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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案例分享國外案例分享

紐約市高齡友善城市推動經驗

加拿大卑詩省高齡友善城市推動經驗

上海市老齡事業發展報告書及工作計畫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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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市高齡友善城市推動經驗紐約市高齡友善城市推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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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Friendly New York City （紐約市）

紐約醫學研究院WHO 紐約醫學研究院
紐約市府與紐約醫學
專科學院攜手帶領紐
約邁向高齡友善城市

WHO
2007年世界衛生組織
發起高齡友善城市之

運動 約邁向高齡友善城市運動

紐約市紐約市
加入全球城市網絡-結合倫敦、
墨西哥、莫斯科和新德里共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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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Friendly New York City （紐約市）

公園部 都市計畫處

運輸部

小型企業服務

移民事務部

其他

相關機構與部門

小型企業服務
機構

其他

藉各部門之相關資料進行分析探討，提出紐約

國立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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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友善城市之情況與需改善部分。

Age-Friendly New York City  推動過程

美國醫學研究院(NYAM)和紐約市政府召開一系列由紐約各領域專

家進行討論的座談會。

討論議題如下：

專 家 座 談 會

就業 住屋
發展

市民
參與

運輸與
戶外空間

租客的
權利

社會
服務

健康

國立成功大學
6國立成功大學 6

權利 服務



Age-Friendly New York City  推動過程

社區論壇 焦點團體訪談 一對一深入訪談

各行政區舉辦逾14 依據高齡人口結構 針對紐約市超過各行政區舉辦逾14

場社區座談會。

1500名高齡者參與，

依據高齡人口結構

特性，舉辦6場焦點團

體訪談

針對紐約市超過50%

人口為外來移民之特

性 與24名高齡外來1500名高齡者參與，

提供生活經驗，每場

次1 5~3小時。

體訪談。

以弱勢族群，例如：

貧窮、獨居的高齡者、

性，與24名高齡外來

移民進行一對一深入

訪談次1.5 3小時。

討論開放式問題，

例如: “對於居住的

貧窮、獨居的高齡者、

以及少數移民為對象。

共有46名高齡者受

訪談。

目的是希望進一步

了解這群高齡外來移例如: 對於居住的

社區最喜歡哪一方

面？”讓高齡者發言。

共有46名高齡者受

訪。

了解這群高齡外來移

民在紐約市生活所面

臨的困難。

國立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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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的困難

Age-Friendly New York City  推動過程

開放市民參與的機會，共得到超過600項來自民眾的具體建議。

提供發表意見之平
台 - 讓民眾提出台 讓民眾提出
利於高齡友善城市
之想法

舉行社區論壇 - 透過電子郵件提舉行社區論壇
聽取市民建議 供建議或填寫市

政府的意見回饋
表

國立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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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部門的參與與貢獻

•帶動社區凝聚力讓高齡居民可以挑戰老化NYAM與社區委員會合作

•開設與高齡者相關課程

•以降低高齡歧視，促進社會包容
學校發起“高齡友好教育協定”

志願與退休協會 •促進活動或就業的舉辦，提升高齡者的社
會參與率

•促進高齡環境的各項推動。NYAM社會工作領導機構

•醫療體系的建置。

提供高齡客戶服務資訊傳播

紐約州聯盟

紐約銀行家協會

•老人中心、公立圖書館二度培訓高齡者的

•提供高齡客戶服務資訊傳播紐約銀行家協會

高齡者技術培訓計畫

國立成功大學
9

老人中心 公立圖書館二度培訓高齡者的
技術能力，以降低市民負擔。

高齡者技術培訓計畫

Age-Friendly New York City  推動成果

結合學術研究資料與公私部門的相關合作建議與研究執行情況。

二次研究 建構網站 成果

•重審現有文獻及
相關研究，為取
得紐約市高齡人

•建構網站
http200://www.agefrie
ndlynyc.org/

便於民眾了解

•2010.06.29.成
為全球第一個被
WHO認證之高齡得紐約市高齡人

口的需求、經驗、
特徵等資訊，以
及地方、全國、

•便於民眾了解
計畫案。

•透過電子郵件

WHO認證之高齡
友善城市

及地方、全國、
國際間高齡的趨
勢

提供營造高齡
友善城市的意
見。見

國立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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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卑詩省高齡友善城市推動經驗 薩尼奇加拿大卑詩省高齡友善城市推動經驗-薩尼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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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尼奇高齡友善城市之推動團隊

