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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早在統攝儒家的禮學專書〈禮記‧王制〉中即對老年有專門的

論述：「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

九十雖得人不暖矣。」將五十歲視為衰老的起始年紀，述說著老年

不同階段的物質與精神需求。然而隨著時間流轉，科技進展，如今

〈不老歌〉(台語)這樣唱著：「人生七十才開始，八十歲滿滿是，九

十歲是無稀奇，一百歲笑瞇瞇。」。世界各國人口平均餘命逐漸延

長，全球平均餘命為 71 歲，男性 69 歲，女性 73 歲(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2015)。長壽不再是人類遙不可及的夢想，但人口

高齡化對人類與社會的影響日漸顯著，進而促使政府與民間投入大

量資源，採取積極行動。面對台灣快速的人口老化與高齡化社會的

來臨，需要我們多加關注。 

 

貳、人口老化的趨勢與社會現象 

在 2015 年 6 月底臺灣的高齡人口比例已超過 12.2%，不過台

灣人口快速的老化現象，卻是世界之最。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

之定義，台灣 65 歲以上的高齡人口於 1993 年底已超過總人口比例

的 7%，正式成為「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而國家發展委員

會估計 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將由 2010年的 11%增加為 2018

年的 14%，達到國際慣例所稱的高齡社會(aged society)。2025 年將

增加為 20%，邁入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國發會，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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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舉凡世界主要國家由高齡化(7%)至高齡社會(14%)，法國經歷了 126 年的

時間、瑞典 84 年、美國 71 年、英國 46 年、德國 39 年，相較於歐美有 50 到 100

年可妥善因應，我國僅花 25 年，堪稱老化速度最快者，緊接著邁入超高齡社會

(14%到 20%)更縮短為 7 年，與新加坡的歷程一樣短，但遠快於其他主要國家(經

建會，2012)，由此可見老化速度將會是台灣必須面臨的最大問題，能準備時間

相當緊湊，也考驗著我們的應變能力。 

 

 

 

 

 

 

 

 

 

 

 

圖 1 未來台灣人口結構變動趨勢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 

 

根據最新內政部統計處之「104 年 6 月底人口結構分析」報告顯示全台約有

286 萬的老年人口。各項指標中，老化指數是指 65 歲以上人口除以 0 至 14 歲人

口後的百分比，這項指數用於衡量各國的人口結構。我國老化指數為 88.57%，

93-103 年則增加了 36.68%，與去年同期相比已上升 5 個百分點。等到 2060 年時

老化指數將高達 468.5%，排名晉升世界第一(老年人口約為幼年人口的 4.6 倍)，

依次是日本 437.8%、韓國 394.0%。以地區論之次序是東部 108.04%、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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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2%、金馬 102.19%、中部 86.21%和北部 80.81%；按縣市觀察其最低分別有

新竹市 57.53%和桃園市 60.02%，最高則是嘉義縣 154.21%和雲林縣 126.61%，

該縣政府需做好因應措施。而高雄市為 95.47%屬於中等，較有充裕時間準備(內

政部，2015)。 

老年人口將在 2016 年首度超越幼年人口，2015 年全球 65 歲以上人口比率

為 8.3%，預估到 2050 年將會成長一倍為 16.0%( United Nations, 2015)。65 歲以

上結構比是指 65 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百分比，目前 65 歲以上結構比為

12.22%，與各國相較列屬中等，但長遠觀察，竟躋身世界第一。45 年後我國 42%

的人口是由 65 歲以上的高齡者組成，4 人當中就有 1 人大於 85 歲；韓國為 40.1%

位居第二；日本為 39.9%排名第三(國發會，2014)。另按地區高低排序為東部

13.97%、南部 13.11%、中部 12.36%、北部 11.54%和金馬 11.06%；以縣市區分

嘉義縣 17.04％和雲林縣 16.28％奪冠，桃園市 9.45%和連江縣 9.64%分別為最低。

1997 年高雄市為 7.09%早已達到高齡化社會門檻，另以 101 年為例，圖 2 可見高

雄市各鄉鎮之比率分布情況，104 年高雄市為 12.25%和各縣市排比屬於中等(內

政部，2015)。 

 

 

 

 

 

 

 

 

 

 

 

