或是「沒有家庭照顧者的失能者」，不能沒有機構住宿來照顧。長照 2.0「保小

                                                      
4 2017-08-12 聯合報 記者魏忻忻、梁玉芳╱即時報導，『專家：現在的長照制度 缺少「住宿」型態服務』。  

 
圖 4-6 台灣機構式照護設施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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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保大」的設計，台北榮總高齡醫學中心主任陳亮恭也感到不平，「住進機構不是被照顧
者和家屬自己願意的。」但現在補助不足，讓不得已家人住在機構的中產階級無法得到任
何幫助。 

回顧當前長照政策與法令制度，仍對興建機構式照護設施的不同意見，然而民

間不動產業界的資源與動能，存在強烈參與長照住宿型服務商機。顯現不動產開

發結合長照服務，乃順應時局之大趨勢，也可形成永續經營產業與事業。因此，

本課題政策說帖之一，建議政府誘導與善用民間財力與活力，主動媒合不動產開

發與醫療照護之各行業界，興建更多元化機構式照護設施，提供高齡者更多樣化

選擇機會，適用更多類型的老後安養，以利健全台灣優質且可永續經營的長照服

務事業。 
 

三、營造高齡者容易實踐在地安養，充實社區式照護設施（課題二） 

長期照護服務型態之二的「社區式照護」，乃當前政府推展長照政策的重要方

向。依據新聞報導5，「對於長照需求的家庭，那一種照護方式最理想」(圖 4-7)，

調查問卷結果顯示由家人照顧，加上政府提供長照服務，為最主要選項。個人的

觀點，高齡者能夠在居住地區，獲得社區式照護居家安養，最可以解決居家缺乏

設備，也可不必煩惱長留機構之良策。 

最近參與多項北部三都6出租型社會住宅建設專案，執行前期物業管理顧問服

務，體會台北市內湖區瑞光公營住宅(圖 4-8)，提供社區式社福相關的公共服務方

式，非常值得推廣與學習的典範案例。政府興建社會住宅計畫戶量時，依據基地

區位別特性，策劃適量附屬經營事業樓地板面積，結合社福長照導入公共服務，

如此足以充實今後台北拓展社區式照護設施的良策。 

 

 

 

 

 

 

 

 

 

 

 

                                                      
5 2017-08-13 聯合報 記者梁玉芳、魏忻忻。 
6 三都係指台北市、新北市與桃園市，均積極推展出租型社會住宅。 

 

圖 4-7 長照需求家庭 那一種照護方式最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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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台灣都市計畫地區之市鄉鎮或位屬非都市計畫地區，如何審慎善用低度使

用的機關用地或公共建築設施，應該列為當前國土資產活化的重大課題。譬如活

用閒置或低度使用的機關用地或公共建築，或校地或校舍，或租用區位適宜的民

間空屋房舍，作為推展社區式照護服務之準公共設施，如此即易落實居家式結合

社區式之長期照護服務。 

此外，民間物業管理服務業的照護專業能力與人力，也許也是提升今後台灣長

照服務的一線新曙光與生力軍。 

台灣當前已經超過 80%總居住人口，居住在所謂的都市化地區。政府處理高齡

化社會照護課題，無論是機構式或居家式照護，必須兼顧台灣獨特的居住型態與

人口分布結構，居住型態呈現高層化的集居，人口分布呈現高密化的混居環境。

個人觀察近年來不動產開發趨勢，無論在都會地區的中層華夏、高層公寓大廈，

或鄉鎮地區的(3 至 5 層)低層透天厝案場，開發商均能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協助設置社區或大樓的管理委員會組織。由管委會委託民間專業物業管理公司，

從事建築設施設備之保全、保潔與保養服務，這也是台灣物業管理服務公司，所

從事的「建物與環境維護」、「資產營運與管理」、「生活與商業服務」3 大板塊的業

務範疇(圖 4-9)。 

換言之，今後無論社區式或居家式的安養照護資源與服務水準，如何藉由民間

物業管理服務業者的專業能力與人力，協助落實高齡者生活與商業服務的方式(圖

4-10)，確實助益實踐在地、在宅老後的居家環境，已是一項重要的物業管理服務

業新課題。 

 

 

 

 

圖 4-8 台北市內湖瑞光公營住宅低層裙樓設置社福公共服務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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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題政策說帖有二項：(1)各級政府盤點可提供社福公共服務設施資源，善用

且活化公共設施與建築資產，充實社區式照護設施與設備，銜接居家式照護與安

養。(2)內政部營建署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積極督導各都縣市政府，提升建置

集合住宅管理委員會比例，藉由專業公協學專業團體，培訓物業管理服務行業專

業水準，銜接落實居家在宅長照服務。 
 

四、補助改善高齡者老屋空間設備，健全居家式照護設施（課題三） 

長期照護服務型態之三的「居家式照護」，呈現在地、在宅安養老後環境與設

備的課題，如何協助高齡者在熟悉的社區居家環境中安養，依其身心狀況，社福

機構與法令制度已經提供軟體、硬體二大方面服務(圖 4-11)。 

硬體方面協助改善設施，包含居家安全(住屋結構耐用診斷與補強、設備更新

與修繕補助....等)，環境改善(屋內設施設備改善、建置無障礙設施....等)。軟體方

 

圖 4-9 台灣物業管理服務業之範疇與定義 

 

圖 4-10 台灣物業管理公司之生活與商業代辦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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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提供照顧服務，包括居家式服務(居家服務、餐飲服務、居家護理、居家復健....

等)，社區式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顧、交通接送....等)。 

 

 

 

 

 
 

 

個人深覺當前執行中的社福補助高齡者，改善居家老舊房舍空間與設備制度，

堪稱全方位的「螞蟻雄兵」，深入高齡社會「末梢神經」的照護良策。既然高齡者

期待由家人照顧，且獲得政府提供長照服務；期待在熟悉的社區居家環境中安養；

期待延長他人來照顧，渡過有尊嚴的晚年生活，圖 4-12 所示的補助改造成果，值

得繼續推展。尤其協助高齡者自己有能力，處理自己下半身的清潔的設備與環境，

這是尊重高齡者的溫馨人性工程(圖 4-13)。 

 

 

 

 

 

 

 

 

 

 

 

 

 

 

 

 

 

 

 

 

 
圖 4-11 改善高齡者居家之軟體、硬體二方面社福服務 

 

圖 4-12 改善長照居家在宅安養之無障礙安全環境 

 

圖 4-13 改善長照居家在宅安養之衛浴設備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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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題政策說帖有二項：(1)台灣衛浴文化協會7是專精於居家日常沐浴的浴室，

與無障礙環境的廁所之專業團體，建議邀約該協會積極參與，協助直轄市及各縣

市社福照護人員，改善高齡者居家式照護，提升衛浴環境與設備水準。(2)內政部

營建署與建築師公會，藉由推廣無障礙環境規範，未雨綢繆推展高齡化居家環境

之通用設計。 
 

五、導入長期照護科技設備與系統，落實智慧建築居家環境（課題四） 

智慧科技與設備導入載體，所謂載體係指人體、建築物、城市甚至國土，已是

當前不動產開發的顯學。因此，創生了「智慧建築8」、「智慧城市9」、「智慧國土」

之新領域。 

所謂智慧建築係指藉由科技設備與系統，提升建築使用與維護性能，便利生活

服務的新領域。舉例言之，新建竣工啟用的公寓大廈，家庭水表、電表、瓦斯表，

普遍開始使用的智慧登載數據紀錄器(圖 4-14)，適合高齡者身上穿載的記錄器，或

居家非穿載式之簡易人體紅外線感應器(圖 4-15)，成熟科技的開發產品已經商業化，

逐年落實應用到高齡者居家生活設備與環境。 

 

 

 

 

 

 

 

 

 
                                                      
7 台灣衛浴文化協會乃吳明修建築師創設的專業團體，宗旨協助提升台灣廁所與浴室之空間與設備環境水準，

歷年活動頗積極的專業團體。網址 http://www.taiwantoilet.org.tw/ 
8 智慧建築係指建築物及其基地設置建築自動化系統（BAS），配合建築空間與建築體元件，從人體工學、物

理環境、作業型態及管理型態角度整合，將建築物內之電氣、電信、給排水、空調、防災、防盜及輸送等

設備系統與空間使用之運轉、維護管理予以自動化，使建築物功能與品質提昇，以達到建築之安全、健康、

節能、便利與舒適等目的。 
9 智慧城市是把新一代資訊科技充分運用在城市的各行各業之中的基於知識社會下一代創新的城市資訊化高

階形態，實現資訊化、工業化與城鎮化深度融合，有助於緩解「大城市病」，提高城鎮化品質，實現精細化

和動態管理。關於智慧城市的具體定義比較廣泛，目前在國際上被廣泛認同的定義是，智慧城市是新一代

資訊科技支撐、知識社會下一代創新（創新 2.0）環境下的城市形態，強調智慧城市不僅僅是物聯網、雲端

運算等新一代資訊科技的應用，更重要的是通過面向知識社會的創新 2.0 的方法論應用，構建用戶創新、開

放創新、大眾創新、協同創新為特徵的城市可持續創新生態。智慧城市通過在人力和社會資本，以及在交

通和資訊通訊基礎設定上的投資來推動可持續經濟增長和高生活品質，並且通過參與式的管理對上面的資

源及自然資源進行科學的管理。一些智慧城市建設的先行城市也越來越突出以人為本的可持續創新，比如

歐盟啟動了面向知識社會創新 2.0 的 Living Lab 計劃，致力於圍繞市民需求將城市建設為各方共同參與的開

放創新空間，比如[[維也那 大學]]對城市體系評價的 6 個指標，即智慧的經濟、智慧的運輸業、智慧的環境、

智慧的居民、智慧的生活和智慧的管理等 6 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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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業界遠雄集團，曾經與工研院、馬偕醫院，共同推展台灣「遠距健康照

護管理計畫」，提供住戶健康指數監測的服務，選擇「林口未來城」案場推出，為

建築業界首嚐創舉。今天姑且不論遠雄公司推展遠距健康照護管理計畫之成敗，

不動產業界關注多項科技設備與系統，譬如門禁系統與設備，如何於建築設計階

段，即導入建築主體，或順應高齡者居家環境需求，導入多項監測產品，已是明

顯大趨勢。尤其，科技監測儀器一但應用到建築居家生活，最終將會落實應用到

以人為本位的載體，譬如圖 4-16 以高齡者為載體中心，或圖 4-17 以居家住宅為載

體中心，智慧科技與設備協助提升生活服務，絕對是未來發展的商機，也是傳統

服務業轉型提升品質的契機。 

同理言之，中央或地方政府，也能從資訊整合並應用大數據方式，加強城市、

國土雲端科技資訊服務，以利提升更高層次的生活環境品質，建立更友善的宜居

環境。總言之，台灣 IC 產業政策的發展與產品，期待大量應用到智慧建築、智慧

城市、智慧國土。同時也可以預期，高齡社會居家安養環境的改善與服務的提升，

建築主體絕對邁向通用設計結合智慧科技，高齡者需接納穿載式或非穿載式的科

技輔具，也是必然的趨勢。 

 
圖 4-14 家庭水表、電表、瓦斯表之智慧登載數據紀錄器 

 
圖 4-15 高齡居家非穿載之簡易人體紅外線感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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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題提案政策說帖有二項：(1)台灣產業強項的 IC 製品，藉由政策規劃導入

各類型載體，譬如警民監視器連線，助益監控防犯提升破案能力，績效有目共睹。

建議內政部及國發會，針對既有智慧建築及全部公共建築，每棟建築物視為城市

與國土的一粒活細胞，應該善用長期監測紀錄所積累的資訊，整合到智慧城市系

統內，建置健全的智慧國土新雲端。(2)建議民間社區各大樓物業管理公司或各縣

市地區醫療照護單位，開發建置資訊服務系統，可以連結到高齡者個人為載體中

心的智慧監測系統，全面提升高齡化居家安養環境之優質服務水準。 

 

 

圖 4-16 以高齡者為載體中心的智慧科技設備與服務 

 
圖 4-17 以居家房屋為載體中心的智慧科技設備與服務 



76 
 

六、拓展國際高齡候鳥族群來台，啟動長宿樂活關聯產業商機（課題五） 

課題五動念的問題意識，如何拓展國際健康且有經濟能力的高齡族群，實現來

台長宿休閒與樂活安養，推展長宿休閒產業政策，營造樂活宜居生活大國，是本

課題政策說帖。 

從醫療與照護體系探討高齡者建築及居住環境課題，依據高齡者體能老化程度，

不能僅偏重需要醫療照護的長期臥床、失智或體弱障礙者的需求而已，應該更須

要積極探討身心健康、嚮往樂活，且擁有經濟能力的高齡族群，能夠在台灣進行

長期休閒渡假「異地養老」、「候鳥式休閒生活」。 

換言之，高齡族群也可以有俗稱長宿10(Long stay)安養型態的新家。長宿休閒

可以衍生許多面向的關連產業，不動產業者可能貢獻作為，就是營造高齡族群容

易接納長宿安養的第二個家。 

個人擔任過（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董事長，2013 年曾接受國

家發展委員會委託，執行『國際高齡族群來台長住之關聯產業及區位發展政策規

劃』11，本項研究成果中，有關「居家安養」與「長照服務」面向課題，簡要敘述

內容及建議事項如後： 

 

 

 

 

 

 

 

 

 

 

 
                                                      
10 Long Stay 為日式英語，台灣翻譯為長宿，肇始於 1980 年代的日本，目前已成為日本人出國長期旅行的新

流行用語，這種到國外進行長期休閒渡假的作法，與「異地養老」、「候鳥式休閒生活」相近。自從 2005 年

6 月間，農委會聘請日籍 Long Stay 專家來台指導後，已正式將 Long Stay 稱為「長宿休閒」。 
11 主要內容探討 5 項目：一、國外政策、做法與案例分析，二、市場供給面與需求面調查分析，以及國際目

標市場界定（1.需求市場分析、2.供給市場分析、3.目標市場界定），三、發展區位評估及改進作法建議（1.
釐訂適合推動相關產業之區位及環境條件，並建立相關區位評估準則。2.就北、中、南、東及離島等各區域

推動國際高齡族群來台長住之相關產業發展，進行優、劣勢條件評比及發展適宜性分析。3.針對適宜發展地

區如何加值發揮其地區優勢特色、補強劣勢，提出相關行動方案建議），四、檢討調整觀光、醫療、居住等

相關產業政策（1.針對前開國際目標市場高齡族群來台長住之樣態、關聯產業類別及發展需求，檢討相關生

活、居住、觀光休閒、醫療等相關服務及支援性產業發展環境，包括部門政策、法令規章、獎勵辦法等配套

措施，以及近年實際推動成效，並提出相關政策調整建議。2.探討如開放中國大陸高齡族群來台長住，所涉

兩岸現行國家政策、法令制度之可行性評估，以及對於我國政治、社會、經濟之相關正、負面影響分析，並

提出相關政策調整建議），五、擬具產業發展行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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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宿旅客每停留 1 星期，每年所帶來的經濟效益，相當於 52 名觀光客。日本

long stay 財團預估 2012 年 50 歲以上之日人，約有 147 萬人擬至海外 long stay。在

台灣尚未行銷的情境下，有意願來台灣 long stay 者，約占 3%，43,000 人。以其平

均停留 3 個月，每月花費 10-15 萬日幣，可帶來達 36-55 億台幣潛在商機。由於政

府體認推展長宿國家政策之必要性，初期先以日本長宿旅客為主要對象，爾後再

擴大設定國家別、地區別高齡族群(圖 4-18)，包括歐美、東北亞、東南亞，甚至俄

國、中國，有經濟能力的高齡族群，探討如何誘導來台從事長宿樂活，以利啟動

關聯產業發展的新契機。 

 

 

 

 

 

 

 

圖 4-18  國際高齡候鳥族群來台長宿研究對象設定國家與地區(2013 年來台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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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宿休閒能夠實踐異地養老，日常生活可以結合旅館民宿、旅遊交通、餐飲美

食、醫美療養、運動健康、藝術文創、專長學習....等活動，如此型態的長宿樂活

衍生許多新興關聯產業。「核心產業」包括不動產租賃業、物業管理、觀光旅館業、

民宿業等行業，「關聯產業」涉及飲食、醫療、運輸、傳媒通訊、百貨業、金融業、

代辦業等行業，若擴大論及「延伸產業」，包括旅遊(國內外旅遊)、醫療業(健檢、

醫美、身心靈整合休閒)、教育業(學習或技術文化交流)、不動產業、餐飲美食服

務業、運動休閒產業等等(圖 4-19)。雖然推展長宿休閒產業，助益高齡者異地養老，

度過著候鳥休閒生活，兼顧拓展國家產業發展。然而，長宿休閒想成為國家級的

政策，仍需要建立公私部門合作夥伴關係。政府應該積極檢討調整觀光、醫療、

居住等相關產業政策，建立國家窗口，以利行政作業與推廣行銷。縣市政府各局

處室，也需建立整合作業的窗口平台，擬訂具體產業發展行動策略，才能促成產

業上下游的異業連結與結盟(圖 4-20)。 

個人願意舉例說明「整合長宿休閒產業政策」，「營造宜居生活大國」政策說帖

之願景。記得 2011 年 12 月下旬，有機會協助中國海南省瓊州學院圖書館建築設

計，在三亞市見識到有經濟能力的中國大陸北方高齡長者，成群如候鳥般避寒南

飛到綠意盎然、晴空萬里、綿延數十公里的海邊，享受亞熱帶南方椰子樹下的溫

暖陽光，三五成群，談天說地，各式各樣的玩牌，有些吹著薩克斯風樂器，有些

喝著茗茶、有些啃著饅頭聊天，優遊且逍遙自在(圖 4-21)。 

 

 

 

 
 

 

 

 

 

 

 

 

 

 

 

 

 

 

 

圖 4-19 長宿休閒涉及核心產業、關聯產業、延伸產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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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長宿休閒產業政策關聯國家與縣市整合平台 

 

圖 4-21 海南省三亞市長宿休閒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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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聯想到，政府如果動念想攔截飛越台灣天空，南下馬來西亞、泰國從事長

宿的日本旅客，期望能就近落地台灣，實現滿意的長宿休閒。同理言之，同文同

種、語文相通的中國北方高齡長者，若有機會南飛來台灣從事長宿休閒，絕對有

強烈的誘因與機會，實現旅館民宿、旅遊交通、餐飲美食、醫美療養、運動健康、

藝術文創、學習專長....等活動，因需求長期住宿之便，必須租屋或購屋，必定繁

榮不動產關聯各行各業。 

坦白講，個人前面所述的政策說帖願景，目前仍然落空著，因為當前兩岸局勢

環境，只要涉及從中國來台從事不動產開發或租售，這是非常敏感的政治課題。

但是，時間不會等台灣的，唯有轉念來迎合。建議政府能有條件開放中國大陸有

經濟能力的高齡族群，有機會來台從事長宿休閒、異地養老、候鳥式休閒生活。

當然，政府現在需要更加緊腳步，策劃接納長宿政策，營造優質長宿安養生活環

境。 

『國際高齡族群來台長住之關聯產業及區位發展政策規劃』成果報告書，已經

具體建議政府應該善用北回歸線以南的台灣冬天陽光資源(圖 4-22)，能在物價與房

價生活費比較便宜的南台，推展國家級的長宿休閒政策，增加長宿服務就業機會，

吸引高齡族群的新增人口，誘導年少青年服務業新住人口，助益解決全台人口逐

年偏北遷移，呈現國土規劃不均衡發展課題。南部台灣現在所需要的發展關鍵活

水，藉由推展長宿關聯的新產業，鼓勵誘導遷入新增人口。因此，本文藉由中技

社舉辦「提升銀髮族生活品質及照護體系」論壇機會，大聲呼籲繼續推展農委會

主管鄉村型，觀光局主管都會型之長宿示範點案例(圖 4-23)，以利營造國際長宿休

閒樂活新家園。 

 

圖 4-22 中國北方高齡候鳥族群來台長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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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語 

本文依據前述 5 項課題12，逐項條列建議的政策說帖與產業商機，當作結語，

就教大家： 

（一）政府誘導與善用民間財力與活力，主動媒合不動產開發與醫療照護之各業

界，興建更多元化「機構式照護」設施，提供更多樣化的老後安養類型，

健全全方位且優質的長照經營模式。 

（二）各級政府盤點可提供社福公共服務（土地或空間）設施資產，善用且活化

設施之建築與設備資源，積極充實都會與鄉鎮之「社區式照護」設施與設

備，緊密銜接居家式照護與安養。 

（三）內政部營建署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建議更積極督導直轄市及各縣市

轄區內社區及公寓大廈，逐年提高設置管理委員會比例，藉由建築與長照

相關的公協學專業團體，培訓物業管理行業提升專業水準，充實今後居家

在宅長照服務人力。 

（四）台灣產業強項的 IC 科技設備與系統製品，政府加強導入生活服務及建築物

載體內，已經呈現有目共睹績效。建議內政部及國家發展委員會，針對已

                                                      
12 課題一：不動產開發結合醫療照護專業興建機構式照護設施，課題二：營造高齡者容易實踐在地安養獲得

社區式照護設施，課題三：提升居家式照護設施品質，補助改善高齡者老舊房舍空間設備，課題四：導入

科技設備與系統，落實智慧建築居家環境，課題五：拓展國際高齡候鳥族群來台長宿樂活關聯產業與政策。 

 

圖 4-23 鄉村型與都會型長宿示範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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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智慧建築標章建築物，以及全國的公共建築物，做為城市與國土的監測

活細胞，應該善用其長期監測紀錄積累資訊，整合到智慧城市系統內，建

置健全的智慧國土資訊新雲端。 

（五）擴大民間物業管理公司與地區醫療照護單位，建置資訊服務系統，連結高

齡者穿載式與非穿載式的智慧監測器，全面提升高齡者日常生活與居家安

養之優質服務水準。 

（六）拓展國際高齡候鳥族群來台，啟動長宿樂活關聯產業，擬定國家級的長宿

休閒政策，繼續推展農委會主管鄉村型，觀光局主管都會型之長宿示範點

案例計畫，以利營造國際長宿休閒樂活新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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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高齡社會交通運輸課題與展望 
 

一、高齡人口概況 

台灣地區高齡化現象是令人擔憂的，其原因為台灣人口壽命的增加和出生率

逐年降低之現象，使得台灣高齡化步調遠超過許多先進國家的速度。依據內政部

統計處 2017 年 6 月資料顯示，65 歲人口數已佔全國總人口數 13.5%，宣告正式進

入高齡社會(高齡人口佔總人口比例 14%以上)。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到 2025 年高

齡者所佔比率將高升為 21%，屆時，每 5 位台灣人中，有一位是 65 歲以上的高齡

者，如圖 5-1 所示。高齡化對一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影響極為多元，並會因各國社會

經濟脈絡差異衍生不同的挑戰；對台灣而言，由於加上工作人口將呈現負成長、

產業經濟結構持續調整，以及社會福利制度正處轉化期等挑戰，不難想見，台灣

面對的高齡化挑戰勢將更為嚴峻。 

 

圖 5-1 台灣地區高齡化趨勢圖 

國家發展委員會進行 2016 年人口推計結果顯示，我國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已於 1993 年超過 7%，正式邁入高齡化（ageing）社會；預估此比率將於 20 年超

過 14%，使我國成為高齡（aged）社會，2026 年此比率將再超過 20%，我國將成

為超高齡（super-aged）社會之一員。預估至 2061 年，約每 10 個人中有 4 位是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而此 4 位中則將近有 1 位是 85 歲以上之超高齡老人，如圖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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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發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報告(103 年至 150 年)。 

圖 5-2 高齡化時程推計趨勢 

對即將到來的高齡社會而言，面臨人口快速老化、家庭與生活型態改變、社

會價值變遷的問題與挑戰，必須有更前瞻整體的政策規劃，以滿足高齡者對健康

照顧、長期照顧、基本生活、支持網絡、人力再運用、運動休閒及消費、無障礙

生活及破除歧視等的多元需求，期待讓我國民眾均能享有健康快樂有尊嚴的老年

生活。行政院之規劃係以延長國人健康年數、減少失能老人人口為當前高齡政策

核心主軸，高齡社會白皮書以建構「健康、幸福、活力、友善」高齡社會新圖像

為願景，具體理念如圖 5-3 所示。 

 
資料來源：高齡社會白皮書規劃報告(2015)。 

圖 5-3 高齡社會白皮書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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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齡社會友善環境 

