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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針對健康及亞健康之銀髮族進行休閒養生產業之建議，內容含
括銀髮族為消費者與銀髮族為資源提供者等兩個面向。銀髮族做為消費者的部
分，本研究借鏡國際相關產業之發展經驗，實際瞭解國內銀髮族之需求和特性

經濟統計

* 本文是依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宇智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所研究的「我國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發展策
略之研究」簡縮版。本研究為個人觀點，不代表本會意見。
感謝翁志遠教授、劉家勇教授、高慈薏博士、廖學能律師、許瓊文律師、馮志峰先生、陳芃諭小姐、郭建
廷先生的協助。

Taiwan Economic Forum

2013 / 10

63

後，並以台灣之資源與優勢為考量，規劃台灣休閒養生產業之走向，提出整體
社會和經濟結構之發展方向。另一方面，本研究也將銀髮族群定位為具有生產
性的資源提供者，並提出如何將銀髮資源重新導入休閒養生市場，建立應用銀
髮資源的相關產業商業模式並提出相關配套措施之建議。

壹、緒論

人口老化為目前全球皆面臨的問題，我國當然也不例外。過去數十年來的
醫學進步、衛生條件改善與經濟快速成長，我國人口的結構已歷經相當程度的
改變。自 1993 年起，我國高齡人口數（此處指年齡在 65 歲以上者）已占總人
口數的 7.1％，達到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訂的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指
標 1；而根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經建會）2012 年所做的人口推
計資料，預計我國在 2018 年的高齡人口數將達到總人口數的 14％，進入高齡
社會（aged society）
；到了 2025 年高齡人口所占比例更將達到 20％，進入超
高齡社會（super aged society）
；按此推計，台灣從高齡化社會邁入超高齡社
會，僅花費約 32 年，相較於許多歐美國家，我國的人口老化速度甚至來得更快
更急，也因此出現許多因快速邁向高齡化而衍生的問題。
人口老化對於一個國家而言，最直接而巨大的影響就是在養老金、健康照
護及社會照顧等三方面的預算將會持續提高，進而造成國家財政結構的改變。
此外，隨著高齡人口增加、生育率降低，長期而言將相對造成年輕勞動人口比
例下降、生產萎縮、儲蓄減少、勞動力不足等經濟與社會問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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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定義 65 歲以上作為老年人口：若占全國人口比率 7％後稱為「高齡化社
會」，若提高到 14％即是「高齡社會」，若提高到 20％以上則被稱「超高齡社會」（徐立忠，1983）。

政策焦點

由於民眾生活水準大幅度提高、醫療技術和科技持續進步，我國民眾對於
健康養生的意識也逐漸抬頭。根據內政部（2009）統計資料顯示，約 71％的銀
髮族（65 歲以上的族群）自覺其健康及身心功能狀況達中上程度；亦即，在該
政策紀實

研究資料中，多數銀髮族身心機能仍是屬於相對健康的狀態。緣此，當銀髮族
可自由支配的時間相對增多時，日常生活的安排不僅在於替代退休前的工作型
態，更是維持生活品質的重要關鍵，亦即各種休閒養生活動的安排對於銀髮族
來說將更顯重要，而這種變化趨勢亦已廣受各界關注。

（經建專論）
人口老化專輯

除了我國以外，其他各國亦面臨相類似的變化；隨著銀髮族群人口增多，
帶來的將不僅僅是危機，更將是轉機和商機。例如：日本目前是亞洲地區高齡
化狀況最嚴重的國家，不同的年齡結構變化已造成不同行業的消長，例如，醫
院小兒科、玩具業、一般教育等行業在逐漸消退；而新興的熱門行業則是護
士、寵物業以及休閒旅遊等，銀髮市場（silver market）現正改變著日本的社會
與經濟結構。

經濟新訊

我國目前也有類似於日本與美國的狀況，特別是嬰兒潮銀髮族正是目前我
國社會中擁有龐大的資源族群，其擁有許多的資源包括：經驗、人脈、財力等；
而其過去的經歷、教育水準和價值觀亦不同於以往的銀髮族群。
為滿足這一群不同於以往的嬰兒潮銀髮族消費需求以及讓他們有機會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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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發揮身上無法取代的難得資源，各界除需推出過往尚未被發展的新型商業模
式外，更需要改變思維，將嬰兒潮銀髮族視為資源提供者，讓其多年累積的知
識和經驗能加速轉化為資源，進而提升並延續我國的國際競爭力。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透過研究現有相關產業資源與文獻，並考量嬰兒潮銀
髮族之特性及需求，將銀髮族之幸福感及心靈上之滿足感納為考量因子，進而

經濟統計

提出我國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之可行商業模式（尤其將著重於服務業的發展模
式），並針對相關產品、服務與政策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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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希望透過提出適合的發展模式，促進嬰兒潮銀髮族身心靈的健康，
進而有效節制銀髮族日後在醫療上所需之花費，減低台灣社會福利資源的預算
支出，同時達到推廣將銀髮族視為資源提供者的概念；並推動銀髮族人力資源
再活化策略，回應「青年創業」之政策，於休閒養生產業中，研提創新合宜的
商業模式，協助銀髮資源與青年創業所需做串聯，加速育成我國休閒養生產
業，並促成社會良性循環；期望也相信未來銀髮族除將擁有一個更友善的環境
外，更能將其累積之資源和經驗分享給各界，一同參與並帶動我國經濟上的進
步及社會上的和諧與幸福感。
鑒於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涵蓋範圍廣泛，本研究以多階段且蒐集並分析
不同資訊的方式來進行研究。大體而言，研究方法與架構包含：國內外文獻回
顧、專家座談與焦點群體訪談、問卷調查、國際研討會、資料整合、分析與提
出本案研究結論與建議。本研究則是依據所蒐集之資訊進行整理和分析，在瞭
解銀髮族之生心理特性以及其對於休閒養生活動之需求後，依照我國產業發展
優勢，提出較為適合發展之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策略的建議。
總體而言，在本研究中，銀髮族除被定位為消費者的角色，也將銀髮族群
定位為具有生產性的資源提供者，並提出如何將銀髮資源重新導入休閒養生市
場，建立銀髮資源利用的相關產業之商業模式以及相關配套措施之建議。

貳、銀髮族需求特性及研究範疇界定

內政部在 2009 年「老人狀況調查結果摘要分析」資料顯示，當時台灣約有
76％的 55 歲國民，認為自己的健康和身心狀態處於普通，甚至是良好的狀態。
而該份統計資料亦顯示，若將銀髮族群按年齡區分，55 ～ 64 歲為一族群，65
歲以上為另一族群，則無論是 55 歲到 64 歲的銀髮族群，或者是 65 歲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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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族群，「養生保健團體活動」皆為其參與率最高的活動，而「休閒娛樂團體
活動」亦為其經常參與之活動，由此可見我國銀髮族對於休閒養生活動之需求
強大；但就另一方面而言，65 歲以上受訪銀髮族需要安養、養護或照顧服務的
政策紀實

比例其實約僅佔 17％ 2。

一、嬰兒潮銀髮族特色
根 據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於 2011 年 所 執 行「Baby
（經建專論）
人口老化專輯

Boomers Envision What's Next?（ 嬰 兒 潮 對 未 來 退 休 生 活 的 展 望 ）」（AARP
and GFK Custom Research North America, 2011）3 調查顯示，嬰兒潮銀髮族
對於家庭和與子女在情感上的聯絡相當重視，在金錢財務上則呈現獨立自主的
傾向，67％的受訪嬰兒潮銀髮族皆認為家庭成員情感上對於其退休後的生活支
持相當重要；然卻只有 12％的受訪嬰兒潮銀髮族認為其需要家人金錢財務上的

經濟新訊

資助，甚至只有 7％的受訪者期待其子女能提供金錢財務上的資助。在退休後生
活規劃的部分，71％的受訪嬰兒潮銀髮族認為退休後的生活代表的是可以有更
多時間和家人相處，並有 66％的受訪者期望發展自己的興趣和嗜好，多多參與
休閒養生活動則為受訪嬰兒潮銀髮族第三順位重視或想要做的事情。
雖然銀髮族生理機能無可避免地會衰退，但其心理上追求受到尊重、關注

台灣景氣概況

及陪伴的狀況並未隨著年歲增加而消失，反而是持續增加。隨著醫療及科技進
步，銀髮族生理功能上的保養和維持亦不斷提升，預期我國高齡人口中 80 歲以
上之銀髮族人數將持續增加。

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65 歲以上銀髮族自理有困難者占受訪銀髮族之 16.81％。