圖 2 2012 年高雄市 38 區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率 

資料來源：李素華，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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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老化社會的老年性比例各國皆少於 100，意味著女性人口多於男性，

我國性比例為 99.55%，男性比例持續降低，與 38 年大量男性移民逐年老化凋零

相關(衛生福利部，2008)。扶養比為描述從事勞動生產的成年人(15 至 64 歲)與未

從事勞動生產人口(14 歲以下和 65 歲以上)的比例，是觀察一國整體社會經濟發

展和計算勞動人口壓力的指標，我國扶養比為 35.19%。102 年人口扶養比於世界

主要國家中屬較低者，低於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53.85%和 49.25%)；而扶老

比說明著國家的扶養壓力，亦間接反映經濟活力萎縮潛勢，我國 104 年扶老比為

16.53%，屬較低者。然而，預估到 2026 年我國 3.2 個具工作能力的人須扶養 1

個老人，2061 年時扶養比將是 1.2 個具有工作能力者就要扶養 1 個老人，負擔壓

力沉重(國發會，2014)。 

103 年全國原住民佔總人口之 2.30%，65 歲以上結構比為 6.6%，扶養比與老

化指數為 37.31%和 32.03%，五都中原住民人數以新北市最多為 53,418 人，占該

市總人口 1.35%，其次為高雄市 32,252 人，占該市總人口 1.16%；原住民人口性

別五都均以女性居多，性比例以高雄市 88.44 最高，台南市 71.86 最低；扶養比

高雄市 38.73%最高，臺北市 33.26%最低；老化指數高雄市 19.20%最高，台中市

10.51％最低(內政部，2015)。 

高齡者獨自(或與其配偶)生活的現象日益普遍，源起於生育率下降導致家庭

人口數下降，且與人口老化程度呈正相關。全球獨自生活的高齡者約有 40%，預

計未來仍呈上升趨勢(國發會，2014)。以衛生福利部 2013 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

資料顯示高齡者的家庭組成情形，2005 年調查 65 歲以上獨居高齡者約占 13.7%，

2009 年調查時降至 9.2%，2013 年又回升到 11.1%；同時高齡者理想居住方式為

「與子女同住者」，2013 年調查時為 65.7%，較 2009 年調查時下降 2.8%，然而

2005 年至 2009 年卻增加近 9%(衛生福利部，2013)。目前是否與台灣社會物價指

數成長有較為減緩，政府及民間老年福利的大幅提升，使得獨居者自理生活變得

較為輕鬆等，需要進一步研究佐證。若以經濟面觀之，98 到 102 年間成長 4.8 個

百分點相對 94 到 98 年間成長 6.9 個百分點較緩和。以福利政策論之，2007 年的

施政重點方針「我國長期照顧十年計畫~大溫暖社會福利套案之旗艦計畫」提供：

居家服務、居家護理、居家復健、送餐服務、交通接送、輔具補助等項目，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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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的福音。 

此外，衛福部資料顯示，事故傷害是老年人口死因第七位，其中以機動車事

故最多(李燕鳴，2003)，交通事故死傷中，老年人(65 歲以上)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占整體百分比 97-102 年皆超過 1/4，為最主要的道路交通事故年齡類別(交通部，

2013；圖 3)，另道路交通事故傷害死亡率{傷害死亡率=死亡人數/(死亡人數+受

傷人數)*100}總計為 0.44%，最高為 65 歲以上是 1.36%，其中男性為 1.41%，女

性為 1.29%(警政署，2015)，應加強推廣老人路權與駕駛行車前自我狀況評估。

在加拿大也有類似的狀況，加拿大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年齡越大，開車越危險，

交通事故率以年輕男性最高，70 歲以上老人次之，而老人在車禍交通事故中，

有較高死亡的風險(李平，2015)；2014 年警政署之年統計資料指出失蹤人口中 65

歲以上的人占 11.7%，其男性是女性的 2 倍。非自願性因素是失蹤的主因，占

62.3%，以迷途走失、其他不明原因和智障走失居多，需多加防範(警政署，2015)；

各類刑案被害老人有 12182 人，年齡別中 70 歲以上占 59.3%，性別比中男性占

62.4%(警政署，2015)。高齡者的法律常識、人身安全、求助管道與社區守望相

助都急需進一步鞏固。 

 

 

 

 

 

 

 

 