(一) 國外因應對策 

高齡友善城市之概念脫胎於健康城市，世界衛生組織(WHO)為因應城市發展

所產生許多社會、衛生及生態等問題，逐漸威脅人類健康，而於 1986 年提出「健

康城市計畫」，勾勒出健康城市的遠景，並且呼籲結合地方的力量，由社區居民、

政府、企業、民間團體等形成共同的意識，以營造健康城市，達到全民健康的目

標。健康城市營造所探討與關心的議題不僅是個人的身體健康層次，也擴及文化

生活、居住環境、社會生活、社區參與…等廣泛層面。 

世界衛生組織並於 2007 年 10 月 1 日國際老人日發布「高齡友善的城市指南」

（Global Age-friendly Cities: A Guide），協助開發中國家在都市化發展過程中未雨

綢繆，以因應日益增長的高齡人口對整體生活環境品質需求，並宣揚高齡友善城

市之理念，期望在健康城市的組織與架構上達到活躍老化的目標。 

所謂「高齡友善城市」是指包容老年人，使他們可以無障礙地行動並增進他

們活躍老化能力的都市。因此「高齡友善的城市指南」的整體設計都是圍繞著健

康、社會參與和安全的主軸，該指南中所確立的標準是根據在全球 22 個國家的 33 

個城市進行調查，與當地的老年人展開討論後所獲得的結果而制定的。參與的城

市包括紐約、東京、莫斯科、伊斯坦堡、墨爾本、墨西哥市等，參與的城市雖然

遍及全球，但是調查結果顯示，不同城市中老年人的需求仍具有相同的特質。該

指南可以提供都市計劃人員或老年人進行監測都市發展情況之用，並提供一套關

懷老人的查核表。例如，為了能在市內步行和享受綠地，關懷老人的城市應該有

足夠的空間規劃，維護良好和安全的公用長椅，以及充足的、清潔的、可近的無

障礙公廁；其他重點包括人行道應有良好的維護和照明，公共建築物的可近性，

公共交通提供優先座位，駕駛應有耐心和禮貌等待老人坐穩後才開車，社區應有

適合老人居住的住屋，多元化的志願工作及多元化的工作機會，營造尊重老人的

文化等。該指南共包含 8 大面向指標： 

1.無障礙與安全的公共空間（Outdoor spaces and buildings） 

無障礙與安全的公共空間、戶外開放性空間與公共建築對高齡人口的行動

力、獨立性與生活品質有決定性的影響。其中包含關於愉悅與乾淨的環境、綠

色空間的重要性、休憩環境、友善和健康的步道空間、人行安全空間、可及性、

安全的環境、行走與自行車步道、友善的建築空間、適量的公共廁所和高齡消

費者等層面。 

2.高齡者大眾運輸 (Transportation) 

大眾運輸的可及性與可負擔性，是影響高齡者行動的關鍵因素。其中又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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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可及性、可負擔性、可靠性與車次頻率、旅次目的地、對高齡人口友善的大

眾運輸、為高齡人口提供的特殊服務、博愛座與民眾禮貌、大眾運輸駕駛、安

全與舒適、大眾運輸場站與服務站點、計程車、社區大眾運輸、服務資訊、駕

駛狀況、貼心的大眾駕駛和停車空間等層面。 

3.高齡者住宅(Housing) 

住宅首重安全與舒適寧靜。同時，一個舒適的住宅與社區和社會服務必然

有連結關係，也會對高齡者的獨居生活與生活品質產生直接的影響。此面向包

含可負擔性、基本需求服務、設計、裝潢、維生供給系統、服務的可及性、社

區與家庭連結、住宅選擇和生活環境等層面。 

4.高齡者社會參與(Social participation) 

高齡者社會參與、支援與良好的健康和生活環境之間有高強度的連結關

係，參與休閒、社會、文化與心靈活動，甚至是與家庭之間的互動，都會讓高

齡居民不斷地活動。而社會參與包括可及的機會、可負擔的活動、機會範圍、

活動與事件的體認、鼓勵參與、獨立對話和世代整合及文化與社區等層面。 

5.敬老與社會融入(Respect and social inclusion) 

整體來說，高齡者從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回想，大多認為自己是受尊重的。

但最重要的是高齡者本身的態度，如果他們本身是值得尊敬且有禮貌的，則通

常他們也會受到同等的回應。但是，也有些高齡者認為自己不受尊重，人們對

高齡者行動遲緩感到沒有耐心，也對年老的駕駛人有不禮貌的行為。而在此面

向亦包含尊重與不尊重的行為、高齡者歧視、世代間互動與公眾教育、對社區

的幫助、家庭地位和經濟排斥等層面。 

6.高齡者工作與志願服務(Civic participation and employment) 

大部分高齡者都希望退休後能有事做，高齡者認為自己的工作或當志工與

自己會不會受尊敬有關，因此大多數高齡者希望有很多有薪水的工作與志工的

機會可以選擇，讓他們依照自己的專長與興趣來決定做什麼，以獲得更多尊重。

他們希望可以藉此帶動社會大眾一起參與公眾事務的風氣。在這個部分還包含

當志工的選項、有薪水的工作選項、訓練、可及性、公眾參與、寶貴的貢獻、

企業理念和給付薪水等層面。 

7.高齡者通訊與資訊(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大多數人認為保持對事情的關注、資訊流通是高齡者很重要的事。在已開

發國家，高齡者可以獲得各式各樣的資訊、從不同的年齡層與不同的媒體，但

是在開發中國家，高齡者可以獲得資訊的管道則很有限，大多是電視或廣播與

報紙。害怕失去資訊來源與被主流社會淘汰的心理，全世界的高齡者都一樣，

快速取得資訊與通訊科技對融入社會是有幫助的，不論取得資訊的方法與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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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是少，最重要的是，至少要能讓高齡者取得與他們切身相關的資訊與資源。

其中亦包含資訊提供、口頭溝通、列印出來的訊息、簡易的語言、自動化溝通

與設備和電腦與網路等層面。 

8.高齡者社區及健康服務(Community support and health services)  

世界各地的高齡者普遍認為健康照護是很重要的，但是全世界共同的心聲

是，醫療的花費實在太高了。在一些開發中國家，醫療資源短缺是很嚴重的問

題，有些地區則是資源嚴重的分配不均，這反映了人們對現有醫療狀態的不滿，

也反映了資源分配的不均，這個地方擁有的資源，可能恰好是另一個地方所欠

缺的，同時，醫療人員的訓練也不全都是政府能掌控的。然而健康與社會服務

卻是當地人民與當地政府的事，地方政府必須透過地方的基礎建設、社區組織、

志工團體等來協助人民建立健康養生概念。此面向還包含服務可及性、提供的

服務、志工支援和緊急計畫與看護等層面。 
 

(二) 國內因應對策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為因應高齡化趨勢，除著重長期照顧和醫療之外，並

以宏觀角度納入活躍老化政策。特別是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於 2010 年引入世界

衛生組織提出的「高齡友善城市」指引及 8 個施政面向，包括「敬老、親老、無

礙、暢行、安居、連通、康健、不老」，輔導各縣市推動高齡友善城市，並鼓勵縣

市政府能針對高齡化社會提出各面向相關因應。於 2013 年全國 22 縣市均已加入

這個環境改造的工程，讓年長者都能維持健康活力，繼續參與社會，貢獻所能，

並能享受有品質的生活。 

國內各縣市政府每年提報高齡友善城市推動計畫，依高齡者的需求，發展地

方特色改善城市的軟硬體構面，減少障礙、增進參與，例如：台北市「銀髮友善

好站」；桃園縣「交通新亮點」；苗栗縣「行動式老人文康休閒巡迴專車」；台中市

「樂齡漫畫與記錄」、「代代上學趣」活動；嘉義市「高齡友善餐廳」、「長青園」；

新竹市「高齡友善銀行」；嘉義縣推動社區「健康柑仔店」；宜蘭縣「幸福一指通

足感心」；雲林縣「幸福專車」等。 

另 2006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希望能夠「促進、保護和確保實現身心障礙者所

有人權和基本自由充分、平等享有，並促進對身心障礙者固有尊嚴的尊重。」我

國於 2014 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正式將 CRPD 內國法化。其中，

公約第 9 條「無障礙」：「為使身心障礙者有能力獨立生活和充分參與生活的各個

方面，締約各國應當採取適當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

無障礙地進出實質環境，使用交通工具，利用資訊和通信，包括資訊和通信技術

和系統，以及享用在城市和農村地區向大眾開放或提供的其他設施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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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聯合國公約的施行，我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14 年 12 月 3

日「國際身心障礙者日」正式施行，象徵我國對身心障礙者人權保障又邁進了一

大步，衛生福利部及各相關部會將落實推動各項身心障礙者權益維護工作，要求

政府應落實各種形式的無障礙，包括硬體環境、使用交通工具、利用資訊和通信

系統，促進相關技術的設計、生產。同時透過去除障礙環境、支持服務及生活輔

具，讓高齡者及障礙者可以充分地融入社會、自立生活。而建構無障礙的生活環

境即為政府落實照顧這些身障者最重要的政策之一，無障礙生活環境的目的是為

身障者建立一個可全面參與社會活動的生活空間，讓身障者應和非障礙者一樣地

在社區過生活，使身障者回歸社會主流達到社會整合的目的。 
 

三、積極老化概念 

積極老化強調應維護高齡者的健康和獨立，進而將身心健康的訴求擴展到社

會正義和公民權的參與，亦即，由高齡者個人的身心健康和獨立層面，擴展到社

會參與和社會安全的層面（Davey, 2002）；並將積極老化界定為個體在老化過程

中，為個人健康、社會參與和社會安全尋求最適的發展機會，以提升老年生活的

品質（WHO, 2002）。然而，積極老化之概念係奠基於對老年人權的尊重，以及聯

合國國際老人年所提出的五項原則，包括：獨立、參與、尊嚴、照顧、自我實現

等，促使推行積極老化的策略規劃從需求導向（needs-based approach）轉變為權利

導向（rightsbased approach），強調全民在邁向老化的過程中，仍享有各種公平的

機會和對待的權利（WHO,2002）。 

根據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的看法，積極老化的關鍵要素

包括以下 5 項：第一，是可以工作得更長久，其次是延後退休，第三是退休後仍

相當活躍，第四是參與維持健康的活動，最後一項，強調獨立自主並且盡可能地

融入社會之中（Davey, 2002）。有鑑於此，高齡族群之交通運輸問題，提供高齡者

能獨立自主活動的無障礙生活，即是政府單位首要解決的課題之一。 
 

四、高齡化交通運輸發展 

(一) 低地板公車 

為因應現今人口老年化的趨勢，便利高齡使用者的搭乘，國內交通主管機關

積極推動補貼公車業者購置低地板公車之政策。低地板公車有別於一般公車具有

3-4 個階梯，不利於年長者上下車，且無設置斜坡板或側傾功能，乘坐輪椅者無法

搭乘利用，而低地板公車在設計上包括車門僅有一階，踏步即可上車，車身有側

傾的功能，可降低車輛的高度，同時附有斜坡板及車廂內之無障礙輪椅座位，各

項功能設計使低地板公車提供了更具人性化、安全及舒適的無障礙運輸服務。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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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低地板公車之車輛符合四期環保標準，可有效減少車輛污染排放，更達到節

能減碳的效果。依據交通部統計，截至 2016 年底投入營運服務之市區客運低地板

車輛已近 5,000 輛，佔全國市區公車的 50%，平均車齡僅有 4.6 年，如表 5-1 所示。 
 

表 5-1 我國低地板市區公車補助車輛數 

市區 
公車 

總車

輛數 

補助車輛汰舊換新 補助新闢路線車輛 
低地板車

輛比例 
目前平 
均車齡 

99~104 年 105 年 99~104 年 105 年 

9,570 2,123 410 753 96 50.2% 4.6 

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2017)。 

 

為加速強化公共運輸競爭力，交通部賡續推動購置低地板公車政策，低地板

公車比例逐年成長。然而，由個別縣市補助汰換低地板公車及每輛車服務高齡人

口數之情況可知，都會區低地板公車比例明顯高於非都會區，且多著重在中、北

部區域，顯現資源分配時存有城鄉不均衡之現象，如表 5-2 及圖 5-4 所示。考量城

鄉資源分配必須兼顧城鄉發展，符合公平、公開的原則，建議中央政府在未來推

動公共運輸政策時，應考量地方高齡者之需求，適時調整經費分配，以彌補城鄉

資源之差距，落實城鄉地區與高齡者相關的服務與資源。另建議運輸資源較為不

足之區域，可善用各類型大眾/公共運輸系統之特性擴大服務面，例如發展副大眾

運輸系統(如無障礙計程車、需求反應式公車等)，彌補傳統大眾運輸服務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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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全國累計低地板公車車輛數與高齡人口數之關係 

縣市 
低地板公車車數輛 

(A) 
105 年高齡人口數 

(B) 
每車服務高齡人口數

(B/A) 

新北市 383 465,909 1,216 

台北市 314 419,130 1,335 

高雄市 242 373,604 1,544 

台中市 735 301,904 411 

台南市 131 259,701 1,982 

桃園市 111 219,425 1,977 

彰化縣 20 182,962 9,148 

屏東市 3 127,016 42,339 

雲林縣 0 118,764 - 

嘉義縣 6 92,234 15,372 

苗栗縣 4 82,771 20,693 

南投縣 0 80,135 - 

宜蘭縣 4 67,808 16,952 

新竹縣 0 64,040 - 

基隆市 190 51,949 273 

花蓮縣 0 48,649 - 

新竹市 4 48,141 12,035 

台東縣 0 33,060 - 
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辦公室(2017)、內政部統計處(2017)。 

 
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辦公室(2017)、內政部統計處(2017)。 

圖 5-4 各縣市低地板公車數與高齡人口數比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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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齡者運輸需求與智慧運輸系統之應用 

目前社會逐漸邁入高齡化與逐漸重視運輸公平性的同時，提供高齡者安全的

運輸環境即成為一大重要課題。近年政府積極透過智慧運輸系統之技術，提供高

齡者更友善的交通環境，其發展項目包括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派遣系統、改善高

齡者的運輸環境及高齡者智慧化安全防護系統等，相關說明如下。 

1.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派遣系統(DRTS)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智慧網通系統研究所於 2014 年發表「需求反應式

運輸服務」(DRTS)的應用，如圖 5-5。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派遣系統係利用先進

的資通訊技術結合符合區域生活特性打造的彈性運輸服務，能有效彌補傳統大

眾運輸系統不足，提升公共運輸服務品質，並增加郊區經濟發展與推展觀光，

同時亦可以增加業者之營業收入，促進相關產業之發展。DRTS 為一種介於公共

運輸與私人運具間的特殊服務型態，通常被列為副大眾運輸系統，故此種運輸

系統更具彈性，適合於離峰時段提供服務和不易使用傳統公車服務地區，相對

大眾運輸的固定路線、固定班次，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派遣系統可彈性地調派

班次、路線，更能滿足高齡者在訪友、就醫、休憩及活動參與等日常生活之運

輸需求。自 2016 年 8 月 31 日起已於新北市與台中市工業區進行系統整合與場

域試練，並獲致好評，期能營造民眾有感智慧移動生活。 

 

 
資料來源：社團法人中華智慧運輸協會(2017)。 

圖 5-5 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派遣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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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善高齡者公共運輸環境 

高齡者對大眾運輸的需求包括「可休息的空間」、「轉乘便利」、「安全

容易的上下車」以及「清楚易懂資訊」4 項，捷運、公車或客運車是高齡者常用

的公共運輸工具。政府對於各項大眾運輸之場站及周邊道路，應積極推動符合

無障礙設計(如設置昇降梯及大型指示標誌，以利高齡者上下樓及辨認)；對於公

車業者，輔導引進低地板公車，以利高齡者方便上、下車。除上述硬體改善外，

亦必須針對高齡使用者的活動需求，提供適當的運輸資訊。例如客運業者應設

計容易閱讀、理解，可獲得基本資訊的站牌，並提供活動導向手冊，不僅可降

低高齡者使用公共運輸的門檻，提高其活動能力，亦可方便一般使用者，以更

好的服務水準提高公共運輸的使用率。 

3.高齡者智慧化安全防護系統 

高齡者穿越道路過程的危險往往來自其較慢的行走速度、感認能力的退

化，以致於容易接受過小的間距。張旗晏等人(2017)嘗試以受試者的動作想像能

力作為反映其感認能力退化的指標，探討高齡者在道路穿越時的安全問題。該

研究實驗結果發現高齡者無論是體能、動作想像能力或者對車輛到達時間預估

能力都比年輕人差，導致容易需要更長的決策時間並接受更小的間距，以至於

決策安全性較低。雖然高齡者對客觀時間提示的信任程度稍差，但客觀時間提

示仍能有效提高其穿越道路決策的安全性，因此，透過高齡者智慧化安全防護

系統，將有助於提升高齡者穿越道路之安全性。 

國內目前智慧型運輸系統之技術應用包括行人倒數計時號誌、行人觸動號

誌、嵌入式行人穿越道燈、有聲號誌以及 PDA 導覽等。在歐美各國針對行人安

全防護之交控系統設施，多著眼於友善方便的行人號誌(Accessible Pedestrian 

Signals, APS)，即輔助視覺號誌，作為一般行人提示之用以及使高齡者、視障者

行人能夠安全獨立地通過路口，主要元件包括號誌架設式揚聲器(signal-mounted 

speakers)、傳送/接收器系統(transmitter/receiver systems)、及按鈕系統(push-button 

systems)等，以及行人偵測器(pedestrian detector)。為兼顧交通運作效率，亦得設

置觸動式號誌，確保行人得於充份時間內通行，減少人車衝突事件發生。 

因日本國內有較完善的短距通訊環境，加上「資訊化社會」為其行人智慧

型運輸系統發展目標，所以相較於歐美，日本的行人支援輔助系統主要係利用

個人可攜式設備的發展，來提供高齡者安全防護及資訊取得。高齡者智慧化安

全防護系統可提供使用者以下幾點服務： 

(1) 傳遞訊息，告知使用者現在所在之路口相關情報。 

(2) 提醒使用者目前號誌的狀況，當使用者用個人接收器對向傳輸器時，接收

器就會接受訊號，告知使用者目前號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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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延長行人時相，當使用者按下個人接收器上的按鈕時，它就會發送出要求

通行的訊息。 

(4) 標籤感應式手杖，系統的設計對象是高齡者及視障者，系統偵測到手杖感

應標籤，會提供使用者路口資訊，並發出延長綠燈時相的要求。 
 

(三) 智慧候車語音報位通用候車服務系統 

資策會執行經濟部工業局資訊產業應用躍進計畫「2016 年度推動創新應用場

域服務案」，透過產業鏈上下游業者跨領域合作，發展新興資訊應用建置案，以設

計思考方式探索市民及旅客的需求，推動智慧街道創新應用，設計一套「智慧候

車語音報位通用候車服務系統」。此項系統為融合「物聯網」與「雲端運算」特性

的智慧街道創新應用，由銓鼎科技、太和光科技、資策會及台中啟明學校跨業合

作，攜手打造友善候車環境，並於台中啟明學校導入「智慧候車亭友善候車服務」，

協助台中視障朋友及學生在校園內的移動，使用者可透過整合式服務 APP，自行

走到校外公車站，搭公車至台中國家圖書館，如圖 5-6 所示。此服務架構亦可應用

在高齡者居住環境，透過妥適的移動方式，增加高齡者外出從事活動之意願，有

助於此項服務系統形成商業模式。 

 

 
資料來源：資訊產業應用躍進計畫(2016)，「攜手銓鼎科技、太和光共同打造友善候車環境場域示

範案」。 
軟體系統：太和光股份有限公司。 
硬體系統：銓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圖 5-6 智慧候車服務系統整合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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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特殊接送服務 

1.復康巴士 

復康巴士是國內無障礙交通服務的特色之一，具輪椅載送功能以及點到點

的交通工具，對於高離者有密切的相關性。為提供輪椅使用者的搭乘方便，復

康巴士會在車上設置上下車輔助器材(如輪椅升降梯)等裝置。使用者可透過預約

方式，以便在就醫、就學、就業以及休閒等事項獲得便捷服務。 

(1)營運規模 

國內各縣市為滿足小型復康巴士服務需求及營運、政策連續不中斷，近

年持續增加車輛並逐年編列營運經費以台北市、台中市及台南市在 2012 年至

2016 年各年度復康巴士編列預算及車輛數情況來看，不論是預算金額及車輛

數每年均以台北市為最高，台中市次之，台南市最低，顯現不同都市型態存在

資源分配之差距，如圖 5-7 所示。進一步檢視台北市、台中市及台南市各年度

購置復康巴士車輛數之成長率，可得知在 2014 年度各縣市為提升服務品質，

大幅增加復康巴士之能量，故車輛數有明顯成長之趨勢，其中又以台南市成長

幅度達 85%；2015 年至 2016 年成長幅度則降至約 5~10%左右，但仍維持逐年

增加復康巴士數量，顯示各縣市政府為建構無障礙生活環境，持續增加復康巴

士車輛數，以滿足高齡者交通服務需求，如圖 5-8 所示。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公共運輸處、台中市社會局及台南市政府社會局 

圖 5-7 各縣市復康巴士預算金額與車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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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公共運輸處、台中市社會局及台南市政府社會局 

圖 5-8 各縣市復康巴士車輛數年成長率 

 

(2)預算執行評估 

依據各縣市於各年度編列預算執行情形，將復康巴士年度預算換算為平

均每車執行預算金額可發現，就營運規模而言，台北市與台南市年度編列預算

相差懸殊，倘若以平均每車執行運算結果，台南市每車執行經費預算最高

(72~80 萬元/車)；台中市平均每車執行經費呈現逐年增加(53~71 萬元/車)；台

北市近 3 年則維持穩定情形(61~67 萬元/車)，如圖 5-9 所示。 
 

 
單位：萬元。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公共運輸處、台中市社會局及台南市政府社會局 

圖 5-9 各縣市平均每車執行經費情況 

 

(3)服務人次評估 

依各縣市於各年度復康巴士預算估算平均每萬元服務人次可知，以台中

市預算執行效率最佳(每萬元服務 0.025~0.029 人次)，其次為台南市(每萬元服

務 0.22~0.026 人次)，台北市則執行效率最低(每萬元服務 0.015~0.01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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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5-10 所示。另從復康巴士車輛數與受益人次指標來看，每車服務人次以

台北市最高(約 3,700~5,000 人次)，其次為台南市(約 3,100~3,500 人次)；台中

市每車服務人次最低(約 1,800~2,700 人次)，如圖 5-11 所示。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公共運輸處、台中市社會局及台南市政府社會局 

圖 5-10 復康巴士經費預算與受益人次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公共運輸處、台中市社會局及台南市政府社會局 

圖 5-11 復康巴士每車服務人次數 

 

(4)復康巴士需供分析 

依據內政部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規範： 

復康巴士車輛需求數=肢體障礙中度以上及多重障礙(含肢障)中度以上之

人口數*千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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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該公式計算台南市於 2016 年之需求為 83 輛，台南市訂定復康巴士服

務對象之需求數為 141 輛，以現況營運車輛數 143 輛為基礎下，顯示台南市供

給量係內政部所規範需求量 1.72 倍，但是仍經常無法滿足台南市服務對象之

需求，如圖 5-12 所示。為因應正式進入高齡社會(高齡人口佔總人口比例 14%

以上)，台南市自 2017 年起將以逐年增加 3 輛為目標，另須檢討營運服務規則

與效率，在有限經費下持續提高服務績效。 
 

 
資料來源：台南市政府社會局(2016) 

圖 5-12 台南市復康巴士歷年需供情況 
 

 

2.無障礙計程車 

考量我國已邁入高齡化社會，為提供高齡者享有便利之交通服務，交通部

自 2012 年底推動無障礙計程車政策，其構想除參考紐約及倫敦等國家無障礙車

輛法規訂(修)定相關規定，增訂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規定，開放轎式、廂式及旅

行式小客車均得作為無障礙計程車，建構通用設計之公共運輸系統，並配套擬

定補助作業措施，輔以服務品質教育訓練，以營造友善之無障礙環境。 

根據交通部 2013 年至 2016 年度核定補助各縣市政府之無障礙計程車數量

如圖 5-13 所示，其中以台北市補助之無障礙計程車車輛數 250 輛為最高，其次

為高雄市 179 輛及新北市 178 輛，次者為台南市與桃園市約為 70~75 輛，其他

縣市則低於 30 輛。此統計資料顯示，目前核定補助無障礙計程車之縣市以都會

區為大宗，相對非都會區之縣市補助之數量明顯較低，呈現政府在推動政策時

存有城鄉不均衡之現象，建議未來應正視均衡發展，共創高齡者、業者、駕駛

及社會多贏，具體實現對於高齡者的尊重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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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辦公室(2017)。 

圖 5-13 全國無障礙計程車車輛數 

 

