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

當我們一起變老

高齡社會白皮書
臺灣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高齡者人數快速增加，對於社會各個面向皆造成重大影響。國立臺
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傅從喜表示，政府部門應將未來人口結構的變化趨勢，作為納入政
策規劃的考量，以精進相關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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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已是高齡國家 將邁入超高齡國家
我國 65 歲 以 上 老 年 人口占總 人口比 率 於
2018 年已達 14.5%，進入高齡（aged）社會。根據
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預估到 2025 年會升高至
20.7%，接近老年人口比達 21% 的超高齡（superaged）社會；換言之，屆時每 5 人將會有一位高
齡者。
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以下簡稱社家署）表
示，政府近年來已針對人口高齡化的發展趨勢，
積極制訂或修訂重要的政策方針。自 2015 年「高
齡社會白皮書」頒布至今，我國高齡相關政策與
立法已有重大的進展，例如，2015 年底通過《老
人福利法》修正、2016 年起推動的國家年金改
革、2017 年開始實施「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以下簡稱長照 2.0）、2019 年通過《中高齡者及
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等；又 2020 年 12 月召開的
行政院第 11 次全國社會科學技術會議，亦將人口
高齡化列為臺灣 2030 挑戰的重點之一。社家署

為 回 應 高 齡 者 之 多 元 需 求，行 政 院 於 去
（2021）年 9 月 27 日核定修正高齡社會白皮書，
揭示自主、自立、共融、永續四大發展願景，並
以增進高齡者健康與自主、提升高齡者社會連
結、促進世代和諧共融、建構高齡友善及安全環
境，及強化社會永續發展為五大政策目標；各部
會亦將本權責積極落實，推動高齡社會白皮書。

社會安全制度
是保障高齡者經濟安全的重要制度
我國的全民健康保險、勞工保險、國民年
金、長期照顧等重大社會安全制度，都面臨長期
財務安全性的議題，需嚴肅面對。傅從喜解釋，
與高齡者經濟安全保障有高度相關的年金制度，
應持續進行改革，以提升制度永續性，並確保高
齡者的經濟安全保障。而長期照顧制度的財務，
亦應有前瞻的規劃，以確保其長期財源的穩定，
穩固制度的運作。

亦積極進行「高齡社會白皮書」的研修。這幾年

為因應人口高齡化，政府極力穩固社會制

國內對於高齡社會議題的討論，範圍越來越廣，

度的健全發展，高齡社會白皮書已將強化全民健

除了原白皮書所涵蓋的健康、長照、參與、反歧

保財務平衡、確保長照服務長期財源穩定等列為

視等面向外，世代融合、智慧生活、永續發展等

具體措施，政府部門將持續推動各項開源節流措

議題，亦是目前社會關注的重點。「在高齡者的

施，落實財務收支連動機制，並因應長期照顧服

經濟安全、長期照顧、教育學習等方面，政府近

務需求上升，亦將針對財源籌措方式進行研議評

年已有較為完整的政策規劃，應持續再精進；而

估，確保高齡者獲得完善的照顧服務。

高齡者的交通、住宅、科技等方面，則要持續再
投入。」傅從喜說。

社區照顧能量提升
協助高齡者實現在地老化
我國於 2005 年推動「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實施計畫」，以廣泛提供高齡者社區化預防照
顧 服務，截至 2021 年 12 月，全國已成立 4,610
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監察院 2017 年調查報告
也肯定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對社區長者延緩失能
或臥床應已達到一定效果，符合在地老化、延緩
老化及健康老化之設立目的。」惟調查報告亦指

傅從喜於講座解釋高齡化相關政策。

出，據點之村里涵蓋率仍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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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
針對失能者的照顧，政府近年陸續推動多項

「政府近年來推動高齡者的教育學習，已經

高齡者福利方案或計畫，包括加強老人安養服務

有許多具體的成果。高齡者的教育學習成果豐

方案、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發展方案、長期照護

富，宜持續地推廣與深化。」傅從喜表示，教育

服務網計畫、長照 2.0 等計畫，加速推展我國長

部推展樂齡學習中心與樂齡大學、銀髮族運動樂

期照顧服務。至今（2022）年 1 月底，長照 2.0 已

活，截至 2022 年核定 371 所樂齡學習中心，分布

成立 680 個 A 單位（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6,773

全國 361 個鄉鎮市區、2604 個村里，將社區樂齡

個 B 單位（複合型服務中心）和 3,614 個 C 單位（巷

學習普及化，提供 55 歲以上高齡者不必出遠門

弄長照站），建構綿密的社區長照服務網絡。

可以就近學習的機會，並陸續開辦各項課程。

衛福部將持續地布建一對多照顧模式之社區

因應高齡者之異質性，政府部門透過多種管

式長照資源，翻轉全天候的照顧觀念，提升人力

道提供服務，未來將持續發展創新之高齡社會服

資源服務效益，並關注長照資源的布建與區域平

務方案，以吸引不同社經背景之高齡者參與；並

衡，提升偏鄉服務量能，以保障能獲得優質的社

激發其學習動機及意願，以維持高齡者活躍的社

會照顧。傅從喜說，社區式照顧服務據點的涵蓋

會生活，營造積極性的生活態度。

率快速發展，顯示臺灣的社區照顧能量正大幅提
升，未來可持續善用既有的社區服務平台，協助
更多高齡者實現在地老化。

多元的社會參與及學習
提升高齡者健康活力

運輸工具普及、便捷 有利高齡者外出
交通運輸工具的多樣化與便捷，能增加高
齡者外出意願。長期以來運輸需求特性已經大幅
改變，整體趨勢已由過去少樣多量轉變為多樣多
量、多樣少量、少樣少量等不同的型態，但運輸