 

 

 

圖 3  2007 年之年齡別傷害死亡率 

資料來源：邱淑媞，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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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健康平均餘命的觀念 

「103年簡易生命表」顯示國人的平均壽命為 79.84歲，依性別區分女性 83.19

歲、男性為 76.72 歲。若相較於歐美主要國家，我國女性平均壽命與德國、英國

旗鼓相當，且多美國 2 歲；男性與美國、德國的平均壽命最接近，但與其他歐美

先進國家相比仍較低。另比較亞洲鄰近國家，我國國民平均壽命較中國大陸、馬

來西亞、菲律賓為高，比日本、南韓、新加坡為低(內政部，2015)。預估在 2016

年時，我國女性與男性的平均壽命分別為 87.7 與 81.0 歲(國發會，2014)。隨著生

命的延長，年老時是否健康變得十分重要，亦與醫療資源的使用密切相關。 

健康平均餘命代表個人健康無失能或疾病的期望歲數。日本是高壽之國，在

主要國家中平均壽命與健康壽命都領先他國，2010 年時男性的健康壽命為 70.42

歲，比平均壽命少了 9.13 年，女性健康壽命為 73.62 歲，較平均壽命少了 12.68

年，凸顯出健康的重要，不健康存活者或失能病患常仰賴家庭成員來照料。各國

健康壽命分男女論之，男性以日本最長壽，新加坡 69.6 歲次之，瑞士 69.1 歲排

第三，女性則以日本最高，西班牙 73.0 歲居第二，新加坡和韓國 72.6 歲同列第

三(日本厚生労働省，2014) 。近年來我國壽命和健康餘命延長上有所落差，2013

年時健康餘命為 71.1 歲，不健康存活年數 8.9 年，與 10 年前相比壽命延長(2.7 

 

 

 

 

 

 

 

 

 

 

圖 4  台灣零歲平均餘命及健康平均餘命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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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是健康餘命延長(1.4 歲)的 2 倍(行政院主計總處，2015；圖 4)。當年 65 歲以

上高齡者自評健康狀況良好比率為 79%排名第九，亦較上一次調查結果下降(行

政院主計總處，2014)。顯見高齡者憂心的問題主要還是「健康問題」(內政部，

2014) 。綜上所述，雖然由平均餘命可看出女人較長壽，但 65 歲以上不健康存

活年數中女性則比男性多了 2.25 年，也就是說女性的晚年生活品質其實並不理

想(吳淡如，2015)。 

 

肆、活耀老化 

我國目前健康及亞健康的老人約 83.5%，失能老人約 16.5%(衛生福利部，

2015)。民國 99 年國民長期照護需要調查之結果顯示，在各年齡層的失能率分別

是 65-74 歲占 7.29%，75-84 歲占 20.44%，85 歲以上占 48.59%。可見 75 歲起之

失能率倍增，至 85 歲以上有近半數失能；按推估結果來看至 149 年時我國 65 歲

以上老年失能人口將占整體比例的 92.31%，可預見我國長期照護的需求會快速

上升(行政院，2013)。因此，能延後並且縮短失能期間的「活耀老化(active aging)」

政策推動，就刻不容緩。 

最早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開始提倡活耀老化的主張：「活耀老化指的是個人及家庭在

工作、學習、休閒與擔當照顧的一生中，所能享有之高度選擇彈性，公共政策透

過消除既存限制以促成活耀老化，並提供終身學習或醫療環境之支持以增加個人

的選擇，進而維持人們邁入老年期的自主性。」（OECD, 1998）。 

2002 年時世界衛生組織（WHO）認為活耀老化應由「健康」、「社會參與」、

「安全」三大面向為基石來建構行動方案，並定義活耀老化為「提升民眾老年期

生活品質並達到最適宜的健康、社會參與及安全的過程。」其影響因素有健康及

社會服務、行為因素、個人因素、物質環境因素、社會環境因素和經濟因素等，

而文化與性別既是影響因素也影響著上述的因素(WHO, 2002)。如：文化與性別

方面：文化影響化方式甚深，以華人社會為例，老一輩常與子女同住，與歐美社

會較為不同；且女性通常扮演家庭中主要照顧者。我國 102 年與子女同住(含配

偶、子女配偶及孫子女)者占 65.7%，但獨居比例偏高為 9.2%。為改變文化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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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認知，歐盟將 2012 年定義為「活耀老化暨世代間連結年」 (Solidarity between 