3.民間創業多元接送服務 

除公辦民營之復康巴士服務外，另有完全民營提供點對點運輸服務，此類

服務係由汽車運輸業中的小客車租賃業者以代僱駕駛提供服務，國內較具規模

之業者為「多扶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相較於復康巴士的服務條款有不同優先性

之區別，多扶事業的顧客俾無類別之分，其特色係根據障礙程度不同，提供客

製化完整乘車機制，盡力壓低高齡者外出活動的門檻，免除復康巴士諸多搭乘

限制，滿足任何形式之接送需求。基於服務理念與創新經營模式，在醫療接送

基礎上發展出無障礙旅遊服務，讓高齡族群均能享受與常人無異的戶外行程。 

4.我國特殊接送服務優缺點之比較 

我國現行特殊接送服務包含復康巴士、無障礙計程車及多扶接送等方式，

惟運具受其本質限制，各有適用性及優缺點，如復康巴士、無障礙計程車等交

通措施能彌補公共運輸之不便性，但目前供給數量較為不足；民間多元接送便

利性最高，但其乘車成本亦最高，對於經濟較為弱勢的族群而言，絕非是最理

想的服務措施，如表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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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特殊接送服務優缺點比較表 

特殊接送 
服務措施 

優點 缺點 

復康巴士 
便利性高、高齡者可獨自外

出無須家人陪同。 

需預約方能使用，目前復康巴士

仍供不應求，且後續相關成本較

高(如司機費用)，且收入來源僅為

使用者所支付費用。 

無障礙計程車 
便利性高、高齡者可獨自外

出無須家人陪同。 

購車成本高，且需加入車隊，對

駕駛而言成本高導致購車意願

低，普及率低。 

民間多元接送 
(多扶接送) 

便利性高、便於配合高齡者

家庭自身行程。 

需自行負擔服務費用，若為弱勢

家庭則難以負擔。此外，高齡者

無法自行外出，需有家人陪同。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2015)、本計畫彙整。 

 

5.公共運輸行動服務(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 

綜整上述，政府針對高齡化社會持續推動之特殊接送服務仍有許多需改進

之空間，鑑此，本研究提出近年全球先進國家推動智慧交通的最新概念「公共

運輸行動服務(以下簡稱 Maas)」。MaaS 緣起於目前各國的交通運輸系統中，使

用者所接觸的運輸服務乃由各運輸模式營運者個別提供，無法將資源做最有效

之利用。MaaS 之概念係透過供需媒合來鼓勵以具有行動力服務經營者來整合各

項運輸服務，依消費者所支付的每月套案(或是單次行程)價格，來提供包含大眾

運輸、計程車、租車與自行車在內之固定里程或時程使用套案，解決地區公共

運輸需求不足以支應定期性之服務、進而減少公共運輸補貼，並能改善運輸業

者惡性循環而無法吸引投資等因素，如偏鄉地區、遊憩地區等，如圖 5-14 所示。

簡單來說，MaaS 具有以下 3 點特性： 

(1) 提供乘客經由手機應用軟體裝置(App)，預訂滿足個人客製化整合多元運

具之無縫、及戶的移動需求，並可一次購足的優惠型套裝旅運服務。 

(2) 以公共、大眾運具為服務主軸，再輔以準大眾運具，包括大眾軌道運輸、

大眾公路運輸、計程車、車輛共乘、小汽車共用、遊覽車、交通車、租賃

車、公共自行車及未來自動駕駛計程車等方式，亦即強調提供公共運輸及

共享運輸之多元整合服務方式。 

(3) 無線通訊、網路、手機定位、應用軟體、雲端計算、大數據、行動支付

等資通訊技術的廣泛應用，提供營運者靈活運具調度、使用者更具彈性旅

運選擇，以及便利經濟之運費支付方式，讓乘客享有更便捷、更經濟、更

可及之公共運輸創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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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公共運輸行動服務(MaaS)發展應用分析與策略規劃推廣說明會(2016)。 

圖 5-14 國內發展 Maas 之概念架構 

 

考量高齡者不分上下班時間及平、假日等用車需求之特性，將可利用新興

多元公共運輸營運平台，滿足高齡者平常外出之需求，也就是行動力的完全自

由概念。圖 5-15 為高齡者使用 MaaS 前後情境模擬分析，在現況無 MaaS 之起

訖旅次，高齡者從住家出發後，需透過步行、小巴、公路客運，最後再以步行

方式抵達迄點醫院，整趟旅次需花費 2 小時及 70 元的金額；當未來將利用 MaaS

後，高齡者除了可增加中途的休憩點(購物、訪友)外，亦可顯著降低旅行時間及

費用，享有無縫轉乘、接駁、價廉等益處，維護老年人最佳健康狀況及安全，

來增進老年人社會參與以提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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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公共運輸行動服務(MaaS)發展應用分析與策略規劃推廣說明會(2016)。 

圖 5-15 國內發展 Maas 之概念架構 

 

五、高齡者交通安全課題 

(一) 高齡運具使用特性 

依交通部 2013 年針對我國高齡者運具使用概況分析結果可知，男性高齡者使

用私人機動運具較女性高齡者多，比例高達 51.5%，其次為非機動運具的使用；女

性高齡者則多以非機動運具為主，其比例為 44.4%；若以公共運輸來說，男女性高

齡者使用比例皆偏低，但女性高齡者仍高於男性約 5.3%，如表 5-4 所示。 
 

表 5-4 全國高齡者各種運具使用比例 
單位：百分比 

項目 公共運輸 非機動運具 私人機動運具 總計 

性別 
男性 16.0 32.5 51.5 100 

女性 21.3 44.4 34.3 100 

資料來源：交通部(2013)，我國高齡者運具使用概況分析。 

依據台南市家戶旅次特性調查結果進行高齡者運具選擇分析結果可知，男性

約有 56.2%是以私人機動運具為主要使用運具，其次為 42.3%的非機動運具；而女

性有 63.3%是使用非機動運具外出，使用私人機動運具僅有 33.8%，如表 5-5 所示。

此一資料顯示，高齡者因旅次長度較低且身體機能不如青壯年，故在非機動運具

使用上仍佔有一定的比例(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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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台南市高齡者各種運具使用比例 
單位：百分比 

項目 公共運輸 非機動運具 私人機動運具 其他 總計 

性別 
男性 0.5 42.3 56.2 1.0 100 

女性 1.1 63.3 33.8 1.8 100 

資料來源：台南市政府交通局(2017)，台南市運輸系統整體規劃。 

台灣與日本高齡者外出時運具使用比例分析如圖 5-16 所示。首先以公共運輸

使用率來看，台南市高齡者公共運輸使用率偏低，僅有 1%的高齡者外出會選擇使

用公共運輸，呈現幾乎不使用的狀態，相較於日本或台灣而言，比例相差較為懸

殊；就台灣與日本的差異來看，全國高齡者公共運輸使用率為 19%，而日本則高

達 26%，由此可見全國高齡者公共運輸使用比率仍偏低，需有各項配套策略以提

升高齡者使用意願。在非機動運具使用率方面，台南市與日本相差不多，分別為

46%與 47%，而全國非機動運具使用率卻與台南市及日本有較大的差異，僅 38%。

最後，在私人機動運具使用率，台南市與全國私人運具使用皆有較高的比率，每

兩個人會有一個人選擇使用私人運具外出，反觀日本卻只有 27%，由此可見，台

灣地區交通系統在私人運具管理與交通工程改善方面，必須考量到高齡者的使用

特性。 

 
資料來源：台南市政府交通局(2017)，台南市運輸系統整體規劃。 

圖 5-16 高齡者外出運具使用比例 

台灣仍有許多高齡者必須仰賴大眾運輸或副大眾運輸來完成旅次活動，在非

都市或大眾運輸服務較不完善區域，將會使得高齡者出門受到限制。依據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調查結果，高齡者外出未搭乘公車之主要原因，如表 5-6 所示，此表顯

示公共運輸系統尚有許多改善事項，以順應高齡者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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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高齡者外出未使用公車之主要原因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12)。 

(二) 高齡者交通事故風險 

隨著台灣社會高齡化程度逐漸加深，高齡駕駛者將日益增加，所衍生之交通

安全問題將更顯重要，高齡者道路交通安全更是政府極力欲改善的課題之一。圖

5-17 為我國歷年交通事故死亡數據，高齡者所佔比率呈現逐年升高之趨勢，雖然

2010 年和 2011 年高齡者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稍有下降，但以近年百分比來看，交

通事故中每 4 人死亡就有 1 人是高齡者，可知我國高齡者之交通安全仍然有相當

大的進步空間。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查詢網(2017)。 

圖 5-17 我國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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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同樣邁入高齡化社會，日本全國高齡者(75 歲以上)交通事故每年死亡人數

分布在 410~460 人，佔全國交通事故死亡人數之比率亦有逐年增加之趨勢(由 8.2%

增加至 13.5%)，如圖 5-18 所示。日本面臨如何保障高齡者交通安全之課題下，在

2007 年開始，針對 70 歲以上的高齡駕駛者，祭出「獎勵自主繳回駕照」措施，當

時日本官方推出只要繳回駕照便可享東京都內多家飯店、遊樂園、百貨公司店家

等 37 家企業、團體所提供的生活消費折扣，提升高齡者繳回駕照的意願，且駕照

繳回數仍逐呈現年增加之趨勢，如圖 5-19 所示，其作法值得學習。 
 

 
資料來源：Automated Driving Planning Offic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Japan, 15 thITS 

ASIA PACIFIC FORUM, Hong Kong, 2017 

圖 5-18 日本全國交通事故死亡人數之高齡者統計 

 

 
資料來源：Automated Driving Planning Offic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Japan, 15 thITS 

ASIA PACIFIC FORUM, Hong Kong, 2017 

圖 5-19 日本全國歷年駕照繳回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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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齡者駕駛安全管理 

1.高齡駕駛者交通事故風險性之評估分析 

為了提升高齡駕駛者的安全品質，先前研究多將焦點放在高齡駕駛者本

身，針對交通安全事故影響因子或駕駛者行為進行探討，對此，魏健宏與陳乃

郡(2015)不同於以往，改以高齡駕駛者之「家庭成員」作為研究探討的切入點，

透過家庭成員對高齡駕駛者之正面影響力，作為未來政府持續推動高齡者交通

事故防制的新契機。該研究共發放 415 份問卷至台南市 8 大發展區，藉由訪問

家庭成員來評估分析高齡駕駛者交通事故之風險，評估成果彙整如下： 

(1) 透過問卷調查結果製訂出適合台南市之日常行為問卷，未來讓家庭成員僅

需透過精簡的問卷便能清楚知道現階段家中高齡駕駛者的駕駛安全情

形，而隨時對高齡駕駛者做出提醒甚至於停止其駕駛行為。並期許本計劃

所建構之日常行為問卷未來可應用至全台灣各個地區。 

(2)當日常行為問卷總得分越高，高齡駕駛者之交通事故發生可能次數越多，

且高齡駕駛者一旦發生交通事故，其受傷程度也會越嚴重。 

(3)台南市家庭成員願意接受高齡駕駛安全相關資訊，並且願意於未來提醒家

中高齡駕駛者更多應注意之交通安全事項。 

從該研究成果看到許多未來能夠努力的方向，諸如多數台南市家庭成員確

實希望家中高齡駕駛者能夠生活在更安全的交通環境下而時刻提醒他們應注意

之交通安全事項，也願意接受更多高齡駕駛安全相關資訊，期許未來政府相關

單位能夠將高齡駕駛者安全宣導層面擴大至家庭成員角色，並透過該研究之理

念與問卷，能在嚴謹的架構流程下，應用至全台灣各個地區，讓家庭成員僅需

透過精簡的問卷便能清楚知道現階段家中高齡駕駛者的駕駛安全情形，而隨時

對高齡駕駛者做出提醒甚至於停止其駕駛行為的動作，讓高齡駕駛者與家中成

員攜手使交通安全環境更為友善。 

2.輕度失智駕駛者交通事故模型之建構 

依據台灣失智症協會統計，台灣地區自 2011 年底失智人口已超過 17 萬人，

2013 年已達 19 萬人，由國家發展委員會「2010 年至 2060 年台灣人口推計」報

告及社區失智症盛行率推算，台灣社區失智人口在 2046 年將突破 62 萬人，於

2056 年超過 72 萬人，顯示未來 20 年台灣地區失智人口將倍速成長，如圖 5-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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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失智症協會(2014) 

圖 5-20 台灣地區失智人口數推估 

輕度失智者的病狀為短期記憶力減退、方向感開始變差、在不熟悉的地方

容易迷路、判斷力及執行能力等認知能力逐漸下降，甚至安全駕駛所需具備的

基本能力也開始衰退，白明奇(2014)表示缺乏認知能力將使駕駛人無法產生求救

行為或操作新策略，甚至增加迷路等駕駛風險。由圖 5-21 可以知道輕度認知障

礙與失智症的認知功能都較正常老化之高齡者退化更為快速且嚴重，由此可

見，輕度失智者在道路駕駛時的認知判斷能力表現會較同年齡的高齡者來得

差。國外研究也指出，輕度失智者的駕駛表現顯著影響駕駛安全性，發生交通

事故的風險比一般高齡者高，建議患者應該避免駕駛(Dubinsky et al., 2000)。從

這些研究結果都可以瞭解輕度失智者因為病狀的出現，安全駕駛所需具備的能

力已經受到影響，對於複雜的外在刺激和情境所需的反應時間會比較長，而增

加道路駕駛之風險，因此輕度失智者的道路駕駛安全需要更加重視與留意。 

 
資料來源：Sperling et al. (2011) 

圖 5-21 正常老化與不同病程之失智症之認知功能退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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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是一種漸進發展、症狀逐漸嚴重的疾病，由圖 5-22 可知，中度、重

度失智者在生活上開始需要他人協助，對於複雜的工作任務也開始無法自己完

成。輕度失智者的症狀較輕微，通常被民眾認定為高齡者功能降低之正常現象，

患者本身及家人通常未察覺患者的身心功能已經開始衰退，當生理、心理狀態

開始改變，日常活動也因此受影響，其中，輕度失智者是否適合駕駛就是一個

值得重視的課題。而輕度認知障礙者除了記憶力減退外，其他大腦認知功能、

日常生活及工作能力正常，尚未達到失智症的程度，目前在醫學上被視為退化

為失智症的過渡期，較模糊且難界定，因此魏健宏等人(2017)以輕度失智者為對

象，探討其交通安全問題。 

 

圖 5-22 認知障礙與失智示意圖 

 

該研究係透過確診輕度失智者之家庭成員客觀填答日常行為問卷，藉由家

庭成員對失智者日常行為的觀察以了解失智者的感覺、注意力、感知、認知、

心理運動等生理、心理狀態，並進一步探討輕度失智者日常行為與交通事故次

數、交通事故受傷程度、迷路次數的關聯性。根據調查有效問卷數 50 份之所得

研究結果，日常行為問卷平均分數越低，發生有明顯傷處或造成其肢體功能殘

障的事故可能性就越高。同時發現，無論輕度失智駕駛者的日常行為平均分數

為何，其發生財損或輕傷等級事故的機率皆低於 5%，相較有明顯傷處或造成其

肢體功能殘障事故發生的機率低許多，而一般高齡駕駛者發生財損或輕傷等級

事故的機率約為 60%，發生有明顯傷處或造成其肢體功能殘障事故機率為 40% 

(魏健宏等人, 2017)，表示輕度失智駕駛者ㄧ旦發生交通事故，受傷程度往往會

比較嚴重，輕度失智駕駛者發生較嚴重事故之機率確實比一般高齡駕駛者高，



108 
 

如表 5-7 及圖 5-23 所示。最後，以彈性分析瞭解各問卷量表平均得分的改變對

於輕度失智駕駛者發生交通事故的機率之影響狀況。當輕度失智駕駛者的日常

行為問卷平均分數每增加 10%，輕度失智駕駛者發生交通事故的機率將減少

9.91%，因此，此乃許多政府機關須要共同合作、且有預期效益之重要事務。提

升輕度失智駕駛者的日常行為表現將有助於降低交通事故發生的機率，如表 5-8

所示。 

表 5-7 輕度失智者日常行為問卷平均分數對交通事故受傷程度之機率對照表 

日常行為問卷 
平均分數 

三年內交通事故受傷程度之機率 

無發生事故 財損或輕傷 有明顯傷處或 
造成肢體功能殘障 

1 分 7.3% 1.5% 91.2% 
2 分 31.6% 4.7% 63.8% 
3 分 73.0% 3.9% 23.1% 
4 分 94.1% 1.1% 4.9% 
5 分 98.9% 0.2% 0.9% 

一般高齡者  60% 40% 
資料來源：魏健宏等人(2017)，輕度失智駕駛者交通事故模型之建構。 

 

 

 
資料來源：魏健宏等人(2017)，輕度失智駕駛者交通事故模型之建構。 

圖 5-23  輕度失智者日常行為問卷平均分數對交通事故 
不同受傷程度機率之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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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輕度失智駕駛者發生交通事故的機率之彈性分析 

項目 平均得分 發生交通事故之機率 

日常行為問卷 

+1% -1.09% 

+10% -9.91% 

+20% -17.45% 

資料來源：魏健宏等人，輕度失智駕駛者交通事故模型之建構，2017 年。 

 

3.高齡駕照管理制度現況 

根據交通部公路總局 2016 年 8 月統計，65 歲以上的高齡者領有汽、機車駕

駛執照約有 182.8 萬人，比例約佔所有駕駛人 7.12%，其中持有汽車駕照者 74.9

萬餘人、所佔比例為 6.11%；持有機車駕照者 107.9 萬餘人、所佔比例為 8.29%，

如表 5-9 所示。而其中同一人可能同時持有汽、機車駕照，因此，推估持有駕照

之高齡者逾百萬人。 

表 5-9 65 歲以上領有汽、機車駕照人數統計表 

項目 
年齡層 

汽機車 汽車 機車 

駕照人數 比例 駕照人數 比例 駕照人數 比例 

總人數 25,680,710 100% 12,279,242 100% 13,401,416 100% 

65 歲以上 1,828,848 7.12% 749,814 6.11% 1,079,034 8.29% 

70 歲以上 1,131,946 4.41% 424,934 3.46% 707,012 5.18% 

75 歲以上 625,285 2.43% 211,259 1.72% 414,025 2.98% 

80 歲以上 328,320 1.28% 102,040 0.82% 226,280 1.59% 

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2016)。 

 

公路總局於 2016 年 5 月 2 日起開始宣導並推動試辦「高齡駕駛認知機能檢

測服務」，針對 75 歲以上的高齡者自願參與檢測，希望藉由檢測判斷高齡駕駛

人的認知機能是否有退化傾向而致影響其安全駕駛的能力。宣導期間包括未持

有駕照的高齡者都可以參加檢測，自開辦起到 11 月中旬共有 6,230 人參加檢測，

檢測通過率約 70%，未通過情形分布在認知檢查程序 1 約佔 20.2%、程序 2 約佔

32.6%、程序 3 約佔 47.2%，如圖 5-24 所示。在該次未通過者並未強制收回駕照，

而是勸導前往就醫檢查及盡量勿駕駛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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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2016)。 

圖 5-24 75 歲以上高齡者參加認知機能檢查情形人數比較圖 
 

交通部後於 2017 年 2 月針對公路總局規劃之高齡駕駛人駕照管理制度作出

部分修正，將實施對象限縮為實施日期後屆滿 75 歲者，以及實施日期前已滿 75

歲者有違規記點或吊扣駕照，需接受體格檢查及認知功能測驗通過後，換發 3

年效期之駕照，並將相關規定增修納入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規則第 52 條之 2。訂

於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高齡駕駛人駕駛執照管理制度」，期能藉由制

度的推動定期篩檢出不適合駕駛者，可促使高齡駕駛者及其他家人或周遭朋友

能注意高齡者身心狀況是否符合安全駕駛的條件，減少不適合駕駛的長者上路

造成危險。高齡者駕照換照流程說明如圖 5-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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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蔡娟娟(2017)，我國高齡者駕駛執照管理機制之探討。 

圖 5-25 我國高齡者駕照換照流程圖 

 

我國不同面向的政策與法制係由不同政府部門來負責，分工頗為繁雜，尚

難在單一機關主管的權責事項決策過程中將各方需求納入考量，造成政府間事

務分化管理，缺乏整合，所以現階段高齡駕駛人駕照管理制度是以交通主管機

關的立場來規劃，以致於在醫療方面相對於國際上涉入程度低。另外因我國的

公共運輸服務網絡尚未建構完整，且未能滿足偏遠地區與弱勢族群的旅運需

求，以致於需更加審慎建立高齡者的駕照管理制度。爰此，政府相關機關須緊

密合作，要滿足高齡者的運輸需求及提供更友善的交通環境，以減少高齡者因

駕駛交通工具而發生事故的風險，並且定期檢查與評估高齡者的身體狀況與反

應能力，確認是否具有道路安全駕駛的能力，以及給予適當的訓練來補強交通

安全新知與法規、風險認知與防衛駕駛能力，降低碰撞風險，提升安全駕駛能

力，此等事項皆為政府因應高齡化社會來臨、規劃高齡者駕照管理制度的重要

課題。 

4.建立妥適高齡者駕照管理制度 

蔡娟娟(2017)利用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來建立妥適

的高齡者駕照管理制度之評估模式，針對各構面之評估指標，透過專家問卷調

查進行相對重要性之衡量，並計算生理層面、心理層面、駕駛行為和政策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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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因素的權重及優先順序，列出重要的關鍵因素。此研究問卷對象為專家學者 4

人、監理主管機關 3 人、醫療人員 4 人、高齡者團體 3 人，總共問卷對象 14 位，

為了避免專家集中於單一區域，因此問卷對象涵蓋北中南地區，獲取全國性之

綜合意見。 

根據該問卷評估結果如表 5-10 所示，其中生理層面、心理層面、駕駛行為、

政策法令之相對權重分別為 19.5%、17.6%、35.6%與 27.3%。在所有構面下評估

準則較高的前 6 項依序分為高風險駕駛人、醫療通報機制、醫療狀況與藥物影

響、駕駛技能、訂定獎勵福利措施、反應與判斷能力，佔整體權重值分別為

18.3%、11.5%、10.5%、9.2%、8.6%與 8.4%。在 4 大構面中，駕駛行為獲得的

權重佔了整體構面將近 3 成 5 的比例，政策法令的權重則約佔了 2 成 7 的比例，

而生理層面及心理層面的權重差距不大，相對顯得較弱，顯示在專家評比的過

程中，駕駛行為與政策法令對建立妥適高齡者駕照管理制度是較具有影響力。 
 

表 5-10 建立妥適高齡者駕照管理制度因素整層級權重比 

構面名稱 構面權重 排序 評估準則 
構面內 
權重值 

整體權

重值 
整體 
排序 

生理層面 0.195 3 

年齡分界點 0.149 0.029 12 
體格體能 0.314 0.061 9 

醫療狀況與藥物影響 0.537 0.105 3 

心理層面 0.176 4 

精神狀態 0.178 0.031 11 
認知能力 0.344 0.060 10 

反應與判斷能力 0.478 0.084 6 

駕駛行為 0.356 1 

高風險駕駛人 0.513 0.183 1 
駕駛技能 0.258 0.092 4 

交通安全教育 0.229 0.082 7 

政策法令 0.273 2 

民眾支持度 0.264 0.072 8 
訂定獎勵福利措施 0.314 0.086 5 
醫療通報機制 0.422 0.115 2 

資料來源：蔡娟娟(2017)，我國高齡者駕駛執照管理機制之探討。 

在本次專家問卷所建立的 12 項評估準則中，高風險駕駛人佔整體權重的第

一名，經整理專家的意見，認為政府必須掌握駕駛人的違規及事故資料，並加

強管理曾肇事、違規頻率過高、重大違規的駕駛人，以事先預防遏止交通事故

意外發生。由於駕駛違規行為會對其他用路人造成風險，影響行車安全，發生

事故的機會也會增加，且不良的駕駛行為易造成交通事故，所以違規情形越多

時，發生事故的機會將會增加。利用「肇事」與「違規」兩項紀錄可有效區別

駕駛人良莠，找出高危險群之駕駛人，藉由區別管理的作法，提升駕駛人榮譽

心，不僅可有效節省人力資源，更可確保大眾行的安全。而國內現階段採用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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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高齡者的適性駕駛之機制包含體格體能、認知功能及年齡分界點，在此 12 項

評估準則中分居整體權重第 9、10、12 名，表示專家認為現行訂定的高齡駕駛

人評估流程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需優先考慮，如圖 5-26 所示。 

高齡駕駛人駕照管理制度推動實施後對高齡銀髮族的騎車或開車確實有相

當的影響，尤其是對居住在偏鄉的長輩。因此，交通部公路總局陸續推動相關

計畫補助公共運輸的偏遠虧損路線，以維持高齡年長者行的需求，並提供乘車

優惠之電子票證，如已有敬老卡者，研議與地方政府合作，給予加碼作配套，

以鼓勵不適駕車騎車高齡長者使用公共運輸，繳回駕照。對於運量不足的地方，

公路總局持續推動偏遠地區的 DRTS（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服務）營運模式，提