3

該調查主要針對美國地區 1,200 位的嬰兒潮銀髮族進行調查，由於鎖定嬰兒潮銀髮族群，因此，受訪者的
年紀介於 45 ～ 65 歲之間。

經濟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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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實 上，2011 年 第 一 波 嬰 兒 潮（baby boomer） 已 邁 入 65 歲 的 退 休 年
齡。因醫療及科技持續進步，嬰兒潮銀髮族較過去銀髮族更健康，經濟狀況
更好，教育程度更高；而對於退休後積極、優質及創新的體驗和生活要求也更
高。嬰兒潮銀髮族對休閒養生需求的變化研究係如表 1 所示。

表1
內容

銀髮族養身需求的變化

嬰兒潮前一代

嬰兒潮和其後一代

身心狀態

老、弱

相對精力充沛、健康

對自我認知

人生的暮年

相對追求自我實現的機會
相對追求退休後的第二人生

獨立性

依賴子女

相對追求積極參與社交，享受社會福利
相對經濟獨立而不需依賴子女

休閒觀

消極的休閒觀

相對注重休閒活動的價值
具有相對積極的休閒觀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心理學家亞伯拉罕 ‧ 馬斯洛（Abraham Maslow）曾提出需求層級理論，
在該理論中提到個體會依次追求生理需求滿足，安全需求滿足、社會歸屬需求
滿足、自尊需求滿足以及追求自我實現需求之滿足，這些需求為人類行動的主
要原因和動力。
（一）成功老化理論（Successful aging）
Paul Baltes 和 Margret Baltes（1993） 認 為 老 化 主 要 有 3 個 導 因： 基
因、環境生活型態與病理因素，該理論將老化區分為三類，第一種類型是
一般老化，指無明顯疾病（manifest disease）；第二種類型是病態老化
（pathological aging），可說是最劣等的老化，個體承受疾病的侵害；第三
種類型則是成功老化。事實上，根據（徐慧娟，2003）調查發現，台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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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銀髮族多認為成功老化是擁有良好的健康、有家庭及社會的支持，能自
由安排、盡情地享受自己的生活。換句話說，在該調查中，讓自己保有健
康的身體，做有效的健康自主管理，以延緩身體退化與老化，是達到成功
政策紀實

老化的第一要件。若能再加上與生活周遭的人、事、物維持和諧的關係、
樂天知命，則是達到成功老化的終極目標（Hsu, 2007）。
多數學者對於成功老化仍偏向生理和心理層面的測量，也就是較偏向身體
健康層面，並強調生活自理能力。

（經建專論）
人口老化專輯

（二）活躍老化理論（Active aging）
在 2002 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在其出版的《活躍老化：政策架構
（Active Aging: A Policy Framework）
》報告書提出「活躍老化」（active
aging）的觀念，其以促使銀髮族延長健康壽命及提升晚年生活品質為目
標，並且是一種能夠提供維持健康、社會參與及生活安全重要性的過程

經濟新訊

（WHO, 2002）。活躍老化的概念應含括以下指標：日常生活功能正常、工
具性日常生活活動正常、認知功能正常、無憂鬱症狀、良好社會支持與投
入高齡生產力活動（徐慧娟、張明正，2004）。
Davey（2002）認為，個體如果要積極老化，則應包括以下 5 個要素：延

台灣景氣概況

長工作壽命、延後退休、在退休後仍然持續工作、持續從事健康維護的活
動，及儘可能地讓自己能獨立生活並融入人群當中，而透過對銀髮族的再
教育亦將有助於提升活躍老化。
（三）生產老化理論（Productive aging）
生產老化最早是由 Helen Kerschner 於 1980 年提出，其認為生產老化可

經濟統計

藉由從事有報酬的工作、志願服務、教育、運動、休閒旅遊、政治參與或
倡導活動來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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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在探討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之範疇時應納入促進銀髮族資源再
活化的概念，以及擔任資源提供者的角色，因為提供銀髮族二度就業機會
或是增加社會參與的角色的機會將絕對正向影響其身、心、靈之健康。

二、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範疇
產業相較於活動，更具有規模性、關聯性、擴展性及總體性。活動的性質
則偏向「事件」（event）或「個案」（case），著重在單一或個別的事項上。因
此，當論及銀髮族休閒養生議題，「產業」及「活動」的思考模式將有其差異；
推動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及「活動」也有不同關注層次與目的，彼此互為
關連；若能透過具有系統性的規劃、有組織性的透過舉辦活動來加速產業發
展，並透過產業發展來持續活絡相關活動，相信可使相關產業的發展與活動產
生更有效的結合成果。關於「產業」與「活動」的相異點，本研究整理如表 2
供參。

表2

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與活動的差異比較分析表
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

銀髮族休閒養生「活動」

型態

著重於多層次、連續性的系列事件

著重於單項式、一次性的獨立事件

參與者

以服務方案的「供給者」為考量

以服務方案的「使用者」為考量

經費來源

透過服務方案，產生市場經濟價值

透過補助或捐助方案，維持活動運作

會計原則4

偏向於利潤中心／投資中心

類似於成本中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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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原則一般應用在企業管理與財務會計單位的理論分析，此處借用會計原則作為援例，類比出銀髮族休
閒養生「產業」與「活動」間之區別，以說明二者的不同。利潤中心是指將一個企業依業務的特性，分割
成幾個能獨立運作的經營單位，各經營單位能獨立運作其損益計算。而投資中心是指不僅能控制成本和投
資，因此成本中心只需對成本負責，無需對利潤情況和投資效果承擔責任。收入，在以目標利潤為導向的
企業預算管理中，該責任中心還必須對其與目標投資利潤率或資產利潤率相關的資本預算負責。因此，相
較於「活動」而言，「產業」的運作更強調經營決策權和投資決策權的獨立經營能力。而成本中心是指成本
發生的單位，一般沒有收入，或僅有無規律的少量收入，其責任人可以對成本的發生進行控制，但不能控
制收入與與投資，因此成本中心只需對成本負責，無需對利潤情況和投資效果承擔責任。

政策焦點

Kelly（1996）則特別強調「自由的認知」（Perception of Freedom）的概
念：休閒的本質是「自由」，休閒是非義務性的、自由的選擇，而非強迫去取
得。休閒除了包含時間、活動與體驗三個要素之外，也包括行動在內，亦即參
政策紀實

與者須付諸實行。
從字面意義來看，「休閒」包含「休息」和「閒暇」兩個層面，因此可概
略指涉一個人利用「閒暇的自由時間」，「從事任何可以恢復精神或體力的活
動」。但是，此處的活動，並不侷限於肢體遊憩活動（recreation），它應該同時

（經建專論）
人口老化專輯

也包含心智的精神活動（mental activity）（林東泰，2002）。另一方面，健康
（health）與養生（wellness）常和個人福祉（wellbeing）息息相關。
參酌國內外文獻之後，並基於銀髮族生心理之特性和需要，本研究遂將銀
髮族休閒養生產業定義如下：
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係指為滿足銀髮族之需求，所設計並提供之各式產

經濟新訊

品、活動或服務，希望協助銀髮族達到成功老化（successful aging）、活躍老
化（active aging）及生產老化（productive aging）。此產業至少具有下列任
一特質：（1）有助於鬆弛、娛樂、消遣、體驗、心靈平靜，自我充實、自我提
升、自我滿足、與潛能發揮；（2）維持、恢復或促進個人身心的健康；（3）活
化銀髮族之智慧、經驗與資源。

台灣景氣概況

具彈性的政策是產業發展初期的重要推手，因此，當前的政策鼓勵措施並
不應僅在於計劃經濟式的指導（steering and rowing），而該以在促進相關產業
環境的形成，保留更多彈性，進而引導產業模式朝向快速成長的沃土（stirring
and sowing）方向發展。除了採取原則性的定義來讓我國銀髮族休閒養生產
業有較為廣義且靈活的操作型定義外，本研究也認為產業與活動彼此相依存，

經濟統計

因此在探討產業發展時，除了在「產業」發展的觀點來加以論述外，也應留意
「活動」與產業的關聯性，始能從更宏觀的角度，以鳥瞰式的視野，來思考銀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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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休閒養生產業的相關發展策略，並能從長期經濟發展的宏遠規劃觀點，為台
灣社會的永發展找出適合的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發展模式。