Generations），希冀各國能進行社會對話與討論相應政策以便扭轉大眾對高齡化

的刻板印象，促使老有所用；健康及社會服務方面：台灣有 25%的主要照顧者對

照顧工作感到壓力難以負荷(行政院主計總處，2013)。日本老人看護與被看護者

60 歲以上佔 62.7%，65 歲佔 25.9%，75 歲以上佔 25.5%，每年持續增加中(日本

厚生労働省，2014)。有鑑於多數失能長輩與親人同住，目前我國政府對 65 歲以

上失能者有喘息的服務，由居家服務員代為照顧，讓照顧者能擁有自己的空間，

進一步在未來長期照顧保險法中，完善保障了所有失能者，且對照顧之親屬有現

金給付，讓照顧者能有經濟的補貼，政策更加親民；經濟因素方面：2013 年我

國統計顯示 65 歲以上老人每月可用 12,875 元，約有四分之一人認為不夠用(衛生

福利部，2015)，而 2011 年日本 65 歲以上老人每年收入約 300 万円(約新台幣 82

萬元)；行為因素：我國約半數 65 歲以上老人有每日運動習慣，而外出次數一天

二次至三次者亦過半(陳子儀、陳雅珍，1993)。新版運動指引中指出每天運動 15

分鐘，不僅能延壽 3 年，癌症與其他全死因的死亡風險分別下降 10%與 14%(Wen 

CP, Wai JPM, Tsai MK, et al., 2011)。而日常生活從事之活動項目以「與朋友聚會

聊天」之重要度 37.8%最高，「休閒娛樂活動」占 23.1%及「養生保健活動」占

21.6%居次(衛生福利部，2015)。WHO 認為高齡者活耀的生活能促進心理健康和

與社會接觸，可帶來經濟效益與降低醫療費用（WHO, 2002）。  

符合「活耀老化」理論的高齡者乃是同時具有日常生活功能正常、認知功能

正常、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正常、良好社會支持、無憂鬱症狀與投入老年生產力

活動等六項指標者(徐慧娟、張明正，2004)。研究顯示活耀老化 60 歲至 90 歲之

盛行率估計值為 13%~36%之間，盛行率隨年齡增長逐年下降，以性別論之皆呈

現女性低於男性的結果，此現象可歸因於女性 ADLs 及 IADLs 的功能障礙盛行

率均比男性高。65 歲以上有活耀老化的健康餘命百分比約在 15%~22%之間，而

此活耀老化者罹患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的健康餘命百分比分別落在

9%~13%、13%~19%、10%~16%之間(林正祥、劉士嘉、謝尚儒，2015；林正祥

與劉士嘉，2013)。 

我國在活耀老化推動政策上，98 年行政院核定『友善關懷老人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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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活力老化」、「友善老人」、「世代融合」三大目標，來提昇高齡者之健康促進

與社會參與，進一步整合各單位資源，建構友善老人之生活環境，營造無歧視且

悅齡親老的社會，讓高齡者享有活力、健康、尊嚴的老年生活。98 至 100 年間

為第一期計畫，內容包含加強弱勢老人服務方面：免費假牙，口腔健康的維護。

建置 14 所失智症日間照顧中心，並加強預防失智走失之宣導。統整警政、社政、

衛政及民間等力量，提供獨居者緊急救援服務，亦加強關懷訪視服務。提供中低

收入老人租屋、輔具購買或租借、住宅修繕補助，並積極宣導老人財產信託。推

展老人健康促進方面：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進行關懷訪視、餐飲服務、電話問安

等服務，亦與醫療院所合辦老人防跌及體適能等活動，原鄉則設置老人日間關懷

站。大力推廣老人憂鬱症篩檢及遠距照護服務。鼓勵老人社會參與方面：樂齡學

習中心與長青學苑之設置，提供多元的學習管道，且有高齡議題的相關教材，鼓

勵高齡者積極經營老年生活。辦理「祖父母節」系列活動促進世代融合，並可傳

承長者的智慧與經驗。健全友善老人環境方面：閒置空間活化，辦理日間照顧服

務、樂齡學習中心等。設置低地板公車、強化交通安全宣導並培訓老人交通安全

宣講志工、無障礙交通與生活環境。 

WHO 認為健康是長壽的先決條件（Good health adds life to years），是以，第

二期計畫以「健康老化」、「在地老化」、「智慧老化」、「活力老化」、「樂學老化」

五大核心理念，辦理（一）提倡預防保健，促進健康老化：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因地制宜推展健康促進活動，如整合成人與高齡者之預防保健資源、慢性病防治