升載客率並減少營運成本支出。期盼藉新型態的公共運輸營運模式，能讓偏鄉

的居民、老人及學生即便無法自己開車騎車，也都能夠自在而有尊嚴的行動。 
 

 

資料來源：蔡娟娟(2017)，我國高齡者駕駛執照管理機制之探討。 

圖 5-26 建立妥適高齡者駕照管理制度整體評估準則相對權重排序圖 

六、小結 

隨著高齡社會的來臨，人口老化已為世界各先進國家共同面臨之問題。未來

高齡者將是主要人口群，生活環境會有不少改變，許多過去未曾設想的問題都逐

將一一浮現，全球都將面臨高齡海嘯的衝擊，不容忽視。本報告以高齡者之健康

人生和獨立生活為目標，檢視國內外近年針對高齡者各種運輸服務及相關推動政

策，同時也讓高齡者或即將成為高齡族群之民眾瞭解如何面對老年後生理與心理

上的變化(自身的認知與判斷力，實際之移動(行動)能力、相關風險性等)，期以鼓

勵活躍老化、健康老化之理念，促使高齡者能透過健康活動展現自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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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檢視了高齡者的外出需求特性、政府推動無障礙交通設施、先進科技

技術與優化運輸系統、特殊接送服務、高齡者駕照管理等面向，發現既有服務能

量尚無法滿足高齡者日常生活之需求，因此政府更應審慎面對，針對高齡者安全

性及行動力的衡平性，擬定多元的政策配置，讓各種交通措施可達到互補不足處，

方能兼顧高齡者不同需求及資源分配的合理性，促使高齡者使用大眾運輸誘因，

同時亦可以增加業者之營業收入，共創高齡者、業者、駕駛及社會多贏，具體實

現對於高齡者的尊重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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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提供成功老化、健康老化、活躍老化的行動及交通 

 
一、前言 

行動：從居家開始，能向外發展，與社會互動，以實現自我。 

交通：所有提供載具的相關設施與環境。 

範疇：從居家環境到社區、社會的環境。 

背景：從健康城市到高齡友善城市 

過程：從觀念溝通、價值建立、文化塑成、落實行為 

提升高齡者生活品質，首要是在高齡者本身價值體系的內涵，接著是文化觀，

兩者又相互影響，最後的關鍵則是社會環境的支持體系，所以從觀念溝通、價值

建立、文化塑成、落實行為，是系列的行動方案，是一中長期建設發展，有賴於

政府從教育文化等面向進行，倘若社會有民間團體協助或督促，有助於能早日落

實。 

「提升」這二字涉及價值判斷與比較，倘若長者滿足於現有生活方式與環境，

是否需要以外來價值觀強求高齡者接受與改變，仰或是以漸進式、同儕團體，甚

至是能對外來的價值觀先給予本土化、先融入本土文化中、再以社會教育等方式

建立新的文化與價值觀，以帶動觀念與行為改變與提供高齡者生活上的安全。 

倘若這文化與價值觀未能建立，如何在現有基礎上，先從家庭與社區共同在

「行動與交通」上建立高齡友善環境著手，提供高齡者在行動與交通上，安全無

虞、充分自主、自由自在等友善支持性的環境，政府可以政策規劃來誘導民間共

同參與，主動逐步提供此一環境；同時，經由社會教育、政府政策誘導等方式改

變高齡者或其家庭成員的觀念，瞭解行動是需從家庭室內環境開始建立友善、支

持性的環境空間，落實無障礙空間與通用設計，消極的可預防跌倒，積極的提供

高齡者獨立自主的行動支持性環境，維持尊嚴、增進與社會互動、滿足個人自我

實現與持續奉獻社會。 

    在於交通的無障礙空間與高齡友善設計，亦與上述價值觀與文化建立息息相

關，政府則在政策與法規上，要求公私部門在交通建設與行動載具上，應融入與

落實無障礙空間與高齡友善的設計與服務，從共識形成、觀念建立、政策獎勵、

法規要求、執行罰則，以使目標能逐步落實與達成。 
 

二、老化、行動自如及預防跌倒 

在生物學及醫學上，老化是生理狀態隨時間而惡化的現象(維基百科，2017)。

隨著年齡增長，人的反應力、靈敏度、肌耐力、平衡感等都無法與年輕時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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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居家環境能提供通用設計、無障礙空間，一方面能維持高齡者居住在同一熟

悉的環境中，穩定情緒，以增進安全感，持續獨立自主生活，有行動的能力，另

一方面，則是最重要的預防跌倒。 

為何需要預防跌倒？高齡者因逐漸老化，一旦跌倒，一方面，住院對高齡者

是一大挑戰，手術麻醉藥品的使用，容易產生譫妄、混亂等症狀，再者，恢復較

慢。如果術後無法進行下床與復健，長期臥床易走向肌肉萎縮，關節僵硬，失能

的可能性增加，甚至增加死亡風險。 

根據流行病學的探討，約有⅓的高齡者跌倒與環境因素有關，其中 70%以上

的高齡者在家中跌倒，而 10%左右發生在上下樓梯時，而其中以下樓梯較上樓梯

更為常見(衛福部國民健康署，2016；蔡益監等，2007；黃惠磯等 2007)。因此，要

預防高齡者跌倒就必須注意環境中的危險因素如「地板、地板物質、樓梯等」。 

台灣有研究調查顯示，健康高齡者跌倒發生的地點以浴室最高、其次為樓梯、

廚房、走廊、臥室；行動不便的高齡者則以臥室最高，其次為浴廁、客廳、走廊。

大多數跌倒只發生於輕度至中等移位，如走路、上下樓梯、改變位置(衛福部國民

健康署，2016)。 

高齡者跌倒後自述其成因，最常見環境因素是地板太滑、踩到或踢到地上的

物品；最常見的個人因素是突然頭暈或眼前一片漆黑(眼黑矇)、突然大腿無力不

支。 

居家環境中，像是照明不足，牆壁亮度不夠，地板髒、亂、濕、滑，衛浴地

面未做防滑處理，地毯太小、磨損、未固定好，走道堆放雜物，家具設計及擺設

不當，床鋪過高或過低、坐椅過軟、過深或過低等，長者提較重物品，穿拖鞋或

不合適的鞋子及褲子，尤其階梯無欄杆，階梯踏板磨損、不平、粗糙等都是造成

高齡者跌倒的主因。 

    台泥董事長辜成允在五星級飯店下樓梯時跌倒致死，他使用的樓梯即是無扶

手與欄杆，以致跌倒發生時，無法抓握任何物品來減緩衝擊。 

除寒冷、酷寒或高溫的天氣、公共場所地面不平或照明不足等戶外環境因素，

都會提高跌倒、受傷的機率。 

基本上，高齡者對於環境因素的改變，不如年輕人那樣能做出及時、適時及

足夠的快速反應。因此，居家環境因素在高齡者跌倒的原因中，扮演著極其重要

的角色。 

    事實上，大多數高齡者跌倒是發生在經常，而危險性相對較小的日常生活活

動中，如站立、行走、穿衣、上下床椅、上廁所、做飯甚至洗澡，只有少數跌倒

是發生在較具危險的活動中，如爬梯子、搬重物或參與競賽運動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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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一般高齡者跌倒的環境改造，是以安全為重要考量，以安全、支持性、

通用設計等概念來進行環境改造(伊佳奇，2017)。 

(一) 應如何著手進行建構安全性、支持性、通用設計等概念的環境： 

1. 保持適當的照明 

充足的照明是最基本的要求，因為高齡者的視力漸漸退化，對於光線的調

節能力不如當年。所以，在高齡者的活動範圍內保持明亮的光線，是預防跌倒、

維繫行動自如的第一步。 

但也須注意照明亮度的均勻，避免陰影造成的視覺混淆，及避免刺眼之亮

光。此外，在夜晚睡覺時，最好維持一盞夜燈，以配合高齡者夜間如廁的安全，

也可在行經路線的走廊、門檻或階梯處設置感應式的照明燈，避免被障礙物絆

倒。 

2. 行進動線的淨空  

高齡者的環境，一方面要避免過多的變動，維持其熟悉的環境；另一方面，

空間規劃愈簡單愈好，無障礙空間設計，環境改造愈早進行愈好。 

無障礙空間設計，就是清空所有影響行進的障礙物，包括門檻、堆放的雜

物、家具、電話線與延長線，因為高齡者的動作比較不靈活，再加上視力不好，

很容易被障礙物所絆倒。 

去除門檻十分重要，一方面，高齡者抬起腳跨過門檻的動作，重心會集中

在單一腳上時，就容易跌倒；另一方面，高齡者若因肢體功能退化，往往會以

輪椅代步，考慮未來輪椅的進出，門檻是一大障礙。 

此外，高齡者平時需要用的物品盡可能放在固定的適當位置，避免爬高拿

取，或蹲下到低處拿取。拿高處物品，往往需要椅子或樓梯登高，許多跌倒事

件就發生在椅子或樓梯不穩，或高齡者登高時，重心失衡等產生跌倒。 

3. 明顯及圖案的標示 

避免高齡者視力、認知功能等退化，可在家中電源開闢等裝置上，及透明

玻璃門上另貼上明顯標誌，便利辨識，避免撞擊。 

4. 防潮、防滑的地板 

起居室的地板可考慮全面鋪上粗糙面的塑膠地磚，浴室地板也使用抓地力

好、無拋光的材質，同時，避免潮濕或積水。 

或在高齡者的行經動線上貼上止滑條，特別是容易跌倒的地方，例如浴室、

樓梯、下床處。黏貼的間隔略小於腳掌長度，例如腳的大小為 25 公分，則每隔

20 公分貼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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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止滑條時，必須注意止滑條的粗糙面是否已經磨損，當失去了止滑功

能時，就立即更換。牆壁及地板應避免採用複雜或令人眼花的圖案。 

5. 明顯、穩固的扶手 

下肢的肢體功能退化是高齡者不可避免的現象，膝關節退化是常見的現象，

跌倒則是導致失能的重要因素。扶手是協助肢體功能退化及避免跌倒的重要輔

具。 

在高齡者行進的走道、樓梯、玄關、客廳、臥室、飯廳及浴室，均應設有

扶手，若跌倒時高齡者可即時抓住扶手，以減緩跌落時的衝撞，避免嚴重的傷

害。 

可在椅子、馬桶加裝扶手，幫助高齡者起身及坐下，減輕腿部的負擔；在

門檻及浴缸旁加裝扶手，幫助單腳抬起時保持身體的平衡；扶手顏色應較明顯，

最好與牆壁成對比，牆壁上扶手的高度是以長者最適當手抓的高度為考量，一

般以長者肩部以上為標準。 

對於上下床不方便的高齡者，可在床邊裝置扶手，或床旁放置穩重的家具

以利扶持。 

6. 安全的浴室 

浴室是最容易濕滑的地點，更是預防高齡者跌倒的重點，基本的要求是止

滑的地面及必要的扶手。 

在早期就要進行家中無障礙空間改造，尤其是浴室，打掉浴缸，加裝穩固

的扶手，在浴室內作好止滑的裝置是最重要的措施。 

當高齡者肢體功能好時，可站立淋浴，並手抓扶手，當高齡者肢體功能退

化時，則以洗澡椅取代站立淋浴，讓高齡者能輕鬆安全的洗澡。 

7. 友善的樓梯 

研究統計，70％以上的跌倒發生在家中，而其中約 10％是在樓梯間，尤其

是下樓梯時。如果樓梯是長者在家中不可避免的行進環境時，高齡者居家的樓

梯設計必須達到『階面踩得穩』、『階高抬得高』、『扶手抓得牢』的目標。 

對肢體功能已有退化現象，或已出現平衡感問題的高齡者，最好完全考慮

避免使用樓梯，所有生活空間規劃在同一樓面。 

8. 安全適宜的家具 

家中所有家具都須檢視是否有尖銳直角，如果有則可在該處加上泡綿，降

低跌倒後撞擊該處造成嚴重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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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身及坐下的動作對高齡者是比較困難的，最好坐在有扶手設計的椅子，

可增加安全。若椅子太低，可加上坐墊，坐位太深，則要在椅背處放置靠背，

可降低跌倒的風險。太低、太軟的沙發椅及床舖對高齡者都不適合。 

9. 合身便利的衣著 

太笨重、太長或太寬的衣褲、過大鞋子或鞋底磨損嚴重、都影響鞋子的防

滑能力，增加高齡者跌倒的風險。 

對於高齡者的衣褲、鞋子，除要合身、合腳，也須考慮穿脫的便利性。如

果衣褲、鞋子穿脫過於複雜，長者情緒可能受到影響，身體失去平衡，形成跌

倒的風險。 

風險控管就在於危險源的控制，跌倒是高齡者臥床、失能、死亡重要的原

因，因此要預防高齡者跌倒，就必須建構安全性、支持性、通用設計等概念的

環境。 

 (二) 美國的做法 

  1.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護理學助理教授莎拉．桑頓的研究(Sarah Szant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2016, Health Affairs) 

居住環境對於高齡者能否獨立生活、健康老化至關重要，2016 年 9 月 7 日

發表於「健康事務」期刊（Health Affairs）的一項研究顯示，結合房屋整修和職

能治療師、居家服務，可增加低收入獨居高齡者的自我照顧能力。 

領導這項研究的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護理學助理教授莎拉．桑頓表示：

「我們提高了高齡者的生活品質，也提高他們的自我照護能力。」 

該項調查顯示，高齡者都希望盡可能住在家裡久一點，不要搬進安養中心，

但隨著疾病發生和機能老化，行走、洗澡、穿衣和做飯等都會遇到問題，這時

家裡陡峭的樓梯、過窄的門廊或其他室內設計都變得很不方便。 

遇到這些問題的高齡者，往往需支付昂貴的醫藥費，最後還需要住到醫院

或護理之家，因為他們沒辦法在家中照顧自己，或在嘗試時吃盡苦頭。 

桑頓和其團隊希望協助這些高齡者，整修房屋方便他們日常居住。那些整

修改變都很簡單，例如雙向的樓梯扶手，可讓高齡者上下樓時，體重獲得兩邊

的支撐；安裝握把或降低櫃子高度，避免讓高齡者攀爬；職能治療師為四肢顫

抖的高齡者購買輔具，幫助他們進食，或教行動不便的高齡者進出邊緣較高的

浴缸。 

這項研究是針對巴爾的摩 234 名住戶提供 10 次服務，5 個月後，¾參與者

都提高了自我照顧能力，⅔參與者能夠更妥善完成購物之類的日常活動，並有

一半人的抑鬱症狀獲得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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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計畫中，平均每名參與者花費 2,825 美元（約台幣 8 萬 9,000 元），包

括房屋整修、專業居家服務及輔具。 

桑頓團隊在計畫中還計算，高齡者生活自理能力的提高，是否能省下他們

住院或安養費用，進而節省美國政府在醫療保險上的支出，即為納稅人省錢。

州級的醫療補助保險及負責老人事務的官員都密切關注此研究。 

美國密西根州已參照本計畫，針對一些有資格入住安養院但拒絕遷入的高

齡者，開辦試行方案。密州大谷州立大學護理學院副院長珊卓拉．史波斯特拉

說：「這是一種不同的方式，協助人們過更好生活。」 

2. 安樂居 On Lok Lifeways 的「長者照護全包計劃」(PACE, Program of 

All-inclusive Care for the Elderly) 

美國加州灣區的安樂居(On Lok Lifeways)，率先採用一個名為「長者照護全

包計劃」或稱 PACE(Program of All-inclusive Care for the Elderly)的照護理模式。

安樂居的 PACE 允許患病或失能的長者居住在他們自己的家中，不論他們的居

所是家庭住宅、公寓、退休社區或旅館房間。 

安樂居中心是該計畫的樞紐。專業團隊包括有醫師、護理師、交通服務人

員、居家照護人員、社工師、營養師、物理及職能治療師、康樂活動協調員，

會根據每個人的各自需求進行細緻的評估。On Lok Lifeways的工作人員將會按

個人需要為每位會員制定出個人健康照護計劃，在入會之後還會繼續進行評估

及調整。 

在進行評估中的第一步是由資深護理師到府就環境先做評估，因是讓高齡

者持續居住在原本家中，因此他們希望提供環境支持改善計畫，讓高齡者能獨

立自住繼續生活原來的家中，無障礙空間及輔助設施均是重要的環節。 

3. 美國居家無障礙空間修繕補助資料 

除上述個別性的做法，美國為聯邦制國家，聯邦政府僅提供原則性方向，

由各州政府因地制宜，在尊重個人主義、自由市場的原則下，並無一套全國性

的照護系統。 

在美國，長期照護所需費用主要來源是： 

(1) 自行負擔(Out-of-pocket payment) 

(2) 私人所購買的長期照護保險(Private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3) 醫療聯邦保險(Medicare) 

(4) 州政府所提供的低收入戶補助醫療保險(Medicaid) 

美國醫療聯邦保險(Medicare)可分成Part A、B、C、D四個部分，住宅環境

改善只在聯邦醫療保險B部分，若有醫囑，治療師評估費用可由聯邦醫療保險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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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但住宅修繕費用一般是不給付。 

美國有退伍軍人事務部負責退伍軍人住宅修繕業務，是一福利補助方式。 

補助對象：美國退伍軍人或現役軍人並符合功能損傷的定義。 

補助原則：提出修繕項目需符合醫療目的。 

補助金額：因有兩個法律給予補助，分別是Special Housing Adaptation (SHA) 

grant與Special Adapted Housing (SAH) grant。 

補助金額上限分別為： 

SHA：自宅13,511美元，租屋或房屋為其他家庭成員所擁有時為5,295美元。 

SAH：自宅64,511美元，租屋或房屋為其他家庭成員所擁有時為29,657美

元。 

補助項目： 

(1) 廚房設計與裝修工程。 

(2) 廁所設計與裝修工程。 

(3) 無障礙斜坡道。 

(4) 無障礙人行道。 

(5) 開門走入式浴缸與無障礙淋浴間。 

(6) 浴室門檻拆除。 

(7) 扶手。 

(8) 客廳裝修工程。 

(9) 門拓寬或走廊加寬。 

(10) 緊急照明設備。 

(三) 日本居家無障礙空間修繕補助資料 

    日本介護保險學習德國長期照護保險，在1996年啟動長期照護社會保險制度

之建立。經朝野協商後於1996年11月在第139回臨時國會中提出照護相關的三法案

(介護保險法案、介護保險法施行法案、醫療法的部分修正)。1997年12月介護保險

法正式成立，2000年4月起開始實施介護保險制度。 

日本為使介護保險制度能順利且永續實施，每 6 年會作制度的修正，每 3 年

會對保費和給付作重新審議。介護保險制度已於 2005 年及 2011 年進行兩度修正，

修正案的施行也分別於 2006 年 4 月及 2012 年 4 月正式開始。  

對輔具方面的影響是：在 2000 年尚未實施介護保險前，日本輔具市場是以購

買為主，過去都道府縣及市町村對長照需求者在輔具使用上是採購買給付，2000

年實施介護保險後，介護保險對輔具是採取租賃的補助，這立即影響整個日本輔

具市場，有的輔具製造商開始投入輔具租賃行業，但大多還是大型商社投入這新

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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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有 12 項輔具是為介護保險租賃給付的項目，並出現輔具租賃批發商，

服務小型的輔具租賃事業所，提供輔具租賃回收後的消毒及保養作業，日本琦玉

縣朝霞市西原 LUNDAL CORPORATION 總裁岡島正和曾在台灣一項研討會中很

自豪的表示，他們再次提供租賃的輔具與新品是沒有差別，可見要讓消費者能接

受租賃輔具，除觀念上能接受，輔具的外觀及實際操作，必須讓消費者感到租賃

輔具是與新品一樣。 

2004 年介護保險再次修正，2006 年 4 月制度實施是將原本支援 1、2 及介護 1

到 5 各級均可有輔具租賃給付，縮小為扶手、助行器、斜坡板等類仍維持所有等

級均申請給付，僅提供給介護 2 到 5 各級才可有所有 12 項輔具租賃給付，對支援

1、2 及介護 1 級者不再提供電動床、輪椅等輔具租賃給付，甚至有的介護管理士

(Care Manager)在介護計畫完成後，會推薦價格低的輔具，這都直接影響到輔具租

賃市場規模及業者利潤。 

    在高齡者與身心障礙者個人住宅的修繕給付(補助)，主要仍以介護保險與住環

境整備事業為主，住環境整備事業為政府福利補助，對象包括：介護保險給付對

象及身心障礙者，補助住宅修繕項目包括：介護保險住宅改修給付項目、升降機、

環控設備、出入口門擴寬等項目，各行政區可依各自行政資源多寡給予不同的補

助金額。 

日本介護保險住宅改修的給付目的，是為需要介護及支援狀態者，儘可能經

由住宅修繕改進，可繼續居住家中，促進居家生活自立。評估是由介護管理士(Care 

Manager)、治療師、一級或二級福祉住環境諮商員、一級建築士、住宅修繕顧問與

地方自治體職員、地區概括性支援中心職員(住宅改修業務承辦人、社會福祉士、

保健師、介護支援專門員主任等)來填寫住宅改修理由書。 

給付金額的總額為日幣 20 萬，介護保險人付 9 成費用，保險對象自付 1 成費

用，超過上限部分需全部自行負擔，自 2015 年 4 月 1 日起，日本介護保險對所得

等級特別高的族群，調高自付額比例至 20%。 

    當利用者介護等級改變超過 3 個等級或搬家時，保險對象可重新計算一次住

宅裝修補助費用，不需與前次餘額累計，是一終身最多給付兩次的概念與做法。 

共有住宅有 2 人以上符合申請資格時，相同的給付產品不得用 2 人名義共同

申請，譬如：馬桶改裝費為 24 萬日圓，以丈夫名義申請總額度為 20 萬日圓後，

不得再使用妻子名義申請剩餘的 4 萬日圓費用。 

(四) 德國居家無障礙空間修繕給付 

德國五大社會保險分別從 1883 年開辦的健康保險，1884 年開辦意外事故險，

1889 年開辦退休金保險，1927 年開辦失業保險，1995 年開辦長期照護保險，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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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界第一個實施強制全民長期照護保險的國家，保費是與健保費一起收取，運

作單位是邦政府。 

住宅環境改善措施的法源是社會法典第 11篇第 40條照護輔具與住宅環境改善

第 4 項。 

德國長照保險的住宅環境改善措施目的是；長照需求者個別化住宅環境措施，

得提供經濟上的給付，訂定住宅環境改善措施給付。給付金額最高額度為 2,557 歐

元，為德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7.2%，人均購買力評價之國內生產總值(GDP，

PPP)的 7.4%，超過上限部分需自行負擔。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住宅環境改善措

施給付最高額度調高到 4,000 歐元。 

給付項目： 

1. 住宅改善措施與居家輔助科技如下： 

  (1) 使具體的居住環境符合被照護者的需求，在其他一般房屋並不必然需要的措

施，包括電梯、樓梯升降機。 

  (2) 長期附著於建築結構，為建築物的構成部分，包括門加寬、固定斜坡道、安

裝給水管線。 

  (3) 新設與改裝家具以適應個別照護情況的需求，包括升降廚櫃、淋浴設備取代

浴缸。 

2. 新設置的住宅空間措施，給付為執行該措施額外產生的費用，但前提是這些新

增的措施是依照護需求而設置的。 

3. 遷入符合特殊需求的住宅之搬遷費用，譬如從高樓層遷往一樓。 

4. 材料費(也包括非專業人員的作業)、工資與相關費用(譬如建築設計圖或申請許

可證)。 

5. 由認識的人來實施措施，根據實際花費收據給付，譬如旅費、收入損失等。 

6. 以下措施非屬於社會福利法第 11 篇第 40 條地 4 段意義上的措施，譬如住宅設

備(電話、冰箱、洗碗機)、改善隔熱與隔音、維修破損的階梯、防火措施、裝

置出入口、樓梯的照明、出入口外部的後續設施(包括建立身障車位、輪椅車

庫、標示、道路鋪平、一般交通安全措施)、涼亭、電動遮棚、更換加熱設備

或熱水系統、美觀維修(包括油漆、天花板牆壁壁紙、更換地板鋪層)、防潮濕

整治及一般現代化設施。 

(五) 英國居家無障礙空間修繕補助資料 

英國為地方自治制度，地區政府制度多元。許多健康照顧、社會福利與服務的

部分原本也是因地而異，各地只要符合國家政策指引何原則，可允許地區特性、

財政等因素後擬定地區政策及制度。因照顧法(Care Act)的推動，自 2015 年 4 月起

全英國有統一的長照福利制度，並分二階段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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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居家住宅環境改善，運作模式為福利補助。補助法源除照顧法(The Care 