叁、國際及國內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發展趨勢與國內相關契機
之分析

人口高齡化的現象，雖因不同居住性別、居住地區、人格特質、經濟狀
況、教育程度、家庭組成情況、職業、社會參與模式等因子會導致銀髮族群間
的差異，但以人口高齡化程度相對於我國更為明顯的地區或是與我國相當的地
區為例，研究該等地區的相關產業政策或是國際相關資訊的蒐整，相信仍有
值得供作我國擬定銀髮族休閒養生相關政策時的參考。本章將分別引用國際論
壇、管理顧問公司的報告以及日本、芬蘭、新加坡、美國、西班牙、香港以及
德國的相關政策為例，並透過討論國內既有統計資料與本研究過程中所取得的
問卷結果來探討我國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的發展契機。

一、國際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發展趨勢
銀髮族市場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市場，影響消費的因子包含生理、心理與
社會的互動（Norman, Daniels, McGuire & Norman, 2001）。人口老化是全世
界共同面臨的問題，整理國外之發展趨勢，可認識值得我國借鑒的發展模式並
可供作我國後續相關規劃的參考。
根 據 世 界 經 濟 論 壇（World Economic Forum）2012 "Global Population
Ageing: Peril or Promise?" 報告指出，目前全球老化問題嚴重，為了因應龐大
的人口結構改變，政策和相關做法必須跟著調整，進以符合銀髮族之需求，且
希望降低政府在財政上之支出，並增加銀髮族資源之利用，以達到銀髮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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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和諧及經濟效益之共贏局面。該份報告重點：1. 重視銀髮族資產並改革不適
宜之制度；2. 追求更健康的生活；3. 環境改造；4. 建立銀髮友善指標；5. 應用
新科技協助銀髮生活更便利、安全。
政策紀實

此外，麥肯錫管理顧問（McKinsey & Company）2012 年則提出 "Healthy,
wealthy and（maybe）wise: The emerging trillion-dollar market for health and
wellness" 報告，針對銀髮族健康養生產業之現況進行研究與說明。因為發展中
國家快速興起，隨著科技進步，相關產業將產生改變，銀髮消費者心態改變，

（經建專論）
人口老化專輯

加上網路普及將對銀髮消費者帶來影響及消費型態及習慣改變和不同商品或服
務提供模式不斷出現；我們可以再次確認，嬰兒潮銀髮族做為消費者時對於各
項新科技及新產品之接納程度提高（包括如科技、替代性醫療產品、網路等），
以及銀髮族作為資源提供者之重要性和必要性。換言之，高齡化狀況不僅只是
銀髮族自身之問題，更需要政府整體之配套政策的支持以及民間各界的共同參
與，透過觀念的改變以及提供符合期待的產品與服務，才能加速建構出高齡友

經濟新訊

善、生產老化之成果。

二、個案介紹與分析
以下將分別以目前全亞洲高齡問題最為嚴重的國家—日本的相關政策、
台灣景氣概況

近來透過推動銀髮族運動計劃（Strength in Old Age）而備受關注的芬蘭相關
政策、新加坡的居住政策、西班牙的旅遊補助政策、德國 Kaiser's 銀髮超市、
美國與香港的高齡教育與銀髮資源運用等個案為例進行介紹與分析；另外亦
將以芬蘭、日本所共同合作之仙台—芬蘭健康福祉照護中心（Sendai-Finland
Wellbeing Center）作為個案分介紹與分析，以做為我國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發
展的參考。

經濟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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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日本為例
日本為目前全世界人口老化相當嚴重的國家之一，同時也是亞洲地區人口
老化狀況最為嚴重的國家，身為已開發國家的日本，如何因應高齡化社會
之經驗，值得我國各界借鏡參考。
以下就日本健康福祉產業進行討論。日本政府主要透過介護保險制度照顧
銀髮族，而介護保險制度所衍伸出多項服務亦帶動相關產業之發展。另
外，日本總務省並將介護保險制度和醫療及保健衛生產業併為健康福祉產
業。銀髮族健康福祉產業的產值及運作模式進行分析與說明。
1. 日本銀髮族健康福祉產業範疇包含：
— 醫療業：一般醫院、齒科診所、助產所、齒科技工所等。
— 保健衛生業：結合健康相談設施、母子健康相談設施、檢疫所、消毒
業等。
— 社會保險、福祉、介護業：社會保險事業團體、保育所、特別老人安養養
護中心、居住支援事業等。
2. 銀髮族相關產業規模（參考表 3）：
— 醫療業無論在經濟規模，亦或是從業人數，皆是日本健康福祉產業中的主
要部分。
— 保健衛生業在經濟規模及從業人數上，年成長率都是最高的產業。
— 醫療業在 2010 年的經濟規模，約為社會保險、福祉、介護業的 3.43 倍，
但年平均從業人數僅為 1.42 倍。意即，相較於醫療業而言，社會保險、
福祉、介護業的產值雖然較低，但其所能吸納的從業人數較多，對於社會
總體就業人口的提升將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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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產業別

2010 年經濟規模
（百萬日圓）

年成長率
（％）

32,653,609

1.5

3,714,981

2.6

720,920

12.2

93829

4.1

9,527,707

1.5

2,624,539

1.8

42,902,236

1.7

6,433,349

2.3

保健衛生業
社會保險、福祉、介護業
總計

2010 年平均
從業人數（人）

年成長率
（％）

政策紀實

醫療業

日本銀髮族相關產業規模

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統計局（2012）。

（經建專論）
人口老化專輯

此外，日本社會大抵上崇尚「活到老，作（工）到老」的工作態度；許多
日系企業對於銀髮族再就業或以臨時工的方式聘僱，也都抱持支持及正面
的想法。日本相關輔導及協助銀髮族再就業及參與職場工作的服務性產業
仍持續發展。日本政府也政策性地鼓勵相關產業的發展，以支援並促進銀

經濟新訊

髮族就業障礙的降低，並提升銀髮族勞動能力與就業市場需求間的媒合成
功率。
另外，日本在銀髮族智慧型養生村產業發展上不遺餘力。住在「老人之
家」或「銀髮公寓」是日本銀髮族居住選擇的主要項目之一。除了軟硬體
設施能夠滿足銀髮族的生活需求外，銀髮族出租公寓亦提供日本銀髮族交

台灣景氣概況

友、人際互動、補充性情感歸屬等情境要素，亦即所謂的「第四緣」5，使
得日本銀髮族較能接受家庭以外的居住安排方式。
日本巢鴨地區更以銀髮族為目標客群，透過保持昭和時代的風貌，逐漸發
展為販售日本銀髮族喜愛商品的商店，最後形成獨特的銀髮商圈，暱稱為
「奶奶的原宿」。許多銀髮商店在此設立，是日本銀髮族最愛的商店街，約

經濟統計

5

「緣」是指日本文化中，人際相處時的情感維繫或連帶感。第四緣是指傳統日本社會中，除了血緣、地
緣、公司緣之外的另一種新型態的人際連結模式。透過老後的集團式居住模式，建立起一種「助緣」的
氛圍，既能形成一個銀髮族為中心的團體生活型態，又能滿足其中個人的獨立性及自主性，藉由居住型
態及空間的安排，形成如一個大家庭似的情感連帶，促進住民間的相互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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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半英哩長，共有約 200 家商店專為長者服務，販賣拐杖、助聽器與假牙
等各類銀髮族商品，平均每年吸引 900 萬名長者來參觀。這些商店之中，
大部分老闆和店員都超過 60 歲。
誠如前述，在日本銀髮族相關發展經驗中，我們可以清楚看見其對於銀髮
族相關產業的定義其範圍相當廣泛，日本政府及業者透過許多不同的方式
及角度切入，提供一整套式、全面的服務。
（二）以芬蘭為例
芬蘭為北歐的高齡社會國家，近年來所推動的銀髮族運動計畫（Strength
in Old Age）與仙台－芬蘭健康福祉照護中心（Sendai-Finland Wellbeing
Center）受到國際注目。根據預測，芬蘭的銀髮族人口將於 2020 年達到
23％（Markus Rapo, 2011），為歐盟國家中人口老化相對快速，同時也是
相關銀髮族福利政策或措施相對完善的國家（蕭富元，2007；Jan Kunz,
2007）。芬蘭政府與私部門已針對銀髮族群發展出適合其參與或使用的產
品或服務。本研究透過探討芬蘭經驗，以更積極、預防的角度出發，希望
達到銀髮族更樂活、更健康之目的。
目前芬蘭 2011 年 65 歲以上的高齡人口已超過 18％，約有 97 萬人口，
其中，和大多數其他國家一樣，芬蘭的高齡人口中，女性人口多於男性
（Statistics Finnland, 2012），同時也出現家庭組成成員的減少。以下，茲
整理芬蘭社會中相關產業之發展狀況和特性供參。
芬蘭的扶養比並將高居歐盟國家之冠（Markus Rapo, 2011），加以少子
化的問題，芬蘭 20 歲到 59 歲的可勞動人口持續減少當中，成為芬蘭社
會的隱憂之一。芬蘭係屬社會福利國家，透過身障退休年金（disability
pensions）、個人即早退休年金（individual early retirement pensions）、
失業退休年金（unemployment pensions）、民眾所領取的退休年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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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芬蘭民眾提早退休，雖可帶來青年人工作機會增加、銀髮族更有餘
裕從事休閒養生活動等優點，然隨著高齡化與少子化的趨勢，這樣提早
退休的狀況也造成芬蘭財政上龐大的負擔。有鑒於此，芬蘭政府已經訂
政策紀實