加拿大聯邦公
共衛生署

維多利亞大學

高齡化研究中心

薩尼奇義工
服務協會 高齡化研究中心

溫哥華島卑詩省
推動團隊

溫哥華島
衛生局

卑詩省

交通處

薩尼奇銀髮
高齡者代表

薩尼奇銀髮
族教育中心

地方企業

高齡者代表

國立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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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企業



薩尼奇推動高齡友善城市之薩尼奇模式

高齡者價值

•提供高齡者參與有意義的活動之機會並能在各種服務活動當中加強他們的

參與程度 對於他們無價的貢獻 智慧以及成熟的技能表達敬意參與程度，對於他們無價的貢獻、智慧以及成熟的技能表達敬意

規劃、開發和工程設計對於高齡者的回應

•在規劃、開發、管理以及公共設施的設計過程中認同高齡者多樣化的需求

小改變能有大效果

•對於高齡人口而言，現有設施能提供適合的功能、設計元素和調適的使用

相當重要，同時也代表了對於高齡友善的高度認同與承諾

透過有效的溝通建立良好關係透過有效的溝通建立良好關係

•改善與高齡者的溝通方式並且改善社區內資訊提供的方式都可以建立高齡

者的信任以及支持性的關係，並減低積極參與活動所面臨的障礙者的信任以及支持性的關係 並減低積極參與活動所面臨的障礙

全體社區的參與

•改善與高齡者的溝通方式並且改善社區內資訊提供的方式都可以建立高齡

國立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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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與高齡者的溝通方式並且改善社區內資訊提供的方式都可以建立高齡

者的信任以及支持性的關係，並減低積極參與活動所面臨的障礙

薩尼奇推動之兩階段過程

階段一：焦點團體訪談

•主要訪談對象：高齡者、高齡者的照護者、社區領導人以及照護

設施提供者等。

階段二：與社區發展地方行動計畫

•第一部分：制定一行動計畫，主要反應一些共通的障礙以及社區

成員、地方高齡服務機構、市政服務單位所提出之議題。

•第二部分：以發展高齡友善城市為目標，主要由市政單位制定政

策以及提出合適的行動方案策以及提出合適的行動方案。

國立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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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焦點訪談之成果
該階段之研究結果指出對高齡者／照護者／服務提供者最具有障礙的面
向為：無障礙與安全的公共空間、大眾運輸、適合老人獨立居住的住宅。

受訪者針對以下八面向問題接受訪談：

無障礙與安全的公共空間 社會參與無障礙與安全的公共空間 社會參與

大眾運輸 通訊與資訊

住宅 工作與志願服務

敬老與社會融入 社區及健康服務

國立成功大學 15

敬老與社會融入 社區及健康服務

各面向訪談重點問題

•自然和建成環境是否能幫助高齡者方便且安全無障礙與安全的 自然和建成環境是否能幫助高齡者方便且安全
地在社區活動，並鼓勵高齡者積極參與社區活
動？

無障礙與安全的
公共空間

•高齡者在社區中是否可以方便且安全的到達他
們想要去的地點？

大眾運輸

•高齡者是否擁有安全且負擔地起的房屋？當他
住宅

們住宿需求改變時是否又允許他們獨自居住？
住宅

•高齡者是否有機會在他們居住的社區中發展並維持有高齡者是否有機會在他們居住的社區中發展並維持有
意義的社群網絡？

•高齡者的偏好及需求是否在規劃的過程中受到來自各
領域的規劃機構與單位所考慮到？

社會參與

國立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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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面向訪談重點問題