高齡者需要有多元的社會參與，提升健康

服務型態並未因地制宜發展。傅從喜指出，偏鄉

活力。衛福部鼓勵公私部門招募高齡者擔任志

地區的公共交通運輸服務需再普及，提升服務的

工，並進行服務項目再設計，及多方宣導與教育

便利性，這對高齡者的社會參與、就醫的方便性

訓練，此外，亦積極補助民間團體、村、里辦公

有很大的影響。

室等單位，於全國設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提供
關懷訪視、電話問安、餐飲及健康促進活動等服
務，以提升老人社會連結及支持。另勞動部於高
齡人力再運用部分，鼓勵企業善用退休員工，使
其續留職場傳承智慧、經驗及技術與不同世代，
達到勞雇雙贏的目標。

在高齡者的交通運輸方面，政府提供無障礙
公車、復康巴士和長照交通接送車等，並持續強
化偏遠和原鄉地區的公共運輸服務。依據高齡社
會白皮書，為構建安全社區交通網絡，相關政府
部門將持續發展通用且可負擔的運輸服務，並引
導民間力量形成產業，提升服務量能；同時關注
人行道之鋪設率，推動騎樓無障礙，加強取締占
用人行道問題，保障高齡者行的權利。

提供社會住宅

讓高齡者能樂於居

媒體屢屢報導有年長者欲租屋時因高齡而
遭房東拒絕。社會環境的不夠友善，再加上政
府興辦的社會住宅仍不足以滿足弱勢長輩的居
住需求，造成許多高齡者在居住上面臨嚴重的
臺南市北區東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健康促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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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齡者的住宅需求方面，以租房的議題
為例，由政府單位的介入，讓高齡者能獲得理想
的居住空間。同時，再增加社會住宅的供給量，
使高齡者能有穩定的居住環境。」傅從喜說。
近年來，政府積極建構高齡友善與安全的
社會環境，除持續努力興建社會住宅外，亦透過
高齡白皮書規劃相關策略，例如加速整建老舊公
寓、改善無障礙設施、推動新建住宅規劃融入全
齡及通用設計，及提升高齡者住宅之智慧科技應
用等將是未來相關政策推進重點，期待透過公私
合作，提升高齡者居住品質。

運用智慧科技與服務
提升高齡者生活及照顧品質
隨著社會變遷，科技技術日新月異，為降低
高齡者數位落差，因應高齡社會白皮書修訂，政
府部門將跨領域合作，辦理智慧科技基礎應用課
程，鼓勵高齡者參與，提升對智慧科技的接受度
與應用能力，同時開發適合高齡者分享的數位內
容，滿足全人生活型態。
此外，活用智慧科技提升失能者之照顧品
質，減輕照顧負荷，亦是重點策進方向，傅從喜
表示，藉由智慧科技與資訊傳遞，可達到協助健
康管理和照顧服務的目的，提升長輩的生活安
全。未來將鼓勵醫療院所、照顧機構與高齡者家
庭運用智慧科技，透過資訊與影像的傳遞，協助
進行生理監測、健康管理等。

大學生至社區與長者交流，宣導衛教資訊，並帶領長者
一起運動。

樂齡學習中心、社區大學等學習機構的設立，推
廣高齡者的終身學習，同時培育教師具備對高齡
社會發展及影響等相關知能。
政府部門可適度開放中小學餘裕空間，作為
代間互動學習的場所，同時鼓勵青少年提供社會
服務，另一方面，高齡者亦能透過經驗、技藝、
語言文化等傳承，提升相互交流的機會。「青年
和高齡者各有所長，若能強化彼此間的交流學
習，除了有助於相互的了解之外，也有助於彼此
的專業提升，以及生活經驗的開拓。」傅從喜說。

成立專案小組與協調機制
合力共創高齡幸福社會
我國將邁入超高齡社會，隨著社會變遷，高
齡者需求因性別、年齡、健康、教育程度及居住
地等屬性而有所差異，社家署表示，高齡社會白
皮書係因應人口結構高齡化之整體對策，關注高
齡化趨勢所帶來挑戰與機會，亟需各部會跨域合

科技發展為我國產業的強項，運用於各領域

作、公私協力，共同回應高齡者之多元需求。另

有助於提高生活便利與品質，未來高齡者科技使

行政院為達跨部會協調之綜效，已於社會福利推

用能力持續提升，強化智慧科技的發展與應用，儼

動委員會成立高齡社會白皮書專案小組，目前由

然是人口高齡化趨勢下，必不可少的重要方向。

林政務委員萬億擔任召集人，定期召開會議進行

促進高齡者與不同世代交流
發揮及互補各自的優勢和專長

協調，督導白皮書之落實、執行；未來政府部門
將持續努力，共同創造讓高齡者更健康幸福的和
諧、永續社會。

目前政府鼓勵各級學校運用校內師資與設備
等資源，提升高齡者的交流，並連結終身教育專
業，辦理創新青銀共學方案，促進學生與高齡者
的互動。傅從喜解釋，可以持續鼓勵樂齡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傅從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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