定禁止於工作上年齡歧視的法律條款，提出延緩退休的激勵方案和多項
計畫 6，鼓勵芬蘭民眾工作至 68 歲，以延緩芬蘭民眾的退休年紀（Jan
Kunz, 2007）。
此 外， 芬 蘭 的 HUR 銀 髮 族 運 動 器 材 公 司（HUR air resistance ﬁtness

（經建專論）
人口老化專輯

equipment）為世界銀髮族運動器材的領導品牌，目前產品已行銷至全世
界超過 30 個國家。該公司透過產學合作的方式，研發出多款適合銀髮族
使用的健身運動器材，例如，利用空氣為阻力，主要針對銀髮族之肌力及
心肺耐力進行訓練，並且降低對於銀髮族關節組織之壓力和運動傷害等。
芬 蘭 的 資 訊 技 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 產 業 具 有 國 際 知 名 度 和 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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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力，如 Nokia、托瓦茲等。透過整合芬蘭產業的利基和優勢，針對銀
髮族之需求開發各種軟硬體設備，成立芬蘭健康福祉照護中心（Finnish
Wellbeing Center, FWBC）7。2004 年，芬蘭並與日本進行跨國合作，整
合二國之政府、大學院校與研究機構、社福單位、民間企業和銀行等，成
立仙台－芬蘭健康福祉照護中心（Sendai-Finland Wellbeing Center ）。

台灣景氣概況

該福祉照護中心主要分為研究單位（Research & Development Unit）和
老人照護單位（Care Unit）
。該福祉照護中心任務在於希望能發展照護設
備與服務，並將其行銷至歐洲、甚至是全世界，以期打響仙台的國際知名
度；並希望透過高科技的協助，使得銀髮族可以享受獨立自主的生活。該

芬蘭政府所推行之計畫包括：國家高齡勞工計畫〔the National Program on Ageing Workers（1998 ～
2002）
〕、國民工作計畫［the National Well-being at Work Program（2000 ～ 2003）］、工作場地改善及
發展計畫〔the Workplace Development Program（1996 ～ 1999 and 2000 ～ 2003〕以及國家生產計畫
〔the National Productivity Program（1993 ～ 1995, 1996-1999 and 2000 ～ 2003）〕等。

7

2011 年經歷 311 日本東北大地震後，仙台－芬蘭健康福祉照護中心與日本政府共同合作，積極規劃重建。

經濟統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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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祉照護中心並鼓勵僱用當地的銀髮族參與服務，使得入住的民眾得以與
當地銀髮族互動、交流，對彼此生活品質和生活環境都可有所助益（Ecocity 健康樂活城）
。
從前述芬蘭的例子當中，我們可以清楚看見當以政策整合既有產業優勢後
來引導新興產業發展時，不論是運動計畫或是照護中心計畫這類專為銀髮
族設計的新興產業，都能穩定發展，而這些產業優勢有可以如何延伸，並
透過政策引導的方式來帶動新興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發展。
（三）以新加坡為例
新加坡將銀髮族稱為「樂齡人士」。目前在於改變傳統對於銀髮族的形象
及概念，希望能從稱謂上作改變，以積極老化的形象，重新建構並詮釋銀
髮族在社會中的角色。針對樂齡人士的居住安排，由於新加坡位處東南亞
地區，主要以華人或華裔所構成的社會型態之一，在養老及敬老的觀念
上，亦深受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因此，新加坡政府在政策上，善加運用
家庭的照顧功能，在居住安排上設計了既分又合的組合式屋，使得長輩能
與子女住在同一個社區中，但又能相互各自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及隱私。
新加坡的組屋，是專門設計為了適合數代同堂之用的戶型，為鼓勵子女
照顧父母及長輩，以政策性優惠價格賣給年輕人，使得子女住得離父母
近一些，充分發揮家庭的照顧功能，一面滿足銀髮族所需要的心理支持
及社會網絡的連結，另一面也可幫助青年人儘早購屋置產，就近看望父母
及長輩 8。在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引導下，目前新加坡約有 7 成的銀髮族與
家人同住（聯合報，20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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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為鼓勵兒女與父母同住，發揮家庭養老功能，推出一系列津貼計畫，例如年滿 35 歲的單身者購
買政府興建的房子，若與父母同住可獲 2 萬星幣（約台幣 47 萬元）房屋津貼，約為常人月入的 10 倍。與
年邁父母同住最高可享 5 千星幣扣稅額優惠（約台幣 11 萬元）；如果子女住房離父母住所較近，政府也給
予子女住房補貼。新加坡政府還興建三代同堂組合式房屋，以兩戶既分又合為原則，進一步鼓勵子女與父
母同住。

政策焦點

新加坡政府在考量樂齡公寓的設計時，除了關照銀髮族居住的需求外，更
重視如何提升銀髮族的社會參與，鼓勵銀髮族的人力再運用，也藉此傳承
智慧，使銀髮族獲得社區認同與肯定。在每個樂齡公寓都會設置鄰里聯繫
政策紀實

站，並由社會發展及體育部委託由非營利團體經營管理。鼓勵銀髮族在
此相互交流、休憩、運動等，更進一步，可作為銀髮族與社區間的交流平
台，鼓勵銀髮族積極參與社區服務，相互幫助，或以其他方式回饋社會。
這樣的空間安排，到軟硬體設施及服務方案的配套，促使銀髮族能重新

（經建專論）
人口老化專輯

發現自身價值，達成成功老化、活躍老化，乃至生產老化理念的實踐。
（四）以西班牙為例
西班牙政府認為季節性因素是造成該國旅遊業發展的主要限制因素，而為
了振興經濟以及解決上述受季節影響之因素，西班牙政府進行了一項的先
導計畫（pilot project）
，進以解決西班牙季節性旅遊的問題，重振該國經

經濟新訊

濟。為了促進西班牙經濟之活絡，推動銀髮族公民旅遊補貼計畫，不論在
基礎設施以及人力資源準備方面，歡迎遊客在冬季（淡季）進行旅遊。在
這項計畫中，可讓超過 55 歲的歐洲公民有機會參加高品質的度假旅遊，
同時該計畫主要是希望藉由補貼銀髮族旅遊行程一部分的費用，安排銀髮
族在淡季時段（西班牙冬季）到西班牙旅遊。補助之行程主要分兩個路

台灣景氣概況

線，安達魯西亞地區、巴利阿裡群島、瓦倫西亞為一條線，加那利島群
島為另一條線。在第一條線中，政府資助 150 歐元給那些 55 歲以上居住
在波蘭、匈牙利、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的居民；100 歐元給居住在奧地
利、比利時、保加利亞、丹麥、斯洛文尼亞、希臘、愛爾蘭、義大利、法
國、荷蘭、葡萄牙和羅馬尼亞居民。在第二條線中，居住在波蘭、匈牙
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居民，可獲得補助 150