衛教宣導、癌症篩檢、疫苗接種，銀髮運動指南及場域無障礙設施，保健養生、

正確用藥及就醫議題納入老人教育之中，失智症防治、照護與協尋通報政策，以

創造高齡友善健康環境與服務。（二）建置友善環境，促進在地老化：強化老人

保護網絡建置與跨專業團隊的服務模式，交通網絡方便且無障礙，加強預防詐騙

老人事件發生且宣導居家防災避難，團結鄰里守望相助的力量，並提供基本經濟

安全保障。（三）引進民間投入，促進智慧老化：開發銀髮產業，滿足高齡生活

需求。促進政府與民間對話，建立跨業媒合機制，輔導社會企業參與高齡服務。

（四）推動社會參與，促進活力老化：提供高齡就業者，銀髮人才就業資源中心，

為投入志工服務者設立全國「志工人力銀行」，使媒合、培訓制度等更加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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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銀髮旅遊行程，提供高齡者多元創意的休閒活動與便捷交通，鼓勵長者走出

家門與社會接觸。（五）鼓勵終身學習，促進樂學老化：文化參訪活動，讓老人

「講古」分享所知，規劃終身學習，長青學苑以豐富生活。高齡者科技能力的培

養，減少世代數位落差。以此建構高齡友善的城市，透過政府與民間合作，落實

在地老化，提升高齡友善服務的目標(圖 5)。 

 

 

 

 

 

 

 

 

 

 

 

 

 

 

圖 5  友善關懷老人服務方案 完善老年生活規劃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2015 

 

再者，2007 年國際老人日(10 月 1 日)時 WHO 發布「高齡友善的城市指南」

(Global Age-friendly Cities：A Guide)，希冀能協助開發中國家如何在都市化發展

過程中未雨綢繆，以因應日益增長的高齡人口需求。我國透過由下而上的政策推

動方式，讓高齡者所居住的都市環境具包容性且無障礙，並能促進高齡者活耀老

化。99 年起嘉義縣成為全台第一個高齡友善城市，2013 年台灣更是全球唯一高

齡友善城市涵蓋率達百分之百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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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國民健康署「對居住城市高齡友善滿意度調查」結果顯示，高齡者