•公共設施、大眾媒體、商店、和民間社會
是否尊重並考慮到高齡者多樣化的需求、敬老與社會融入 是否尊重並考慮到高齡者多樣化的需求、
願意在社會上各方面接納高齡者？

敬老與社會融入

•高齡者是否有機會參與社區的相關決策過程？

•高齡者是否有機會貢獻他們自身的生活經驗與
技術(不論是志工性質或是就業性質)

工作與志願服務
技術(不論是志工性質或是就業性質)

•高齡者是否清楚的知道自己社區中擁有內容豐富多
樣化的活動與服務設施？樣化的活動與服務設施？

•資訊是否容易閱讀、是否經過適當的設計並傳達出
去以滿足老年人的需求？

通訊與資訊

•為維持身體健康及獨立生活的能力，高齡
者是否有方便的方法去取得所需要的社會
醫療健康設施？

社區及健康服務

國立成功大學
17

醫療健康設施？

第二階段─課題提出與改善措施研擬

無障礙與安全的公共空間

常
見
的
發

• 人行空間不安全、不舒適

• 可及性─應加強行動不便者之通行便利性
發
展
障
礙

• 招牌與方向指示之不足

• 行人步道的路徑上缺乏板凳以及洗手台

薩

• 市政設施已進行升級改善，包括坡道，扶手和其他設施，以改善

通行空間。薩
尼
奇
的
實

通行空間

• 更改開發許可指南部分內容，列入官方社區計畫(Official 

Community Plan, OCP)當中，一併審查是否符合設計程序之要求實
踐
方
式

y , )

• 人行道及路口轉角斜坡改善計畫，強調十字路口及路邊坡道行走

的便利性。

國立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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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擬步道指導原則以提供對各年齡層都便利的人行步道。



第二階段─課題提出與改善措施研擬

大眾運輸

公車準點 行駛路線以及公車站牌的可及性
常見的發展障礙

• 公車準點、行駛路線以及公車站牌的可及性

• 高齡者到達目的地的停車地點與行走時間

薩尼奇的實踐方式

• 根據Transit Study的研究結果，完成由高齡者

居住地點以及公車停靠站之間轉運及接駁的串連

提出一持續性改善街景計畫 改進道路及十字路• 提出一持續性改善街景計畫，改進道路及十字路

口的安全度、能見度。

國立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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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課題提出與改善措施研擬

住 宅

房屋價格的負擔能力以及房屋類型的選擇
常見的發展障礙

• 房屋價格的負擔能力以及房屋類型的選擇

• 居家活動的便利性挑戰著高齡者獨立生活的能力

• 薩尼奇調適住宅準則(Saanich Adaptable 

Housing guidelines)被用來作為一項全省的調

適住宅示範細則

薩尼奇的實踐方式

適住宅示範細則(Provincial Model Bylaw for 

Adaptable Housing)。

分區細則(Z i B l )調整為在住宅單元分布• 分區細則(Zoning Bylaw)調整為在住宅單元分布

最密集之地區增加提供更多樣的房屋類型、允許

混合使用以及高齡集居住宅( i混合使用以及高齡集居住宅(seniors 

congregate housing)。

國立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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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課題提出與改善措施研擬

敬老與社會融入

一般皆認為當一個人越來越老 其受到刻板印象

常見的發展障礙

• 一般皆認為當一個人越來越老，其受到刻板印象

的影響就越頻繁並且受到不尊敬的態度對待

期待高齡者能多受邀並參與社區的各項活動• 期待高齡者能多受邀並參與社區的各項活動

• 跨世代的文康活動以及社團活動可以使年輕族群

與高齡者有進行交流的場合 例如玩紙牌 活動

薩尼奇的實踐方式

與高齡者有進行交流的場合，例如玩紙牌、活動

遊戲、以及分享彼此的想法。

高齡者參與社區諮詢委員會以及市政建設工作團• 高齡者參與社區諮詢委員會以及市政建設工作團

隊可以加強建立與高齡者的關係並且是包容高齡

者的作法者的作法。

國立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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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課題提出與改善措施研擬