經濟統計

歐元 ; 而 100 歐元給居住在斯洛文尼亞、愛沙尼亞、希臘、立陶宛、拉脫
維亞、盧森堡和葡萄牙的居民。這個活動屬於團體行程，規劃包括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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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星級酒店住宿、膳食、康樂活動和旅遊保險等（Innova management,
2011）
。西班牙政府為促進經濟，鼓勵歐洲他國之銀髮族赴西班牙旅遊補
助之政策實值得我國參考。
（五）以德國為例
為因應高齡化社會，德國 Kaiser's 超級市場，將他們的賣場轉型為銀髮
超級市場，以提供銀髮族「一個喝咖啡、輕鬆購物的環境」作為經營訴
求。以下列點說明在 Kaiser's 的超級市場中，最為受讚許之主要設計，提
供未來相關單位規劃銀髮主題樂園以及相關設施之參考（Gerry Hadden,
2007）。
1. 寬敞、特殊防滑、明亮的走道；每一個走道皆設有求助按鈕，消費者可以
隨時按鈕召喚幫助。
2. 在每條購物走道旁安裝一階階梯，方便銀髮族接近高層的陳設物品，更容
易拿取在架上的商品，避免跌倒。
3. 每一個走道旁放置放大鏡和一個按鈕，消費者可以隨時按鈕召喚幫助。
4. 特殊的購物車設計 : 購物車配備了放大鏡、長把手，附有座位和鎖定車輪
的設計，提供銀髮族可以隨時坐下，擁有短暫的休息時間。
5. 開闢一個購物休憩區，使銀髮族當購物疲勞時，可以休息、放鬆，等到體
力再次恢復時，再繼續進行購物。
6. 價格標籤與使用說明字體放大，避免銀髮族在購物時，識字不清的問題。
7. 商品分量採小包裝販售，可以避免因為銀髮族的使用需求降低，銀髮族因
為節儉的心理，不購買或買回家即使過了保固期限仍繼續使用，而危害健
康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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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事實上，所有年齡層的消費者可以安心使用店內的防滑地板，配合明亮燈
光，以及柔和舒適的購物環境。
政策紀實

誠如前述，為了掌握銀髮商機，德國私人企業 Kaiser's 超級市場，即主動
將他們的賣場轉型為銀髮超級市場，以提供銀髮族「一個喝咖啡、輕鬆購
物的環境」作為市場區隔；這種市場區隔的做法其實亦值得我國零售與批
發業者參考。
（六）以美國為例

（經建專論）
人口老化專輯

美國對於高齡教育之推展頒布許多政策法案，建立相關機構或委員會。
1949 年，美國「全國教育協會成人教育部」（The Department of Adult
Education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成 立 了「 長 者 教 育
委員會」（Committee on Education for Aging）9，並出版「成年後期的教
育：手冊（Education for Later Maturity: A Handbook）」為美國第一本關

經濟新訊

於長者教育的書（黃富順，2008）。1965 年，頒布《美國老人法》（The
Older Americans Act）， 成 立 老 化 管 理 局（Administration on Aging）。
1971 年，美國政府召開白宮人口老化會議（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Aging），會中特別提到高齡教育對於社會的正面性及重要性。而美國的大
學院校在 19 世紀末就已經成立大學推廣教育，提供老人無學分的教育活

台灣景氣概況

動。此外，許多社區學院亦提供銀髮族相關課程或活動，多為兩年制，所
實施的方案也相當廣泛與多元，包括：銀髮族基礎教育、高中教育、職業
訓練、繼續性的專業教育等。

經濟統計

9

後該委員會歸入「美國成人教育協會」（The Adult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th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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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以香港為例
香港自 1980 年代後期，展開長者學習計畫，主要由非政府機構開始興
辦，至 2007 年方由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和安老事務委員會推行「長者學
苑」計畫，除希望能推廣終身學習，維持銀髮族的身心健康外；也可提供
銀髮族群一個發揮所長，傳承知識和經驗的管道；此外，長者學苑亦強調
以現有學校資源為基礎，包括如學生、教師、校友、退休教師、家長會、
禮堂、電腦室和圖書館等，可減少開辦長者學習計畫的費用。而年輕學子
透過參與長者學苑的活動，可增進學生們的社區參與度和公民素養，促進
長幼共融；學校和社區之間彼此的聯繫也會更加緊密。目前除了香港各區
的中小學外，亦有包括香港大學、香港公開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理
工大學、香港教育學院、嶺南大學及香港樹仁大學等 7 間大專院校提供長
者學苑課程。目前全香港已有 103 間的長者學苑。除長者學苑外，香港
許多私立機構也都辦有許多課程，包括如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有限
公司、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第三齡學苑等。其中，以香港理工大學薈
賢廊為例，薈賢廊係由凱瑟克基金贊助成立，為香港理工大學醫療及社會
學院下「活齡學院」之相關研究的延伸和實踐。薈賢廊除有效利用香港理
工大學之資源外，亦強調由銀髮族自行策畫，擔任講師之互助及獨立自主
的能力。香港有許多的相關機構，都強調利用現有資源（例如學校的空教
室）降低行政成本，並由銀髮族自行管理，處理包括行政、財務及招生等
各項事宜，甚至是訓練銀髮族出任講師，如此一來，銀髮族可有更多的參
與感，實現生產老化之概念。

三、我國銀髮族休閒養生需求發展趨勢
根據李維靈、施建彬、邱翔蘭（2007）於退休老人休閒活動參與及其幸福
感之相關研究則顯示，在休閒活動參與方面，退休老人以「消遣型活動」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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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程度最高；其次是「社交型活動」。在消遣型活動中，以「看電視」的參與程
度最高，其次是參與「聊天」；在社交型活動中，以「拜訪親友」的參與程度最
高，其次是「與兒孫玩樂」；健身型活動中以「旅遊」的參與程度最高，其次是
政策紀實

「運動」；嗜好型活動中以「品茗」的參與程度最高，其次是「園藝」；學習型活
動中以「讀書報雜誌」的參與程度最高，其次是「各種進修」。
黃逸清（2011）對南投縣草屯鎮銀髮族休閒偏好與休閒阻礙進行相關研
究，同時參考國內外學者所整理的休閒活動項目，加以歸納，以主觀分類法，

（經建專論）
人口老化專輯

將銀髮族常做的休閒活動分為「運動健身性活動」、「嗜好學習性活動」、「社交
服務性活動」及「外出閒逸性活動」等四類活動，其活動項目依其相似性質得
加以整合，分述如下：
（一）運動健身型活動：能鍛鍊體魄、增強體適能的活動，如游泳及水上活動、
慢跑、快走、球類運動、舞蹈、騎自行車等。

經濟新訊

（二）嗜好學習型活動：屬於個人消遣或學習新知，又能放鬆及調劑身心的活
動，如看電視、聽音樂、唱歌、閱讀、寫作、做手工藝品、品茗、喝咖
啡、園藝、各種進修學習等。
（三）社交服務型活動：增進人際之間的交流，走入人群，接觸社會，能放鬆調

台灣景氣概況

劑身心的活動，如親友聚會、與兒孫玩樂、下棋、打牌、聊天、社會服
務、社團活動、宗教活動、參加藝文活動等。
（四）外出閒逸型活動：偏向戶外且能紓壓及調劑身心的活動，如逛街購物、散
步、旅遊、登山、健行、釣魚、釣蝦等。
該研究結果發現，銀髮族群之休閒偏好以看電視、聊天、親友聚會、與

經濟統計

兒孫玩樂及散步為受訪者最喜愛之前 5 項休閒活動；而以釣魚釣蝦、上網、游
泳、打牌和球類運動為受訪者最不喜愛的前 5 項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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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內政部統計處 2009 年「老人狀況調查結果摘要分析」資料顯
示 10，絕大多數中高年齡民眾擁有不錯的健康和身心功能 11，在身心等身體功能
皆還健康的狀況下，退休後的生活代表著更多可以自我分配的時間，更有餘裕
從事自己喜歡並且想要參與的活動。在 2005 年之報告顯示，「四處旅遊」、「從
事養生保健活動」以及「從事志願服務工作」為受訪中高齡民眾之未來生活規
劃中的前三名；而在 2009 年的資料則是以「四處旅遊」、「從事志願服務工作」
以及「賦閒在家」為受訪中高齡民眾之主要規劃。此外，銀髮族對於老年生活
的期望和擔憂的項目也未有太大的變動；2009 年 55 歲到 64 歲以下之受訪中高
齡民眾中，有 18.58％的受訪者對於「經常外出旅遊的生活」抱有期望，遠高於
2005 年之受訪中高齡民眾的 9.72％。
此外，銀髮族對於養生村等安養機構之瞭解程度出現成長。65 歲以上受
訪銀髮族在未來生活無法自理時，願意住進老人長期照顧機構或護理之家比例
亦從 2005 年 27.88％上升至 2009 年 42.40％ 12。必須承認，現今台灣銀髮族
或因過往認知影響，對於至安養中心或老人住宅居住之狀況及意願相對偏低。
而為了進一步瞭解當前銀髮族的期待與看法，本研究在計畫執行期間進行
了 249 份問卷調查 13，針對藝術創作與欣賞、體育競賽、觀光旅遊、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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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內政部統計處官員表示，2013 年亦將執行老人狀況調查結果摘要分析，惟相關資料須至 2013 年年底
甚至是年初方能提出發表。