Act)中社會福利部門的住宅環境改善補助(簡易修繕)外，對於複雜的住宅環境改善，

社會福利部門會另外聯結房屋部門的身心障礙者設施改善補助(Disabled Facilities 

Grant, DFG)資源。 

補助對象： 

1. 住宅環境改善(簡易修繕)補助對象為需符合照顧法所規定的有照顧需求的成年

人與成年照顧者。 

2. 身心障礙者設施改善補助(DFG)補助對象為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者或租屋給身心

障礙者的房東。 

補助金額： 

1. 住宅環境改善(簡易修繕)：金額低於 1,000 英鎊，為英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的 3.9%，通常由地方行政政府(council)審核核定後，全額補助。 

2. 身心障礙者設施改善補助(DFG)：依照不同的行政區有不同的總額上限，並根

據個案的家庭收入與家庭儲蓄金額(是否超過 6,000 英鎊)，會有不同等級的自

付額比例；18 歲以下的身心障礙者不需要有父母工作收入，即可得到補助。 

    補助項目： 

1. 住宅環境改善(簡易修繕) 

     以地方郡項目為：金屬扶手、斜角金屬扶手、樓梯欄杆支柱扶手、移位機、

塑料凹槽扶手、系統扶手、折疊式扶手、折疊式支撐扶手、地板固定型折疊式

扶手、板條式沐浴椅、安全鎖等。 

2. 身心障礙者設施改善補助(DFG) 

  (1) 讓使用者能夠更容易進出住家的必要項目，譬如擴寬門及設置斜坡道。 

  (2) 確保身心障礙者及其他居民的安全，譬如提供一個特別改裝的房間，可使身

心障礙者安全獨自在裡面，或是提供照明以確保更好的視覺以保障安全。 

  (3) 讓使用者能夠更容易到達客廳、浴室或是寢室。 

  (4) 提供或促進改善使用房間、廚房、廁所、洗臉台、浴缸(或淋浴)設施，譬如

安裝一台樓梯昇降椅或是在樓下設置廁所。 

  (5) 依照身心障礙者的需要，提供或改善溫度調節系統。 

  (6) 改善溫度調節系統與照明設施的控制器，使身心障礙者能夠容易操作使用。 

  (7) 增進室內動線流暢，使身心障礙者能夠更容易地行動及照顧室內的其他人，

譬如夫妻、小孩或是其他人。 

  (8) 改善家中花園動線或通道，使身心障礙者能順暢通行。 

  (9) 讓身心障礙者在準備或是煮食物時能夠便利完全工作，譬如增加廚房的空間，

或是降低設施設備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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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必要之建築相關流程費用。 

(六) 我國的補助方式 

我國居家無障礙空間修繕補助是從長照十年計畫及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

辦法兩大補助來源，長照 2.0 推動後，僅希望將兩者合併為一，對象為領有身心障

礙手冊的接受長期照顧者。 

  補助對象： 

1. 設籍且實際居住該縣市，有接受長期照顧服務必要，並經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

估之失能者，包含下列二類： 

(1)  65 歲以上 ADLs 一項以上失能或僅 IADLs 失能且獨居之老人。 

(2)  50 歲以上 ADLs 一項以上失能之身心障礙者。 

2. 申請補助項目未獲政府其他醫療補助、社會保險給付或其他相同性質補助者。 

3. 曾申請輔具補助者，須已超過輔助器具之補助年限。 

  補助金額： 

1. 每人自核定補助起 10 年內，以新臺幣 10 萬元為限。(與輔具購買補助合併計

算)。 

2. 本補助內容含 16 項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就補助項目、補助最高額度、最低

使用年限及補助對象核實補助。 

3. 費用補助標準： 

(1) 低收入戶：政府全額補助。 

(2) 中低收入戶： 政府補助 90％，民眾自行負擔 10％。 

(3) 一般戶：政府補助 70％，民眾自行負擔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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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失能者生活輔助器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補助申請流程 

(以臺北市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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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文獻顯示，國際間建築物自 1960-1970 年間發展「無障礙」概念，1980-2000

年間發展「通用設計」概念，至今國際間通用住宅概念多已成熟並導入建築相關

法規。 

美國「身心障礙者可及與可用之建築與設施標準」ANSI A117.1 Chapter10、

英國「無障礙建築技術規範」Technical Guidance Document M. Section3、日本「住

宅性能標示制度」新築住宅第 9 項性能、我國「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新建無障礙住宅之專有部分。 

(七)建議 

倘若我國長照 2.0 政策方向維持社區化、在地化，希望被照顧者能居家老化及

被照顧，對於無障礙空間規劃與修繕給付，可訂定下列原則： 

1. 促進居家環境的可及性或可用性。 

2. 促進居家行動。 

3. 降低照護負擔。 

4. 降低跌倒風險與傷害。 

5. 延緩日常活動功能退化。 

6. 促進被照護者能自立生活。 

    對於健康的高齡者則應推廣無障礙空間與通用設計規劃的重要性，可協助高

齡者從友善居家環境中，維持良好健康與生活品質，增進獨立自主生活的可能，

避免跌倒或失能的發生，維持行動自主、自由的能力。可從兩方面著手： 

1. 政策宣導及誘導 

由營建署對於新建住宅加強對無障礙空間與通用設計規劃的落實，鼓勵地

方政府主管機關能從社會住宅開始，並推廣到民間，訂定獎勵辦法，與建築師

公會、建築業者公會等合作辦理相關研討會，將國外做法提供國內業者更進一

步的認識，同時與媒體合作，將相關資訊傳播給業者與社會大眾。 

加強對多功能輔具及老人福祉科技運用的宣導與認識，能讓民眾瞭解多功

能輔具及老人福祉科技對獨立自主生活、及減輕照護壓力等的協助。 

2. 社會及學校教育 

將無障礙空間與通用設計對於高齡化社會間關係，及對高齡者獨立自主生

活等重要性，編輯成教育素材，分別經由社會教育、傳播媒體、學校教育等管

道與不同的對象進行溝通，使得無障礙空間與通用設計成為全民共識與運動。 

針對住宅內預防跌倒的注意事項，以漫畫方式編輯成冊，除從上述管道進

行溝通與傳遞訊息，並可成為地方政府提供年滿 65 歲長者愛心卡時附送的贈品

之一，同時，每年各縣市所提供免費老人健康檢查時，將這方面宣傳影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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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卡片等提供參加健檢高齡者瞭解，讓無障礙空間與預防跌倒成為高齡者必

讀的生活資訊。 
 
三、交通 

居家環境能行動無障礙之後，是開始走向與社區互動的行動與交通無障礙的

設計，此刻，則可思考世界衛生組織(WHO)所提倡的高齡友善城市中 8 大面向中

的無礙與暢行兩大面向。 

(一) 健康城市 Healthy City 

健康城市是高齡友善城市發展的前身，於 1981 年開始由世界衛生組織(WHO)

開始推動健康城市，其概念主要是延續 1978 年 Alma Ata 全民健康(health for all)

宣言及 1986 年渥太華憲章中明確指稱，健康不僅僅是衛生部門的責任，政府其他

機關與民間組織都應該合作，共同為全民健康來努力(李怡娟，2014；劉麗娟，

2014)。 

於是，城市成為健康促進的平台，1986 年，由歐洲 21 個城市在里斯本召開會

議，決議共同發展都市健康，希望藉由健康照護、健康促進及建立健康的公共政

策，達到全民健康的目的，有了「健康城市計畫」。 

由世界衛生組織(WHO)所顯示的資料指出，超過百萬人口的城市有 112 個，

最遲至 2025 年，全世界逾 60%人口會居住在城市中。 

工業化社會所帶來的問題，包括衛生、污染、環保、生態等問題，將愈來愈

嚴重，世界衛生組織(WHO)開始推動健康城市概念，期望人口密集的城市不只是

生活緊張、環境污染等負面影響，也應該讓城市是健康、樂活的。 

世界衛生組織(WHO)為健康城市所下的定義，認為健康城市是定義一個過程，

而不是一個結果： 

1. 健康城市不只是實現了特定的健康狀況。 

2. 健康城市是對健康意識的持續改善，基於此，任何城市無論其目前的主客觀

條件，都可以是個「健康城市」。 

「健康城市」所需要的是實踐此一目標的進程與結構。 

「健康城市」能不斷改善自然及社會環境，擴大社會資源，使居民能夠在生

活中發展其最大潛力。 

(二) 高齡友善城市 Ageing Friendly City 

由於人口老化是全球性的課題，估計至 2050 年時，全世界 60 歲以上人口約

有 20 億，80 歲以上約有 4 億，其中 80%都將居住於中、低收入國家。 

人口老化同時伴隨心臟疾病、癌症、糖尿病等非傳染病(NCD)的盛行，導致非

傳染病占「全球疾病負擔」的比例由 1990 年的 43%，提升至 2010 年的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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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友善城市是世界衛生組織(WHO)為因應人口老化趨勢與高齡化社會需求，

於 2002 年開始推展之計畫。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2002 年提出活躍老化(active 

ageing)的觀念，並定義為「提升民眾老年期生活品質，達到最適宜的健康、社會

參與及安全的過程」，這也是目前國際組織制定老人政策的主要核心架構。在政

策建議方面，活力老化強調健康促進、社會參與、安全維護三大原則。 

2014 年 WHA 之技術性會議(committee A)提出「以生命歷程達到健康老化之

跨部門行動」議題，說明老年健康乃是生命歷程軌跡中各種的暴露、經驗的影響，

以及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累積作用的總合，亦導致老化結果的不同。所以，世界

衛生組織(WHO)秘書處藉由該組織之全球高齡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鼓勵各國發

展可促成「活躍及健康老化」的硬體及社會支持環境。 

世界衛生組織(WHO)所提出的活躍老化(active ageing)、健康老化(healthy 

ageing)為藍圖，綜整世界衛生組織(WHO)高齡友善健康照護三大原則及世界衛生

組織(WHO)健康促進醫院標準，台灣發展出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架構，包含管理政

策、溝通與服務、照護流程及物理環境四大標準。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 2007 年發布「高齡友善城市指南」的 8 大面向及推動

步驟，台灣帶領縣市推動高齡友善城市計畫，2013 年完成全世界首次全國 22 縣巿

全面導入世界衛生組織(WHO)高齡友善城巿，也都簽署都柏林宣言。 

這個計畫的推動，呼應了世界衛生組織(WHO)強調跨部門行動的重要性，台

灣由最高衛生主管機關以倡議(Advocate)、促能(Enable)及媒介(Mediate)的角色積極

倡導，獲得全國 22 縣市首長承諾列入政策，落實各部門實質參與，並依據世界衛

生組織(WHO)指引的 8 大面向，具體實踐跨部門合作，檢視城市架構、環境、服

務與政策等之高齡友善程度，另一方面，也建立了公、私部門，包括民間、學術

界的全方位伙伴關係。 

因應縣市對高齡友善城市之投入程度與重點方向不同，為協助縣市評估推動

高齡友善城市之進展，進一步於 2014 年成立高齡友善城市中央推動會，邀請各領

域專家及縣市代表與會，作為國內高齡友善城市計畫的檢討建議平台。 

目標是： 

1. 一個兼容且無障礙、能增進活躍老化的城市環境 

2. 兼容：尊重、平等、對年齡、性別、文化無歧視 

3. 無障礙：不存在  

(1) 有形的：造成行動上不便的因素 

(2) 無形的：造成不敢動、不想動的因素(安全、排斥) 

(3) 都市環境：人為環境，包括：各種城鄉規劃與發展的軟硬體建設，譬如：

建築、交通、居住、就業、社區活動、健康照護、福利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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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躍老化：Active Ageing 活到老、動到老 

幫助人們獲得最大的健康，參與何安全的機會，以增進其年齡增長過程的

生活品質。 

5. 健康老化：Healthy Ageing 活到老、健康到老 

6 大因素影響健康：個人因素、經濟因素、行為因素、物理因素、社會因

素、健康與社會服務。 

因此，可將高齡友善城市視為健康城市昇級版，目標對象：以高齡者為核心

的相關議題。 

高齡友善城市的政策利益：提供活躍老化、健康老化的環境，增加經濟生產

力，減少醫療支出，降低長照的需求與壓力。 

能讓高齡者獨立生活(Independent Living)，能夠不被控制、干擾下可持續居住

在社區中，在最自然環境、最少的限制下，可以自己做決定。 
 

在高齡友善城市 8 大面向中，與高齡者「行動及交通」有關的如下： 

1. 無礙：持續改善公共空間，符合無障礙標準；如綠燈時間要夠長，要禮讓行人；

維持社區的良好治安；無障礙與安全的公共空間 Outdoor spaces and buildings

是包含關於愉悅與乾淨的環境、綠色空間的重要性、休憩環境、友善和健康

的步道空間、人行安全空間、可及性、安全的環境、行走與自行車步道、友

善的建築空間、適量的公共廁所和高齡消費者等層面。 

(1) 環境 

這個城市是乾淨的，有強制性法規限制公共地區的噪音程度及令人不愉快或

有害的氣味。 

(2) 綠地和人行道 

有維護良好和安全的綠色空間，提供足夠的遮蔭，廁所設施和座位，並可

以易達性高。對行人友善且無障礙的通道，具有平坦的鋪面，有公共廁所，可

輕鬆地到達。 

(3) 室外休息區 

可供使用的戶外座位，特別是在公園、車站和公共場所，固定距離間隔就

應有休息區的設置；休息區需要良好的維護與管理，確保所有人能安全的使

用。 

(4) 路面 

A.路面應是維護良好、順暢、平坦且防滑的，有延續到馬路上的緩坡以利輪椅

通過。 

B.清除路面所有的障礙物（如街頭小販、停泊汽車、樹木、狗糞便），並且讓

行人優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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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道路 

A.道路有適當的防滑處理，設定規律的間隔時間，以確保行人穿越馬路的安

全。 

B.道路應有的良好設計並具合理的物理結構規劃，如安全島、天橋或地下道，

以協助行人橫過繁忙的道路。 

C.行人過路號誌提供足夠的時間讓高齡者過馬路，並有視覺和音頻信號。 

(6) 交通 

嚴格執行交通法規，司機禮讓行人。 

(7) 自行車道  

專為自行車設置的自行車道。 

(8) 安全 

在所有開放空間與建築物中，優先並提倡公共安全性，例如，採取措施減

輕自然災害風險、良好的路燈、警察巡邏、執行相關法令，並為社區及個人的

安全提供服務確保公共安全。 

(9) 服務 

A.服務區的聚集，應靠近高齡者居住的地方，讓高齡者可輕易地到達（如：設

於建築物的第一層）。 

B.專門針對高齡者的特殊客戶服務，如為高齡者設立的獨立排隊處或服務櫃

檯。 

(10) 建築物 

建築物都具有可及性，並具有以下特點： 

①電梯、坡道、足夠的指示牌、有扶手的樓梯、不高不陡的階梯。 

②防滑地板、具有舒服座椅的休息區、數量充足的公共廁所。 

(11) 公共廁所 

公共廁所清潔，維護良好，方便各種行動能力的高齡者使用、明顯的指示

牌並且方便找尋。 

2. 暢行：提供高齡者搭車的優惠、要有便利的大眾運輸或接送設計、針對行動不

便者所設計專用的運輸工具。 

(1) 大眾運輸(Transportation) 

包含大眾運輸的可及性、可負擔性、可靠性與車次頻率、旅次目的地、對

高齡人口友善的大眾運輸、為高齡人口提供的特殊服務、博愛座與民眾禮貌、

大眾運輸駕駛、安全與舒適、大眾運輸場站與服務站點、計程車、社區大眾運

輸、服務資訊、駕駛狀況、貼心的大眾駕駛和停車空間等層面。 

A.可負擔性:公共運輸是所有高齡者都負擔得起的，且應收取一致性並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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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費用。 

B.可靠性與頻率:具可靠並頻繁的公共交通(包括夜間與周末的服務)。 

C.旅遊目的地 

(A)公共交通提供高齡者到達目的地的關鍵：如醫院、保健中心、公園、購

物商場、銀行及高齡者聚會所等。 

(B)各地區擁有充足的服務：完善的交通接駁路線在鄰近城市與市內之間（包

括外部地區）。 

(C)在不同運輸方案中，運輸路線具有良好的連結。 

D.高齡友善的運具 

(A)運具是易進入的、具有低底盤、低矮的臺階，並有寬敞與高品質的座椅。 

(B)乾淨並維護良好的運具。 

(C)運具上有清晰的標誌說明數量及目的地。 

E.專門服務 

為身心障礙者提供足夠的專業運輸服務。 

F.博愛座 

為高齡者提供優先的座位，並尊重其他乘客。 

G.運輸駕駛 

駕駛是很有禮貌的：遵守交通規則、停在指定的運輸站、等待乘客坐下

後才關閉車門、在公園旁停靠，並使高齡者容易上下車。 

H.安全及舒適 

大眾交通是安全且不擁擠的。 

I.交通運輸場站 

(A)接近高齡者生活圈旁有指定的運輸場站，設有座位與天候防護設施，是

乾淨並安全的，且具有充足的光線。 

(B)運輸場站是容易進入的，具有坡道、自動扶梯、電梯、適當的平台、公

共廁所，並有容易辨識的標誌。 

(C)場站與場站間易到達，並位於易辨識的地點。 

(D)車站工作人員彬彬有禮，樂於助人。 

J.資訊 

(A)如何使用大眾運輸將資訊提供給高齡者，並有關於運輸站可選擇範圍的

資訊。 

(B)清晰易懂的時刻表。 

(C)巴士上的時刻表標示清楚的路線以利高齡者或殘疾者使用。 

K.社區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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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交通服務，包括志願司機和班車服務，使高齡者得到實際的協助並

明確地知道地點。 

L.計程車 

(A)計程車資是可負擔的，對於高齡者或低收入人士提供折扣或補助。 

(B)計程車是舒適並便利的，具有空間供輪椅族群及步行者使用。 

(C)計程車司機是彬彬有禮且樂於助人的。 

M.道路 

道路的維護管理良好、寬闊及充足的光線、良好的設計和適當的流量計

算設備、路口具有信號及燈光，並有明確的標誌、排水溝渠，並有整齊、

清晰並適當的標誌。 

(A)監控得宜的交通流量。 

(B)道路上無遮蔽司機視野的障礙物。 

(C)執行交通規則；司機須受良好的訓練並遵守交通規則。 

N.駕駛能力 

提供訓練駕駛的課程。 

O.停車場 

(A)提供可負擔的停車場。 

(B)為高齡者提供靠近建築物及運輸站旁的優先停車區域。 

(C)設置殘疾人士可先優先停放的車位：靠近建築物及運輸場站，並設置監

視設備。 

(D)接近建築物及轉運站旁，為高齡者及殘疾者提供上下車及接送服務。 

(2) 住宅(Housing) 

包含可負擔性、基本需求服務、設計、裝潢、維生供給系統、服務的可及

性、社區與家庭連結、住宅選擇和生活環境等層面。 

A.可負擔性 

提供高齡者可負擔的住宅。 

B.基礎性服務 

提供每個人都能負擔的基礎性服務。 

C.住宅設計 

(A)選用合適的建築材質以及安全的住宅結構。 

(B)提供高齡者足夠活動的空間。 

(C)依據不同環境條件，提供適當之居住設施(如空調或是暖氣設備)。 

(D)高齡者住宅應有平坦的表面、能容納輪椅通過與迴轉的廊道空間以及符

合高齡者使用的浴室、廁所和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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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居家改造 

(A)因應高齡者需求，進行住宅的必要改建。 

(B)住宅的改建必須是可以負擔的。 

(C)住宅改建後的相關設備都必須是立即可用的。 

(D)提供住宅改建的補助津貼。 

(E)對於高齡者的需求必須有充分的理解以進行住宅的改建。 

E.居家維護 

(A)維護費用必須是可負擔的。 

(B)有合格且可靠的服務提供者從事相關的維護工作。 

(C)政府提供的公共住宅、租賃住宅和公共區域均能得到良好維護。 

F.在地老化 

(A)高齡者住宅必須鄰近社福機構。 

(B)提供可負擔的居家服務，讓高齡者在家即可受到服務。 

(C)高齡者可以清楚了解可提供服務的資訊。 

G.社區整合 

住宅設計應方便高齡者參與各項社交活動。 

H.住宅選擇 

(A)提供可負擔的住宅供高齡者進行選擇，特別是較為脆弱或是身心障礙的

高齡者。 

(B)高齡者清楚知道關於可供選擇住宅的訊息。 

(C)提供足夠和可負擔的高齡者住宅。 

(D)高齡者住宅必須提供適切的服務設施、舒適的生活環境與休閒娛樂的活

動。 

(E)高齡者住宅必須可以融入當地社區。 

(F)住宅防火對策之執行。 

(G)住宅消防安全設備制度宣導、複查。 

I.生活環境 

(A)住處不會過分擁擠。 

(B)高齡者在居住的環境中可以感受到舒適性。 

(C)住宅避免興建在可能遭受自然災害的地方。 

(D)高齡者在居住環境中應有安全感。 

(E)提供高齡住宅安全措施的補助津貼。 

3.通訊與資訊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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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失去資訊來源與被主流社會淘汰的心理，全世界的高齡者都一樣，快速取

得資訊與通訊科技對融入社會是有幫助的，不論取得資訊的方法與數量是多是少，

最重要的是，至少要能讓高齡者取得與他們切身相關的資訊與資源。其中亦包含

資訊提供、口頭溝通、列印出來的訊息、簡易的語言、自動化溝通與設備和電腦

與網路等層面。 

(1) 資訊提供 

A.每位居民都能得到基礎、普遍的通訊系統，包括書面與廣播媒介以及電話。 

B.政府及志工組織能確保資訊提供的定期性與可信賴性。 

C.資訊的提供能被協調整合成為一項社區服務，並成立充分公共化的綜合資訊

中心。 

D.同時以一般性及特定目標群的媒體，定期播送高齡者感興趣的資訊與節

目。 

(2) 口語交流 

A.提供老人口語上的溝通，如透過公共會議、社區中心、俱樂部、傳媒還有

個人間一對一的傳達訊息。 

B.社區孤立可能性高的人，可藉由他們所信賴的人提供資訊。如：打電話來和

面訪的義工、居家服務提供者、理髮師、門房、看護等。 

C.公家機關與私人機構提供友善、一對一的服務。 

(3) 印刷品資訊 

印刷品資訊的字體大、主要概念以清楚的標題及粗黑體來呈現。 

(4) 簡素的語言 

書面或口語溝通皆以簡單、熟悉的字來組成，簡短而直接的句子。 

(5) 自動化通訊與設備 

A.電話語音服務能緩慢而清晰地提供說明、並隨時告訴通話者如何重複聽取

信息。 

B.使用者可以有與真人對話或留信息請對方回覆的選擇。 

C.電子設備的按鍵與字體夠大。 

D.銀行、郵局或其他服務性機器的螢幕顯示亮度夠，且能讓高度不同的人輕

鬆使用。 

(6) 電腦與網路 

A.在公家機關、社區中心、圖書館等公共場所，提供免費或低價的電腦與網

路，供一般民眾使用。 

B.使用者可輕而易舉的找到清楚的說明或專人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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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HO 高齡友善城市指南八大面向提出檢查清單(Checklist)如下： 

(1) 無障礙與安全的公共空間 

A.舒適及乾淨的公共環境。 

B.有綠地空間及足夠的戶外座椅且安全維護良好。 

C.人行道狀態維持良好、無障礙物且有行人優先通道。 

D.路面防滑並有足夠寬度及無障礙坡道供輪椅使用。 

E.行人穿越道數量足夠並兼顧各種行動不便者行的安全，使用防滑標示、有充

足的穿越時間及清楚可視的電子信號標示。 

F.在路口及人行道，司機應禮讓行人。 

G.腳踏車步道與人行步道分離。 

H.透過良好的照明設備、警察巡邏以及社區規範促進戶外空間的安全性。 

I.相關服務據點應集中並設置在高齡者容易到達的地方。 

J.提供專為高齡者設置的優先服務窗口。 

K.建築物空間內外應配置足夠的座椅、廁所、無障礙電梯、殘障坡道、欄杆

和樓梯以及防滑地板。 

L.室內外的公共廁所均應配置充足且位於高齡者容易抵達的地方，並保持其衛

生與整潔。 

(2) 交通運輸 

A.大眾運輸工具收費固定且票價清楚可見，同時是所有民眾皆可負擔的。 

B.在夜間及周末假日時大眾運輸工具仍穩定並確實發車。 

C.全市區均有大眾運輸工具可達，具有好的連結性，且路線及車輛皆有清楚標

示。 

D.大眾運輸工具維持良好且乾淨，位置不會太過擁擠並設置博愛座。 

E.提供身心障礙者特殊設置的交通運輸工具之服務。 

F.停靠在指定車站人行道旁以利上下車，並等待乘客坐好後才開車。 

G.候車亭位於交通便利地區，並具備可及性、安全、整潔、充足的照明、明

確的標示與足夠的休息座椅與遮蔽空間。 

H.提供使用者完整乘車資訊，包含路線、時間表與特殊需求設施。 

I.在大眾運輸無法到達的區域，提供無償的交通服務。 

J.計程車便利且價錢足以負擔，司機亦親切有禮並樂於助人。 

K.路況隨時保持良好狀態，並有設置水溝蓋與明亮清楚的照明。 

L.路上車流井然有序。 

M.避免巷道中的障礙物遮蔽司機的視線。 

N.交通號誌與十字路口設置在清晰可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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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提供駕駛員培訓與進修課程。 