社會參與

高齡者 照護者 醫護業者的行動能力 比起經

常見的發展障礙

• 高齡者、照護者、醫護業者的行動能力，比起經

濟負擔能力，通常被視為參與社會活動最大的障

礙常見的發展障礙 礙

• 負擔能力(Affordability)已成為高齡者更大的

障礙障礙

• 公園以及文康中心提供了豐富且多樣化的活動方

案與服務 提供高齡者自我發展 學習 發展社

薩尼奇的實踐方式

案與服務，提供高齡者自我發展、學習、發展社

交活動以及參與實質活動的機會。

• 在市檔案館(th M i i l A hi ) 公園• 在市檔案館(the Municipal Archives)、公園、

文康中心、休閒中心以及緊急方案(Emergency 

Program)中增加志工名額的提供

國立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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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中增加志工名額的提供



第二階段─課題提出與改善措施研擬

通訊與資訊

平面媒體(印刷尺寸) 複雜和自動化服務 電話

常見的發展障礙

• 平面媒體(印刷尺寸)、複雜和自動化服務，電話

邀約(telephone solicitation)通常存在著許多

挑戰挑戰

薩尼奇的實踐方式
• 提供那些在參與會議和論壇中有發生聽力問題的

高齡者更便利的語音系統高齡者更便利的語音系統

國立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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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課題提出與改善措施研擬

工作與志願服務

高齡者若能認為自己仍能提出貢獻並且所付出的
常見的發展障礙

• 高齡者若能認為自己仍能提出貢獻並且所付出的

心血能被認同，對高齡者而言都是很重要的。

薩尼奇的實踐方式

• 高齡者積極參與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s)、市政設計專家小組(Design 

和工作團隊Panels)和工作團隊(Task Forces)

社區及健康服務

常見的發展障礙
• 高齡者可以認知到健康服務與社區支持都是可負

擔、適當的且容易到達的。

薩尼奇的實踐方式

• 鄰里緊急應變方案(Neighborhood Emergency 

Preparedness Program)為高齡者提供了個人參

國立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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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家庭與鄰里聯繫的機會



上海市老齡事業發展報告書及工作計畫重點上海市老齡事業發展報告書及工作計畫重點

國立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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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老齡事業發展項目（2009）上海市老齡事業發展項目（2009）

辦老人體育
活動

上海市為全球35個高齡友善城市
活動

改善

的試辦城市之一，當中的工作重
點與實施方法可供我國參考。計
畫的兩大重點：

惠老政策
老人年金、

養老保障制度

改善
老年教育

畫的兩大重點

惠老政策
法規與深
化為老服
務的專業

豐富老人
精神文化
層面

養老保障制度

醫療務的專業
水準

強化老人
科研制度

醫療
保健照護

科研制度

社區居家照顧
辦尊老與敬老

活動

國立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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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居家照顧
及養老服務

活動



上海市老齡事業發展項目 (2009)
• 完成市政府實事項目，全市農村戶籍人員養老保障覆蓋面達
到99.08％養老保障

• 社區衛生服務模式向“全科團隊服務”方式轉變

• 服務對象從病人個體向社區群體轉變，主動走進社區、家庭醫療保障 • 服務對象從病人個體向社區群體轉變，主動走進社區 家庭

• 推行“上海市養老機構意外責任保險”推行 上海市養老機構意外責任保險

• 《上海市養老機構管理條例（草案）》初稿形成養老服務

• 首次命名上海市老年維權十大標兵律師

• 推進婦聯人民調解委員會工作
老年維權

• 老年人進入旅遊景點享受優待政策－70歲以上老人免票

開展百歲老人慰問活動 發放百歲老人壽星牌 強生乘車卡老年優待 • 開展百歲老人慰問活動－發放百歲老人壽星牌、強生乘車卡老年優待

上海市老齡事業發展項目 (2009)
• 建立老齡工作評估機制

• 組織老年病防治的研究老齡科研

• 開展創建示範性老年大學（學校）評估工作
老年教育

• 發展老年遠端教育老年教育

• 評選表彰“上海市老齡工作先進單位和先進個人”