11

根據該份報告，約有 82％之 55 ～ 64 歲的國民以及約 71％之 65 歲以上的國民認為自己生心理狀況達中上
程度。

12

由於 2005 年與 2009 年之調查對於安養機構、老人住宅等項目之問項不完全相同，因此，相較於「65 歲
以上受訪銀髮族在未來生活無法自理時，願意住進老人長期照顧機構或護理之家之比例」，「未來生活仍可
自理時，住進老人安養機構、老人住宅或公寓」此類題目之分析內容無法比較。而根據 2009 年「老人狀況
調查結果摘要分析」顯示，台灣地區 55 ～ 64 歲之國民，在未來生活仍可自理時，住進老人安養機構、老
人住宅或公寓之比率約為 34％左右，若生活未能自理時之入住意願則達 60％；65 歲以上銀髮族，在未來
生活仍可自理時，入住意願則約為 19％，若生活未能自理時之入住意願則為 42％左右。

13

本研究問卷調查，共發放超過 300 份問卷，回收之有效問卷 249 份。針對年滿 50 歲以上之銀髮族，採取
便利抽樣，即透過社教機構及民間社團等，於台灣的北（台北）、中（台中）、南（高雄）三區，在取得各
單位及銀髮族之允許後，由計畫成員訓練訪員，前往各個單位，帶領銀髮族群進行團體施測。

政策焦點

與社交聯誼、健康養生、居住選擇與促進日常活動便利等六大類，探詢銀髮族
在下列四個層面上的態度與想法：參與的可能性、願意花費的預算、政府補貼
對於參與意願的影響、大學生志工陪伴對於參與意願的影響。受限於研究經費
政策紀實

與時間限制，本研究的相關問卷所得結果未必足以代表全國銀髮族的實況，但
若單就本研究之問卷結果而言，其係具有下列趨勢。
（一）在參與可能性的部分，受訪之銀髮族對於問卷所提出的產業參與可能性依
次排列，分別為成人教育、國內旅行及觀賞影音表演。此外，本研究發

（經建專論）
人口老化專輯

現，相對年輕銀髮族對於休閒養生的產品或服務的接受度相對較高。
（二）針對願意花費多少預算參與相關活動的調查結果顯示：以台北地區的銀髮
族相對於本問卷訪談中的另兩個城市：台中市與高雄市的銀髮族願意花費
較多的生活預算在休閒養生活動上，顯示出現地理區域間的差異。
（三）針對津貼補助或大學生志工之陪伴，則與一般預測相反的是，在本研究問

經濟新訊

卷調查中，受訪銀髮族在參與大部分之休閒養生活動（觀賞影音表演、觀
賞文藝展覽、參與藝文創作或表演、參與型健身運動、國內與國外旅行、
成人教育）時，津貼補助或大學生志工之陪伴皆未能出現強化參與意願的
效果；但在部分活動的參與動機調查中，則顯示較高齡之銀髮族對於津貼
補助或大學生志工之陪伴出現較正面的參與回應，以及津貼補助對於本問

台灣景氣概況

卷中的女性受訪者參與休閒養生活動意願的影響大於對於本問卷中的男性
受訪者。
綜合上述本研究之問卷調查及內政部之統計資料結果，可在其中看見，就
受訪族群而言，不同地區、不同年齡層、不同健康狀況、不同教育程度、不同
地區的銀髮族間對於休閒養生相關產業的參與意願也有不同差異。值得注意的

經濟統計

是，根據本研究之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本研究發現，受訪銀髮族未必認為自己
是弱勢族群，因此津貼補助與大學生志工陪伴對其而言未必是一種參與休閒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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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誘因。就本問卷的受訪銀髮族而言，尤其是其中嬰兒潮的銀髮族，追求的
是高品質且能營造正面形象的休閒養生之產品或服務，此與前文中探討的國際
嬰兒潮銀髮族之特性彼此相呼應。
根據上述國內銀髮族對於休閒養生產業之需求及參與意願，本研究提出以
銀髮族之「年齡」、「健康狀況」、「教育程度」、「經濟狀況」以及「居住地區」
作為後續進行銀髮族消費趨勢分析時的重要因子。此外，呼應銀髮族之心理需
求和銀髮族相對具有經驗豐富、人脈廣闊、專業知識或技能熟練、資金豐沛無
虞等特色，本研究亦建議可以「資金」、「知識」、「經驗」以及「勞動力」等面
向作為在利用銀髮族資源時的因子。

四、我國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發展契機
在探討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之範疇以及產業發展策略，應先掌握該族群
之消費特性以及在心理上追求自我價值之創造以及自我價值之實現的特性，其
中，在消費上該族群具有龐大消費能力及審慎理財之特性、重視休閒運動及養
生觀念、對於不同的服務或產品或新科技接受度提高等三大消費趨勢及特性勢
必是我國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未來發展的重要關鍵。
我 國 目 前 的 產 業 發 展 優 勢 包 括， 資 訊 與 通 訊 科 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 發 達 且 整 合 能 力 強， 委 託 代 工（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OEM）及設計加工（Own Designing & Manufacturing,
ODM）經驗豐富 14；此外，還有台灣豐富的自然景觀、珍貴稀有的台灣特有
種、良好的人民素質、便利的地理位置以及在中華文化基礎上所發展的台灣特
色文化等優勢。
14

台灣 ICT 產業發展具世界競爭力。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 2010 年「2010 年資訊技術展望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look 2010）」報告指出，全球 250 大資訊通信技術公司（以 2009 年營業額
計），台灣占了 18 家，在 44 個入榜的經濟體中總數排名第 3，僅次於美國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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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可將 ICT 產業應用至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之各個層面，則有助於台灣
ICT 產業開發新市場，甚至打造出嶄新的品牌定位。本研究認為，ICT 產業對於
銀髮產業之可應用範圍廣泛，包括適合銀髮族使用之軟體程式開發、虛擬實境
政策紀實

技術開發、硬體控制設備開發等。
除硬體技術發達外，文化特色和人文素質也是我國的產業發展優勢 15。相
較於同樣擁有中華文化的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在文革時期造成的文化缺漏，台
灣則保留相對完整的中華文化發展軌跡，並不斷創造出多重文化特質，兼容中

（經建專論）
人口老化專輯

華文化並具備台灣特有的特色文化和景觀成為我國發展以中華文化為賣點之服
務或商品時很大的優勢。參考他國經驗及我國利基與特性等考量因子，本研究
認為我國的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發展的方式與輔導性的策略可朝以下幾個面向
進行發展：
（一）健身運動相關產業

經濟新訊

同樣根據內政部統計處 2009 年「老人狀況調查結果摘要分析」資料，在
該報告中顯示無論是 55 歲到 64 歲的銀髮族群，或者是 65 歲以上的銀髮
族群，「養生保健團體活動」皆為其參與率最高的活動，而「休閒娛樂團
體活動」亦為其經常參與之活動；其中所指之「養生保健活動」即為如練
習太極拳、養生操、慢跑等（自行活動者不列計）；「休閒娛樂團體活動」