P.乘客上下車地點必須方便且安全，並設置足夠的可下車站。 

Q.讓有特殊需求的乘客及長者優先下車。 

(3) 住宅 

A.提供可負擔及充足的住宅於安全的地區且鄰近社區服務處。 

B.居家修繕及支援服務是足夠且可負擔的。 

C.提供不受天氣干擾的安全舒適住宅。 

D.內部空間設計要讓高齡者在房間或通道都能行動自如。 

E.建造者必須清楚高齡者之需求。 

F.公共住宅和商業型出租住宅必須整潔、維護良好且安全。 

G.地區必須提供可負擔且充足的住宅服務給身體孱弱及殘疾之高齡者。 

(4) 通訊與資訊 

A.一個基本、有效率的溝通系統能將訊息傳達至社區各年齡層居民。 

B.確保資訊都能被定期且廣泛的宣傳，且內容是可信賴與可協調的。 

C.定期提供高齡者關心的訊息。 

D.推廣與高齡者口頭溝通(Oral communication)的服務。 

E.面對社會孤立危機的高齡者（例如獨居老人），可採一對一溝通，以獲得高

齡者的信任。 

F.公家單位以及私人機構對於特定需求都能提供友善的專人服務。 

G.印刷品資訊，包括正式的表格、電視字幕和文字等閱讀的部分都應該有放

大版的文字，並且有簡單清楚的標題與粗黑字體來顯示的主要訊息。 

H.書面文字及口語溝通皆應運用簡單、熟悉的簡短句子。 

I. 語音服務系統要放慢速度並簡單清楚的指示來電者如何重複重要訊息。 

J. 電子產品例如手機、收音機、電視、提款機、售票機都應該有放大的按鍵

及說明文字。 

K.政府機關、社區中心和圖書館應提供免費或最低收費標準的電腦及網路的

服務。 
 
四、台灣在推動高齡友善城市所出現的問題如下： 

(一) 無論是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欠缺跨部會與局處的協調，尤其在交通方

面無法配合落實。 

(二) 無論是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在政黨輪替後，往往政策無法賡續，許多

城市早已將高齡友善城市政策束之高閣，不再執行。 

(三) 政策內涵流於形式，未能內化到政策執行者中，當主管提醒時，還會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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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實踐，但也在表面，無法徹底落實。 

(四) 社會對高齡者欠缺同理心，台灣高齡化速度太快，無法有充分時間，讓民

眾瞭解老化對人的功能、生理、心理等不同層面的影響。 

(五) 高齡友善城市政策規劃欠缺使用者導向及本土化思維，大多是直接引用世

界衛生組織文件。 

(六) 高齡友善城市政策推動似乎是屬於政府單方面的事，欠缺民間參與，企業

投入，教育配合。 
 
五、建議 

(一) 配合台灣高齡化快速發展，政府目前的前瞻計畫應可要求各部會將高齡友

善觀念落實在每一項政策中。 

(二) 高齡者民間團體針對政府政策是否落實高齡友善內涵給予監督。 

(三) 建立全民對高齡友善內涵的教育，從社會教育、學校教育到家庭教育。 

(四) 政府可政策上鼓勵民間企業參與，逆向來影響政府相關部門。譬如：台北

市首都客運率先帶領駕駛員到日本學習，開始推動對高齡者及乘客的服務

與友善駕駛行為，目前已影響台北市政府大都會公車及其他客運公司學

習。 

(五) 政府可進行高齡者行動及交通需求民意調查，以民意需求做為施政優先順

序的排列。 

(六) 政府在規劃政策過程，應先以高齡者的焦點團體等相關訪談，進行資料匯

集及使用者需求分析。 

(七) 政府研考單位可檢視機關內所有政策規劃內容是否已將高齡友善清單予以

落實。 

(八) 交通部應每年就所屬交通事業單位舉辦高齡友善評比與競賽，以正面方式，

鼓勵相互學習與影響，優勝單位可前往日本、德國等高齡化國家參訪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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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台灣未能提供高齡友善交通的具體案例。 
公車違規左轉 妻救夫撞飛亡  視線死角釀禍「晨運卻天人永隔」 
蘋果日報 2017 年 09 月 08 日 
台北巿一輛公車疑未依號誌左轉、轉彎時公車Ａ、Ｂ柱又擋住司機視線，直接

撞倒一對晨起運動的七旬老夫妻，當時妻子情急之下將丈夫往外推一把，結果

自 己 被 撞 飛 、 頭 部 重 創 送 醫 不 治 。 丈 夫 幸 運 僅 左 手 肘 擦 傷 。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70908/37774614/ 公車

違規左轉妻救夫撞飛亡 
 
2.康健雜誌 2017 年 9 月號 226 期報導，康健民調：太委屈！生活在台灣常常「無

路可走」。(70)。2017 健康城市大調查：你住的城市好走路嗎？(72)。 
 
 
 
 
 
   
 
 
 
 
 
 
 
 
 
 
 
 
 
 
 
 
 
 
 
 
 
 
 
 
 
 
 
 
 

 

  



144 
 

 
3. 台灣對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不友善的實例： 
   由台北市行無礙資資源推廣協會提供照片 
 
 
 
 
 
 
 
 
 
 
 
 
 
 
 
 
 
 
 
   
 
 
 
 
 
 
 
 
 
 
 
 
 
                
 
 
 
 
 
 
 
 
 
 
 
 
 

  

輪椅無法前進。 影響輪椅前進安全。 

 

輪椅無法順利轉彎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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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高齡友善實際案例： 
 
 
 
 
 
 
 
 
 
 
 
 
 
 
 
 
 
 
 
 
 
 
 
   
 
 
 
 
 
 
 
 
 

 

德國火車用的昇降設備，以解決列車 
車廂階梯與月台高低落差問題。 

 

日本、歐美等國所發展福祉車及相關設施。 

 

蘋果日報 2017 年 09 月 03 日新聞報導，台鐵新烏日站列車車廂階梯與月台高

低落差約 20 公分，成搭車隱憂，已造成高齡者跌傷。張喆喜攝 

 

日本電車與月台間無高低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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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樓梯提供輪椅可直接上下的設施。 

 

 
衛浴設施高齡友善的改善 

  

 

移動式洗澡椅 

 

固定可折疊式洗澡椅 

 

方便入浴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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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物聯網與 ICT 在大健康領域的應用 
 
一、銀髮長照市場需求與國內外市場分析 

回顧台灣長期照顧服務經歷，照顧服務模式從機構式的照顧，逐漸延伸擴展為

社區式的照顧與居家式照顧。以往台灣政府對於高齡者的福利照顧多在補助老人養

護機構的設置與建立、保健照顧、居家服務，以及生活環境的提升等。但隨著老年

人口特性的改變與需求的變化，社區化與社區照顧已是照顧老人，包括健康者與長

期失能者及慢性病患的重要發展方向。因此，各縣市政府紛紛成立長期照顧管理中

心以整合衛政與社政資源，中央政府亦編列數百億元的執行預算，鼓勵民間設立社

區照顧關懷據點，並邀集非營利組織共同推動辦理社區與居家服務之業務等。 

目前衛生福利部根據蔡總統的長照 2.0 之目標，發展在地化、社區化，且因地

制宜的長期照顧服務模式，提出「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係在建立以使用者為中

心的服務體系，佈建綿密的長照服務輸送網絡，整合多項服務。但有鑑於民眾對長

期照顧服務的認識與使用狀況仍有待強化，特推動「社區整體照顧模式」。中央政

府將與地方政府分工合作，由地方盤整資源、擬定實行計畫、申請中央經費挹注、

培力與發展長照服務與人力資源、管理與輔導服務輸送體系。期待藉由社區整合型

服務中心（A 級長照旗艦店）、複合型日間服務中心（B 級長照專賣店）與巷弄照

顧站（C 級長照柑仔店），讓民眾獲得具有連續、彈性、多元的照顧服務。 

但鑒於台灣長照制度是採取『滾動式修正』模式，自長照 2.0 制度從 2016 年

底試辦以來，雖然遵照以下 3 項主要目標： 

1. 擴增了服務對象和項目 

2. 盤整現有社區資源分級整合 

3. 串連醫療、長照、住宅，打造預防和生活支持的長照體系 

但卻也遇到長照 ABC 角色定位需求不明、長照經費撥付耗時、小型機構受限

三不原則（49 床以下小型機構不可募捐；不接受補助、不享受租稅減免）、資訊系

統尚未建置完整，照護人力負擔過重等問題。其中即使先忽略不看法規與制度面

上的問題，資訊系統的不完整與照護技術與設備仍採用傳統模式，在在都造成第

一線照護人力的大幅負擔，使得長照的能量難以提升，也降低相關從業人員繼續

投入長照產業的信心。 

在可預見的未來，資源將越來越有限，醫療照顧模式必須有新的思維與改變，

必須立刻針對這個人口改變的現實進行照護政策和長照發展的全面關照。除了從 3

種不同的長照模式著手外，亦需雙管齊下地善用智慧化科技，以促進醫療照護體

系之整合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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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市場需求分析及未來機會所在 

根據聯合國經濟社會事務處（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指出，由於生育率及死亡率持續下降，導致工作年齡人口與老

年人口比率提高，造成社會面臨人口老化之問題，全球 60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

口比例，預估將從 2013 年的 11.7%攀升至 2050 年的 21.1%。而台灣的老年人口比

於 1993 年達到 7.1%，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ageing society）、2018 年超過 14%，

進入高齡化社會（aged society），國家發展委員會預計 2025 年台灣將進入超高齡

社會（super-aged society），表示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將佔總人口的 20%以上。除醫

療費用大幅增加、健保保費收支短絀 4,000 億元外，都市化、高齡化加上低生育率，

使民眾長期照顧需求大幅增加，但不再與父母同住的年輕人逐漸沒有能力兼顧就

業與照顧失能長輩。     

因老年人口增多，扶養比提升且年輕人多不再與父母同住，未來社區整合型

服務中心及複合型日間服務中心之重要性必定大幅提升。根據資策會 MIC 的研究

顯示，2015 年全球醫療照護市場的產值將上看 5,970 億美元；臺灣產值則可達 180

億；預計到 2025 年的年成長率有 20%以上。     

雖然普遍認為醫療照護市場的產值在近年內將大幅提升，但由於醫療照護產

業高人力與高專業度的需求，加上在人口老化及慢性病盛行影響下，臨床照護工

作更趨複雜，使得照護人員的照顧負荷增加，且臨床專業與非專業的工作內容沒

有區分，導致照護人員的專業角色功能無法有效發揮，而人力短缺連帶也影響新

進照護人員的留任率與畢業生的就業意願，年輕人不願意投入臨床照護工作，台

灣執業率只有 6 成（59.2%）左右，累積的工作年資也只有 7.67 年，與歐美國家

20 年以上相比相對低很多，不但阻礙照護專業發展與經驗的傳承，對於醫療品質

的確保也是一大隱憂 (高靖秋, 2011)。 

因此為改善當前護理人力短缺、降低醫療照護工作者負擔等問題，要利用智

慧照護的整合技術，並善用雲端服務優勢，建構智慧醫療照護管理環境。首先從

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 級長照旗艦店）著手，經由醫療資訊之整合和各項智慧

醫療系統的建置，協助醫療照護工作者處理常態性管理工作、資料紀錄等提高行

政工作效率，讓傳統照護服務帶來革命性轉變，也為資通訊產業帶來新商機。 

1. 中國市場狀況 

中國進入醫養需求爆發期，具龐大醫護缺口因而帶動智慧醫療與照護需求，

該市場規模至 2018 年將突破人民幣 1,000 億元。 

隨著經濟穩定成長，城鄉居民收入增加，生活水準不斷提高，近年來，中

國大陸智慧醫療健康產業發展非常迅速，市場規模由 2014 年的人民幣 361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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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到 2015 年的人民幣 578 億元，成長 60%，且預估 2018 年市場規模將突破

人民幣 1,000 億元，巿場前景可觀。 

 

 

圖 7-1  中國大陸智慧醫療健康市場規模及預測 

 
 

醫務從業人員成長速度，遠遠無法迎合需求爆發性成長。根據中國大陸衛

生和計畫生育委員會統計，截至 2016 年 4 月底，中國大陸醫療衛生機構數近 99

萬家；其中，基層醫療衛生機構 92 萬 5,250 家，專業公共衛生機構 3 萬 1,375

家，醫院 2 萬 8,072 家，其他機構 3,165 家。值得一提的是，至 2016 年 4 月底，

中國大陸民營醫院有 1 萬 5,090 家，較 2015 年同期成長 16.1%；基層醫療衛生

機構中的診所有 19 萬 7,873 家，較上年同期成長 3.7% (蔡幸儒, 2016)。 

而中國大陸的政策也加碼引導社會資本湧入，2013 年於其『國務院常務會

議深化改革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任務措施中』指出要在「保基本、兜底線」

的基礎上，讓社會力量成為發展養老服務業的主角。該措施推動中國大陸的養

老產業向多元化、創新型的養老模式轉變，逐漸將養老產業依附於政府的局面

扭轉，進而改變養老產業的格局。 

其中從 2011 年到 2015 年間，中國大陸針對養老產業的政策，便可彙總如下

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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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2011 年~2015 年間中國大陸對於養老產業的政策 

年度 政策 主要內容 

2011 
中國老齡事業

發展“十二

五”規劃 

政府加大財政投入和社會籌資力度，推進供養型、養護型、醫護

型養老機構建設。進一步完善和落實優惠政策，鼓勵社會力量參

與公辦養老機構建設和運行管理。“十二五”期間，新增各類養

老床位 342 萬張。 

2011 
社會養老服務

體系建設規劃 

鼓勵通過整合、置換或轉變用途等方式，將閒置的醫院、企業、

農村集體閒置房屋以及各類公辦培訓中心、活動中心、療養院、

小旅館、小招待所等設施資源改造用於養老服務。通過設備和康

復輔具產品研發、養老服務專用車配備和資訊化建設，全面提升

社會養老服務能力。 

2012 

民政部關於鼓

勵和引導民間

資本進入養老

服務領域的實

施意見 

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居家養老和社區養老服務。鼓勵民間資本興辦

養老機構或服務設施。鼓勵民間資本參與養老產業發展。落實民

間資本參與養老服務優惠政策。加大對民間資本進入養老服務領

域的資金支援。加強對民間資本進入養老服務領域的指導規範。 

2012 
國家基本公共

服務“十二

五”規劃 

建立健全養老服務體系，鼓勵居家養老，拓展社區養老服務功能，

增強公益性養老服務機構服務能力，鼓勵通過公建民營、民辦公

助等方式引導社會資本參與養老服務機構建設和管理運行。增加

養老床位 300 多萬張，每千名老年人擁有養老床位數達到 30 張。

支持有需求的失能老年人實行家庭無障礙設施改造。培養培訓具

有資質的專業養老服務人員。 

2013 

國務院常務會

議關於深化改

革加快發展養

老服務業的任

務措施 

加強養老服務能力建設；分層分類提供養老服務；創新養老服務

模式；推動醫養融合發展，探索醫療機構與養老機構合作新模式。

全面建成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託、機構為支撐的覆蓋城鄉的

多樣化養老服務體系明確提出要在政府“保基本、兜底線”的基

礎上，讓社會力量成為發展養老服務業的“主角”。 

2013 

國務院關於加

快發展養老服

務業的若干意

見 

在資本金、場地、人員等方面，進一步降低社會力量舉辦養老機

構的門檻，簡化手續、規範程式、公開信息，行政許可和登記機

關要核定其經營和活動範圍，為社會力量舉辦養老機構提供便捷

服務。鼓勵和引導相關行業積極拓展適合老年人特點的文化娛

樂、體育健身、休閒旅遊、健康服務、精神慰藉、法律服務等服

務，加強殘障老年人專業化服務。 

2015 

關於推進醫療

衛生與養老服

務相結合的指

導意見 

建立健全醫療衛生機構與養老機構合作機制，支援養老機構開展

醫療服務。養老機構可根據服務需求和自身能力，按相關規定申

請開辦老年病醫院、康復醫院、護理院、中醫醫院、臨終關懷機

構等，也可內設醫務室或護理站，提高養老機構提供基本醫療服

務的能力。推動醫療衛生服務延伸至社區、家庭。 

 
中國大陸從 1980 年代開始實行計畫生育後，人口結構也進而導致轉變，

目前也已快速的邁向高齡化社會。而從以上的政策節錄也可以得知，照護能量

的不足與如何利用新的科技將醫療與養老照顧做妥善的結合，是中國未來在相

關醫護產業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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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東協市場現況 

東協為降低醫療服務能量缺口，近年持續推動智慧健康醫療相關政策，為

台灣智慧醫療業者南向發展帶來契機與商機。 

世界衛生組織(WHO)對智慧醫療健康定義為：應用資通訊技術於健康及醫

療照護領域，並認為可增進醫療的可近性與效益、降低醫療成本，尤其對開發

中國家有深遠影響。而隨著經濟發展，東協各國政府持續推動國內智慧健康醫

療倡議及相關政策，因而驅動醫療單位進行資訊系統導入，藉以提高醫療服務

效率，進而帶動東協智慧健康醫療資訊系統相關解決方案商機浮現。 

以泰國為例，泰國近年來在政府財政、公共投資與觀光收入遽增加持下，

帶動國民所得與醫療支出的增加，為使醫療照護體系更具效益與效能，泰國衛

生部於 2016 年 3 月公布「2016-2020 eHealth Strategy」草案，目標在 2020 年建

構建全、公平且有效率的醫療系統，使人民具有更好的生活品質。而泰國醫療

體系以公立醫院為大宗約占 75%，病患人數過多且資源較少，故在服務品質與

醫療資源上較為不足，然當地尚無發展健全之智慧醫療服務，也因此成為台灣

智慧醫療產業南向輸出之契機與商機 (黃裕斌 林淑綿, 2016)。 

此外，根據西貢解放日報報導，至 2023 年止，胡志明示將編列約 2.3 億美

元的預算發展基層醫療網，以提升各級醫療院所的治療能力，而現正計畫興建

之中的綜合醫院、兒童醫院、耳鼻喉醫院、胡志明市輸血及血液學醫院及腫瘤

醫院也正積極的尋求國外投資。隨著醫療政策實施以及醫院之興建，越南對於

智慧醫療需求也浮出檯面，亦成為台灣相關業者之機會。 

 
（二）未來潛在需求與應用發展機會 

TrendForce 旗下的拓墣產業研究所指出，受到互聯網（Internet）與物聯網（IoT）

的發酵與帶動，智慧醫療與照護成長力道加速，預估 2018 年，包含遠端監測、診

斷設備、生活輔助、生理數據監測的服務支出，總產值將達 300 億美元，未來 3

年的 CAGR 則高達 60%，全球相關大廠皆全力佈局此市場以搶佔商機。 

但受限於經濟規模的需求且容易複製成全球性規模量體的目標，開發相關智

慧醫療的大廠大多以硬體角度出發來產出智慧醫療相關的硬體，或是建立 B2C 的

解決方案，例如 GE、Philip、Omron 及 Apple 等廠家都是專注於硬體與 B2C 解決

方案的開發。而在真正最貼近醫療本質的長期照護領域內，卻缺乏整合性的解決

方案來幫助照護者與被照護者，無法建立一個整體性的系統平台與搭配的智慧醫

療照護解決方案，減少醫護人員繁瑣工作流程和錯誤機率、分擔照護居民之工作，

且可與受照護的居民進行互動與追蹤，達整體醫護照護品質之提升。 

因了解所有醫護服務核心皆源於醫療院所，且目前個人健康管理尚未落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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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眾生活，加上居家醫療設備品質參差難以掌控，若貿然從居家照護切入，

反而不易產生立即效果與形成可複製與擴大的商業模式。故先從民眾熟悉的醫院

切入，以打造智慧醫院為首波目標，並從醫、護、病間關聯最深的病房出發，以

協助醫院建構智慧聯網基礎，因而首先推出數位病房解決方案，經由智能床頭卡、

照護通訊 APP 及護理站控制中心，建立資訊透明化服務環境以達醫護病三方即時

溝通，並作為智慧醫院發展之聯網基礎建設。利用開發數位病房解決方案的經驗，

藉由共通的醫療語言，將醫院的應用場域環境移植到照護領域中，在能模組化與

商品化的前提下，開發出適合照護機構使用的解決方案。 

 

 

圖 7-2  數位病房架構模式示意圖 

 
目前市場在智慧醫療發展主要著重大型醫院的資訊系統整合，對長照機構營

運績效提升與第一線照護人力的大缺口並無適當的解決方案出現。此外，大型醫

院基於智慧醫療強調的健康管理與預防醫學，經由穿戴裝置紀錄個人生理狀態以

進行分析與相對應服務，卻沒有跟長照機構資訊系統對接形成無縫的整合照護平

台，形成照護上的斷鍊與缺口。在高齡化趨勢下，長照機構所負擔有增無減。故

如何透過先進資訊技術，對外整合醫院的醫療資訊、對內簡化流程與節省人力，

以提昇照護品質，成為掌握智慧照護商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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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產業大廠過於重視自身硬體產品或只關注大型系統之開發，不願投入資

源進行跨業整合並長期在機構內「蹲點」與研究業者「痛點」，此乃照護資服產業

尚未健全發展的主因。為建構差異化與創造競爭性，應從機構「痛點」切入，以

解決照護品質的提升、機構營運效率、住民滿意度等核心問題，並以“整合者”

角色，透過硬體架設及軟體研發，建構智慧照護 IoT 服務環境，來有效舒緩照護

人員的工作負擔，塑造產業發展的良性環境。 

堅持採開放式物聯網整合服務模式，整合許多台灣優秀的硬體與機器人製造

商，並專注於雲端服務與整體解決方案之研發。透過物物間之資訊串流、交換與

分析，逐步形成智慧城市的健康照護網絡，更具延伸性與未來性，且可運用服務

層面更為廣泛，並可快速搶攻國際市場，以打造智慧長照產業之國際知名品牌。

目前國內具規模的長照業者多參考日本長照規劃並引進整套日系廠商，然由於日

系廠商多屬封閉系統，無法量身訂做發展在地的照護模式，發展上反而受到限制，

這是台灣產業的巨大機會。 

 
（三）創新的新科技 IoT、AI、Robot 即將改變照護模式 

AI 加上 IoT 形成的 AIoT 創新科技將促使臨床照護產生巨大變革。物聯網的

感知設備，例如：穿戴式血壓、體溫、心跳…..等，將機構住民的生理資訊紀錄即

時上傳雲端系統，產生完整的 PHR(Personal Health Record)，依據個案的不同情況

可以設定主動通知的臨界值，讓照護人員可以即時被系統主動通知，既使在人力

最少的夜間時段依然可以維持良好的照護品質。另外，住民在機構和醫院之間的

入出院準備都完全雲端化，無縫的串接醫院與照護機構的資訊系統。 

機器人的成熟發展也開始協助臨床的住戶照護與管理。目前最火紅的 GPU 計

算平台，不但可以幫助無人自駕車在複雜的外部環境安全駕駛，對於機構的照護

其實也可以有很大的助益。利用 GPU 最擅長的影像分析，可以輕易的管理機構內

的照護人員、訪客與住民。住民在大型機構內的用餐與活動，經由機器人的影像

分析很容易完成點名與統計分析。另外，利用影像分析功能，可以發展出互動的

多媒體感知臨床應用，互動內容的設計更可以檢測出住民是否有失智或其他認知

功能上的病兆，提早預防也分擔照護人員的工作。AI 分析引擎經過深度學習可以

更進一步主動提醒照護人員個別住民的照護需求，對於第一線照護人員高流動率

產生照護的品質落差可以適時的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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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智能科技的應用演進 

 

 

圖 7-4  機器人與照護領域的應用示意 

 
二、照護產業發展的育成建議 

（一）問題分析與商機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2004 年推估人類長期照護之潛在需求為 7-9 年，而依

據前行政院衛生署照護處 2010 年報告顯示，若依國人的平均壽命和疾病型態等變

數推估，國人一生中的長期照護需求時段約為 7.3 年。高齡與失能人口成長帶來長

期照顧需求增加，建設委員會、衛生福利部及各縣市政府等，近年來已推動多項

方案計畫，保障接受長期照護者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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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衛福部護理及健康照護處處長鄧素文於 2013 年指出，目前台灣長期照護