• 開展第五屆養老服務“雙十佳”服務明星評選活動敬老宣傳

• 組織“九九關愛·重陽歌會”

• 開發老年旅遊老年文娛 開發老年旅遊

• 參加第一屆全國老年人體育健身大會
老年體育

• 推動老年體育健身活動，提供更多的健身活動平臺老年體育



上海市老齡事業發展項目 (2009)
• 繼續開展“銀齡行動”

• 成立上海市老年志願者總隊
老有所爲

• 落實“冬季爲老助浴”實事項目

“軍徽映夕陽”活動
爲老專項活動

• “軍徽映夕陽”活動

• 與日本社會福利法人旭川莊合作舉辦“上海市養老護
合作交流 理培訓班”合作交流

上海老年志願者總隊上海老年志願者總隊 軍徽映夕陽軍徽映夕陽 上海市養老護理培訓班上海市養老護理培訓班

上海市老齡事業發展-各區縣工作(2009)上海市老齡事業發展 各區縣工作( 9)

推進 老年宜 社 試 作推進 老年宜 社 試 作
黃浦區黃浦區
• 推進“老年宜居社區”試點工作

• 開設社區老年健康機構“常青藤生活館”

• 推進“老年宜居社區”試點工作

• 開設社區老年健康機構“常青藤生活館”

盧灣區盧灣區

• 積極組織銀齡行動

• 開展“星級”老年活動室評比

• 積極組織銀齡行動

• 開展“星級”老年活動室評比開展 星級 老年活動室評比開展 星級 老年活動室評比

長甯區－長甯區－率先推出幸福養老指標體系（幸福養老指標體系（96.33分）

基本生活保障有效有力、醫療衛生保障深入拓展
生活服務保障積極優化、社會參與保障充滿活力
基本生活保障有效有力、醫療衛生保障深入拓展
生活服務保障積極優化、社會參與保障充滿活力
維權服務保障不斷健全、工作網路保障夯實基礎維權服務保障不斷健全、工作網路保障夯實基礎



上海市老齡事業發展-各區縣工作(2009)上海市老齡事業發展 各區縣工作( 9)
靜安區靜安區

• 紮實推進居家養老管理服務平臺建設

• 打造靜安樂齡爲老服務品牌

• 紮實推進居家養老管理服務平臺建設

• 打造靜安樂齡爲老服務品牌

送溫暖、送清潔、送健康、送問候、送安全送溫暖、送清潔、送健康、送問候、送安全

閘北區－五送活動閘北區－五送活動
送溫暖 送清潔 送健康 送問候 送安全

• 開展“百萬老人刷卡無障礙計劃”社區培訓工作

• 關愛獨居老人－聘請獨居老人巡視報告員

送溫暖 送清潔 送健康 送問候 送安全

• 開展“百萬老人刷卡無障礙計劃”社區培訓工作

• 關愛獨居老人－聘請獨居老人巡視報告員

楊浦區－無憂工程楊浦區－無憂工程
• 助餐無憂、獨居無憂、服務無憂、助浴無憂、
住養無憂、活動無憂、日托無憂

• 助餐無憂、獨居無憂、服務無憂、助浴無憂、
住養無憂、活動無憂、日托無憂

• 銀髮無憂• 銀髮無憂

上海市老齡工作委員會2011年未來工作重點上海市老齡工作委員會2011年未來工作重點

• 落實發展“十二五”規劃

• 老年人實事項目建設管理

• 開展老年教育和老年文體活動
提高老年人的參與率和覆蓋面

• 做好老年友好城市和老年宜居
社區創建試點工作

• 《老年法》、《上海市老年人
權益保障條例》保障老年人的
合法權益合法權益

• 營造敬老助老的氛圍

• 推進老齡科研和老齡產業工作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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