台灣景氣概況

則如登山健行、旅遊、觀賞表演等（自行活動者不列計）。

15

經濟統計

台 灣 人 民 素 質 高， 根 據 瑞 士 洛 桑 管 理 學 院 世 界 競 爭 力 年 報（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2010 年及 2011 年各項排名顯示，其中在價值觀及態度
部分，台灣連許兩年擠進加入評比的 59 個國家中的前 5 名。此外，根據交通部觀光局 100 年來台旅客消
費及動向調查，受訪之觀光客認為，台灣吸引旅客來台觀光之因素第 3 名為台灣民情風俗和文化、第四名
則為台灣人民友善。而在旅客滿意度分析的部分，以「台灣民眾態度友善」、「住宿設施安全」、「遊憩據點
設施安全」及「社會治安良好」滿意度最高。且受訪觀光客認為，台灣與其最喜歡亞洲鄰近國家／地區比
較，台灣最大的優勢在於人民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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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族其實相當重視健康與休閒，並且樂於參與旅遊活動與終身學習（M.
Smith & Kelly, 2006）。前文探討中已發現不論國內外，銀髮族普遍相當重
視健身運動，在政府帶領及推廣下，除可達到以預防代替治療進而降低銀
髮族健保支出的效果外，還有機會透過設計以中華特色之健身運動，如太
極拳、八段錦等為旅遊主題的行程來吸引對中華文化充滿興趣的國際銀髮
族群前來；另外，也可鼓勵針對銀髮族特性設計適合銀髮族使用之健身運
動器材之相關產業。
（二）觀光旅憩相關產業
交通部觀光局統計資料顯示，2011 年台灣地區國內旅遊狀況調查，其中
50 ～ 59 歲占 17.7％，60 歲以上占 13.9％，為各個不同年齡層消費客群
中，成長幅度最為穩定的兩個族群。根據世界旅遊委員會（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 WTTC）的推估，我國於 2022 年時將可創造出 7,900
億元台幣之產值；而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於
2011 年所發表的全球觀光競爭力指數，我國亦從 2009 年的 43 名，躍升
為 139 個國家中的第 37 名，其中包括國家政策、環境保護、治安、衛
生、基礎建設及設施（航空、陸運、觀光、資通訊等）、人力資源、自然
及文化資源等許多面向，皆有所進步，顯見我國發展觀光旅遊的商機不容
小覷。本研究並實際與具銀髮市場開發經驗之遊樂園業者進行訪談，業者
表示，過去其在開發銀髮市場時的確面臨其他業者的低價競爭，然而，相
較於過往銀髮族，現今銀髮族不僅注重價格，更重視出遊的品質。
另一方面，根據我國政府統計調查以及本研究的問卷調查其實都顯示銀髮
族對於觀光旅遊的需求相對於其他型態的休閒活動顯著。因此，針對嬰兒
潮銀髮族之特性，並透過參考相關文獻資料，規劃出適合其參與之遊程將
是我國觀光旅遊產業的發展契機。以下係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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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all Travel Marketing 2008 年 報 告 指 出， 到 2020 年 約 有 7 億 的
戰後嬰兒潮退休，且這群人退休後最希望從事的活動就是「豪華」、能
夠「滿足他們吹牛權利」和強調「舒適性」的旅行。此外，「明日旅遊」
政策紀實

（Tourism of Tomorrow）報告書中亦曾指出，戰後嬰兒潮的銀髮族群相當
重視自主性，他們非常善於規劃自己的休閒生活，認為退休後更能參與冒
險旅遊，他們之中許多人都希望能選擇一個更不尋常的旅行或探險度假，
業者必須要提供銀髮族豐富的選擇，因為銀髮族收入負擔得起高品質的體

（經建專論）
人口老化專輯

驗，而他們特別重視與需要「體驗」、「刺激」、「智力挑戰」等活動。
本研究參考「銀髮族旅遊行為與市場發展趨勢之初探」一文，其中提及以
下 3 項較適合銀髮族參與之觀光旅遊活動（黃雅鈴、蕭文高，2010）：
1. 長住旅遊：長住旅遊讓銀髮族能自我選擇、肯定自我，使銀髮族有能力
規劃其晚年生涯，進而提升銀髮族生活品質，故銀髮族至海外長住已在

經濟新訊

世界各國形成一股國際風潮，其中並以亞洲國家為銀髮族長住旅遊之首
選地點。
2. 保健旅遊：隨著人口老化，提供銀髮族居住、休閒及醫療照護的養生村需
求性亦逐漸增高。休閒旅遊產業與醫療保健產業之結合具備多種型態，亦
可發展經穴按摩之旅，可視所服務之客群需求，依不同需求，結合不同深

台灣景氣概況

度與廣度之醫療行為及旅遊活動，安排各類行程。
3. 郵輪旅遊：郵輪旅遊可以突破陸地交通的限制，隨著郵輪停靠不同的港
口，旅客可體驗不同的風俗民情，而傳統旅遊不易到達的北極、南極等
地，透過郵輪產品的包裝，無須長途飛行、也不必多次轉機，就能輕鬆抵
達。郵輪旅遊的優勢在於省去一般旅遊煩雜與疲累的旅遊模式，因此深受

經濟統計

銀髮族群的喜好。我國本來就是部分國際郵輪旅遊航線的停泊點，因此若
是透過優先規劃並啟動這些地區的銀髮族休閒養生相關服務，除將具有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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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性效果，並帶進觀光收入外，亦可供作其他地區發展銀髮族相關服務的
測試地點。
此外，本研究特別指出現代銀髮族對於保健養生之追求，包括世界經濟
論壇、麥肯錫管理顧問等國外文獻皆點出現代銀髮族除了活得老，還要
活得好的概念。因此，本研究認為，除長住旅遊之概念可呼應養生村之
發展外，保健旅遊之行程規劃也應納入各類台灣具有發展利基之產品項
目，包括如太極拳、八段錦等中國傳統特色運動；以及中草藥食補及保
健食品 16 等。
（三）高齡友善環境建構相關產業
由於銀髮族生心理的轉變是全面性的，在推出各種適合銀髮族參與、使用
的活動、產品或服務時，除該項活動、產品或服務需滿足銀髮族之需求
外，整體環境及配套措施也必須到位，方能完善整體對於銀髮族所提供之
服務。在本研究所舉辦之專家座談中，也有多位專家提及建構高齡友善
環境之重要性，例如，前述提及的 WHO 建構高齡友善城市。此外，本文
前述日本銀髮族養護中心或芬蘭福祉中心之建構，目的也都在於提供適
合銀髮族生活的友善環境。目前，台灣也已經有超過 20 個縣市加入推動
WHO 高齡友善城市計畫。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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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行政院衛生署（現為衛生福利部）1999 ～ 2000 年台灣地區老人營養健康狀況調查結果顯示，台灣地
區 65 歲以上之民眾，服用膳食補充品之比率，男性約 30.1％，女性則約為 34.9％，其中，約有 8 成以上
的民眾已養成規律定期服用膳食補充品之習慣（陳師瑩等）。而根據衛生福利部 1999 年及 2007 年「台灣
地區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追蹤調查」，女性、教育程度較高者、經濟滿意度較高者與健康生活型態
較佳者（會運動、無抽菸、不嚼食檳榔、會進行健康檢查者）服用保健食品之狀況也較高。而該份報告也
表示，女性、教育程度較高者、較年輕的銀髮族群、居住在城市者、不嚼食檳榔者以及過去 1 年會安排進
行健康檢查者，將是保健食品未來之潛在客群。

政策焦點

（四）ICT 相關應用產業
嬰兒潮銀髮族世代因有較高的教育程度、經濟能力，對於休閒活動的選擇
政策紀實

更為多元化，同時也因為在退休前就已在工作中接觸到數位科技，而對於
電腦、電玩、雲端科技等較其上一世代銀髮族有著更高的接受度。
而 ICT 產業可應用層面廣泛，包括軟體開發、硬體設備設計和製造等，
台灣在硬體製造上，如電動輪椅、電動車等已具有國際競爭力。此外，
上述提及許多環境面的建置，即可透過 ICT 技術協助建構；目前國外已

（經建專論）
人口老化專輯

有多家廠商提出與銀髮族相關之遊戲機或設備，包括平板電腦、Wii 等，
後續可針對銀髮族益智遊戲之軟體程式進行開發，並順應國人期待發展
智慧型益智遊戲的相關產業。
（五）銀髮族資源活化相關產業
無論是從理論或者是銀髮族之心理需求研究都可發現，銀髮族並不希望與

經濟新訊

社會脫鉤，且希望被尊重、關注、肯定；銀髮族其實是擁有龐大資源的一
個族群，包括經驗的累積、知識或技術的純熟以及高消費力等。若從社會
財政、人力資源分配的角度觀之，亦應活化銀髮族資源。緣此，本研究認
為，若能提供合適的平台予銀髮族發揮的空間，銀髮族可將其過去經驗、

台灣景氣概況

智慧再度回饋給社會，並協助下一代成長，而銀髮族也可獲得自信和成就
感，創造雙贏局面。
綜合分析國際銀髮族休閒養生趨勢以及我國銀髮族休閒需求與既有產業優
勢，本研究認為健身運動相關產業、觀光旅遊產業、以 ICT 技術為基礎
的各式應用產業（如智慧型益智遊戲、養生村及各項銀髮族適用之設施建
置）、保健養生相關產業以及將銀髮族的知識與經驗當作資源來發展的相