發展所面臨的問題：(1)人口快速老化，長照需求急遽成長，服務對象未全面含括

於政府補助長照十年計畫；(2)長照資源分布不均；(3)長照人力資源待培訓及發展；

(4)長期照護缺乏穩定及充足之財源挹注，提供之服務無法充分滿足失能者需求，

服務內容與民間期待存有落差。 

而政府政策與民間期待存有落差的距離，主要便要依靠一般民營的照護機構

來做填補，但國內因長期照護是「產業發展」或「社會福利」爭議，使民間資金

難以充分投入，故如何建立與社會福利團體的溝通與說明管道，適度引進民間資

源並整合政府政策，將智慧化的科技發展融合醫療服務，帶動長照產業發展，促

進其可近性，確保民眾基本優質的照護服務。 

 
（二）建立試煉場域進行臨床實證 

以雙連安養中心為例，雙連教會自 1913 年設立以來，除了傳揚耶穌基督福音

引人歸主以外，一直都秉著關懷社會，舉辦慈善及育英等公益事業。1993 年起臺

灣已進入高齡化社會的國家，為關心老年事工，實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之理念，

於 1988 年起開辦社區松年大學，從學員熱烈的參與情況，以及看見老人生活照顧

的需要，便決定附設雙連安養中心，規劃具有安養照顧、輕度養護、重度養護、

長期照護、失智症單元式照護、短期照護、日間照顧以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等多

功能、多元化、多層級、連續性的一所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並配合政府推展長期

照顧十年計畫--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之旗艦計畫政策，計畫將雙連具有的資源及經

驗，延伸承辦社區式及居家式的照顧服務。 

雙連安養中心，標榜服務老人以「同理心」出發，不僅由執行長蔡芳文親自

入住、指正大小缺點，也十分重視中心裡的拖鞋軟硬、有無棉花棒...等小細節；除

此之外，雙連安養中心不聘外籍看護工，而是大量引進本科系學生，希望能給予

長輩較好的照顧。據蘋果日報報導更指出，雙連安養中心目前有 400 個床位，而

候補名額已排至 1800 多號，估計要等上 30 年才有機會入住，也被康健雜誌評為

台灣第一的醫療照護機構，由此可以了解雙連安養中心居業內領先地位，而且由

於醫療照護人力的不足，而無法照護更多的民眾，亟需要導入智慧長照相關措施。 

依據長照 2.0 的規劃，對 A、B、C 三個等級的照護機構規劃出完整照護體系

的平台，以 A 級整合型照護機構為核心，往下延伸到 B 級的日照中心、C 級的巷

弄照護站。向上可以整合到醫院與地方政府的衛生局，最後由衛服部統籌國家照

護資訊，建構完整的照護資訊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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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營運規劃 

物聯網(IoT)具物物相連、事事串流之優勢，可提升應用產業之效率與效能，

故結合 IoT 與醫療服務，專注於打造一完整、可行、簡易、便捷之智慧照護整合

服務方案，從智慧醫院、智慧照顧逐步延伸到智能長照與遠端照護，以實現全方

位個人專屬精緻化醫療聯網服務，讓有限的醫療照護資源利用達最大化，進而服

務更多有需求的民眾，並以完整方案模式輸出國際。 

台灣擁有世界級的臨床照護資源與世界級的醫療軟體研發團隊、系統整合工

程團隊與專業的顧問規劃團隊，如果能專注以物聯網(IoT)最新科技來建置下一代

的整合照護平台，讓醫、護、病借助雲端服務平台，提供最優質的全面照護與即

時的多方溝通(Fast Healthcare Interoperability)，進而提高被照護者滿意度、降低照

護人員的工作負擔，協助防止醫療錯誤的發生與服務能量的浪費並加強醫療照護

的效率，這將是台灣產業輸出的一大競爭優勢。 

除了利用雲端服務平台來增進照護者與被照護者之間的效率外，在現今訴求

醫養結合與政府長照與醫療政策的推動間，要如何能透過科技導入規劃落實方案，

並利用整合式的服務模式運作，建置從醫院至社區預防照顧服務之連續且多元的

服務輸送體系，並提供多目標社區式健康照護網路與支持性服務，提升醫療與照

顧服務品質與效率，並增進銀髮族生活品質、減輕照護人力負擔與家屬照顧壓力

也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而建置一個在既有的中央政策與地方政府規劃基礎上，與地方政府密切合作，

如與合作的地方政府確認使用的照顧服務工作 表以及提供者管理表，因地制宜透

過智慧化科技的導入，善用台灣資通訊科技的優勢發展整合性之服務系統，支援

長照服務之推動，使政府、社區民間單位與民眾能方便即時且有效運用在地老化、

健康活躍的資源。 

因此需要建立一個智慧化的整體服務資訊平台，針對上述前提建議擁有下列

特點：  

1. 多元整合性之照顧服務系統，需整合流程與服務管理、照顧與醫療資源及個

案健康之資料。 

2. 系統間有完善之溝通介面，個案資料結構採標準化，提供不同照護體系之醫

療人員即時訊息，分享個案情報，以利團隊成員彼此溝通及未來數據分析。 

3. 標準化追蹤流程控管，但仍能保留可擴充性，以應對『滾動式修正』的照護

體系。 

若以目前長照 2.0 的照護體系為例，針對目前照護體系的痛點而言，此智慧

化的整體服務資訊平台應該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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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案資料彙整系統，能作為各照護相關機構機關現有系統的資料彙整介面，

也能彙整個案資料，並能向上介接中央各管理系統以方便政府的政策推動與

方向制定，向下能介接服務提供單位或社區醫事單位的照顧資訊系統。 

2. 智慧長照管理雲平台，能對長期照顧與延伸至出院準備之智慧型管理系統，

能建立醫院端通報與病歷評估資料傳輸至照顧服務端的資通訊管道，以利照

管專員或社工等 care manager 掌握資料而盡早於出院前介入，且能在醫院出

院準備處透過醫療資訊系統提供資料時，減少人工重複燈打的次數，以減少

醫療與照護人員的工作負擔與降低資訊傳遞錯誤的可能性。 

3. 照管專員行動訪視與照顧管理 APP，擁有個人化的資訊管理功能，能讓照管

專員對個案的狀況更加了解，也能與中央的系統結合，藉此減少原本繁複的

紙本與多系統作業工作，讓照護者的心力不再為繁瑣的文書工作所浪費，而

能真正將時間投注在被照顧者的身上，來提升整體的照護品質。 

 

 

圖 7-5  以個案為中心建置完整的長照資訊平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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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內市場擴散 

新政府視長照 2.0 為未來施政重點，希望透過長照Ａ、Ｂ、Ｃ照護網絡的建置

能解決高齡化照護需求帶來的龐大社會問題與負擔。應要順勢借此機會建立長照

體系平台，不但可以協助政府解決問題，也可以依據現場的照護實務不斷調整資

訊平台，確保每一個照護者與機構都能得到良好的輔助。但滾動式的修正方式若

加上不夠完整的宣導、陽春的資訊管理系統與不好用的輔助工具，常會讓終端的

照顧者與被照顧者感到無所適從，如果能建立整合物聯網科技的雲端服務平台和

智慧化的整合式資訊平台，再藉由幾個知名機構的投入與跨業合作建置示範點，

協助安養中心建構為智慧長照機構，實驗並創造出適當的照護模式後，有機會協

助國內照護中心解決照護人力不足的問題，並嘗試定義出新的智慧長照解決方案，

建立長照機構營運的新指南，引領潮流。 

 
（五）國際市場拓展機制與規劃 

解決高齡長照問題已經是全球各政府的重要施政目標。目前的長照產業多面臨

高人力需求與高勞務負擔，除了人才難以找尋與訓練的問題，還面臨因資源不足

導致服務品質低落。這些問題不只是台灣面臨的問題，更是整個長照產業的共同

問題。放眼國際市場，大陸肯定是首要目標。目前大陸養老產業處於發展初期，

供需兩端存在缺口、模式相對單一及養老保障體系不完善等問題是目前的關鍵制

約因素，主要有四方面：1)老年人財富水準偏低，消費能力有待提升；2）養老體

系保障中，養老金存在巨大缺口，整體保障處於較低水準且政府財政壓力較大；3）

醫護資源供給相對不足，提供的服務沒有滿足老年人真正的養老需求，導致養老

機構實際的入住率相對偏低；4）養老模式較為單一，主要以政府開發運營的模式

為主，門檻高且實際運營效率低。為了解決上述問題，大陸中央的「十三五」計

畫明訂要求「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更提出八個重點任務「健全完善社會保障體

系」、「健全養老服務體系」、「推進老年宜居環境建設」、「保障老年人合法權益」、

「豐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繁榮老年人消費市場」、「擴大老年人社會參與」、

「健全的健康支持體系」。以目前中國大陸還是以政策引導產業發展的現況，跟著

政策走的商機確實是台灣目前海外輸出的首選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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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  優良照護環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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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超高齡社會的健康照護體系改革 

 

一、背景 

人口高齡化及其伴隨的人口結構改變是世界進步的成果，人類從猿人進入現

代人後，尼安德塔人平均餘命僅約 30 歲，而人類從尼安德塔人時代前到 19 世紀

維多利亞女皇時代，平均餘命僅增加 10 歲。自從人類出現以後的數萬年間，99%

以上的時間都處於平均餘命 40 歲左右的時代，這樣的狀況也進一步塑造了人類社

會對於高齡生活的經驗。19 世紀以後，由於公共衛生與醫藥科技的進步，人類的

平均餘命從 40 歲快速地增加至 80 歲，倍增的平均餘命也帶出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挑戰。由於社會的整體發展與平均餘命快速延長無法同步，持續沿用過去社會的

經驗與想像來處理超高齡社會衍生的挑戰，儼然已成為國家發展的主要落差。 

人口快速高齡化所帶來的挑戰，難以用過去的經驗因應，以傳統中醫藥發展

為例，傳統醫學透過經驗的傳承診治病患，而歷史上的中醫師診治 80 歲以上病患

的機會應較少，據此經驗評斷正常八旬人士健康狀況應有其不足之處。類似的狀

況也發生在西方醫學，西醫的知識乃透過許多的臨床試驗而累積，但過去的臨床

試驗極少以高齡者為對象，自然難以建立具有實證基礎的高齡病患診治依據。近

年來針對高齡者或 75 歲以上民眾所進行的研究，其成果與過去醫學知識的推論有

異，也逐漸影響高齡醫療與照顧服務模式，然而，在快速高齡化的世界之中，我

們必須依靠系統性的學習來培養高齡專業人才，並積極調整服務體系因應挑戰，

無法安步當車來面對歷史性的巨大挑戰。 

近代財務金融領域針對人口高齡化所衍生的挑戰以「長壽風險」（Longevity 

risk）稱呼之，由於國家與壽險公司面對人類的集體長壽現象，產生了許多財務風

險，故亟欲發展因應對策。長壽風險分為系統風險與個人風險，系統風險所指為

人類社會因為長壽現象所帶來的年金，健保與長照議題，也是我國近年來面臨的

嚴峻挑戰。而個人在長壽社會之中也有自身的狀況必須因應，包括個人的健康狀

況，經濟安全與退休生活安排，這些挑戰確為難以忽略的國安議題。 
 

二、人口高齡化與可能因應策略 

針對已開發國家，世界衛生組織慣以 65 歲作為老年人的定義，當 65 歲以上

人口比例達到總人口數 7%時，便將該國稱之為「高齡化國家」（Aging country），

而當 65 歲以上人口達到全國人口之 14%時，則稱之為「高齡國家」（Aged country），

當 65 歲以上人口達到全國人口數之 20%，則稱之為「超高齡國家」（Super-aged 

country）。雖然目前世界上的超高齡國家僅有日本一國，但在未來的 10 年間，東

亞，西歐與北歐的大多數國家都會正式成為超高齡國家，成為已開發國家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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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除了以人口比例做為國家人口高齡化程度的估算之外，世界衛生組織也針

對人口高齡化的速度進行比較，將一國 65 歲以上人口數自 7%增加到 14%的時間

稱之為「老化速度」（Aging speed）。以此為基礎計算，法國以 118 年的時間從

高齡化國家進展成為高齡國家，瑞典則為 85 年，而歐美多數已開發國家多在 40-70

年之間。然而，日本僅以 26 年的時間便達成，而我國也預估在 2018 年以 25 年的

時間達成相同的人口高齡化程度，整體人口高齡化速度較日本略快，與韓國相仿，

推估高居世界第一或第二的狀態。 

人類的平均餘命在近 200 年快速上升，但日本、台灣與韓國的人口高齡化速

度遠高於全球平均，也是全球人口高齡化最快速的區域。我國與韓國在未來的 40

年間面臨高度相似的人口結構變化挑戰，這樣的人口快速高齡化現象不僅是人類

歷史上首見，而台灣的挑戰更是冠於全世界，是一個無法輕忽的現象，日本由於

人口極度高齡化所造成的國家發展與經濟困境，足堪作為我國發展的借鏡。人口

高齡化的現象除了平均餘命的延長外，也受低出生率的高度影響，而我國近年來

持續低迷的出生率，也加重人口高齡化的程度。 

國發會的人口統計指出，我國從 1961 年到 2061 年間的人口結構走向失衡的

高齡化，而少子女化所帶來的高齡照護負擔更隨之加劇，我國人口統計中的扶老

比從 1961 年的 20.7（亦即 20.7 位青壯年人口扶養 1 位高齡者）將轉為 2061 年的

1.2，而此困境在未來的 20 年間未見改變的可能。調整人口結構的方法不外乎提升

生育率與開放移民政策，而我國的新生兒出生率在過去的 30 年間不斷持續探底，

政府未能提出有效的策略提升生育率，而晚婚與不婚的現象，在我國新生兒以婚

生子女為大宗的情況下，更是雪上加霜。歐洲面對生育率下降的現象，曾以高額

育兒津貼因應，較成功的是透過國家體制，讓年輕夫妻對於生兒育女不感惶恐，

透過托育與教育政策，提升生育率。除了提升生育率外，還改善人口高齡化的現

象尚有開放移民一途，然而東亞地區的台日韓三國對於移民政策同為保守，我國

2014 年移入我國新增移入之移民人數不及 4,500 人，遠遠不及世界上各個移民友

善國家，也加重了我國人口高齡化積重難返的危機。 
 

三、高齡者的健康特質與照護需求 

高齡人口快速增加是一項無法改變的事實，透過理解目標族群的特質與需

求，進而改革健康照護體系，就變成是我國面對人口快速高齡化所必須採取的策

略。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於 2015 年出版「高齡與健康全球報告」（World Report on 

Ageing and Health），當中提及高齡者時常同時具備有多重疾病與身心失能的特

質，因此也需要特殊的照護體系，否則不足以因應他們的健康照護需求。而已開

發國家由於醫療體系的發展時間較長，人口高齡化趨勢出現在後，因此，普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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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高齡醫療服務片段化的現象，也往往難以修正，然而，若健康照護體系無法

有效的因應高齡者照護需求，不僅照護品質低落，照護體系的運作也會因為欠缺

成本效益而變成系統失靈。
１ 

根據國民健康署的統計指出，我國 65 歲以上的長輩平均罹患 3 種以上的慢性

病，高達 9 成以上的高齡民眾具有 1 項以上的慢性病，而隨著年齡增加，高齡者

所罹患的慢性病數量就隨之增加，也就是說，絕大多數高齡者都是具有多重疾病

的狀況，而且這些疾病基本上都跨越各種器官體系，更可能交互影響而變成難以

透過單純的專科醫療提供有效的診治。除了慢性病之外，高齡者的身心功能也伴

隨著年齡增長而逐漸退化，高齡者失能與失智的比例逐漸攀升，根據衛福部的調

查，我國 65 歲以上高齡者的失能率約在六分之一，而失能的狀況在 75 歲以上民

眾的比例更高，直到 85 歲以上民眾，幾乎逾半均具有失能的現象。過去的研究也

指出，高齡者的身心失能會加重疾病的照顧負荷，更會加重高齡病患罹患各種疾

病時的死亡風險，加上這些具有多重疾病與身心功能退化的長者若未能有妥善的

照護支持，更是加重的疾病與照顧的困難，長者將在照護體系內來回穿梭，無法

回復健康自立的狀態。 

高齡民眾的健康特質有其特殊性，健康照護體系若無法有效因應，不僅無法

提升照護品質，反而加重國家面對人口高齡化的困境。 

（一）疾病與正常老化表現的區隔 

疾病與自然老化的界線有時模糊，時常造成診斷、治療與照護上的困擾。

人類各項器官功能在 25 歲左右達到頂峰，之後逐步下降，但正常老化的過程並

不會出現器官衰竭的狀態，然卻不免會因為生理功能的退化而有各種表現。這

些退化表現輕則較為健忘或腰酸背痛，但這些老化表現卻常成為高齡者就醫的

原因，若醫療體系未能有效區隔，將正常老化的健忘當作失智診治，或是將退

化的腰酸背痛君解釋為腰椎骨刺造成神經壓迫，便是以單純的疾病模式在老化

的現象，而這兩者若不能有效區隔並處理之，所有老化現象都將以疾病模式處

理，增加長者與醫療體系的負擔。 

現階段，絕大多數疾病的診斷標準並未依照年齡而調整，許多血液檢查的

正常值都是以健康成年人的基礎而定義的，並未見得適用於高齡者，而據此來

定義高齡者的疾病更顯謬誤。由於目前對於高齡者健康的定義仍未有足夠研

究，也難以調整各項疾病在高齡者的定義，也造成臨床處置上的挑戰，高齡民

眾也時常拿著一張滿布紅字的健檢報告而一頭霧水。高齡者的健康有所謂「反

向流行病學」（Reverse epidemiology）的現象，以體重為例，維持合宜的體重

雖是終生必須努力的健康目標，然而，體重過重到輕度肥胖卻是 65 歲以上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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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風險最低的狀態，而且，高齡者顯著的體重減輕反而升高長輩的失能與死

亡風險。因為體重過重所造成的健康風險是透過高血壓、糖尿病、心血管疾病

等等慢性病的發生而影響，但一個人從體重過重到各項慢性病發生的時間，乃

至於到影響死亡風險，是一段很長的過程，而高齡者本身由於預期餘命較短，

這些不良事件常常未見得會在他們的餘生中發生，而反倒是體重較重的高齡者

因為營養狀況較佳而較少因急性疾病而死亡。
２ 

高齡民眾往往同時兼具各種慢性病與器官功能退化，而醫療體系若不能明

確區隔自然老化的表現與疾病之間的差異，不僅大幅影響高齡者的生活品質與

平添民眾焦慮，不正確的健康養生概念反而可能更影響高齡者的健康，所導致

的無效醫療也將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對緊繃的健保財務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二）高齡者非典型疾病表現 

高齡者由於器官功能與整體身心功能的退化，疾病發生時往往不見得如同

教科書，反而常以一連串非典型的症狀表現，造成診斷與治療的困難。以肺炎

為例，一般的肺炎症狀包括發燒、咳嗽、氣促，抽血發現白血球上升、發炎指

數上升，而胸部 X 光看到典型的浸潤影像。然而，高齡者的肺炎卻可能體溫正

常亦不咳嗽，白血球指數與胸部 X 光表現正常，卻以意識混亂的譫妄為主要症

狀，而這些以非典型症狀表現的疾病往往較一般的疾病更為嚴重，更需要具備

高齡專業的醫師診治，否則錯過診治時機後將更難以治療。由於高齡者時常表

現出非典型的疾病表現，學界常以「老年症候群」（Geriatric syndrome）稱呼之，

包括跌倒、失禁、行動不便、認知變化等等老人常見狀況，老年症候群雖然常

見，卻不易以傳統醫療服務科別來界定。過去的研究也明確指出，高齡者這些

老年症候群不僅僅是增加照顧負荷，更會增加失能與死亡的風險，絲毫不容小

覷，不能單純以老人常見非特異性的症狀處理之。 

（三）多重疾病合併身心失能 

高齡者時常合併多重疾病與身心失能，而且兩者加成會加重健康風險，不

僅疾病控制變得困難，也增加長照的負擔。過去的研究明確的指出，失能比起

疾病更會增加高齡者的死亡風險，因此，高齡者的健康照護目標必須要兼具疾

病與功能的綜合考量，而且必須要以預防失能的發生當作健康照護的主要目

標，而非僅顧及疾病的控制。根據台灣健保資料的分析，我國高齡者平均 1 年

就診近 30 次，而多重就診所帶來的多重用藥更是產生新的問題。
２
我國醫療照

護體系由於過度的專科化，使得醫師慣於以器官疾病當作疾病照護的依據，醫

療服務隨之片斷化（fragmentation），台灣的醫療體系在健保論量計酬的支付方

式導引下，讓高齡病患一病一醫成為常見的照護模式。醫師的養成教育欠缺以



165 
 

人為本的健康照護模式，醫學教育雖然不斷的改進，但仍難脫離以器官疾病為

主要教育訓練的目標，人才培育上難有突破。（表 8-1） 

 
表 8-1 本國健保資料比較高齡人口與全人口群使用健保門、住診之差異 

 全人口 65 歲以上老人 p 值 
門診次數 12.2 (± 14.5) 26.7 (± 21.5) <0.01 

住院次數 0.13 (± 0.61) 0.39 (± 1.08) <0.01 

急診次數 0.22 (± 0.90) 0.43 (± 1.30) <0.01 

總體醫療耗用 
(千元/每人) 

16.6 55.4 <0.01 

門診(千元) 10.6 31.7 <0.01 

住院(千元) 5.5 22.0 <0.01 

急診(千元) 0.5 1.7 <0.01 

資料來源：全民健保資料庫 

 

由於全球的人口高齡化趨勢，「整合照護」（Integrated care）已經成為全

世界健康照護體系發展的重點，因為醫療服務的片斷化是已開發國家的共同現

象，所以也都不約而同的必須走向整合。從疾病診治照護的整合到服務體系的

整合都是全球推動整合照護的範疇，台灣醫療服務的片斷化更是需要強化推動

整合照護以提升照護品質，並且有效運用有限的健康照護費用。 

（四）多重用藥與照護體系 

在多重疾病與片斷化醫療服務的情境之下，多重用藥自然成為高齡者的常

態。高齡者多重用藥的趨勢在全世界都相當類似，也都伴隨著人口高齡化而逐

漸顯著，然而其中對於強調用藥品質的「潛在不當用藥」（Potentially inappropriate 

medication）比單純的多重用藥更為重要。「潛在不當用藥」係指高齡者因為疾

病治療的需要所處方的藥物，雖無處方錯誤（medical error），但高齡民眾使用

該藥物潛在的壞處可能高過於好處。許多藥物的不良反應在高齡者卻可能造成

顯著的健康風險，例如感冒時常處方的「抗組織胺」（Anti-histamine）是用以

治療打噴嚏與流鼻水之相關感冒症狀，成年人服用之後雖可緩解感冒症狀，但

高齡者卻可能出現意識混亂、行動遲緩，乃至於步態不穩而跌倒，進而造成骨

折等副作用。根據健保資料統計，我國高齡者每年接受到「潛在不當藥物」的

比例高達 6 成 5 以上，而具「潛在不當藥物」的高齡者後續住院風險增加 5 成

以上，其中主要住院病因是骨折相關診斷。
３ 

由於高齡者特殊的健康特質與其合併身心功能退化的現象，健康照護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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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難以用傳統的模式因應，必須要推動更為整合的照護模式，以人為本且依據