對高齡友善環境不同面向的滿意度由高到低依序是「敬老與社會融入」(2.96 分/

滿分為 4 分)、「社區及健康服務」(2.94 分)、「通訊與資訊」(2.91 分)、「交通運輸」

(2.90 分)、 「工作與志願服務」(2.85 分) 、「無障礙與安全的公共空間」(2.84

分)及 「社會參與」(2.83 分)(李樹人，2014)。讓我們來了解高齡友善城市八大面

向：硬體設施方面有無礙－無障礙與安全的公共空間：對公共建築與戶外開放性

空間建立完善的無障礙措施，設置休憩之座椅、乾淨之場所與廁所等，以因應長

者需求。暢行－方便的大眾運輸：整合大眾運輸工具與各式交通工具，提供清楚

乘車資訊與工作人員導引，長者可持卡免費搭乘，並以低底盤公車與博愛座等設

施，方便高齡者行動。安居－安全的住宅：定期檢查且更新消防設備，高齡者家

中或長照機構整體安全與寧靜空間的建立，並加強安全設施建構，慎防跌倒之風

險。住宅與社區、社會服務、醫療院所有所連結，以確保高齡者之生活品質；軟

體方面有親老－社會參與：身心靈的健康與社會參與、社會支持、生活環境密切

相關。退休後人們的活動，不論是家庭或是社會，對健康都有所益處。提供樂齡

學習與長青學苑的設置，讓長者能活到老學到老，更有高齡者再就業，創造高齡

者個人與社會雙贏的成功榜樣。敬老－敬老與社會融入：孝道與敬老尊賢是中華

文化流傳至今的優良傳統，是台灣領先其他高齡友善城市的面向。在讓座、高齡

櫃台、高齡領藥窗口等，都可看見我國禮讓高齡者優先被服務的現象。不老－工

作與志願服務：不論車站、圖書館、政府機關、醫院等，都能見到退休後的志工

協助其他人們，充分展現老有所用，高齡者藉此排遣退休後的時間，亦帶動大眾

一同參與公共事務。連通－通訊與資訊傳遞：資訊的普及對高齡者而言相當重

要，可使其不與社會脫節，職訓局定期推出電腦免費學習課程，也有電信業者推

動免費 3C 課程，教高齡顧客如何使用科技產品，讓高齡者可以主動接收資訊，

避免被主流社會淘汰。醫院也提供藥事諮詢等，為民眾藥物安全把關。康健－社

區與健康服務：社區是社會安全網路第一線，為家庭之外的第二道安全網，透過

醫療與醫護人員訓練、社福團體（NPO、NGO）、醫療院所共同攜手合作，協助

高齡者建立健康養生概念，使高齡者可以擁有健康身體與健康生活。將這八大面

向貫徹到每一項施政計畫與平日工作中，是政府一直以來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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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在推動高齡政策上亦不留餘力，免費假牙裝置、老人健檢、免費公車

等皆是行之有年的政策。2011 年加入高齡友善城市計畫的行列，並簽署了都柏林

宣言積極推動高齡友善城市，未來更規劃積極加入世界衛生組織高齡友善城市全

球會員網絡。目前高雄市的在地化照顧有：每星期巡迴的 5 輛文康休閒巡迴服務

車行駛於市郊區、偏鄉高齡者唱卡拉 OK、量血壓、喝飲料、看書報的好去處，

而都市高齡者也有長青中心的增設；銀髮農園讓三代同樂學習農作，看著作物的

成長，也為高齡者帶來希望與喜悅；因應不同社區型態，提供居家服務、小規模、

多機能照顧據點有 289 個，使需要幫助的長輩不用到機構中，在家依舊能獲得妥

善照顧，102 年時居家服務使用達 6000 多人次，照顧據點不但提供休閒娛樂，

更有高齡者供餐的服務，原住民部落也有原鄉廚房，關照部落老人餐食。另外，

「老玩童幸福專車」，是由社區邀請老人到市區或郊區參觀，讓高齡者可到其他

地方休憩；還有部分社區更進行電腦教學，將電腦中心設置一樓，方便高齡者到

來。電腦的學習，讓高齡者可以跟兒孫視訊，更有人因此考取電腦證照。健康促

進方面，寶來數位機會中心與高雄醫學大學合作，開辦遠距健康關懷服務，讓高

齡者天天自主前來量血壓，數據會傳回高醫大遠距健康照護中心，也會傳到子女

的電子信箱，讓高齡者學習自主健康管理的同時，家人也可同步掌握長輩的健康

狀況。高雄高齡友善商家包含藥局、餐廳，目前有 76 間加入行列。高齡友善藥

局提供除了分藥、切藥服務、免費量血壓及用藥諮詢外，還幫忙掛號。高齡友善

餐廳，員工培訓課程中包含服務高齡者技巧的傳授，店內硬體防滑措施改善，並

提供放大菜單及高齡專屬餐點。高齡者在餐點及服務滿意度多給予好評。102 年

時高雄市更在國民健康署八項高齡友善城市獎項評選中，勇奪親老獎、無礙獎及

暢行獎三個項目。 

 

伍、結語 

人口老化已是當今社會無可避免的趨勢與關切的議題，國際上已有許多國家

陸續推動活耀老化與高齡友善城市的政策，臺灣亦為積極推動高齡政策的國家之

一。身體機能逐漸退化是無可避免的生命歷程，但老化速度與情況的異質性，受

個體本身與生活型態的影響外，公共政策環境的影響亦至關重要（Leis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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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WHO 於 2002 年強調：「最終，社會對老化與老年人所採取的集體性作為，

將決定我們與子孫未來如何渡過晚年生活。」建立優質銀髮社會，再創人生第二

春，不再只是政府政策介入，更強調社會資源的投入與個人的責任，全力推動全

民參與活耀老化與高齡友善社會，建立大眾的認知與責任，方能止於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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