經濟統計

關產業都屬於我國值得發展的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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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任何一個產業的發展都涉及對於消費族群的定義、商業模式的確立、人
力資源結構的調配與建構、適當且足夠的資金來源、合適發展的產業環境以及
開放且具彈性的法令制度等議題的搭配，換言之，在探討產業發展策略時，人
才、資金、商業模式、產業環境與相關法令缺一不可。
事實上，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的發展並非放諸四海皆準，而是有「區域特
色」的，並非可以全然「移植」，而是必須考量「在地」的特性。鑒於目前既有
的文獻研究多僅可供作為國內相關產業發展的參考；若是沒有全盤考量國內社
會性、文化性及在地價值觀等因素，單純的模仿式學習，並不易形成根深蒂固
的產業模式，同時，銀髮族消費群體的需求也未能精確地得到滿足。
以下茲整理本研究的成果與研究限制，以供各界參酌；而除了這些建議
外，本研究亦希望能透過後續研究，讓未來的相關研究能在此基礎上，更進一
步創造得以持續提升我國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國際競爭力的發展策略。
茲將前章所提 6 項主要產業發展策略建議項目統整於表 4；即便不一定能
完全切合現有學術理論分析架構，但它們皆是基於我國目前社會現況、國際文
獻與相關問卷成果所共同整理而成的資料，應具有其參考意義。
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涵蓋範圍廣泛，實際上發展時，各產業間橫向及縱
向彼此緊密相連，應透過整合各項產業所提供之服務與產品，推出套裝式的銀
髮族休閒養生服務，始能達到加乘的效果。例如，在基礎服務與建設部分，未
來可利用舉辦過運動賽後所留下來的場館或各區運動中心，推出銀髮族健身方
案。而銀髮族也可以透過建教合作完成專業人員培訓，以取得教練認證身分，
進而指導其他銀髮族運動，以達健身及服務之雙贏成效。除健身運動外，亦
可定期邀請專家學者，於運動課程中教導銀髮族正確的保健食品或養生保健之
道，可為銀髮族帶來不同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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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建議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

觀光遊憩
相關產業

產業發展策略建議項目
1. 放寬運動產業發展計畫扶助對象相關規範
2. 持續推動銀髮族運動輔導人員相關能力認證及培訓課程
3. 善用既有科技提升運動成效
1. 促進養生活動「產業化」及「觀光化」
2. 以健康和亞健康的銀髮族群為主要客群
3. 鼓勵民俗調理業者參與銀髮族健康養生旅遊

觀光郵輪

1. 建議成立綜合協調單位
2. 獎勵本土企業對郵輪產業之投資
3. 擴大區域合作
4. 加強推廣銀髮族來台旅遊補助政策

高齡友善樂園

1. 提供安全且適合銀髮族及其全家共同使用之設施
2. 建構安全防護設備
3. 降低開發流程風險
4. 獎勵企業對高齡友善樂園產業投資
1. 強化台灣本土中草藥植物研發
2. 強化保健食品的管理與國際行銷

益智遊戲相關產業

1. 以軟體開發切入國際銀髮族智慧型益智遊戲市場
2. 結合銀髮族懷舊元素進行軟體程式設計
3. 協助創造銀髮族需求面
4. 縮小數位落差及科技恐懼症

高齡友善環境建構相關產業
──智慧型養生村及智慧型
日間照護中心配套活動

1. 活化養生村相關產業商業模式
2. 鼓勵管理顧問服務業進入養生村及照護中心相關規劃
3. 鼓勵多元參與及強化人員培訓管道

銀髮族資源活化相關產業──
「高齡講堂」

經濟新訊

保健養生相關產業──
保健食品

（經建專論）
人口老化專輯

健康養生旅遊

政策紀實

健身運動相關產業

本研究所提相關產業建議

台灣景氣概況

1. 成立跨部會專責單位，擔任資源協調、分配與運用者
2. 推動「高齡講堂」與在地休閒養生活動結合成為套裝行程
3. 協助建立銀髮人力資料庫、開發多元師資
4. 持續倡導活到老學到老的觀念

資料來源：宇智顧問團隊。

當以銀髮族為資源提供者之觀點來探討時，銀髮族之資金、知識與經驗以
及勞力皆為無以取代的寶貴資源。因此，透過建立銀髮族經驗智庫、銀髮族口
述歷史資料庫、銀髮族經歷式自傳出版公司等，除讓銀髮族之經驗和過往功績
經濟統計

得以讓更多人知道，提供銀髮族一個抒發感想和意見的出口外，也可嘉惠許多
年輕族群，免去成長過程中的跌撞和失敗。透過銀髮族經驗及智識的分享，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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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為青年人帶來學習的機會外，也能使得銀髮族感覺到自信以及不與社會脫鉤
之安全感。
以上係為本研究成果的概述，期望能供相關部門作銀髮族休閒養生發展策
略之參考。然而，隨著時空條件轉變，可能的新興產業必定會更加勃興，未來
不論是政府主管單位或民間企業部門，都應持續關注此一議題的發展動向，並
即時更新可能的資訊，始能確實掌握產業及商機的變化。
另外，藉由提供銀髮族多元休閒產業及服務，將能引導社會各界，共同營
造友善、優質的生活環境，進而促使民眾整體幸福指數的提升。為達成平衡經
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之目標，期待在政策擬定上能提供更多機會予中小企業，鼓
勵其發展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大型企業往往基於規模經濟之考量，對於異質
性頗高之銀髮族市場，並不一定具有足夠的彈性及服務回應能力；反觀中小企
業的可塑性（ﬂexibility）及對銀髮族需求的易獲得性（accessibility）將比大型
企業更具有發展空間，透過鼓勵與協助中小企業發展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其
漸進累積的成果，是厚植產業經濟的根本。

伍、後續研究建議
一、研究討論範疇應更深入及細緻化
建議未來進一步的研究，可以在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基礎上，作更進一步的
修正。本研究研究對象為「銀髮族」，而銀髮族之間的「年齡」、「健康狀況」、
「教育程度」、「經濟狀況」以及「居住地區」等因子在做銀髮族消費趨勢分析時
皆須納入考量；同時，銀髮族之「資金」、「知識」、「經驗」以及「勞動力」等
狀況也是在利用銀髮族資源分析時宜考量的要項。本研究將銀髮族區分為「嬰
兒潮銀髮族群」及「非嬰兒潮銀髮族群」，其中「嬰兒潮銀髮族群」為本研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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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討對象，「嬰兒潮銀髮族群」大致上來說相對具有教育程度較高、經濟水準
較好之特性，然本研究並未並針對嬰兒潮銀髮族群之個別性差異作深入論述。
未來相關研究人員從事研究或進行政策建議時應謹慎處理嬰兒潮銀髮族群內部
政策紀實

的差異性問題。再者，關於銀髮族的高端社群及中產階級社群應該如何區分，
則是本研究未詳加著墨之處。本研究著重的目標在於為政府發展銀髮族休閒養
生產業提出可能的政策方略，強調供給面觀點的分析；而不是著重在需求面的
觀點，去劃分銀髮族本身社經地位定義。然而，不可諱言地，從學術觀點來

（經建專論）
人口老化專輯

看，關於銀髮族社經地位的探討與我國銀髮族休閒養生產業發展策略間仍存有
相關性。因此，本研究亦建議未來進一步研究，應考慮納入對銀髮族社經地位
之分析。

二、 針對需被照護的銀髮族進行相關探討
經濟新訊

本研究僅針對健康及亞健康之銀髮族群進行休閒養生產業之規劃，對於需
被照護的銀髮族之休閒養生的需求則未被納入本報告中，例如遠距醫療、醫療
照護產業、醫療器材或輔具等非屬本研究之討論範疇。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需
被照護的銀髮族進行相關探討。

台灣景氣概況

三、持續調查銀髮族特性與需求變化趨勢
問卷調查可以獲得第一手的資訊，瞭解銀髮族或相關人士之真正需求和
想法，尤其對於正在發展中的銀髮族產業至關重要。本次問卷調查限於時間及
人力的因素，在抽樣結構、題目設計以及對於受訪者社經地位之分析等部分，
皆有很大的改進空間。抽樣結構部分，本次調查僅限於台北、台中及高雄等北

經濟統計

中南都會地區，尚未涵蓋於全國範圍，且抽樣採利益選樣，受訪對象多集中於
各類活動中心、樂齡中心參與活動或課程，造成本次問卷之樣本代表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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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若能將此研究主題加以延伸，並拉長計畫執行期間，進行長期性、貫時性
（longitudinal）的問卷調查，則可透過前測、後測等調查技術，獲得所蒐集資料
之「再測信度」，也有助於建立我國本土性之資料，確實掌握我國銀髮族休閒養
生需求之變化及發展趨勢。

四、 探討銀髮族的經驗注入到新興市場之商業模式
在全球化中的新興市場是一塊有商機的園地。如何運用銀髮族的資源及經
驗投入新興市場的開發（如：中國、越南、印尼、非洲等）
，是個值得進一步研
究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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