高齡者健康特質設計或調整照護體系。除了透過整合照護以弭平高齡者照護片

斷化的現象之外，更需顧慮到高齡者因為疾病復原能力較慢，罹患急性疾病之

後必須要一段合宜的恢復時間，而非驟然從醫院出院直接返家。此外，醫療體

系與長照體系之間的整合也不可或缺，如果醫療體系與長照體系之間服務脫

鉤，高齡病患將在醫療與長照體系間來回，無法獲得兼顧疾病與失能的照顧服

務，減損醫療與長照體系的效能，增加了照護費用的支出且影響照護品質。健

保資料庫針對高齡失智民眾所做的住院醫療耗用分析，失智病患最常住院的原

因是肺炎與泌尿道感染，而相較沒有失智症的高齡民眾，校正其他因素的分析

後發現，失智症本身就會大幅增加病患於住院期間與出院後的死亡風險，也就

是說，雖然同樣是肺炎與泌尿道感染，失智症高齡長輩的健康風險遠高於一般

的高齡者，如此的健康風險需要特殊的照護體系設計方足以因應。 
 

四、高齡健康照護改革 

由於高齡者健康上的特質，健康照護體系自然不能以舊有的方式應對，需要

重新設計或進行調整，否則不僅照護品質低下，伴隨著高齡人口快速增加，相關

照護費用與人力負擔將成為無法因應的全民課題，需要審慎處理。 

（一）高齡醫療專業的重視 

我國由於人口老化的速度太快，不僅照護體系發展尚未上軌道，照護體系

人員對於高齡者健康特殊性的認識也不足，而現況高度專科化醫療的結果更是

將高齡長者依器官而拆解，如此反而製造一連串的新問題。高齡者照護品質在

這樣的情境之下難以提升。高齡者由於健康照護的特殊性，然而，我國醫療專

業的發展是以器官專科為主體，對於整合多重器官疾病與失能照護的高齡醫學

並未重視。國內目前的氛圍仍單純的認為具有實際照顧高齡病患經驗就是高齡

醫學，因而忽略對於高齡醫學專業發展的重視。 

國外文獻指出，單純具有實際照顧高齡病患經驗並不等於高齡醫學的專

業，許多高齡病患照護上的問題就是導因於實際照護的醫師對於高齡者的特質

沒有充足的理解，可能導入對於高齡者無益的醫療照護。高齡醫學講究的是整

合照護，透過全人思維與整合照護，提升高齡者的生活品質，並同時減少醫療

費用支出。因為高齡醫學的專長在於整合照護與減少醫療費用支出，往往都不

是醫療體系發展所追求的目標，只有北歐與西歐等實施公醫制的國家會高度強

調高齡醫學發展的重要性。然而，在快速高齡化的台灣，財政上的緊繃也不容

許健保無限制擴大，更難以坐視長照成為另一個錢坑，因此，導入具有高度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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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性的高齡醫學服務才能兼顧照護品質的改善與醫療費用的控制。 

（二）整合照護服務體系 

根據健保資料庫的分析指出，我國高齡民眾每年的門診次數接近 30 次，

其中大約有 4 成是因為慢性病而長期就醫。我國民眾平均就醫次數居高不下之

原因繁雜，看診醫師慣於僅診斷個人專科的疾病，而將其他疾病或是其他症狀

的主訴轉至其他專科，這樣的過程變成了高齡者持續不斷的就醫看診。
３
高齡病

患片斷化醫療的現象是可以透過高齡醫學整合門診的方式得到改變，高齡醫學

整合門診模式一方面可以有效減少多重用藥病患的藥物使用，效果也可以持續

維持達 1 年以上，此外，對照年齡、性別與共病相仿的病患，高齡醫學整合門

診除了可以有效的相對降低醫療服務與費用之外，更有效的減少疾病照顧負荷

（Burden of morbidity），如此降低費用且提升品質的醫療服務應成為高齡民眾

門診醫療服務模式的主軸。然而，減少醫療費用支出的成效卻會因此減少醫療

院所的收入，因而難以得到醫療院所普遍的支持。 

由於高齡者健康上的特質，當發生急性疾病而需住院時也衍生出額外的挑

戰。高齡醫學的住院整合照護是以病患為中心的全人照護，透過「周全性老年

評估」（Comprehensive geriatric assessment），兼具疾病照護、身心功能與家庭

社會功能考量，整合所有健康照護的需求，採取跨專業團隊照護（Interdisciplinary 

team care）模式，追求病患長期的健康成果。此一照護模式的臨床效益已在國

內外的研究證實，且病患於高齡醫學病房入住期間的身心功能退化也較其他醫

療科為少，更能有效改善治療成果與目標，也能大幅改善急診反覆就診病患之

醫療耗用與整體生活品質，是處理具有複雜照護需求高齡病患的重點照護模

式。
４
然而，由於高齡醫學住院醫療講究團隊式的照護，照護成本較高，整體而

言可能相對減少醫療院所的醫療營收，且可能因為顧及病患狀況而稍稍延長住

院日數，這些都是不利於醫療院所在健保環境下的經營，也非現況醫療專業人

員習慣的執業模式，雖然照護成果較好，但迄今並未成為我國醫療院所的發展

主流。 

由於高齡民眾健康上的特性，罹患疾病之後的恢復期較長，需要發展特殊

的照護模式發展以利其回復健康。英國的研究指出，高齡病患因內科疾病而住

院，若依照傳統醫療的模式約有 36%的病患會在出院 1 年內死亡，其他存活的

病患也衍生出高度長照需求，難以確保生活品質。英國政府提出「中期照護」

（Intermediate care）的模式，以社區為基礎的持續性醫療服務模式提供高齡民

眾在出院後的功能回復治療。類似的情境之下，美國推動「亞急性照護」（Subacute 

care），後更名為「急性後期照護」（Post-acute care），美國發展急性後期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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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費用管控之外，也兼顧病患所需的恢復時間而發展的服務，也成為世界高

齡醫療照護體系的重點。 

以我國人口高齡化的速度之快，中期照護的發展需求也應運而生，我國中

期照護的發展始於榮民醫療體系，以周全性老年評估作為照顧計劃的設計與成

效的評估基礎。歷經數年的推動，成果證明中期照護的創新照護模式導入的成

功，且服務成效比國外的照護成果更為顯著；除了減少病患於自醫院出院後的

失能之外，還降低病患 1 年的死亡風險達 62%，足證只要能降低高齡病患的失

能就能夠改善病患的死亡風險。此外，針對高齡髖關節骨折的病患，術後的居

家中期照護也有效提升病患術後回復的狀況，並減少病患的長期死亡風險，再

次證明只要能透過整合的方式減少病患的失能，就可以減少病患的死亡風險並

提升生活品質。
５
健保署近年來針對腦中風病患推出急性後期照護也是強調跨院

所之間的整合照護以及照護專業之間的跨領域整合，由健保署所公布的成果看

來，腦中風病患的失能、再住院率與死亡率明顯改善，然而，目前推動的困難

在於醫學中心的病患無法有效下轉至社區醫院，而社區醫院內的服務尚仍慣於

以專科醫療服務模式進行，對於提供跨專業團隊的整合照護仍有困難。 

高齡者健康照護服務的長期照護也高度需要醫療參與照護整合，由於接受

長照體系照顧的個案多半都是因為多重疾病併發症的結果。這群個案兼具有高

齡、多重疾病與身心失能這幾項極其複雜的健康特質，這些具有多重複雜照護

需求的個案是最需要整合照護的對象，除了醫療服務之外，更需要照顧服務，

還有日常生活的各類活動，乃至於對家庭與照顧者的支持，而且這些所有的服

務必須要在整合的平台上進行推動。
６
我國現階段長照體系與制度的設計中，醫

療與長照服務被高度切割，如此的設計絕非明智的策略，也會削弱醫療與長照

體系間彼此的效能。過去健保資料庫調查發現，我國接受居家護理服務的長照

個案每年平均住院的比例高達 77%，且都是因為泌尿道感染與肺炎的問題，比

起美國平均約 25%的狀況而言，相差甚遠。這代表醫療服務與長照體系間切割

的缺失，難以為長照的個案提供優質照顧品質，也影響其生活品質。 

在長照體系之中有一群需要更多整合照護的特殊個案，就是入住失智照護

機構的住民，認知功能障礙在長照機構內是非常普遍的現象，而入住失智專區

的住民則是明顯具有精神行為症狀的個案，這些人除了一般的長照服務之外，

還需要採取各種的非藥物模式照顧服務來減少精神行為症狀。因為這些住民照

顧的困難，也就更必須要與醫療體系緊密合作，過去的研究發現，透過整合照

護可以有效降低失智住民的精神用藥，而導入各種類型的非藥物治療模式更可

以有效降低精神行為症狀，這些都需要所有照護成員緊密合作的整合照護才能

達成，而非目前將衛政與社政分割的照護體系所能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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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齡照護體系設計 

由於高齡者具有特殊的健康特質，也難以用傳統的醫療服務模式得到完善的

照護，但高齡者已然成為現今健康照護體系主要的使用者，建立一個具備成本效

益的健康照護體系是絕對必要的國家策略，否則健保與長照都會在低價過勞的血

汗環境中運作，不僅照護的品質無法提升，政府的財務也無法支撐。建構一個有

效因應高齡需求的照護體系有幾個關鍵必要條件，必須要能確實落實，否則人口

快速高齡化現象必成我國照護體系失靈的最後一根稻草。 

（一）以人為本的持續照護管理體系 

根據國外的文獻指出，現代的醫療照護模式依然停留在 19 世紀的器官醫學

邏輯，將一個高齡者依照器官疾病分類而分割，使得照護服務本身成為見樹不

見林的狀態。除了醫療服務以器官專科為主的侷限性之外，醫療照護體系並未

依照高齡者的需求而設計門診、住院、急性後期與長照體系的整合銜接，個別

專業在自己的服務場域內並未能追求高齡者的連續性照護，高齡者必須要在不

同的醫療專科與照護服務單位間穿梭。因此，照護體系的設計必須要以高齡者

的需求為核心，將所有照護資源進行統整，透過設立於社區、以人為本的照護

管理制度，對高齡者提供最完整且持續的照護服務，而此體系必須以預防失能

為重點來進行個案管理，由地區內的照護管理師針對高齡者的健康照護需求安

排資源，也能有效率的自個別服務機構轉銜，並用最有效率的方式進行管理，

不僅可以減少照護資源的浪費與提升照護體系的效能，更能減少家庭照護負擔

與國家財政負擔，而最重要的是高齡者不會在錯綜複雜的照護服務資源與機構

間迷失，可以有效提升照護品質。 

（二）以高齡專業為主體的服務團隊 

由於高齡者具有多重複雜的特質，提供照護服務的團隊必須要具有該領域

的專業知識與技能，而這些知識與技能是必須透過系統性的學習來達成，並非

單純累積照顧高齡病患的經驗就是具有高齡照護專業，因為錯誤的觀念不斷累

積也不會變成正確的內涵。破除原有的框架，重新學習尊重高齡者的特殊需求，

才能成為具備高齡照護專業知識與技能的團隊。
７
因此，政府應從教育體系中深

化高齡醫療的內容，讓不同的專業都具有一致的價值觀，從而發展各自的照護

專業。政府應重視高齡醫學專科醫師與高齡護理專業的發展，並且明確推動以

整合為主體的高齡醫療服務，依照高齡者的需求修正醫療照護體系，讓具有高

齡專業的照護團隊能夠有效推動整合照護，建立高齡醫療在健康照護體系的角

色。由於高齡醫學服務具有整合與減少費用支出的特質，是有利於政府因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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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高齡化所衍生的照護需求，在政府層面必須要採取較為正面積極的態度，蓋

醫療體系由於健保支付的情境不同，對於發展出整合且減少健保支出的服務模

式並不具誘因，必須由政府協助導入。 

（三）整合社政與衛政專業創新服務 

由於高齡者兼具有疾病、失能與照護資源的議題，長期罹患多重疾病與身

心失能的高齡個案常常成為社會弱勢，需要更多且更多元的照護資源，難以單

純的以單一照護模式達成最佳的照護品質，唯有破除專業間的鴻溝，為病患規

劃最完整的照顧服務計畫，也將彼此的資源彙整，才能夠用最符合成本效益的

方式解決國家的挑戰。全世界的已開發國家將衛生與福利合併於同一個部會的

仍在少數，我國目前雖然已經合併，但衛政與社政之爭卻從未止歇，尤其在醫

療與長照整合的領域。對照國際上大多數國家的做法，是以財務走向來做為整

合的基礎，面對醫療與社福整合的模糊地帶，是以個案為主體，整合經費支付

與服務遞送於同一個使用機制，而非現階段依照預算與財務來源規範個案取得

服務的管道。我國目前的狀況，是以機構與預算本位的概念在為民眾提供服務，

更擴大了高齡照護的片斷化，因此，針對難以釐清的照護領域，衛政與社政應

整合一筆共同經費，讓需要照顧的民眾不會因為機構屬性的本位而無法獲得有

效率的服務。而且，長照的個案管理必須要進入醫療體系，因為醫療體系往往

是長照服務的上游，若不能從上游即時管控，個案的服務不僅無法即時取得，

更無法有效管控費用；反過來說，醫療服務若不能進入長照體系，這些具有複

雜照護需求的個案將反覆在醫療機構往返就醫，也無法在狀況一發生的時候就

及時處置，往往以急重症的形式呈現於醫療體系。過去的研究也發現，整合社

政與衛政除了可以提升服務效能之外，更能減少長照個案的死亡率、住院率、

住院天數與急診次數，而國家面對人口快速高齡化時若不能建立整合的服務體

系，將會平添照護的困難與資源的耗用。 

（四）追求具有價值的照護目標 

傳統以來，醫療照護的目標多以單一疾病管理為主，疾病的治癒與管理是

現代主要的健康照護原則，然而，面對高齡者特殊的健康特質，多重慢性病之

間治療目標在各專科間可能有差異，加上高齡者的預期存活餘命較短，許多疾

病治療與手術的效益均令人存疑。而片斷化的分科醫療，對於多重複雜照護需

求的高齡者來說顯得十分困擾，因為個別專科所關注的照護重點與目標時有落

差，而對於個案的長遠健康目標甚少著墨。
８
美國醫療改革推動「以價值為基礎

的照護」（Value-based care），逐一檢視醫療服務項目的價值，價值的定義是

以單位成本所能獲取的長期健康成果為主，而非傳統「手術成功、病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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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短期成效，雖然手術本身成功的完成，但病患卻因其他因素而死亡，這樣的

結果使得成功執行的手術本身變得毫無價值。面對複雜的高齡病患，以長期健

康成果作為有價值的照護服務才是重點，以高齡者髖關節骨折為例，即便手術

能即時的完成，若未能在術後安排適切的復健與急性後期照護，也會使得手術

本身的價值降低，手術無法得到最大的效果。若能將醫療服務本身建構成「以

價值為基礎的照護」，許多的醫療照護服務的決策會有所改變，而長遠的醫療

支出與長照費用也將大幅下降。 
 

六、結語 

人口高齡化是我國無法迴避的議題，必須正視議題的特殊性而追求有效應對

的策略，若僅以現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思維面對，不僅難以提升高齡者

的照護品質，個人、家庭乃至於國家照護體系也都將崩解。人口高齡化當然是國

安層次的議題，也需要跨部會的全方位政策，其所所衍生的醫療與照顧議題更是

未來嚴重影響社會安定的因素，健保安全準備金的快速減少，搭配經費不足且遲

未系統性開展的長照體系、醫護人員對於高齡醫學認知的不足，加上政府對於議

題切入過於狹隘，都難以解決眼前的困境與挑戰。這個困境會無聲無息地出現在

各個領域，包括教育、勞動、經濟、社會、醫療、長照與整體社會安全體系，若

未能有效的因應社會變化的結構性挑戰，台灣的未來也岌岌可危，必須正面積極

的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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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論與建議 

 

面對超高齡社會快速到來，如何讓高齡長者能夠活的更有意義、更有價值，

享受活躍老化高品質的生活，是台灣應該積極正視的重大課題。為思考完善高齡

者生活品質及友善健康照護體系，本專題報告從友善環境的營造、居家安養的不

動產發展策略、行動無障礙的交通運輸課題、創新科技引導照護模式變革，預防

失能為核心的整合式醫療模式，以及讓失能者能自立自主過有尊嚴的生活等面向，

提出研討結論並彙整對政府或產業界的建言，期待建立一個讓高齡長者有尊嚴、

有能力選擇自己生活方式，創造自己生命的價值並且不造成社會的負擔，成為被

社會尊重、珍惜的長者。 
 

一、結論 

（一）如何做好面對高齡社會的準備？生涯規劃應從小教育，從就學、就業、延

長到退休甚至面對死亡的想法。長達 70~90 年的成長與教育、工作與理財、

健康與生活安排，應以什麼樣的心態來面對及規劃？政府應如何協助國人

提升生活品質？希望能提供社會教育對於老年人價值的思考。     

1. 從「恐老」觀點轉變到「擁抱老年」 

提起高齡化社會，很多人聯想到的就是生產力減退、依賴人口增多、扶老

比提升、財政負荷加重，甚至以「原子彈」的威力來形容老年人口增多，對國

家社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事實上，由於醫療衛生、健康養生與教育水平的提

高，現代的老年人並非像刻板印象裡的守舊、衰弱和無能；在長壽時代，年齡

已經不能代表個人所處的人生階段，也無法代表個人的能力和水平。各年齡段

之間的籓籬逐漸被打破，跨年齡的融合與互動將越來越普遍。我們需要更強的

溝通、交流能力，以及開放的心態，去真誠迎接來自不同年齡階段的新朋友。

我們需要應用老年人的許多資產，讓我們的國家和社會更加強大，包括經驗智

慧和專業技能、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讓世界更好的企圖心，以及他們

充裕的時間。我們必須從害怕和否定，轉變去擁抱老年；從年輕迷戀或青春崇

拜的迷思中，導向有意義的老年存在方式；從老人是負擔、問題的思維，轉為

老人是社會資產的概念。 

2. 營造活耀老化之友善環境，促進高齡者健康及社會參與 

國際上對於老化如何因應之倡議不斷，有成功老化(Successful Aging)、活

躍老化(Active Aging)、有創造力的老化(Creative Aging)、正向老化(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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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ng)，共同的目的都在倡導正向看待老化、延緩老化，並有尊嚴有意義的過

老年生活。高齡者在日常生活中透過各類活動可以達到運動和社會參與而維持

其生理和心理之活躍性，假如斷絕高齡者的活動參與，將促使其逐漸失去行動

能力和產生更多的孤獨、憂鬱而造成生理和心理快速的失能。因此，歐盟強調

發展活躍老化友善環境時，連結居家住宅、社區和城市是一個必要的途徑，環

境應能利用建築與都市設計的概念來支持高齡者可以有獨立自主與活躍的老

年生活。營造活躍老化之友善環境方式包括：(1)居家環境需能符合安全以預

防失能；(2)社區環境需能促進健康維護與社會參與；(3)城市環境應提供更多

元友善設施並翻轉老年生命價值觀。 

（二）未來高齡社會應有什麼樣的環境資源？能夠支持眾多健康高齡長者享有無

礙的交通、居住及提升居家照護或就醫可近性？檢視高齡友善城市或是社

區關懷據點是否就能滿足未來多元的銀髮需求？透過國內智慧科技、物流

交通產業優勢如何應用改善生活環境，讓高齡者能在支持性和友善的環境

中持續享有無障礙的社會參與機會。希望能倡議社會及早對銀髮環境改善

與產業發展的重視。 

1. 安全友善環境，優化運輸服務 

「高齡友善城市」是指包容老年人，可以無障礙地行動並增進他們活躍老

化能力的都市。從高齡者的外出需求特性、政府推動無障礙交通設施、先進科

技技術與優化運輸系統、特殊接送服務、高齡者駕照管理等面向，發現既有服

務能量尚無法滿足高齡者日常生活之需求。因此政府更應審慎面對，針對高齡

者安全性及行動力的衡平性，擬定多元的政策配置，讓各種交通措施可達到互

補不足處，方能兼顧高齡者不同需求及資源分配的合理性，促使高齡者使用大

眾運輸誘因，同時亦可以增加業者之營業收入，共創高齡者、業者、駕駛及社

會多贏，具體實現對於高齡者的尊重與關懷。 

2. 善用民間力量，提供多元化安養環境 

台灣具有「人老+屋老」之變遷趨勢與特質，應創造老屋也能舊瓶新裝，

將不動產活化與再用，思考高齡族群的「居家安養」及長期「照護服務」的需

求，包括：(1)不動產開發結合醫療照護專業，興建機構式照護設施；(2)營造

高齡者容易實踐在地安養，充實社區式照護設施；(3)提升居家式照護設施品

質，補助改善高齡者老舊房舍空間設備；(4)導入照護科技設備與系統，落實

智慧建築居家環境；(5)拓展國際高齡候鳥族群來台，啟動長宿樂活關聯產業

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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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IoT 創新科技的應用，提升臨床照護品質 

由於醫療照護產業高人力與高專業度的需求，加上在人口老化及慢性病盛

行影響下，臨床照護工作更趨複雜，使得照護人員的照顧負荷增加，且臨床專

業與非專業的工作內容沒有區分，導致照護人員的專業角色功能無法有效發揮。

為改善這些問題，可以利用智慧照護的整合技術，並善用雲端服務優勢，建構

智慧醫療照護管理環境，AI 加上 IoT 形成的 AIoT 創新科技將促使臨床照護產

生巨大變革。 

（三）延伸到高齡者全人醫療與尊嚴照護的需求，包括高齡者的健康促進、就醫

整合門診、社會對照顧價值觀的建立等等，事涉醫療體系、照護專業、全

民健保支付機制等龐大制度，短期不容易改革，仍希望透過議題研討及國

內外完善的制度做為政策與實務借鏡。 

1. 改革超高齡社會的健康照護體系 

由於高齡者健康上的特質，包括同時罹患多重慢性病、合併不同程度身心

功能退化、疾病回復過程較為緩慢與家庭照護資源的差異，因此健康照護體系

自然不能以舊有的方式應對，需要重新設計或進行調整，否則不僅照護品質低

下，伴隨著高齡人口快速增加，相關照護費用與人力負擔將成為無法因應的全

民課題。超高齡台灣的健康照護需要全面檢視高齡者健康特質與照護需求而修

正，一方面需建立高齡者多重疾病之慢病管理模式，以高齡者長期之身心功能

為目標推動健康照護計畫，破除以疾病為導向的傳統照護模式，二方面需要改

革健康照護體系與健保支付制度，使多重疾病複雜病況的高齡者能採取最有價

值的方式照護，藉此達成世界衛生組織健康老化的目標，以因應人口結構的快

速變化。 

2. 革新傳統照護方式，提升老人自立生活能力 

老後的生活，如何避免被照顧？失能後，如何擺脫被照顧？這幾個問題，

是照顧要解決與實踐的方向。照顧人力缺乏的情況，是長照發展難以擺脫的問

題，照顧一般被認為工作辛苦、形象不高、待遇不佳，面對這樣的情況，長照

財源再增加、科技再創新，如果照顧的基本價值不被彰顯，人力困境的問題仍

無法解決，回到根本思考，就是照顧應該要讓長者維持自立生活，照顧工作者

能獲得成就感而願意投入，照顧能讓長者更能獨立，而非更為依賴，整體社會

才能擺脫惡性循環，展開新的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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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建議 

建構完善高齡長者生活品質與照顧體系，需有整體的政策配套，建議： 

（一）讓高齡長者享有活躍老化的居住環境 

1. 營建或改造適合高齡長者居住的無障礙住宅 

2. 營造社區公共設施、活動場所無障礙環境 

3. 培訓物業管理行業新專長，協助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提供在宅長照新服

務 

4. 善用 IT 技術，開發智慧長者住宅，提供完全監測服務，保障長者的安全 

（二）研議高齡交通運輸服務策略 

1. 將無障礙交通設施列為管理規範 

2. 大眾運輸系統（巴士、計程車）無障礙普遍化 

3. 儘速提升無障礙交通運輸服務量 

（三）創新科技引領照護模式的變革 

1. 以產業模式驅動 AI 及 IOT 在臨床照護的應用 

2. 物聯網感知設備建立機構式住民的雲端個人化健康資訊 

3. 運用科技來減少照護人力短缺的衝擊 

（四）自立支援讓失能長者能有獨立生活的能力 

1. 發展脫離臨床尿布與約束的照顧方式，讓長者重新獲得自主的生活能力 

2. 確立照護價值在於幫助長者能持續過自主的生活 

3. 催生提升長者自主生活的銀髮產業 

（五）正向老化的政策架構 

1. 老化為人生重要階段，教育民眾預先規劃 

2. 政府與企業合作，為高齡者創造友善的工作環境 

3. 社區建構服務圈，提供高齡者健康進與社會參與機制 

4. 翻轉老年生命價值觀，落實活躍老化在不同健康狀態的高齡長者 
 

三、跨部會之分工與合作 

 為完善銀髮族生活品質及照護體系，建議各部會之分工與合作： 

（一）教育部應落實老人學在學校教育中；對於民眾的社會教育，特別是理解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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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長者的需求，並能成為社會價值的主軸發展內涵。 

（二）國家發展委員會及各部會的研究部門(例如衛生福利部國家衛生研究院、交

通部運輸研究所、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等)

應加速老人照顧安養需求在各部會職掌的政策研究。 

（三）跨部會協調合作，擘劃高齡長者無障礙健康安全生活環境的相關計畫。 

（四）各部會應通盤檢討不利高齡長者健康安全及無障礙生活環境的法規障礙。 

（五）推動高齡長者服務模式產業化的可能性，由需求帶動相關商機，進而產業化，

及早為超高齡社會做好資源規劃。  

加速老人學的研究，培養對老化過程的同理心，才能讓政府與民間在完善高

齡長者生活品質與照顧體系的完整政策配套，有宏觀的視野與更縝密的規劃，為

超高齡社會的即將來臨做最好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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